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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orage Foundation 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

关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

关于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

关于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解决方案

关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Symantec 推出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包括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Veritas File System 是一种高性能日记文件系统，可以提供轻松管理和快速恢复应
用程序的功能。Veritas File System 具有可伸缩性能、连续可用性、增加的 I/O 吞
吐量以及结构完整性。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消除了磁盘存储的物理局限性。您可以联机配置、共享、
管理和优化存储 I/O 性能，而不会中断数据的可用性。Veritas Volume Manager 还
提供了易于使用的联机存储管理工具，可减少停机时间。
所有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都包含 VxFS 和 VxVM。如果您购买了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则 VxFS 和 VxVM 会随该产品一起安装和更新。请不要
将其作为单独的组件进行安装和更新。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包括动态多径处理功能。
Veritas Replicator 选件通过 IP 网络将数据复制到远程位置，该选件也可以通过该
产品进行授权。

26

Storage Foundation 概述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在安装该产品之前，请阅读《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说明》。
要安装该产品，请按照《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指南》中的说明操作。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是一种用于存储和组织计算机文件及其所含数据的简单方法，从而能够轻
松地查找和访问它们。 较为正式的说法是，文件系统是一组抽象数据类型（例如元
数据），这些数据类型用于实现数据的存储、分层组织、处理、访问和检索。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是首个商业日志记录文件系统。 通过日志记录功能，元
数据更改首先写入到日志，然后再写入到磁盘。由于无需在多处写入更改，且元数
据是异步写入的，因此吞吐速度较快。
VxFS 也是基于扩展区的意向日志记录文件系统。 VxFS 设计用于要求高性能和高可
用性，并且可以处理大量数据的操作环境。
VxFS 的主要组件包括：
文件系统日志记录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意向日志

扩展区

关于扩展区

文件系统磁盘布局

关于文件系统磁盘布局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意向日志
大多数文件系统依赖于 fsck 实用程序提供的完整结构验证，作为系统故障后恢复
的唯一方式。 对于大磁盘配置，验证涉及对整个结构的检查，此过程较为耗时，将
验证文件系统是否完好并更正所有不一致的问题。 VxFS 提供有 VxFS 意向日志和
VxFS 意向日志的调整大小功能，用来执行快速恢复。
VxFS 通过跟踪 VxFS 意向日志中的文件系统活动来缩短系统故障恢复时间。 此项
功能用于记录循环意向日志中对文件系统结构未决的更改。 除了在系统故障期间，
意向日志恢复功能对用户或系统管理员而言并非随时可见。 默认情况下，VxFS 文
件系统会在将事务提交到磁盘之前记录文件事务，从而缩短系统异常停止后恢复文
件系统的时间。
在系统故障恢复期间，VxFS fsck 实用程序执行意向日志重放，这将对意向日志进
行扫描并取消或完成系统故障时活动的文件系统操作。 然后可装入文件系统，而无
需完成对整个文件系统的完整结构检查。如果磁盘硬件发生故障，则重放意向日志
可能无法完全恢复损坏的文件系统结构；硬件问题可能需要使用 VxFS 提供的 fsck
实用程序来进行一次完整的系统检查。
如果 mount 命令在文件系统中检测到脏日志，则 mount 命令会自动运行 VxFS fsck
命令来执行意向日志重放。仅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上装入的文件
系统上以及在集群文件系统上支持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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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fsck_vxfs(1M) 和 mount_vxfs(1M) 手册页。
VxFS 意向日志是在首次创建文件系统时分配的。意向日志的大小取决于文件系统
的大小 - 文件系统越大，意向日志越大。可在以后使用 fsadm 命令调整意向日志的
大小。
请参见 fsadm_vxfs(1M) 手册页。
磁盘布局版本 5 的意向日志的最大默认大小为 16 MB。磁盘布局版本 7 或更高版本
的意向日志的最大默认大小为 256 MB。
注意：意向日志大小不当可能会对系统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请参见第 149 页的“意向日志大小”。

关于扩展区
扩展区是计算机文件系统中存储的连续区域，保留用于文件。 开始向文件写入时，
分配整个扩展区。 再次向该文件写入时，数据从先前写入停止的位置继续。 这样可
以减少或消除文件碎片。扩展区表示为地址-长度对的形式，用于标识扩展区（在文
件系统或逻辑块中）的起始块地址和长度。由于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是基于
扩展区的文件系统，因此，寻址是通过扩展区（可由多个块组成）而不是单块段完
成。因此，扩展区可提高文件系统吞吐量。
如果为存储分配的是连续的块，扩展区将允许以多个块为单位执行磁盘 I/O。对顺
序 I/O 来说，多个块操作的速度比一次一块操作的速度要快得多；几乎所有磁盘驱
动器都接受多个块的 I/O 操作。
扩展区分配在对 inode 结构下的寻址块与基于块的 inode 结构下的寻址块的解释只
有少许不同。VxFS inode 引用了 10 个直接扩展区，每个直接扩展区都是起始块地
址和块长度对。
磁盘空间分配在 1024 字节扇区，用于形成逻辑块。VxFS 支持 1024、2048、4096
和 8192 字节的逻辑块大小。对于 2 TB 以下的文件系统，默认块大小为 1 KB，对
于大于等于 2 TB 的文件系统，默认块大小为 8 KB。

关于文件系统磁盘布局
磁盘布局是文件系统在磁盘上存储的方式。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上，已创
建多个磁盘布局版本（1 至 9），用于支持各种新功能和特定 UNIX 环境。
目前，仅可以创建并装入版本 5、7、8 和 9 磁盘布局。 可以装入版本 6 磁盘布局，
但仅用于升级到支持的版本。无法创建或装入其他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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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eritasTM Symantec 的 Volume Manager (VxVM) 是一个存储管理子系统，使用该
系统可将物理磁盘和逻辑单元号 (LUN) 作为一种称为“卷”的逻辑设备进行管理。
VxVM 卷对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而言，就是一种可以在上面配置文件系统、数据库
及其他受管数据对象的物理设备。
VxVM 为计算环境和存储区域网络 (SAN) 环境提供简单易用的联机磁盘存储管理功
能。由于 VxVM 支持独立磁盘冗余阵列 (RAID) 模型，因此可以对它进行配置，避
免磁盘和硬件故障并提升 I/O 吞吐量。另外，VxVM 还提供可以提升容错和磁盘故
障或存储阵列故障快速恢复的功能。
VxVM 通过提供逻辑卷管理层，克服了硬盘设备和 LUN 所带来的局限性。这使卷
可以跨越多个磁盘和 LUN。
VxVM 提供了可以提升性能并确保数据可用性与完整性的工具。还可以使用 VxVM
在系统处于活动状态时动态地配置存储。

关于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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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的一个组件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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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持将根 LVM 卷组迁移到 DMP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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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MP 功能附带 Storage Foundation (SF) Enterprise 许可证、SF HA Enterprise 许
可证和 Storage Foundation 标准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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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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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为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提供了集中式管理控制台。您可以使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监视、查
看和管理存储资源并生成报告。
Symantec 建议使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 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 环境。
您可以从 http://go.symantec.com/vom 免费下载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有关安装、升级和配置说明，请参考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文档。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控制台不再与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打
包在一起。如果希望继续使用 VEA，则可以从
http://go.symantec.com/vcsm_download 下载一个软件版本。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Management Server 已废弃。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解决方案
Storage Foundation 组件和功能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使用，以便提高存储和
应用程序的性能和恢复能力，并简化管理。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可用于：
■

改善数据库性能： 可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数据库加速器提高 I/O 性能。
SFHA Solutions 数据库加速器可实现原始磁盘的速度，同时保留了文件系统的
管理功能和便利性。

■

优化精简阵列使用： 可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精简置备和精简回收解决方
案来设置和维护精简存储。

■

备份和恢复数据： 可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lashsnap、存储检查点和
NetBackup 时间点副本方法备份和恢复数据。

■

脱离主机处理数据： 通过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卷快照，可以避免生产主机
性能下降。

■

优化测试和开发环境： 通过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时间点副本方法，可以优
化生产数据库的副本以进行测试、决策建模和开发。

■

优化虚拟桌面环境： 可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ileSnap 优化虚拟桌面环
境。

■

最大化存储利用率： 可以根据使用期限、优先级和访问率标准，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SmartTier 将数据移至存储层。

■

迁移数据： 可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可移植的数据容器轻松、可靠地在不
同的环境之间迁移数据。

有关记录了使用示例场景的 Storage Foundation 用例解决方案的补充指南：请参见
《VeritasTM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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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eritas File System 的工作
原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eritas File System 功能

■

Veritas File System 性能改进

■

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Veritas File System 功能
表 2-1 列出了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功能。
表 2-1

Veritas File System 功能

功能

说明

基于扩展区的分配

扩展区是计算机文件系统中存储的连续区域，保留用于文件。
开始向文件写入时，分配整个扩展区。 再次向该文件写入时，
数据从先前写入停止的位置继续。 这样可以减少或消除文件碎
片。扩展区表示为地址-长度对的形式，用于标识扩展区（在文
件系统或逻辑块中）的起始块地址和长度。由于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是基于扩展区的文件系统，因此，寻址是通过扩
展区（可由多个块组成）而不是单块段完成。因此，扩展区可
提高文件系统吞吐量。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扩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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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扩展区属性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以一个或多个相邻块组（称为扩展
区）的形式为文件分配空间。VxFS 定义了一个应用程序接口，
允许程序控制给定文件的扩展区分配的方方面面。扩展区分配
策略与被称为扩展区属性的文件相关。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关于扩展区属性”。

快速文件系统恢复

大多数文件系统依赖于 fsck 实用程序提供的完整结构验证，作
为系统故障后恢复的唯一方式。 对于大磁盘配置，验证涉及对
整个结构的检查，此过程较为耗时，将验证文件系统是否完好
并更正所有不一致的问题。 VxFS 提供有 VxFS 意向日志和 VxFS
意向日志的调整大小功能，用来执行快速恢复。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意向日志”。

扩展的装入选项

VxFS 文件系统对 mount 命令进行了下列改进：
■

增强的数据完整性模式

■

增强的性能模式

■

临时文件系统模式

■

改善的同步写入

■

支持大文件大小

请参见第 150 页的“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增强的数据完整性模式

VxFS 使用下列 mount 命令选项支持增强的数据完整性模式：
■

blkclear

■

请参见第 154 页的“blkclear 装入选项”。
closesync

■

请参见第 154 页的“mincache 装入选项”。
log
请参见第 152 页的“log 装入选项”。

增强的性能模式

默认的 VxFS 日志记录模式 mount -o delaylog ，通过延迟
若干更改的日志记录来提高性能。不过，由于最新更改在系统
发生故障期间可能会丢失，因此 delaylog 无法提供与增强的
数据完整性模式等同的数据完整性。除快速文件系统恢复外，
此选项还提供了至少与传统 UNIX 文件系统相同级别的数据准
确性。
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请参见第 152 页的“delaylog 装入选项”。

Veritas File System 的工作原理
Veritas File System 功能

功能

说明

临时文件系统模式

在多数 UNIX 系统上，临时文件系统目录（例如，/tmp 和
/usr/tmp）通常存放在系统重新启动时无需保留的文件。 基
础文件系统无需为这些临时目录维护高度结构完整性。 VxFS 提
供的 mount -o tmplog 选项通过延迟多数操作的日志记录使
用户能够在临时文件系统上实现更高的性能。
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请参见第 153 页的“tmplog 装入选项”。

改善的同步写入

VxFS 为同步写入应用程序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性能。 mount -o
datainlog 选项可大大提高小同步写入的性能。
mount -o convosync=dsync 选项可提高应用程序的性能，
这些应用程序需要同步数据写入而不需要同步 inode 时间更新。
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警告：-o convosync=dsync 选项的使用与 POSIX 语义冲
突。
请参见第 155 页的“convosync 装入选项”。
支持大文件和大文件系统

VxFS 支持大于 2 吉字节的文件和高达 256 千吉字节的大文件系
统。

警告：一些应用程序和实用程序可能对大文件无效。
请参见第 157 页的“largefiles 和 nolargefiles 装入选项”。
特大文件系统

VxFS 支持大于 32 千吉字节的文件系统。特大文件系统功能需
要单独授权。
请参见 HP Online JFS 文档。

访问控制列表

访问控制列表 (ACL) 存储了一系列条目，用于标识特定用户或
组及其对目录或文件的访问权限。 文件可以具有其自身的 ACL，
也可与其他文件共享 ACL。 ACL 的优势是可指定对多用户和组
的详细访问权限。
集群文件系统上也支持 ACL。
请参见 getfacl(1) 和 setfacl(1)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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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存储检查点

为增强可用性、可恢复性和性能，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提供了便于利用常见和有效备份策略的磁盘上和联机备份及还
原功能。备份和还原应用程序可利用存储检查点、有效的磁盘
和 I/O 复制技术来创建文件系统的定期冻结映像。 存储检查点
显示某一即时点的文件系统视图，随后标识和维护原始文件系
统块的副本。 存储检查点可通过使用文件系统的可用空闲空间
池（而不是使用基于磁盘的镜像方法）节省磁盘空间并显著降
低 I/O 开销。
存储检查点功能需要单独授权。
请参见第 353 页的“关于存储检查点”。

FileSnap

FileSnap 是同一文件系统中存储的同一名称空间内某个文件的
空间优化副本。VxFS 在具有磁盘布局版本 8 或更高版本的文件
系统中支持 FileSnap。
请参见第 301 页的“关于 FileSnap”。

联机备份

VxFS 提供了使用快照功能的联机数据备份。装入的文件系统的
映像立即成为文件系统在特定即时点的精确只读复本。原始文
件系统称为捕获的文件系统，复本则称为快照。
对捕获的文件系统进行更改时，会将旧数据复制到快照。 读取
快照时，未更改数据从捕获的文件系统中读取，已更改数据则
从快照中读取。
备份需要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

从快照文件系统中复制所选文件（使用 find 和 cpio）

■

备份整个文件系统（使用 fscat）

■

执行完全备份或增量备份（使用 vxdump）

请参见第 303 页的“关于快照文件系统”。
配额

VxFS 支持配额，将按用户和按组分配配额并限制对下面两种主
体资源的使用：文件和数据块。用户可为任何一种资源指派配
额。 每个配额都包含对各资源的两个限制： 硬限制和软限制。
硬限制表示对数据块或文件的绝对限制。 在任何情况下，用户
都不可以超出硬限制。
软限制的要求比硬限制低，在有限时间长度内可以超出。 在软
限制下，只要用户在到达指定时间之前满足这些限制，则用户
可临时超出限制。
请参见第 623 页的“关于配额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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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集群文件系统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允许集群服务器同时装入和使用文件系
统，仿佛使用该文件系统的所有应用程序都在同一服务器上运
行。有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集群功能 (CVM)，就可以通
过集群来访问逻辑卷和原始的设备应用程序。
SFCFSHA 使用对称的体系结构，在该结构下集群中所有节点可
同时充当元数据服务器。SFCFSHA 仍保留一些先前的主/从或
主要/次要概念。装入各集群文件系统的第一个服务器为主；集
群中所有其他节点均为次。应用程序可直接通过其运行时所在
的服务器访问文件中的用户数据。每个 SFCFSHA 节点都具有各
自的意向日志。文件系统操作（如，分配或删除文件）可源自
集群中任一节点。
安装 VxFS 和启用集群功能无需创建集群文件系统配置。文件系
统集群需要其他 Veritas 产品启用通信服务并提供存储资源。这
些产品与 SFCFSHA 中的 VxFS 打包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集群环境。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在集群装入时，必须使用 mount -o cluster 选项装入文件
系统。未使用 -o cluster 选项装入的文件系统称为本地装
入。
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SFCFSHA 功能需要单独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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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数据库支持

可在作为字符设备导出的文件上创建数据库，以实现与在原始
磁盘上创建的数据库相同的性能。
数据库通常在文件系统上创建，用于简化备份、复制和移动任
务，与原始磁盘上的数据库相比较慢。
在 VxFS 上使用 Quick I/O for Databases 功能，使系统能够保
留在文件系统上使用数据库的优势，却无需牺牲性能。 Quick
I/O 创建常规预分配文件用作字符设备。 可在字符设备上创建
数据库，以实现与在原始磁盘上创建的数据库相同的性能。
将常规 VxFS 文件视为原始设备时，数据库具有以下优势：
由数据库服务器发出的 read() 和 write() 系统调用，可避
免发生在常规文件上的采集和发布读取/写入锁定发生在内
核内部。
■ VxFS 可避免对已经由数据库服务器缓冲的数据进行双重缓
冲。此项功能可释放资源用于其他目的并产生更好的性能。
■ 由于对这些设备的 I/O 绕过系统缓冲区高速缓存，因此 VxFS
可在对常规文件执行数据读写操作时节省在用户空间和内核
空间之间的数据复制成本。与缓冲 I/O 的时间相比，此过程
显著缩短了每一 I/O 事务的 CPU 时间。
■

跨平台数据共享

跨平台数据共享 (CDS) 使数据能够在异构系统之间时序共享，
其中每个系统都具有对用于保存数据的物理设备的直接访问权
限。 此项功能只能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一起使
用。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文件更改日志

VxFS 文件更改日志 (FCL) 跟踪对文件系统中文件和目录的更
改。 某些应用程序可使用文件更改日志，其中包括备份产品、
网络爬虫、搜索和索引引擎，以及通常扫描整个文件系统以搜
索自上次扫描后修改的复制软件。 FCL 功能需要单独授权。
请参见第 627 页的“关于文件更改日志”。

反向路径名称查找

反向路径名称查找功能可以从文件或目录的 inode 编号获得该
文件或目录的完整路径名称。反向路径名称查找功能可用于各
种应用程序，例如 VxFS 文件更改日志功能的客户端、备份和还
原实用程序以及复制产品。 通常，这些应用程序按 inode 编号
存储信息，这是因为文件或目录的路径名可能很长，因此，需
要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获取路径名。
请参见第 637 页的“关于反向路径名称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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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卷文件系统

多卷文件系统 (MVS) 功能允许用单个逻辑对象表示多个卷。往
来于基础逻辑卷的所有 I/O 都按卷集的方式进行管理。 您可以
在此多卷集上创建单个 VxFS 文件系统。此项功能只能与 VxVM
一起使用。MVFS 功能需要单独授权。
请参见第 423 页的“关于多卷文件系统”。

SmartTier

SmartTier 选项是基于多卷支持技术构建的。使用 SmartTier，
可将多个卷映射到单个文件系统。 然后，可配置将文件从一个
卷自动重定位到另一个卷的策略，或通过运行文件重定位命令
重定位文件。 通过多个卷可确定文件的位置，从而提高访问特
定类型文件的应用程序的性能。SmartTier 功能是一个单独授权
功能。

注意：在以前的 VxFS 5.x 版本中，SmartTier 称为 Dynamic
Storage Tiering。
请参见第 437 页的“关于 SmartTier”。
精简回收

使用精简回收功能可将 VxFS 文件系统的空闲数据块释放到 Thin
Storage LUN 的可用存储池中。 仅在 VxVM 卷的已创建文件系
统上支持此功能。
请参见第 396 页的“关于精简回收文件系统”。

分区目录

通常，对文件系统中普遍存在的目录执行访问和更新的大量并
行线程会经历极其大量的等待时间。此功能可创建分区目录，
以改善文件系统的目录性能。如果任一目录超过可调参数的阈
值，此功能就会针对该目录 inode 获取独占锁，并将各个条目
重新分配到各自的哈希目录。这些哈希目录在用户或操作系统
的名称空间视图中不可见。对于每个新的创建、删除或查找线
程，此功能都会根据目标名称查找各自的哈希目录，并在该目
录中执行操作。这就使得父级目录 inode 和其他哈希目录能够
畅通无阻地进行访问，进而大幅改善文件系统性能。
此功能仅可在磁盘布局版本 8 或更高版本的文件系统上运行。
默认情况下，此功能处于启用状态。
请参见 vxtunefs(1M) 和 fsadm_vxfs(1M) 手册页。

重复数据删除

您可以在文件系统中执行后处理的定期重复数据删除，这样无
需任何连续成本便可消除重复数据。 可以根据需要验证数据是
否重复，然后有效安全地消除重复项。 此功能需要 Enterprise
许可证。
请参见第 513 页的“关于重复数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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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压缩

压缩文件减少了文件使用的空间，同时保持文件可用且对应用
程序透明。 压缩文件的外观和行为与未压缩文件的外观和行为
几乎完全相同： 压缩文件具有与未压缩文件相同的名称，且可
以像未压缩文件那样进行读写。 读取仅导致在内存中解压缩数
据；磁盘上的文件副本仍保留为压缩状态。 相反，在写入之后，
将在磁盘上解压缩新数据。
请参见第 523 页的“关于压缩文件”。

Veritas File System 性能改进
传统文件系统采用了基于块的分配方案，虽然为小文件提供了适当的随机访问和延
迟，但却限制了较大文件的吞吐量。因此，较不适用于商业环境。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可通过另一种分配方法解决此文件系统性能问题，并增
强用户对分配、I/O 和缓存策略的控制。
请参见第 40 页的“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提供了以下性能改进：
■

数据同步 I/O
请参见第 273 页的“数据同步 I/O”。

■

直接 I/O 和发现的直接 I/O
请参见第 272 页的“直接 I/O”。
请参见第 273 页的“发现的直接 I/O”。

■

延迟扩展写入的分配
请参见第 40 页的“延迟扩展写入的分配”。

■

增强的 I/O 性能
请参见第 39 页的“增强的 I/O 性能”。

■

缓存参数
请参见第 274 页的“缓存参数”。

■

增强的目录功能

■

显式文件对齐、扩展区大小和预分配控制

■

可调 I/O 参数

■

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集成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

大目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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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VxFS 可在文件数量非常大时缩短在目录中查找文件的时间。
■

分区目录
请参见 vxtunefs(1M) 和 fsadm_vxfs(1M) 手册页。

增强的 I/O 性能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应用了积极的 I/O 集群策略，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集成，并可基于每个文件系统对应用程序特定参数进行设置，从而提供了
增强的 I/O 性能。
请参见第 39 页的“增强的 I/O 集群”。
请参见第 39 页的“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与 Veritas File System 集成以提供增
强的 I/O 性能”。
请参见第 39 页的“用于增强 I/O 性能的应用程序特定参数”。

增强的 I/O 集群
I/O 集群是将多项 I/O 操作组合在一起以提高性能的一项技术。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I/O 策略提供了比其他文件系统更加积极的集群过程，并在使用大文件时提
供了更高的 I/O 吞吐量。产生的性能与原始磁盘提供的性能相当。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与 Veritas File System 集成以提供增强
的 I/O 性能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配合工作，以确
定基础卷的 I/O 特性并相应地执行 I/O。在使用 mkfs 对来自内核的有效 I/O 操作执
行适当的分配单元对齐时，VxFS 也使用此信息。
作为 VxFS/VxVM 集成的一部分，VxVM 会导出一组 I/O 参数，以实现更好的 I/O
性能。 此接口可提高不同卷配置下的性能，例如，RAID-5、条带卷和镜像卷。 在
具有强大 I/O 性能的 RAID-5 卷中，全条带写入非常重要。 VxFS 使用这些参数向
VxVM 发出适当的 I/O 请求。

用于增强 I/O 性能的应用程序特定参数
可基于每个文件系统设置应用程序特定参数以提高 I/O 性能。
■

发现的直接 I/O
所有超出该值的大小将作为直接 I/O 执行。

■

直接 I/O 最大大小
该值定义了单个直接 I/O 的最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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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vxtunefs(1M) 和 tunefstab(4) 手册页。

延迟扩展写入的分配
延迟分配可跳过扩展写入分配并在后台线程中完成分配。 利用此方法，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会执行少量的大型分配而不是执行大量的小型分配，这可以减少文
件系统碎片。 快速移动的临时文件不会被分配块，因此不会添加到文件系统的碎片
中。
当追加某一文件时，将跳过对该文件的分配并将该文件添加到延迟分配列表中。 跳
过其分配的范围将记录在 inode 中。 在将用户页复制到页面缓存后，write() 系统
调用会立即返回。当调度程序线程选取文件进行分配时，将执行实际文件分配。如
果文件被截断或被删除，则不需要分配。
默认情况下，对扩展写入启用延迟分配。 延迟分配独立于文件系统磁盘布局版本。
此功能不需要任何 mount 选项。可以使用 vxtunefs 命令禁用和启用此功能。使用
fsmap 命令可以显示文件中的延迟分配范围。
请参见 vxtunefs(1M) 和 fsmap(1M) 手册页。
在必须立即将文件数据写入磁盘的情况下，将对文件禁用延迟分配。 此类情况的示
例如下： 直接 I/O、并行 I/O、FDD/ODM 存取和同步 I/O。内存映射文件、BSD 配
额和集群文件系统 (CFS) 中的共享装入点不支持延迟分配。 如果在文件系统上启用
了 BSD 配额，则会自动为该文件系统关闭延迟分配。

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下面的列表包含使用、管理、修改和调整 VxFS 的主要方法：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图形用户界面

■

联机系统管理

■

应用程序接口

注意：VxFS 不支持链接、删除或重命名 . 和 .. 目录条目。这些操作可能会中断文
件系统操作。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图形用户界面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是基于 GUI 的应用程序，使用了由服务器和客户
端组成的 Java™ 技术。 服务器在运行 Volume Manager 和 VxFS 的 UNIX 系统上运
行。客户端可在所有支持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的平台上运行。
在本地或远程系统上使用 GUI 可执行以下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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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卷上创建文件系统

■

在卷集上创建文件系统

■

从文件系统表中删除文件系统

■

装入和卸载文件系统

■

整理文件系统碎片

■

监视文件系统容量

■

创建文件系统的快照副本

■

检查文件系统

■

查看文件系统属性

■

维护文件更改日志

■

维护存储检查点

■

使用多卷文件系统

■

设置意向日志选项

■

从集群节点卸载文件系统

■

删除集群文件系统的资源信息

请参见《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快速入门指南》手册。
请参见 VEA 联机帮助。

联机系统管理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提供了命令行界面 (CLI) 操作，在本指南和手册页中均
有详细描述。
VxFS 允许用户在文件系统联机时运行大量管理任务。 此外还包括两个更重要的任
务：
■

碎片整理

■

文件系统调整大小

碎片整理
空闲资源最初按提供最佳性能的顺序对齐并分配到文件。 在活动的文件系统上，空
闲资源的原始顺序随文件创建、删除和调整大小而丢失。 文件系统沿磁盘持续延
伸，在所用区域之间留下未使用的间隙或碎片。 此过程称为碎片，由于向文件分配
空闲扩展区（一组连续数据块）时文件系统可用的选项变少，因此会降低性能。
VxFS 提供了联机管理实用程序 fsadm，用于解决碎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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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adm 实用程序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对装入的文件系统进行碎片整理：
■

从目录中删除未使用的空间

■

使所有小文件连续

■

合并可用块供文件系统使用

此实用程序可按需运行，并可作为 cron 作业进行定期预设。
请参见 fsadm_vxfs(1M) 手册页。

文件系统调整大小
文件系统被创建时即为其指派一个特定大小；文件系统使用随时间发生更改时，文
件系统可能会变得过小或过大。
VxFS 能够在文件系统使用过程中增加或减少文件系统的大小。许多竞争文件系统
无法执行此操作。VxFS 实用程序 fsadm 可放大或缩小文件系统，而无需卸载文件
系统或中断用户生产率。不过，要放大文件系统，则在文件系统中装入的基础设备
必须可扩大。
VxVM 通过使用可在使用过程中增加大小的虚拟磁盘来实现放大。VxFS 和 VxVM
组件彼此互补提供了联机扩展功能。调整卷和文件系统大小时，使用 vxresize 命
令。vxresize 命令保证文件系统随卷一起缩小或增大。您也可以结合使用 vxassist
命令与 fsadm_vxfs 命令，但是 Symantec 建议您改用 vxresize 命令。
请参见 vxresize(1M) 手册页。
请参见第 110 页的“通过添加新的 LUN 增加现有存储”。

应用程序接口
Veritas File System 开发人员工具包 (SDK) 为开发人员提供了使用应用程序编程接
口 (API) 的必要信息，可用于修改和调整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各功能和组
件。
请参见《Veritas File System 程序员参考指南》。
VxFS 遵循系统 V 接口定义 (SVID) 要求并支持用户通过网络文件系统 (NFS) 进行访
问。 如果其他文件系统无法提供应用程序所需的性能特点，则应用程序可利用 VxFS
增强功能。

扩展的应用程序工具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提供与商业应用程序密切相关的 API 函数，通过这些函
数可执行下列操作：
■

为文件预分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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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文件指定固定的扩展区大小

■

绕过文件 I/O 的系统缓冲区高速缓存

■

为文件指定预期的访问模式

由于这些函数均使用特定于 VxFS 的 IOCTL 系统调用，因此大多数现有 UNIX 系统
应用程序不使用这些工具。cp、cpio 和 mv 实用程序使用这些函数来保留扩展区属
性并提高了分配空间的效率。可使用 getext 或 ls 命令列出文件的当前属性。 这些
函数还可提高自定义应用程序的性能。 出于移植原因，这些应用程序必须在使用这
些函数前查看其所使用的文件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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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
工作原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如何与操作系统协同工作

■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如何进行存储管理

■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中的卷布局

■

联机重新布局

■

卷重新同步

■

热重定位

■

脏区日志记录

■

卷快照

■

快速重新同步

■

卷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如何与操作系统协同工作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作为操作系统与数据管理系统（如文件系统与数
据库管理系统）之间的子系统运行。VxVM 与操作系统紧密结合。要将磁盘或 LUN
置于 VxVM 控制之下，必须能通过操作系统设备接口访问该磁盘。 VxVM 位于操
作系统接口服务之上，依赖于操作系统访问物理磁盘的方式。
VxVM 的下列功能依赖于操作系统：
■

操作系统（磁盘）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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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句柄

■

VxVM 动态多径处理 (DMP) 元设备

VxVM 的运行依赖于下列持续运行的后台驻留程序及内核线程：
vxconfigd

VxVM 配置后台驻留程序维护磁盘和磁盘组配置，将配置
更改传递给内核，并修改磁盘上存储的配置信息。
请参见 vxconfigd(1m) 手册页。

vxiod

VxVM I/O 内核线程提供扩展的 I/O 操作，而不会阻止调用
进程。默认情况下，引导时会启动 16 个 I/O 线程，且至少
一个 I/O 线程将一直继续运行。
请参见 vxiod(1m) 手册页。

vxrelocd

热重定位后台驻留程序监视 VxVM 是否有影响冗余的事件，
并执行热重定位以还原冗余。如果在系统中配置了精简置
备磁盘，则已删除卷的存储空间将由此后台驻留程序按照
策略配置的方式进行回收。
请参见 vxrelocd(1m) 手册页。

数据的存储方式
可使用多种方法在物理磁盘上存储数据。这些方法在磁盘上组织数据，从而让数据
的存储和检索更有效。最基本的磁盘组织方法称为格式化。格式化过程对硬盘进行
准备，以便用户按照预先安排的存储模式在磁盘中写入文件和检索信息。
可以使用两种方法在格式化的硬盘上存储信息：物理存储布局和逻辑存储布局。
VxVM 使用逻辑存储布局方法。
请参见第 46 页的“Veritas Volume Manager 如何进行存储管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如何进行存储管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下列类型的对象来进行存储管理：
物理对象

物理磁盘、LUN（在硬件中实现的虚拟磁盘），或其他具有用于存
储数据的块和原始操作系统设备接口的硬件。
请参见第 47 页的“物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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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对象

当有一个或多个物理磁盘被置于 VxVM 控制下时，该软件将在这些
物理磁盘上创建称为卷的虚拟对象。每个卷在一个或多个物理磁盘
上记录和检索数据。文件系统、数据库或其他应用程序使用与访问
物理磁盘相同的方法来访问卷。卷也由其他在更改卷配置中使用的
虚拟对象（plex 和子磁盘）组成。卷及其虚拟组件称为虚拟对象或
VxVM 对象。
请参见第 48 页的“虚拟对象”。

物理对象
物理磁盘是基本的存储设备（介质），即最终存储数据的地方。可以使用设备名称
来定位物理磁盘，进而访问该磁盘上的数据。物理磁盘的设备名称因所使用的计算
机系统而异。并非所有系统都使用所有参数。
图 3-1 显示了本文中物理磁盘和设备名称 (devname) 的表示方式。
图 3-1

物理磁盘示例

devname

在 HP-UX 11i v3 中，磁盘可使用旧式设备名称（格式为 c#t#d#）或其持久性（或
灵活）设备名称（格式为 disk##）标识。
在旧式设备名称中，c# 指定控制器，t# 指定目标 ID，d# 指定磁盘。例如，设备名
称 c0t0d0 表示与系统中的 0 号控制器连接的整个硬盘，其目标 ID 为 0，物理磁盘
号为 0。等效的持久性设备名称可能是 disk33。
本文档中通常显示旧版设备名称，因为该格式与设备发现层 (DDL) 和动态多径处理
(DMP) 使用的默认格式相同。
VxVM 写入有关受 VxVM 控制的物理磁盘（VM 磁盘）的标识信息。即使物理磁盘
断开连接或系统中断之后，也可以标识 VxVM 磁盘。随后，VxVM 可以对磁盘组和
逻辑对象进行重组，以提供故障检测功能并加快系统恢复速度。
VxVM 将所有磁盘作为没有分区的整个物理磁盘进行访问。

磁盘阵列
在磁盘上执行 I/O 是一个速度相对较慢的过程，这是因为磁盘是一种物理设备，在
读写之前需要时间来将磁头移到磁盘上正确的位置。如果对单个磁盘执行所有读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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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一次执行一个操作），则读写时间会变得失控。而对多个磁盘执行这些操作
则有助于减少这种问题的发生。
磁盘阵列是物理磁盘的集合，VxVM 可将其作为一个或多个虚拟磁盘或卷提供给操
作系统。对于操作系统而言，VxVM 所创建的卷在外观和行为上均与物理磁盘类
似。应用程序与卷交互的方式应和与物理磁盘交互的方式相同。
图 3-2 显示了 VxVM 如何将磁盘阵列中的磁盘以多个卷的形式提供给操作系统。
VxVM 如何将磁盘阵列中的磁盘以卷的形式提供给操作系统

图 3-2

操作系统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

物理磁盘

磁盘 1

磁盘 2

磁盘 3

磁盘 4

可以将数据分布在阵列中的多个磁盘或跨多个阵列的磁盘上，以便在这些磁盘之间
分配或平衡 I/O 操作。通过这种方式在多个磁盘上使用并行 I/O 可提高阵列的数据
传输速度和总吞吐量，从而提高 I/O 性能。

虚拟对象
VxVM 可使用多个虚拟化层提供不同的功能，并减少物理限制。
VxVM 中的虚拟对象包括：
■

磁盘组
请参见第 50 页的“磁盘组”。

■

VM 磁盘
请参见第 51 页的“VM 磁盘”。

■

子磁盘
请参见第 51 页的“子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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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x
请参见第 52 页的“Plex”。

■

卷
请参见第 53 页的“卷”。

将物理磁盘置于 VxVM 控制之下时，即在物理对象和 VxVM 对象之间建立了关系。
在主机系统上安装 VxVM 之后，必须将物理磁盘的内容置于 VxVM 控制之下，方
法是将 VM 磁盘组成磁盘组并分配磁盘组空间以创建逻辑卷。
要将物理磁盘置于 VxVM 控制下，则该磁盘不得处于 LVM 控制下。
仅当 VxVM 控制物理磁盘并且该磁盘未被其他存储管理器（如 LVM）控制时，才
能将物理磁盘的内容置于 VxVM 的控制下。
有关 LVM 和 VM 磁盘如何共存或如何将 LVM 磁盘转换为 VM 磁盘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
南》。
VxVM 创建虚拟对象并在这些对象之间建立逻辑关系。然后，VxVM 将使用虚拟对
象来执行存储管理任务。
vxprint 命令显示有关系统上存在的 VxVM 对象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 vxprint(1M) 手册页。

组合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中的虚拟对象
可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虚拟对象组合起来形成卷。卷中包含的虚
拟对象有：VM 磁盘、磁盘组、子磁盘和 plex。VxVM 虚拟对象按如下方式组织：
■

VM 磁盘可组成磁盘组

■

子磁盘（每个子磁盘代表磁盘的特定区域）可组合起来形成 plex

■

卷由一个或多个 plex 组成

图 3-3 显示了 VxVM 虚拟对象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与物理磁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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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VM 中对象之间的联系

图 3-3

磁盘组
vol01

vol02

卷

vol01-01

vol02-01

vol02-02

vol01-01

vol02-01

vol02-02

disk01-01

disk02-01

disk03-01

disk01-01

disk02-01

disk03-01

子磁盘

disk01-01

disk02-01

disk03-01

VM 磁盘

disk01

disk02

disk03

devname1

devname2

devname3

Plex

物理
磁盘

该磁盘组包含三个 VM 磁盘，这些磁盘被用来创建了两个卷。卷 vol01 是一个简单
卷，有一个 plex。卷 vol02 是一个镜像卷，有两个 plex。
以下几节对各种虚拟对象类型（磁盘组、VM 磁盘、子磁盘、plex 和卷）进行了说
明。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中还包括其他提供扩展功能的对象类型，如数据更改
对象 (DCO) 和卷集。

磁盘组
磁盘组是共享公共配置并由 VxVM 管理的一系列磁盘。磁盘组配置是包含相关 VxVM
对象及其属性和联系的详细信息的记录集。磁盘组名称最长为 31 个字符。磁盘组
名称不能包含句点 (.)。
请参见第 51 页的“VM 磁盘”。
在 VxVM 4.0 以前的版本中，默认磁盘组是 rootdg（根磁盘组）。在这些版本中，
rootdg 磁盘组必须存在并且必须至少包含一个磁盘，只有这样 VxVM 才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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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再有此要求。VxVM 可在未配置任何磁盘组的情况下工作（但在创建其他
VxVM 对象的任何卷之前，必须至少设置一个磁盘组）。
可以在需要时创建附加磁盘组。磁盘组允许将磁盘按逻辑集合分组。磁盘组及其组
件可以作为一个单元从一台主机移到另一台主机。
请参见第 540 页的“重新组织磁盘组内容”。
卷是在磁盘组内创建的。必须在同一磁盘组的磁盘上配置给定的卷及其 Plex 和子磁
盘。

VM 磁盘
将物理磁盘置于 VxVM 控制之下时，系统会为该物理磁盘分配一个 VM 磁盘。VM
磁盘受 VxVM 控制，通常位于某个磁盘组中。每个 VM 磁盘对应一个物理磁盘。
VxVM 从 VxVM 磁盘空间的连续区域分配存储。
VM 磁盘通常包括一个公共区域（已分配存储）和一个小的存储 VxVM 内部配置信
息的专用区域。
每个 VM 磁盘都有一个唯一的磁盘介质名（虚拟磁盘名称）。您可以定义最多包含
31 个字符的磁盘名称，也可以让 VxVM 分配 diskgroup## 形式的默认名称，其中
diskgroup 是磁盘所属的磁盘组的名称。
请参见第 50 页的“磁盘组”。
图 3-4 显示了一个介质名为 disk01 的 VM 磁盘，它被分配给物理磁盘 devname。
VM 磁盘示例

图 3-4

disk01

VM 磁盘

物理磁盘
devname

子磁盘
子磁盘是一组连续的磁盘块。块是磁盘上的空间单元。VxVM 使用子磁盘分配磁盘
空间。一个 VM 磁盘可以分成一个或多个子磁盘。每个子磁盘代表一个 VM 磁盘的
特定部分，而 VM 磁盘映射到物理磁盘的特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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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 磁盘的默认名称是 diskgroup##，子磁盘的默认名称是 diskgroup##-##，其
中 diskgroup 是磁盘所属的磁盘组的名称。
请参见第 50 页的“磁盘组”。
图 3-5 显示，disk01-01 是名为 disk01 的 VM 磁盘上第一个子磁盘的名称。
子磁盘示例

图 3-5
disk01-01

子磁盘

disk01-01

具有一个子磁盘的 VM 磁盘

disk01

一个 VM 磁盘可以包含多个子磁盘，但子磁盘不能互相重叠或共享 VM 磁盘的同一
部分。为确保完整性，VxVM 拒绝尝试创建重叠子磁盘的任何命令。
图 3-6 显示了包含三个子磁盘的 VM 磁盘，这三个磁盘是从一个物理磁盘中分配的。
图 3-6
disk01-01

将三个子磁盘分配给一个 VM 磁盘的示例
disk01-02

disk01-01
disk01-02
disk01-03

disk01-03

子磁盘

具有三个子磁盘的 VM 磁盘

disk01

任何不属于子磁盘的 VM 磁盘空间都是空闲空间。空闲空间可用于创建新的子磁
盘。

Plex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子磁盘构建称为 plex 的虚拟对象。Plex 由
位于一个或多个物理磁盘上的一个或多个子磁盘组成。
图 3-7 显示了包含两个子磁盘的 Plex 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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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两个子磁盘的 Plex 的示例

图 3-7

vol01-01
disk01-01

disk01-02

disk01-01

disk01-02

包含两个子磁盘的 Plex

子磁盘

通过下列方法可以在子磁盘上组织数据以形成 Plex：
■

连续

■

条带化 (RAID-0)

■

镜像 (RAID-1)

■

带奇偶校验的条带化 (RAID-5)

连续、条带化 (RAID-0)、镜像 (RAID-1) 和 RAID-5 均属卷布局类型。
请参见第 56 页的“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中的卷布局”。

卷
卷是一种虚拟的磁盘设备，就应用程序、数据库和文件系统而言，它与物理磁盘设
备很相似，但没有物理磁盘设备的物理局限性。卷由一个或多个 Plex 组成，每个
Plex 都包含卷中所选数据的一个副本。由于卷的虚拟特性，卷并不局限在某个磁盘
或磁盘中的特定区域之中。使用 VxVM 用户界面可以更改卷的配置，而且不必中断
正在使用卷的应用程序或文件系统即可完成配置更改。例如，可以在不同的磁盘上
镜像卷，也可通过移动卷来使用不同的磁盘存储。
VxVM 对卷使用默认的命名约定 vol##，对卷中的 Plex 使用默认的命名约定
vol##-##。为便于管理，您可以为所创建的卷选择更有意义的名称。
创建卷时应遵循以下约束条件：
■

卷名最多可以包含 31 个字符。

■

卷最多可以包括 32 个 Plex，每个 Plex 包含一个或多个子磁盘。

■

每个卷必须至少有一个关联的 Plex，该 Plex 必须包含卷数据的一个完整副本，
而且必须至少有一个关联的子磁盘。

■

卷中的所有子磁盘必须属于同一个磁盘组。

图 3-8 显示了包含一个 Plex 的卷 vol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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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 Plex 的卷示例

图 3-8
vol01

有一个 Plex 的卷

vol01-01

vol01-01
有一个子磁盘的 Plex

disk01-01

卷 vol01 有如下特征：
■

它包含一个名为 vol01-01 的 Plex。

■

该 Plex 包含一个名为 disk01-01 的子磁盘。

■

子磁盘 disk01-01 是从 VM 磁盘 disk01 中分配的。

图 3-9 显示了包含两个数据 Plex 的镜像卷 vol06。
有两个 Plex 的卷示例

图 3-9

vol06
vol06-01

vol06-02

vol06-01

vol06-02

disk01-01

disk02-01

有两个 Plex 的卷

Plex

该镜像的每个 Plex 都包含卷数据的完整副本。
卷 vol06 有如下特征：
■

它包含两个 Plex，名称分别为 vol06-01 和 vol06-02。

■

每个 Plex 包含一个子磁盘。

■

每个子磁盘是从不同的 VM 磁盘（disk01 和 disk02）中分配的。

请参见第 62 页的“镜像 (RAID-1)”。
VxVM 支持分层卷（其中子磁盘可以包含卷）的概念。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分层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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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中的配置后台驻留程序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配置后台驻留程序 (vxconfigd) 提供了 VxVM 命
令与内核设备驱动程序之间的接口。vxconfigd 可处理 VxVM 实用程序发出的配置
更改请求，将这些更改请求传送给 VxVM 内核，以及修改磁盘上存储的配置信息。
vxconfigd 还可以在系统引导时初始化 VxVM。
vxdctl 命令是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的命令行接口。

可以使用 vxdctl：
■

控制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的操作。

■

更改默认磁盘组的系统范围的定义。

在 VxVM 4.0 及更高版本中，磁盘访问记录不再存储在 /etc/vx/volboot 文件中。
非持久性磁盘访问记录通过在系统启动时扫描磁盘来创建。simple 和 nopriv 磁盘
的持久性磁盘访问记录永久存储在 root 文件系统中的 /etc/vx/darecs 文件中。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通过读取该文件的内容来定位磁盘及其磁盘组的配置数据
库。
/etc/vx/darecs 文件还用于存储不能自动配置的外部设备的定义。可以使用
vxddladm addforeign 命令添加这种条目。

请参见 vxddladm(1M) 手册页。
如果系统配置为使用动态多径处理 (DMP)，还可以使用 vxdctl 执行以下操作：
■

重新配置 DMP 数据库以包含刚挂接到系统或从系统中删除的磁盘设备。

■

在目录 /dev/vx/dmp 和 /dev/vx/rdmp 中创建 DMP 设备节点。

■

随着主动/被动磁盘阵列的路径类型的更改来更新 DMP 数据库。使用磁盘阵列
供应商提供的实用程序在主路径和次级路径之间更改路径类型。

请参见 vxdctl(1M) 手册页。

磁盘阵列的多条路径
有些磁盘阵列提供用于访问其磁盘设备的多个端口。 这些端口与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控制器以及阵列的任何本地数据总线或 I/O 处理器相结合，组成了多个用于
访问磁盘设备的硬件路径。 这种磁盘阵列称为多径处理磁盘阵列。 此类型的磁盘阵
列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配置（如连接到单个主机上不同控制器的多个端口、通过主
机上的单个控制器形成的端口链，或同时连接到不同主机的端口）连接到主机系统
上。
请参见第 91 页的“DMP 的工作原理”。
除 VxVM 使用的动态多径处理 (DMP) 外，HP-UX 11i v3 还提供了其自身的本机多
径处理解决方案。这两种多径处理解决方案可在同一系统上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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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98 页的“DMP 与 HP-UX 本机多径处理共存”。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中的卷布局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虚拟设备由卷进行定义。卷的布局由卷与一个或
多个 Plex（每个 Plex 都映射到一个或多个子磁盘）之间的关联关系定义。卷提供
可被其他应用程序用来访问数据的虚拟设备接口。这些逻辑构造块重新映射用于在
运行时重定向 I/O 的卷地址空间。
不同的卷布局提供不同级别的可用性和性能。可以配置并更改卷布局，以提供所需
级别的服务。

非分层卷
在非分层卷中，子磁盘直接映射到 VM 磁盘。 这使子磁盘可以定义一个连续的、受
VM 磁盘公共区域支持的存储空间。 VM 磁盘处于活动状态时直接与基础物理磁盘
关联。 因此，卷布局和物理磁盘一起决定了可从给定虚拟设备提供的存储服务。

分层卷
分层卷是通过将其子磁盘映射到基础卷来构建的。基础卷中的子磁盘必须映射到
VM 磁盘，从而映射到挂接的物理存储。
有了分层卷，逻辑成分就可以有更多的组合，其中一些组合对配置虚拟设备可能很
适用。例如，分层卷可以在使用条带化时提供高可用性。由于允许在整个命令级别
随意使用分层卷会导致管理不便，因此，Veritas 在 VxVM 中设计了一些现成的分
层卷配置。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分层卷”。
这些现成的配置与内置的规则一起发生作用，以便自动在指定的约束范围内与所需
级别的服务相匹配。对于在当前配置上执行的当前命令调用，系统将“尽其所能”
进行自动配置。
要从一套虚拟设备中获得所需的存储服务，可能需要在磁盘组中放入一组适合的
VM 磁盘，并且执行多个配置命令。
VxVM 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用自身的一组布局和管理接口处理初始配置和联
机重新配置，以使这项工作更容易、更有确定性。

布局方法
使用下列布局方法可将虚拟对象中的数据组织起来以创建卷：
■

连续、跨接和切割
请参见第 57 页的“连续、跨接和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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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带化 (RAID-0)
请参见第 59 页的“条带化 (RAID-0)”。

■

镜像 (RAID-1)
请参见第 62 页的“镜像 (RAID-1)”。

■

条带化加镜像（镜像条带或 RAID-0+1）
请参见第 63 页的“条带化加镜像（镜像条带或 RAID-0+1）”。

■

镜像加条带化（条带镜像、RAID-1+0 或 RAID-10）
请参见第 63 页的“镜像加条带化（条带镜像、RAID-1+0 或 RAID-10）”。

■

RAID-5（带奇偶校验的条带化）
请参见第 65 页的“RAID-5（带奇偶校验的条带化）”。

连续、跨接和切割
连续会以线性方式将数据映射到 Plex 中的一个或多个子磁盘上。要依次访问连续
Plex 中的所有数据，应首先在第一个子磁盘中从头到尾访问数据。然后依次在其余
子磁盘中从头到尾访问每个子磁盘的数据，直到最后一个子磁盘的末尾为止。
连续 Plex 中的子磁盘实际不必相邻，它们可以属于多个 VM 磁盘。使用驻留在多个
VM 磁盘上的子磁盘的连续布局称为跨接。
图 3-10 显示了同一 VM 磁盘中的两个子磁盘的连续关系。
如果将单个 LUN 或磁盘拆分成多个子磁盘，且每个子磁盘均属于唯一的卷，这称
为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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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示例

图 3-10
数据位于
磁盘01-01
n

数据位于
磁盘01-03

n+1 n+2 n+3

数据块

disk01-01

disk01-03

包含连续子磁盘的 Plex

disk01-01

disk01-03

子磁盘

disk01-01

disk01-02
disk01

disk01-03

VM 磁盘

devname
n n+1 n+2

n+3

物理磁盘

块 n、n+1、n+2 和 n+3（编号相对于 Plex 的起始位置）在 Plex 上是连续的，但实
际上来自同一物理磁盘上的两个不同的子磁盘。
VM 磁盘 disk01 上的子磁盘 disk01-02 中的剩余空闲空间可另作他用。
当任何一个磁盘上的 Plex 的相邻空间不足时，均可使用有多个子磁盘的连续布局。
这种形式的连续可用于在磁盘之间平衡负载，也可用于对某个磁盘上的磁头运动进
行优化。
图 3-11 显示了分布在一个跨越 Plex 中的两个子磁盘上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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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接示例

图 3-11

数据位于 数据位于
磁盘01-01 磁盘02-01
n

n+1 n+2 n+3

数据块

disk01-01

disk02-01

包含连续子磁盘的 Plex

disk01-01

disk02-01

子磁盘

disk01-01
disk01

disk02-01

devname1
n n+1 n+2

disk02-02

VM 磁盘

disk02

devname2
n+3

物理磁盘

块 n、n+1、n+2 和 n+3（这些块是以 Plex 的起点为基数开始编号的）在 Plex 上是
连续的，但它们实际上来自两个不同物理磁盘上的两个不同的子磁盘。
VM 磁盘 disk02 上的子磁盘 disk02-02 中的剩余空闲空间可另做他用。
警告：如果一个 Plex 跨接多个磁盘，那么因磁盘故障而导致分配的卷发生故障的几
率就会增加。使用镜像或 RAID-5 可减少单个磁盘故障导致卷故障的风险。

条带化 (RAID-0)
如果需要在物理磁盘中写入或读取大量数据，并且对性能的要求也比较高，那么条
带化 (RAID-0) 很有用。条带化还可用于将来自多用户应用程序的 I/O 负载均匀分散
到多个磁盘上。通过在多个磁盘上使用并行数据传输方式，条带化能显著提高数据
访问性能。
条带化功能对数据进行映射，从而使数据交错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理磁盘
上。一个条带 plex 包含两个或更多个子磁盘，它们分布在两个或更多个物理磁盘
上。数据被以交替方式均匀分配给条带 plex 的子磁盘。
子磁盘可以组合成“列”，每个物理磁盘都被限制在一列中。一个列包含一个或多
个子磁盘，并且可以从一个或多个物理磁盘中派生出来。每列的子磁盘的数量和大
小可能各不相同。如果需要，可以向列中添加更多的子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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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如果将卷条带化或拆分到多个磁盘上，则会增加因磁盘故障而导致该卷发生
故障的风险。
例如，如果将五个卷条带化到相同的五个磁盘上，那么，只要有一个磁盘发生故
障，就需要从备份中还原所有五个卷。如果每个卷位于单独的磁盘上，就只需还原
一个卷 （使用镜像或 RAID-5 代替条带化，或将镜像或 RAID-5 与条带化结合使用，
可以大大减少因单个磁盘故障而导致大量卷发生故障的几率）。
数据被分配在大小相等的条带单元中，这些单元在列之间交错分布。每个条带单元
都是磁盘上的一组相邻的块。默认条带单元大小为 64 KB。
图 3-12 显示了一个示例，该示例包含条带 plex 的三个列和六个条带单元，并且数
据条带化到三个列中。
图 3-12

跨三个列的条带化
第0列

第1列

第2列

条带 1

条带单元
1

条带单元
2

条带单元
3

条带 2

条带单元
4

条带单元
5

条带单元
6

子磁盘
1

子磁盘
2

子磁盘
3

Plex

条带由所有列上位于同一位置的一组条带单元组成。在上图中，条带单元 1、2 和
3 组成一个条带。
按顺序查看，第一个条带由下列条带单元组成：
■

第 0 列中的条带单元 1

■

第 1 列中的条带单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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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列中的条带单元 3

第二个条带由下列条带单元组成：
■

第 0 列中的条带单元 4

■

第 1 列中的条带单元 5

■

第 2 列中的条带单元 6

所有列的长度都相同时，条带化将一直延续到各列的结尾，否则延续到最短的列的
结尾。较长列中的子磁盘结尾处所剩的空间会成为未使用空间。
图 3-13 显示了具有三个列的条带 plex，这三个列大小相等，并且都包含一个子磁
盘。
每列有一个子磁盘的条带 Plex 示例

图 3-13
su1

su2

su3

su4

su5

su6

第0列

第1列

第2列

disk01-01

disk02-01

disk03-01

disk01-01

disk02-01

disk03-01

disk01-01

disk02-01

disk03-01

disk01

disk02

disk03

devname1

devname2

su1 su4

su2 su5

条带单元

条带 Plex

子磁盘

VM 磁盘

devname3
su3

su6

物理磁盘

每个物理磁盘有一列。该示例显示占用了 VM 磁盘上所有空间的三个子磁盘。条带
plex 中的每个子磁盘也有可能只占用 VM 磁盘的一部分，而留下一些空闲空间用于
其他磁盘管理任务。
图 3-14 显示了一个具有三个列的条带 plex，这些列包含大小不相等的子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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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列有一个子磁盘的条带 Plex 示例

图 3-14
su1

第0列

su2

su3

su4

su5

su6

第1列

第2列

disk02-01

disk03-01

disk01-01

disk03-02
disk02-02

disk03-03

disk02-01

disk03-01

disk01-01

disk03-02
disk02-02

disk03-03

disk02-01

disk03-01

disk01-01

disk03-02
disk02-02

disk03-03

disk01

disk02

disk03

devname1

devname2

devname3

su1 su4

su2 su5

su3 su6

条带单元

条带 Plex

子磁盘

VM 磁盘

物理磁盘

此外，列所包含的子磁盘数也各不相同。每个物理磁盘有一列。使用要进行条带化
的每个 VM 磁盘中的单个子磁盘，可以创建条带 plex。也可以从同一磁盘的不同区
域或另一个磁盘分配空间（例如在增大 plex 时）。列还可以包含不同 VM 磁盘中的
子磁盘。
请参见第 137 页的“创建条带卷”。

镜像 (RAID-1)
镜像功能使用多个镜像 (Plex) 复制卷中包含的信息。 在物理磁盘发生故障的情况
下，故障磁盘上的 Plex 将变得不可用，但系统仍可使用未受影响的镜像继续运行。
同样，从两个不同的控制器镜像两个 LUN 会使系统在一个控制器出现故障时继续
运行。
虽然一个卷可以只包含一个 Plex，但要想提供数据冗余，就必须至少有两个 Plex。
这些 Plex 中的每个 Plex 必须包含不同磁盘的磁盘空间才能实现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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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量的磁盘上执行条带化或跨接操作时，任何一个磁盘发生故障，都会导致整个
Plex 无法使用。 由于多个磁盘中有一个磁盘发生故障的可能性相当高，因此应考虑
利用镜像来提高条带卷或跨接卷的可靠性（和可用性）。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创建镜像卷”。

条带化加镜像（镜像条带或 RAID-0+1）
VxVM 支持在条带化的基础上进行镜像组合。此组合布局称为镜像条带布局。镜像
条带布局兼有条带化和镜像的双重优点，即在利用镜像提供数据冗余的同时可以跨
多个磁盘分布数据。
为了使条带化上的镜像功能生效，必须从单独的磁盘分配条带 Plex 及其镜像。
图 3-15 显示了一个示例，其中有两个 Plex（每个 Plex 都在三个磁盘上条带化）作
为镜像挂接到同一个卷，以便创建镜像条带卷。
在六个磁盘上布置的镜像条带卷

图 3-15

第0列

第1列

第2列

镜像条带卷
条带
Plex
镜像

第0列

第1列

第2列

条带
Plex

请参见第 138 页的“创建镜像条带卷”。
镜像中数据 Plex 的布局类型可以是连续的，也可以是条带的。即使只有一个 Plex
进行了条带化，卷也称为镜像条带卷。如果这些 Plex 全部是连续的，则称该卷为镜
像连续卷。

镜像加条带化（条带镜像、RAID-1+0 或 RAID-10）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支持在镜像的基础上进行条带化。此组合布局称
为条带镜像布局。 镜像在条带化之前发生时，该操作会镜像条带的每个列。 如果每
一列有多个子磁盘，则可分别镜像每个子磁盘而不是每个列。
条带镜像卷是分层卷的一个示例。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分层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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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镜像条带卷相同，条带镜像卷也具有条带化和镜像的双重优点，即在用镜像提供
数据冗余的同时可以跨多个磁盘分布数据。 另外，它可以增强冗余并缩短磁盘发生
故障后的恢复时间。
图 3-16 显示了一个示例，其中条带镜像卷的创建方法是，使用现有的三个双磁盘镜
像卷中的每个卷，形成条带 Plex 中的一列。
在六个磁盘上布置的条带镜像卷

图 3-16

基础镜像卷
条带镜像卷
第0列

第1列

第2列

第0列

第1列

第2列

镜像

条带 Plex

请参见第 138 页的“创建条带镜像卷”。
图 3-17 中显示，在镜像条带布局中，一个磁盘发生故障，整个数据 Plex 都会分离，
从而在整个卷上失去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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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7

单个磁盘发生故障对镜像条带卷和条带镜像卷的影响

条带 Plex

镜像条带卷
（无冗余）

镜像
已分离条带
Plex

磁盘分离 Plex 出现故障
条带镜像卷
（有部分
冗余）
镜像

条带 Plex
磁盘从镜像删除冗余出现故障
替换磁盘后，必须更新整个 Plex 的内容， 而恢复整个 Plex 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在
条带镜像布局中，当一个磁盘发生故障时，只需分离发生故障的子磁盘，这样卷上
只有发生故障的那部分才失去冗余。 替换磁盘后，只需恢复卷的一部分内容。 另
外，在替换（手动或热重定位）第一个发生故障的磁盘之前，第二个磁盘也发生故
障时，镜像条带卷更容易被彻底放弃不用。
与镜像条带卷相比，条带镜像卷为磁盘故障提供了更多的容错性能，而且恢复时间
也比较短。
如果分层卷对基础镜像卷进行连接而非条带化，则称该卷为连续镜像卷。

RAID-5（带奇偶校验的条带化）
虽然镜像 (RAID-1) 和 RAID-5 都提供数据冗余，但它们使用的方法各不相同。镜像
通过维护卷数据的多个完整的副本来提供数据冗余。写入镜像卷的数据会在所有副
本中反映出来。如果镜像卷的某个部分发生故障，系统会继续使用数据的其他副
本。
RAID-5 使用奇偶校验来提供数据冗余。奇偶校验是一个通过计算得出的值，用于
在发生故障后重建数据。将数据写入 RAID-5 卷时，会对数据执行异或 (XOR)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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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计算奇偶校验值。计算出的奇偶校验值随后被写入卷。数据和计算出的奇偶校验
值包含在跨多个磁盘“条带化”的 Plex 中。如果 RAID-5 卷的某个部分发生故障，
系统可以利用其余的数据和奇偶校验信息来重建故障卷上的这一部分数据。用户也
可以在布局中混合使用连续和条带化。
图 3-18 显示了 RAID-5 阵列配置中的奇偶校验位置。
图 3-18

条带 1
条带 2
条带 3
条带 4

RAID-5 模型中的奇偶校验位置

数据

数据

奇偶校验
数据
数据

数据

奇偶校验

奇偶校验

数据

数据

数据

数据

奇偶校验

每个条带都有一个包含奇偶校验条带单元的列和多个包含数据的列。奇偶校验分布
在阵列中的所有磁盘上，这样可以缩短独立的大型写操作的写入时间，原因是写操
作不必等到单个奇偶校验磁盘可以接受数据时才进行。
RAID-5 卷可以另外执行日志记录来最大限度地缩短恢复时间。它使用 RAID-5 日志
保存当前写入的数据及奇偶校验的副本。RAID-5 日志功能是可选的，可以在创建
RAID-5 卷时设置，也可以以后添加。
请参见第 67 页的“Veritas Volume Manager RAID-5 阵列”。
注意：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支持将 RAID-5 用于专用磁盘组，但不支
持用于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环境中的可共享磁盘组。此外，VxVM 不
支持对使用 VxVM 软件配置的 RAID-5 卷进行镜像。但可以镜像 RAID-5 LUN 硬
件。

传统的 RAID-5 阵列
传统的 RAID-5 阵列是按行、列组织的多个磁盘。列是位于阵列中同一序号位置的
一些磁盘。行是支持全宽的奇偶校验条带所需的最少数量的磁盘。
图 3-19 显示了传统的 RAID-5 阵列的行列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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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传统的 RAID-5 阵列

条带 1
条带 3
第0行

条带 2
第1行

第0列

第1列

第2列

第3列

这种传统的阵列结构通过在每列添加更多的行来支持增长。实现条带化的方法为：
将第一个条带应用于第 0 行中的所有磁盘、第二个条带应用于第 1 行中的所有磁
盘、第三个条带又应用于第 0 行中的所有磁盘，依此类推。这种阵列要求磁盘的所
有列和行大小相等。

Veritas Volume Manager RAID-5 阵列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中的 RAID-5 阵列结构与传统的阵列结构不同。
由于磁盘和其他对象的虚拟特性，VxVM 不使用行。
图 3-20 显示 VxVM 如何使用包含不同长度子磁盘的列，其中每个子磁盘代表一个
特定磁盘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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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

Veritas Volume Manager RAID-5 阵列

条带 1
条带 2
SD

SD
SD

SD

SD

SD

SD

SD

第0列

第1列

第2列

第3列

SD = 子磁盘

VxVM 允许 RAID-5 Plex 的每列由不同数量的子磁盘构成。给定列中的子磁盘可从
不同的物理磁盘派生。还可以根据需要向列中添加更多子磁盘。实现条带化的方法
为：将第一个条带应用于每列顶端的每个子磁盘、另一个条带应用于接下来的每个
子磁盘，依此类推，直到列的末尾。对于每一列都应使用大小相等的条带单元。对
于 RAID-5，默认的条带单元大小为 16 KB。
请参见第 59 页的“条带化 (RAID-0)”。
注意：不支持镜像 RAID-5 卷。
请参见第 139 页的“创建 RAID-5 卷”。

左对称布局
在设置 RAID-5 阵列时可以使用的数据和奇偶校验布局有好几种。 VxVM 实现 RAID-5
时使用左对称布局。 它可以为随机的 I/O 操作和大型的顺序 I/O 操作提供最佳性
能。 但是，就性能而言，选择布局并不像选择列数和条带单元大小那样重要。
左对称布局在列上将数据和奇偶校验值条带化，并将奇偶校验值放在与每个条带的
数据不同的列中。 第一个奇偶校验条带单元放在第一个条带最右边的列中。 随后的
每个奇偶校验条带单元放在下一个条带，从上一个奇偶校验条带单元位置左移一列
的地方。 如果条带比列多，则会再次从最右边的列开始放置奇偶校验条带单元。
图 3-21 显示了有五个磁盘（每列一个）的左对称奇偶校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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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对称布局

图 3-21
列

条带

奇偶校验条带单元
0

1

2

3

P0

5

6

7

P1

4

10

11

P2

8

9

15

P3

12

13

14

P4

16

17

18

19

数据条带单元

对于每个条带，数据都是从奇偶校验条带单元的右边开始组织的。 在上图中，第一
个条带从 P0 开始组织数据，一直到条带单元 0 到 3。第二个条带从 P1 开始组织数
据，然后继续到条带单元 4，一直到条带单元 5 至 7。其余的条带继续按这种方式
组织数据。
每个奇偶校验条带单元都包含对同一条带中的数据条带单元数据执行异或 (XOR) 运
算的结果。 当某一列上的数据由于硬件或软件故障而无法访问时，可对其余各列的
数据条带单元的内容（对照其各自的奇偶校验条带单元）执行异或 (XOR) 运算，从
而恢复每个条带的数据。
例如，如果与最左边的列的整体或部分内容对应的磁盘发生故障，则该卷将被置为
退化模式。 此时可以重建故障列上的数据，其方法为：根据奇偶校验条带单元 P0
对条带单元 1 到 3 执行异或 (XOR) 运算来重建条带单元 0，然后根据奇偶校验条带
单元 P1 对条带单元 4、6 和 7 执行异或 (XOR) 运算来重建条带单元 5，依此类推，
直到重建完故障列上的所有数据。
在具有 RAID-5 布局的 Plex 中，多个列发生故障时会分离卷。 此时卷无法再响应读
写请求。 一旦恢复了发生故障的列，就有必要从备份中恢复用户数据。

RAID-5 日志
日志记录用于防止在恢复过程中发生数据损坏的情况，其实现方式为将对数据和奇
偶校验的更改立即记录到永久设备（如驻留在磁盘上的卷或非易失的 RAM）的日志
区域中。然后将这些新数据和奇偶校验写入磁盘。
如果不记录日志，一旦 RAID-5 卷中的磁盘和系统同时发生故障，活动的写操作未
包括的数据就有可能丢失或悄无声息地损坏。发生这种双重故障后，系统无法确定
要写入磁盘数据部分的数据或要写入奇偶校验部分的奇偶校验值实际是否已写入。
因此，恢复损坏的磁盘时所使用的数据本身就可能已被损坏。
图 3-22 显示了跨三个磁盘（A、B 和 C）配置的 RAID-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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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未完成写入 RAID-5 卷

磁盘 A

磁盘 B

完成的
数据写入

磁盘 C

损坏的数据

未完成的
奇偶校验写入

在该卷中，要恢复磁盘 B 的已损坏数据，磁盘 A 的数据和磁盘 C 的奇偶校验必须已
经全部写入。但在该示例中，只在磁盘 A 中写完数据。对磁盘 C 的奇偶校验写入尚
未完成，这会导致错误地重建磁盘 B 上的数据。
记录所有数据写操作和奇偶校验写操作，然后将其提交给阵列，这样就可以避免发
生这种故障。用此方法记录的日志可以重放，从而在重建故障驱动器之前完成对数
据和奇偶校验的更新。
日志通过挂接为日志 Plex 与 RAID-5 卷关联。每个 RAID-5 卷可以有多个日志 Plex，
在这种情况下日志区域已被镜像。

关于分层卷
分层卷是建立在其他卷之上的虚拟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对象。分层卷
的结构比标准的卷结构的容错能力更强，冗余性也更高。例如，在条带镜像分层卷
中，每个镜像 (plex) 覆盖更小的一块存储空间，因此恢复速度比标准镜像卷要快。
图 3-23 显示了典型的条带镜像分层卷，其中每列由从基础镜像卷构建的子磁盘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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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条带镜像分层卷的示例
vol01

条带镜像
卷

vol01-01

vol01-01

由用户
管理

由 VxVM
管理

第0列

条带 Plex

第1列

vop01

vop02

子磁盘

vop01

vop02

基础
镜像
卷

disk04-01

disk05-01

disk06-01

disk07-01

连续
Plex

disk04-01

disk05-01

disk06-01

disk07-01

VM 磁盘上的
子磁盘

由“用户管理”区域中的卷和条带 Plex 允许用户在 VxVM 中执行一般任务。用户
任务只能在分层卷的顶层卷上进行。
由 VxVM 管理区域中的基础卷由 VxVM 专用，而不是为用户操作设计的。用户不
能通过处理内部结构来分离分层卷，或对基础卷执行任何其他操作，但可以在包括
顶层卷和条带 Plex 的“由用户管理”区域中执行所有必要的操作（如调整卷大小、
更改列宽度或添加列）。
系统管理员可以操作分层卷的结构来完成故障排除或者其他操作（例如，将数据放
入特定的磁盘）。VxVM 使用分层卷执行下列任务和操作：
创建条带镜像

请参见第 138 页的“创建条带镜像卷”。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创建连续镜像

请参见第 137 页的“创建连续镜像卷”。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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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重新布局

请参见第 72 页的“联机重新布局”。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relayout(1M) 手册页。

移动 RAID-5 子磁盘

请参见 vxsd(1M) 手册页。

创建快照

请参见第 79 页的“卷快照”。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snap(1M) 手册页。

联机重新布局
注意：要使用此功能，您必须有完整的许可证。
使用联机重新布局功能可以在 VxVM 的存储布局之间转换而不中断数据访问。 此
功能通常用来更改卷的冗余或性能特征。 VxVM 通过复制数据（镜像）或通过添加
奇偶校验 (RAID-5)，将冗余添加到存储区。 用户可以通过更改条带化参数（即列数
和条带宽度）来更改 VxVM 中的存储性能特征。
请参见第 555 页的“执行联机重新布局”。

联机重新布局的工作机制
联机重新布局功能允许在不干扰数据访问的情况下更改已经创建的存储布局。用户
可以更改某种布局的性能特征来满足发生变化的要求。还可以通过调用单个命令，
将一种布局转换为另一种布局。
例如，如果条带单元大小为 128KB 的条带布局未提供最佳性能，则可使用重新布局
功能更改条带单元大小。
只要装入卷中的文件系统（如 Veritas File System）支持联机收缩和增长操作，那
么您无须卸载文件系统就可以实现这种转换。
联机重新布局操作重新使用现有的存储空间，并使用适当的空间分配策略来满足新
布局的需要。布局转换过程在尽量少使用磁盘组中的可用临时空间的情况下，将给
定卷转换为目标布局。
转换方式是每次将一部分数据从源布局移动到目标布局。具体就是，将数据从源卷
复制到临时区域，并将源卷存储区中的数据分批删除。然后源卷存储区就转换成新
布局，此时再将保存在临时区域中的数据写回新布局。反复执行此操作，直到源卷
中的存储区和数据全部转换到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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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布局期间使用的临时区域的默认大小取决于卷大小和重新布局的类型。大于
50MB 的卷需要的临时空间通常是卷大小的 10%，从最小 50MB 到最大 1GB，不一
而足。小于 50 MB 的卷需要的临时空间与卷大小相等。
如果磁盘组中用于临时区域的空闲空间不够，则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并指出需要
的块数：
tmpsize too small to perform this relayout (nblks minimum required)

可以使用 vxassist 的 tmpsize 属性改写临时区域所用的默认大小。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在增加条带卷的列长度时，与临时区域一样，临时中间卷也需要空间。所需的空间
量是目标卷和源卷的列长度之差。例如，要重新布局 150GB 的条带卷，将列长度为
30GB 的 5 个列更改为列长度为 50GB 的 3 个列，则还需要 20GB 的临时空间。在
某些情况下，所需的临时空间量相对较大。例如，将 5 列的 150GB 条带卷重新布局
为一个连续卷（成为一列以提高效率）时，中间卷需要 120GB 空间。
可能还需要固定的磁盘空间供目标卷使用，具体取决于正在进行的重新布局类型。
例如，如果更改条带卷中的列数，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图 3-24 显示了减少列数时如何可以请求将磁盘添加到卷。
图 3-24

减少卷中列数的示例

列长度为 L 的 5 个列

列长度为 5L/3 的 3 个列

请注意，卷的大小保持不变，但需要另外使用一个磁盘来扩展其中一列。
下面举例说明使用联机重新布局时可以执行的操作：
■

删除 RAID-5 卷中的奇偶校验，将其更改为连续卷、条带卷或分层卷。
图 3-25 显示了向 RAID-5 卷应用重新布局的示例。

图 3-25

将 RAID-5 卷重新布局为条带卷的示例

RAID-5 卷
请注意，删除奇偶校验是为了减少卷所需的总存储空间。

条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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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添加奇偶校验，将卷更改为 RAID-5 卷。
图 3-26 显示了一个示例。

图 3-26

将连续卷重新布局为 RAID-5 卷的示例

连续卷

RAID-5 卷

请注意，添加奇偶校验是为了增加卷所需的总存储空间。
■

更改卷中的列数。
图 3-27 显示了一个更改列数的示例。

图 3-27

增加卷中列数的示例

两列

三列

注意：列长度缩短是为了保持卷大小不变。
■

更改卷中的列条带宽度。
图 3-28 显示了一个更改列条带宽度的示例。

图 3-28

增加卷中的列条带宽度的示例

请参见第 555 页的“执行联机重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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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允许执行的重新布局转换”。

联机重新布局的局限性
应注意联机重新布局的下列局限性：
■

无法转换日志 Plex。

■

对卷执行联机重新布局操作时不能创建卷快照。

■

联机重新布局无法一步创建完非分层镜像卷。即使您指定非分层镜像卷（如
mirror-stripe 或 mirror-concat），它也总是创建分层镜像卷。可使用
vxassist convert 命令将重新布局产生的分层镜像卷转换成非分层卷。

■

通常的约束对于创建目标布局至少所需的物理磁盘数也适用。例如，镜像卷需
要至少与镜像一样多的磁盘，条带卷和 RAID-5 卷需要至少与列一样多的磁盘，
而条带镜像卷需要至少与镜像数和列数之乘积一样多的磁盘。

■

要满足布局转换的条件，镜像卷中的 Plex 必须具有相同的条带宽度和列数。如
果 Plex 的布局不相同，则无法进行重新布局。

■

联机重新布局无法转换稀疏 Plex，也不能使任何 Plex 变为稀疏 Plex。（稀疏
Plex 是与卷大小不等，或具有不映射到任何子磁盘上的区域的 Plex。）

■

不能采取重新布局的方式来修改镜像卷中镜像的数量。而是应该使用替代命令，
例如 vxassist mirror 命令。

■

一次只能对卷应用一个重新布局。

转换特性
将数据从一种布局转换为另一种布局涉及将现有布局中的数据重新组织成新布局。
在转换过程中，联机重新布局通过镜像使用的临时空间来保持数据冗余。 转换过程
中不会中断对数据的读写访问。
即使系统在转换过程中发生故障，数据也不会损坏。 系统恢复后转换将继续进行，
并保持读写访问不变。
布局转换过程可以随时反转，但是数据可能无法回到以前的确切存储位置。 在反转
正在进行的转换之前，必须先停止该转换。
可以使用 vxrelayout status volume 命令确定转换方向。
只要有足够的冗余和空间来移动数据，这些转换就不受 I/O 故障影响。

转换和卷长
一些布局转换可能会导致卷长增加或减小。 无论发生哪种情况，联机重新布局都会
使用 vxresize 命令缩小或增大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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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重新同步
当使用镜像卷或 RAID-5 卷以冗余方式存储数据时，VxVM 会确保所有数据副本完
全匹配。 但在某些情况下（通常是由于整个系统发生故障），卷中的一些冗余数据
可能不一致或不同步。 镜像数据就不会与原始数据完全相同。 除正常配置更改（如
分离和重新挂接 Plex）外，只有向卷写入数据时出现系统崩溃，才会发生这种情
况。
与 RAID-5 卷中的数据和奇偶校验相同，数据也是以并行方式写入卷镜像中的。 如
果所有单个写入操作尚未完成系统就崩溃，则有可能一些写入完成，而另一些写入
没有完成。 这会导致数据不同步。 对于镜像卷，如果使用不同的镜像满足读请求，
则数据不同步会导致对卷中同一区域的两次读操作返回不同的结果。 对于 RAID-5
卷，则会导致奇偶校验破坏和错误的数据重建。
VxVM 确保所有镜像都包含完全相同的数据，且 RAID-5 卷中的数据和奇偶校验保
持一致。 此过程称为卷重新同步。 对于在引导时自动导入的磁盘组（通常又称为系
统范围的保留磁盘组，即 bootdg）中的卷，重新同步在系统重新启动时发生。
并非所有的卷在系统发生故障后都需要重新同步。 从未写入数据的卷或在系统发生
故障时处于静止状态的卷（即没有活动的 I/O）不可能有未完成的写操作，因此不
需要重新同步。

脏标志
第一次写入卷时，VxVM 进行记录并将该卷标记为“脏”。 当卷被所有进程关闭或
由系统管理员完全停止，并且所有的写操作都完成时，VxVM 会删除该卷的脏标
志。 只有那些标记为“脏”的卷才需要重新同步。

重新同步过程
重新同步过程与卷的类型有关。对于镜像卷，通过将卷置为恢复模式（又称“读取
-写回恢复模式”）来完成重新同步。卷中数据的重新同步将在后台完成。这使得卷
在恢复过程中也可供使用。包含 RAID-5 日志的 RAID-5 卷可以“重放”这些日志。
如果没有可用的日志，则将卷置为“重建-恢复”模式，并且重新生成所有的奇偶校
验。
重新同步可能会影响系统性能。恢复过程通过将恢复分散进行来避免给某个特定的
磁盘或控制器造成压力，从而部分缓解了上述不利影响。
对大型卷或大量卷进行重新同步时，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为了将这些影响降至最
小，可以对镜像卷使用脏区日志记录 (DRL) 和快速重新同步，或对 RAID-5 卷使用
RAID-5 日志。
请参见第 77 页的“脏区日志记录”。
对于 Oracle 使用的镜像卷，可以使用 SmartSync 功能，该功能可进一步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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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78 页的“SmartSync 恢复加速器”。

热重定位
热重定位功能允许系统对 VxVM 中的冗余对象（镜像卷或 RAID-5 卷）中发生的
I/O 故障自动做出反应，并恢复冗余特性以及对这些卷的访问。 VxVM 将检测对象
上发生的 I/O 故障并重定位受影响的子磁盘。 将子磁盘重定位到指定为备用磁盘的
磁盘或磁盘组中的空闲空间。 然后，VxVM 重建故障发生前存在的对象，并恢复它
们的访问状态。
当发生部分磁盘故障（即故障只影响磁盘上的某些子磁盘）时，磁盘上发生故障的
那部分区域的冗余数据会被重定位。 而未受影响的那部分区域上的卷仍然可以访
问。
请参见第 498 页的“热重定位的工作机制”。

脏区日志记录
注意：要使用此功能，您必须有完整的许可证。
如果启用了脏区日志记录 (DRL)，则可以加快系统崩溃后恢复镜像卷的速度。DRL
将跟踪因将 I/O 写入镜像卷而发生更改的区域。DRL 使用此信息仅恢复卷的这些部
分。
如果未使用 DRL，则系统发生故障时，必须将卷的所有镜像都还原成一致的状态。
还原过程通过在卷的镜像之间复制全部卷内容来完成。此过程可能要花很长时间，
并会产生大量 I/O。
注意：对于大多数写访问模式，DRL 都会增加少量 I/O 开销。使用 SmartSync 可
以降低这笔开销。
如果即时快照 DCO 卷与某个卷关联，则可以使用 DCO 卷的一部分来存储 DRL 日
志。不需要为具有即时快照 DCO 卷的卷创建单独的 DRL 日志。

日志子磁盘和 Plex
DRL 日志子磁盘存储已启用 DRL 的镜像卷的脏区日志。 具有 DRL 的卷至少有一个
日志子磁盘；用户可以使用多个日志子磁盘来镜像脏区日志。 每个日志子磁盘与卷
的一个 Plex 关联。 每个 Plex 只能有一个日志子磁盘。 如果 Plex 只包含一个日志
子磁盘而不包含数据子磁盘，则此 Plex 被称为“日志 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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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子磁盘也可以与包含数据子磁盘的普通 Plex 关联。 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于其
中某个数据子磁盘发生故障而必须分离 Plex，则日志子磁盘就有可能无法使用。
如果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脏区日志，默认情况下，该命令将创建包含一个日志
子磁盘的日志 Plex。 也可以手动创建脏区日志，方法是创建日志子磁盘并将其与一
个 Plex 关联。 这样该 Plex 就同时包含日志子磁盘和数据子磁盘。

顺序 DRL
一些卷按顺序逐个写入，例如用于数据库重放日志的卷，因而不会从 DRL 位的延迟
清除中获益。对于这些卷，可以使用顺序 DRL 限制脏区的数量。这样便可以更快地
恢复。然而，如果将顺序 DRL 应用到随机写入的卷中，则由于它会限制可执行的并
行写入的数目，因此会成为性能瓶颈。
顺序 DRL 所允许的最大脏区数由一个可调参数控制，有关 voldrl_max_seq_dirty
的说明中详细介绍了该可调参数。

SmartSync 恢复加速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 SmartSync（智能同步）功能仅重新同步已更改的数
据，因此可以提高镜像卷的可用性 （重新同步镜像数据库的过程有时也称为重新镀
银，即 resilvering）。 SmartSync 缩短了恢复一致性所需的时间，并为业务关键
型应用程序释放了更多的 I/O 带宽。 SmartSync 使用 VxVM 卷、VxFS 文件系统和
Oracle 数据库之间的扩展接口，从而避免镜像重新同步期间不必要的工作和降低
DRL 的 I/O 开销。 例如，当 SmartSync 功能可用时，Oracle® 自动利用 SmartSync
执行数据库重新同步。
注意：要将 SmartSync 与包含文件系统的卷一起使用，请参见对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 Oracle Resilvering 功能的讨论。
下一节介绍如何配置 VxVM 原始卷和 SmartSync。 数据库使用以下类型的卷：
■

数据卷是数据库（控制文件和表空间文件）使用的卷。

■

重做日志卷包含数据库的重做日志。

SmartSync 以不同的方式应用于两种卷，因此，必须按照如下几节所介绍的方式进
行配置。
要对共享磁盘组中的数据库卷启用 SmartSync，可将 volcvm_smartsync 可调参数
的值设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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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卷配置
恢复发生在数据库软件启动之时，而不是系统启动时。 这样可以减少系统重新引导
时恢复操作在总体上产生的影响。 因为恢复是由数据库控制的，所以卷的恢复时间
就是数据库的重镀银时间（即重放重做日志所需的时间）。
因为数据库保留了自己的日志，所以 VxVM 无须进行日志记录。 应将数据卷配置
为不带脏区日志的镜像卷。 除了缩短恢复时间之外，这样做还能避免由 DRL 导致
的任何运行时 I/O 开销，从而改进正常的数据库写访问。

重做日志卷配置
“重做日志”是数据库数据发生更改的日志。 由于数据库不维护对重做日志所做的
更改，因此它无法提供哪些部分需要重新镀银的信息。 重做日志也按顺序写入，而
且由于传统的脏区日志在多数情况下用于随机写入的数据，因此很少将它们用于缩
短日志的恢复时间。 不过，VxVM 可通过将其“脏区日志”功能的行为修改为利用
顺序访问模式，从而减少脏区的数目。 顺序 DRL 能减少需要恢复的数据量并减小
恢复时间对系统的影响。
重做日志的增强接口使数据库软件可以通知 VxVM 何时将卷用作重做日志。 这使
VxVM 可以将卷的 DRL 行为修改为利用访问模式。 由于能否缩短恢复时间取决于
脏区日志，因此应将重做日志卷配置为具有顺序 DRL 的镜像卷。
请参见第 78 页的“顺序 DRL”。

卷快照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提供了在给定时间点创建卷映像的功能。这样的映像称为
卷快照。不要将该快照与文件系统快照相混淆，后者是 Veritas File System 的时间
点映像。
图 3-29 显示了快照卷是如何表示原始卷在给定时间点的副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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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时间

作为卷的时间点映像的卷快照

T1

原始卷

T2

原始卷

快照卷

在 T2 时刻创建
快照卷

T3

原始卷

快照卷

快照卷保留
在 T2 时刻创建的映像

T4

原始卷

快照卷

在 T4 时刻更新
快照卷

从原始卷重新同步
快照卷

尽管原始卷的内容可能会更改，但快照卷会保留原始卷在过去某个时间点的内容。
快照卷为创建原始卷内容的备份或为其他应用（如决策支持）提供了一个稳定而独
立的基础。在该图中，快照卷的内容最终将在以后某一时间点与原始卷重新同步。
快照卷还可用于还原原始卷的内容。当原始卷的内容以某种方式遭到损坏时，可以
使用快照卷来恢复。
警告：如果您向快照卷写入了信息，该卷可能就不再适合用来还原原始卷的内容。
VxVM 中的一种卷快照类型是第三镜像断开类型。该名称源于其实现机制，即，在
镜像卷中添加快照 Plex（或第三个镜像）。然后，从卷的原始 Plex 同步快照 Plex
的内容。当完成同步时，快照 Plex 可以作为快照卷分离，以便在备份或决策支持应
用中使用。以后，快照 Plex 可以重新挂接到原始卷，但这要求对快照 Plex 的内容
进行完全重新同步。
引入快速重新同步功能的目的是为了对原始卷的写入进行跟踪。这种跟踪意味着重
新挂接快照 Plex 时只需进行部分重新同步，因此速度要快得多。新版本对快照模型
进行了改进，允许快照卷包含多个 Plex，并允许重新挂接快照卷 Plex 的子集，以
及在两次系统重新启动或集群重新启动之间保持快速重新同步。
VxVM 4.0 版中引入了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和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与传统的第三镜像
快照相比，它们有很多优点，如可以直接使用且更便于配置和管理。也可以将第三
镜像断开使用模型与完整空间快照结合使用，这对于有大量写操作的应用程序很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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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以及何时使用卷快照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snap(1M) 手册页。

快照功能比较
表 3-1 对 VxVM 支持的各种快照类型的功能进行了比较。
表 3-1

各种受支持快照类型的快照功能之比较

快照功能

完整空间即时快
照 (vxsnap)

优化空间即时快
照 (vxsnap)

断开（vxassist 或
vxsnap）

创建后立即可用

是

是

否

所需的存储空间比原始卷少

否

是

否

可以重新挂接到原始卷

是

否

是

可用于还原原始卷的内容

是

是

是

可以快速刷新而无需重新挂接 是

是

否

快照层次结构可以拆分

是

否

否

可以从原始卷移到单独的磁盘 是
组

否

是

可以转化成独立卷

是

否

是

在系统重新启动或集群重新启 是
动之间保持快速重新同步能力

是

是

可以控制同步

是

否

否

可以脱离主机移动

是

否

是

与传统的第三镜像断开快照相比，完整空间即时快照配置起来比较容易，并且在使
用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就优先顺序而言，应将新卷配置为使用用 vxsnap 命令
（而不是 vxassist 命令）创建的快照。旧式卷也可以重新配置为使用 vxsnap 快
照，但这要求重新编写采用 vxassist 快照模型的管理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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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重新同步
注意：只有某些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具有使
用此功能的许可证。
快速重新同步功能（以前称为“快速镜像重新同步”或 FMR）对失效的镜像（未同
步的镜像）执行快速高效的重新同步。此功能不但可以提高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快照机制的效率，而且还可以提高备份和决策支持应用等操作的性能。通
常，这些操作要求卷处于静止状态，并且没有被系统中其他活动对该卷所做的更新
所影响。为达到上述目标，VxVM 中的快照机制将创建主节点卷在某个时间点的精
确副本。快照创建之后，用户就可以独立于源卷对其进行访问。
在对存储具有共享访问权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环境中，只需从不同
的节点访问快照，就可消除资源争用和性能开销问题。

快速重新同步的工作方式
快速重新同步为 VxVM 提供了以下增强功能：
更快的镜像重新同步

通过跟踪某个镜像已错过的存储数据更新，快速重新同步
可以优化镜像重新同步。（镜像可能由于与卷分离而变为
不可用，或者是因为出错而被 VxVM 自动分离，或者是由
系统管理员直接使用 vxplex 或 vxassist 等实用程序分
离。返回镜像是先前分离、目前正由 vxrecover 或
vxplex att 操作重新挂接到原始卷的镜像。）当镜像再
次开始服务时，只需对它重新应用错过的更新，进行重新
同步即可。与将所有存储数据复制到返回镜像的传统方法
相比，此过程要省力得多。
在卷上启用快速重新同步后，不会改变您管理镜像的方式。
唯一比较直观的效果是修复操作完成的速度加快。

重复使用快照

使用快速重新同步功能，您可以刷新然后重新使用快照，
而不是丢弃它。可以快速地将快照 Plex 与其原始卷重新关
联（快照合并）。这样，执行循环操作（如依赖于卷快照
的备份）所需的系统开销就会减少。

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实现快速重新同步：
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

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在内存中分配其更改映射。这些映
射不驻留在磁盘上，也不驻留在持久性存储区中。
请参见第 83 页的“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如何与快照一起
工作”。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工作原理
快速重新同步

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

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在磁盘上保留快速重新同步映射，使
它们不受系统重新启动、系统崩溃和集群崩溃的影响。
请参见第 83 页的“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如何与快照一起工
作”。

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如何与快照一起工作
如果在创建快照前对某个卷启用了快速重新同步，则在创建快照 Plex 后 VxVM 的
快照功能会使用快速重新同步更改跟踪来记录对原始卷的更新。使用 snapback 选
项重新挂接快照 Plex 时，快速重新同步所记录的更改将在快照合并期间用于重新同
步卷。此行为会显著缩短重新同步卷所需的时间。
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使用内存中的映射来实现更改跟踪。该映射不存在于磁盘或
持久性存储区中。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的优点是，由于不执行磁盘更新，对快速
重新同步映射的更新几乎不影响 I/O 性能。但是，在重新挂接快照之前，必须一直
启用快速重新同步，并且系统不能重新启动。如果禁用快速重新同步或重新启动系
统，则映射中的信息将会丢失，这时将要求在快照合并时进行完全重新同步。
对于集群共享磁盘组的卷而言，该限制是可以克服的，但前提是集群中至少有一个
节点保持运行，以便在内存中保留快速重新同步映射。不过，将镜像重新挂接到其
父卷时，如果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的节点崩溃，则需要对该镜像进行完全重新同
步。
快速重新同步映射中的每个位代表卷地址空间中连续数目的块。映射的默认大小是
4 个块。内核可调参数 vol_fmr_logsz 可用于限制映射的最大块大小
有关调整 VxVM 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调整指南》。

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如何与快照一起工作
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在磁盘上保留快速重新同步映射，使它们不受系统重新启动、
系统崩溃和集群崩溃的影响。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使用磁盘上数据更改对象 (DCO)
卷中的映射来实现更改跟踪。该映射中的每个位代表卷地址空间中连续数目的块。
当卷和其快照卷移动到不同的磁盘组后，持久性重新同步还能跟踪二者之间的关联
关系。 当磁盘组再结合时，此功能允许迅速重新同步快照 plex。 非持久性重新同
步不支持此项功能。
请参见第 540 页的“重新组织磁盘组内容”。
在某个卷或快照卷上启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后，将有一个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一个 DCO 卷与该卷关联。
请参见第 86 页的“DCO 卷版本控制”。
图 3-30 显示了一个镜像卷示例，该卷包含两个启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的 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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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的镜像卷

图 3-30
镜像卷
数据 plex

数据 plex

数据更改对象

DCO 卷
DCO plex

DCO plex

该卷与一个 DCO 对象和一个包含两个 Plex 的 DCO 卷关联。
使用 vxsnap make 命令创建一个即时快照，或使用 vxassist snapstart 命令创建
一个传统的第三镜像快照。
图 3-31 显示了如何在卷中设置快照 Plex，以及如何将其与禁用的 DCO Plex 关联。
图 3-31

完成 snapstart 操作后的镜像卷
镜像卷

数据 plex

数据 plex

数据 plex

数据更改对象

DCO 卷
已禁用的
DCO plex

DCO plex

DCO plex

对于传统快照，可再次运行 vxassist snapstart 命令，以便在卷中创建多个快照
Plex 和关联的 DCO Plex；对于优化空间快照，则可运行 vxsnap make 命令。 在一
个卷中最多可创建 32 个 Plex（数据和日志）。
传统的快照卷是通过对卷运行 vxassist snapshot 操作，从快照 Plex 创建的。但
是对于即时快照，vxsnap make 命令可使即时快照卷立即可用。用户无须运行附加
命令。
图 3-32 显示了如何在创建快照卷的同时为该快照卷设置 DCO 对象和 DCO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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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操作完成后的镜像卷与快照卷

图 3-32
镜像卷
数据 plex

数据 plex

数据更改对象

捕捉对象

DCO 卷
DCO
log plex

DCO
log plex

快照卷
数据 plex

数据更改对象

捕捉对象

DCO 卷
DCO
log plex

该 DCO 卷包含与快照 Plex 关联的一个 DCO Plex。 如果是用两个快照 Plex 组成快
照卷，DCO 卷将包含两个 Plex。 对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DCO 对象和 DCO 卷与在
缓存对象（而不是在 VM 磁盘）上创建的快照卷关联。
同时与原始卷和快照卷关联的是快照对象。原始卷的快照对象指向快照卷，而快照
卷的快照对象指向原始卷。 这样，即使卷及其快照被移到不同的磁盘组上，VxVM
也可以跟踪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下列情况下，原始卷和快照卷中的快照对象被自动删除：
■

对于传统快照，运行 vxassist snapback 操作以将快照卷的所有 Plex 返回到原
始卷。

■

对于传统快照，对卷运行 vxassist snapclear 操作以断开原始卷与快照卷之
间的关联。如果两个卷位于不同的磁盘组中，必须对每个卷单独运行此命令。

■

对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运行 vxsnap reattach 操作以将快照卷的所有 Plex 返
回到原始卷。

■

对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对卷运行 vxsnap dis 或 vxsnap split 操作以断开原
始卷与快照卷之间的关联。如果两个卷位于不同的磁盘组中，必须对每个卷单
独运行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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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不支持 vxsnap reattach、dis 和 split 操作。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snap(1M) 手册页。

DCO 卷版本控制
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使用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 DCO 卷来保存快速重新同步映射。
此版本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支持下列 DCO 卷版本：
即时快照 DCO 卷布 以前称为版本 20 的 DCO 卷布局，此版本的 DCO 布局支持卷的即时快
局
照。
此类型的 DCO 不仅管理快速重新同步映射，而且还管理 DRL 恢复映射
和名为副本映射的特殊映射，这些映射使即时快照操作可以在系统崩溃
后继续正常执行。
版本 0 的 DCO 卷布 此版本的 DCO 卷布局仅支持旧式快照（vxassist 快照）。 DCO 对象管
局
理有关快速重新同步映射的信息。这些映射跟踪自上次 snapshot 操
作后对原始卷和每个快照卷（最多 32 个）的写入情况。磁盘上 DCO 卷
的每个 Plex 包含 33 个映射，默认情况下每个映射的大小为 4 个块。
VxVM 软件继续支持旧卷的版本 0（零）布局。

即时快照（版本 20）DCO 卷布局
即时快照数据更改对象 (DCO) 支持完整空间和优化空间即时快照。此 DCO 布局不
支持使用 vxassist 命令进行管理的传统第三镜像卷快照。
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4.0 中引入时，即时快照 DCO 卷布局也称为版
本 20 的 DCO 卷布局。 此类型的 DCO 不仅用于管理快速重新同步映射，而且还用
于管理 DRL 恢复映射和名为副本映射的特殊映射，这些映射使即时快照操作可以在
系统崩溃后继续正常执行。
请参见第 77 页的“脏区日志记录”。
映射中的每个位表示卷地址空间中的一个区域（连续数目的块）。 区域代表系统在
映射中为其记录更改情况的最小的卷组成部分。对于写入区域中任意位置的单字节
存储区和写入整个区域，其处理方式均相同。
在 Storage Foundation 6.0 中，即时快照 DCO 的卷布局已进行了更改，可提高即时
快照的 I/O 性能和可伸缩性。 布局中的更改不会改变您管理即时快照的方式。 唯一
比较直观的效果是提高了 I/O 性能，在某些情况下增加了 DCO 卷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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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快照 DCO 卷的布局在预分配的存储上使用动态创建的映射。 DRL（脏区日志
记录）映射的大小与卷大小无关。 在创建 DCO 卷时，可以使用选项 drlmapsz 配置
DRL 的大小。 默认情况下，DRL 的大小为 1MB。
对于 CVM 配置，每个节点都有一个首次写入该节点时分配的专用 DRL 映射。默认
情况下，DCO 卷大小容纳 32 个 DRL 映射、一个累积器和 16 个每卷映射（包括一
个 DRL 恢复映射、一个用于跟踪已分离 Plex 的分离映射和用于跟踪快照的其余 14
个映射）。
可使用以下公式估计 DCO Plex 的大小：
DCO_volume_size = (32*drlmapsize + acmsize + 16*per-volume_map_size)

其中：
acmsize = (volume_size / (region_size*4))
per-volume_map_size = (volume_size/region_size*8)
drlmapsize = 1M, by default

对于大小为 100GB 的卷，采用 64KB 这一默认 regionsize 的 DCO 卷的大小约为
36MB。
使用 vxassist make 命令创建卷时，请通过使用 vxsnap prepare 命令或通过指定
logtype=dco dcoversion=20 选项为即时快照创建 DCO。

版本 0 的 DCO 卷布局
版本 0 的 DCO 卷布局仅支持使用 vxassist 命令进行管理的传统（第三镜像）卷快
照。此 DCO 布局不支持完整空间和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在创建卷时，通过指定 vxassist 命令的 dcolen 属性，可以更改每个映射的大小。
dcolen 的默认值是 132 个块（Plex 包含 33 个映射，每个映射的长度为 4 个块）。
要使用更大的映射大小，可用 33 乘以所需的映射大小，以此来计算 dcolen 值。例
如，要使用 8 个块的映射，则应指定 dcolen=264。可能的最大映射大小是 64 个
块，其对应的 dcolen 值是 2112 个块。
DCO Plex 的大小向上舍入到最接近的磁盘组对齐值的整数倍。对于支持跨平台数据
共享 (CDS) 功能的磁盘组，对齐值为 8KB。否则，对齐值为 1 个块。

增大卷对快速重新同步映射的影响
可以增大副本卷或原始卷，增大之后仍可使用快速重新同步。根据 DCO 卷布局的不
同，增大卷对快速重新同步用于跟踪原始卷更改情况的映射有以下不同影响：
■

对于即时快照 DCO 卷，映射大小将增加，而映射中每个位所跟踪的区域大小保
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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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版本 0 的 DCO 卷，映射大小保持不变，区域大小将增加。

无论是哪种情况，映射中与增大的卷区域对应的那部分都被标记为“脏”，这样该
区域就会被重同步。 如果 snapback 操作试图创建不完整的快照 Plex，则会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先增大副本卷或原始卷，然后再调用 vxsnap reattach、vxsnap
restore 或 vxassist snapback 命令。分别增大两个卷会导致快照与卷中的另一
个镜像共享物理磁盘。为防止发生这种情况，应在 snapback 命令完成后增大卷。

快速重新同步的局限性
快速重新同步存在以下限制：
■

RAID-5 卷支持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但在该卷有关联的 DCO 时，这会导致无
法对该卷使用重新布局或调整大小操作。

■

系统崩溃后，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和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都无法用于重新同
步镜像。要这样做，必须使用脏区日志记录 (DRL)，它可与快速重新同步共存。
在 VxVM 4.0 及更高版本中，DRL 日志可以存储在即时快照 DCO 卷中。

■

重定位子磁盘后，整个 plex 被标记为“脏”，此时必须进行完全重新同步。

■

如果某个快照卷被拆分到另一个磁盘组中，则在此磁盘组与原始卷的磁盘组重
新结合时，无法使用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功能将快照 plex 与原始卷重新同步。
此时，必须使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

■

如果将启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的原始卷移动或拆分到另一个磁盘组中，然
后再将该卷移动或结合到快照卷所在的磁盘组中，则不能再通过 vxassist
snapback 命令将传统的快照 Plex 与原始卷重新同步。导致这种限制的原因在
于，快照卷在其创建时是通过原始卷的记录 ID 来引用原始卷的。将原始卷移动
到另一个磁盘组时，卷的记录 ID 就被更改，关联关系也就随之破裂。尽管如
此，仍可使用带有 -f（强制）选项的 vxplex snapback 命令来执行快照合并。
注意：该限制只适用于传统快照，不适用于即时快照。

■

任何更改副本卷布局的操作都会将此快照的快速重新同步更改映射标记为“脏”，
并需要在快照合并时进行完全重新同步。这样的操作有拆分子磁盘、移动子磁
盘和对副本进行联机重新布局。完成快照后执行这些操作就比较安全。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plex(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vol(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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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集
卷集是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一种增强功能，它允许用单个逻辑对象
表示多个卷。所有进出基础卷的 I/O 都通过卷集的 I/O 接口进行定向。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使用卷集来管理多卷文件系统和 SmartTier 功能。该功能使 VxFS
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基础卷的不同性能特性和可用性特性。例如，可以将文件系统
元数据存储在冗余度较高的卷上，而将用户数据存储在性能较好的卷上。
请参见第 416 页的“创建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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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的工作原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DMP 的工作原理

■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与 Oracle 自动存储管理磁盘共存

DMP 的工作原理
注意：要使用此功能，您必须有完整的许可证。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通过使用路径故障转移和负载平衡来提供更
高的可用性、可靠性和性能。该功能可用于不同供应商的多端口磁盘阵列。
DMP 可以与 HP-UX 中的本机多径处理共存。
请参见第 98 页的“DMP 与 HP-UX 本机多径处理共存”。
磁盘阵列可以通过多个路径连接到主机系统。为了检测到磁盘的各条路径，DMP 使
用一种特定于每个受支持的阵列的机制。DMP 还可以区分连接到同一主机系统的某
个受支持阵列的不同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发现和配置新添加的磁盘设备”。
DMP 使用哪种多径处理策略取决于磁盘阵列的特性。
DMP 支持下列标准阵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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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主动 (A/A)

允许将多条路径并行用于 I/O。这种阵列通过在到
LUN 的多条路径之间平均分配 I/O 负载，使 DMP
能够提供更大的 I/O 吞吐量。如果一条路径出现故
障，DMP 自动将 I/O 路由到其他可用的路径。

非对称主动/主动 (A/A-A)

A/A-A 或非对称主动/主动式阵列可以通过辅助存
储路径来访问，而性能几乎不会下降。行为与
ALUA 类似，但该类阵列不支持 ALUA 阵列所支持
的 SCSI 命令。

非对称逻辑单元访问 (ALUA)

DMP 支持 ALUA 的所有变体。

主动/被动 (A/P)

在正常操作期间允许通过单个控制器（也称为访问
端口或存储处理器）上的主（主动）路径访问其
LUN（逻辑单元；真实磁盘或用硬件创建的虚拟磁
盘）。
在隐式故障转移模式（或自动侵入模式）下，如果
主路径出现故障，A/P 阵列自动使用故障转移功能
将 I/O 安排到不同控制器上的次级（被动）路径。
除非主动端口出现故障，否则 I/O 不使用被动端
口。在 A/P 阵列中，如果在主路径上出现 I/O 故
障，就会为单个 LUN 执行路径的故障转移。
此策略通过指向某个控制器的多条主路径来支持并
行 I/O 和负载平衡。此功能是由具有多个端口的控
制器提供的，或是通过在阵列和控制器之间插入
SAN 交换机提供的。只有在所有的主动主路径都出
现故障时才故障转移到次级（被动）路径上。

显式故障转移模式或非自动侵入模式
(A/P-F) 下的主动/被动阵列

必须对阵列使用相应命令以使 LUN 故障转移到次
级路径。
此策略通过指向某个控制器的多条主路径来支持并
行 I/O 和负载平衡。此功能是由具有多个端口的控
制器提供的，或是通过在阵列和控制器之间插入
SAN 交换机提供的。只有在所有的主动主路径都出
现故障时才故障转移到次级（被动）路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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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 LUN 组故障转移 (A/P-G) 特性的主 对于具备 LUN 组故障转移特性的主动/被动阵列
动/被动阵列
（A/P-G 阵列）中，通过一个控制器连接的一组
LUN 被当作一个故障转移实体对待。与 A/P 阵列
不同，这种阵列的故障转移发生在控制器级别，而
不是针对单个 LUN 进行。主控制器和次级控制器
各自连接到不同的 LUN 组。如果主控制器的 LUN
组有一个 LUN 发生故障，则该组中所有的 LUN 均
故障转移到次级控制器上。
此策略通过指向某个控制器的多条主路径来支持并
行 I/O 和负载平衡。此功能是由具有多个端口的控
制器提供的，或是通过在阵列和控制器之间插入
SAN 交换机提供的。只有在所有的主动主路径都出
现故障时才故障转移到次级（被动）路径上。

对于此版本，HP-UX 上仅支持 A/A、A/A-A 和 ALUA 阵列。
阵列策略模块 (APM) 可以为 DMP 定义除 DMP 支持的标准阵列类型以外的其他阵
列类型。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使用 DMP 元节点（DMP 节点）访问连接到系统的磁
盘设备。对于受支持的阵列中的每个磁盘，DMP 将一个节点映射到该磁盘连接的一
组路径。另外，DMP 将磁盘阵列的相应多径处理策略与该节点关联。
对于不受支持的阵列中的磁盘，DMP 将单独的节点映射到与磁盘连接的每条路径。
节点的原始设备和块设备是在目录 /dev/vx/rdmp 和 /dev/vx/dmp 中分别创建的。
图 4-1 显示 DMP 如何为支持的磁盘阵列的磁盘建立节点。
DMP 如何将磁盘的多条物理路径表示为一个节点

图 4-1

VxVM
主机
c1

单个 DMP 节点

c2

由 DMP 映射
DMP
多条路径
多条路径
磁盘
DMP 采用一种便于识别磁盘所属阵列的磁盘设备命名机制。
图 4-2 显示了一个存在于磁盘阵列的单个磁盘上、拥有两条路径 c1t99d0 与
c2t99d0，但 VxVM 使用单个 DMP 节点 enc0_0 进行访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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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环境中的磁盘阵列多径处理示例

图 4-2

主机
c1

VxVM

c2

由
DMP 映射

光纤通道
交换机

enc0_0
DMP

c1t99d0

c2t99d0

磁盘阵列
enc0
磁盘是 c1t99d0 或 c2t99d0，
具体取决于路径
请参见第 94 页的“关于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
请参见第 247 页的“更改磁盘设备的命名机制”。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发现和配置新添加的磁盘设备”。

设备发现
设备发现是用来描述发现挂接到主机上的磁盘这一过程的术语。 此功能对于 DMP
很重要，因为它需要支持越来越多的来自很多供应商的磁盘阵列。 通过将设备发现
服务与发现主机挂接的设备的功能结合使用，您可以增加对新磁盘阵列的支持。设
备发现使用一个称作“设备发现层 (DDL)”的工具。
借助 DDL，您可以增加对新磁盘阵列的支持，而无需重新启动。
这就意味着您可以动态向主机添加新的磁盘阵列并运行一个命令，此命令可以扫描
操作系统的设备树以搜索挂接的所有磁盘设备，并使用新设备数据库重新配置 DMP。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如何管理设备发现层”。

关于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
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为基于操作系统的设备命名机制提供了另一种选择。这允
许针对磁盘阵列而不是访问磁盘设备所使用的控制器来命名磁盘设备。在使用光纤
通道交换机的存储区域网络 (SAN) 中，由操作系统提供的有关磁盘位置的信息可能
无法正确指出磁盘的物理位置。例如，c#t#d# 命名将基于控制器的设备名称分配给
连接到同一主机控制器的独立磁盘阵列中的磁盘。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允许 SF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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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阵列作为单独的物理实体来进行访问。通过在单独的磁盘阵列上配置数据的冗
余副本，可以在一个或多个磁盘阵列发生故障时确保数据的安全。
图 4-3 显示了一个典型的 SAN 环境，其中主机控制器通过光纤通道交换机连接到多
个磁盘阵列。
通过光纤通道交换机连接的磁盘阵列配置的示例

图 4-3

主机
c1

光纤通道
交换机

磁盘阵列

enc0

enc1

enc2

在这样的配置中，可以使用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来指示磁盘阵列中的每个磁
盘。例如，磁盘阵列 enc0 中磁盘的设备被命名为 enc0_0、enc0_1 等。使用该机制
的一个主要的优点是，可以迅速确定某个磁盘在大型 SAN 配置中的物理位置。
在大多数磁盘阵列中，可以使用基于硬件的存储管理功能，将几个物理磁盘作为一
个 LUN 提供给操作系统。在这种情况下，VxVM 也会看到单一逻辑磁盘设备，而
不是其组成磁盘。因此，当引用某个磁盘阵列中的一个磁盘时，该磁盘可能是物理
设备，也可能是 LUN。
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的另一个重要优点是，它使 VxVM 能够 避免在同一磁盘阵列
中放置冗余的数据副本。之所以称为优点是因为：这样可以将每个磁盘阵列视为单
独的故障域。例如，如果只在磁盘阵列 enc1 的磁盘上配置了镜像卷，则交换机与
磁盘阵列之间的电缆故障可能导致整个卷不可用。
如果需要，可以用一个对配置更有意义的名称代替 SF 分配给磁盘阵列的默认名称。
请参见第 226 页的“重命名磁盘阵列”。
图 4-4 显示了一个高可用性 (HA) 配置，在该配置中，通过将主机上的独立控制器连
接到具有独立磁盘阵列路径的各个交换机，可以实现对存储器的冗余循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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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个交换机提供冗余循环访问的 HA 配置的示例

图 4-4

主机
c1

c2

光纤通道
交换机

磁盘阵列

enc0

enc1

enc2

这种配置可防范其中一个主机控制器（c1 与 c2）发生故障，或主机与任一交换机
之间的电缆发生故障。在该示例中，对于所有可用来访问磁盘的路径，VxVM 都使
用同一名称来标识每个磁盘。例如，磁盘设备 enc0_0 表示单个磁盘，对于该磁盘，
操作系统使用两条不同的路径，如 c1t99d0 与 c2t99d0。
注意：HP-UX 11i v3 的本机多径处理功能以同样的方式映射磁盘的各个物理路径，
并使用 disk## 格式的名称将这些路径表示为单个持久性设备。但该机制独立于
VxVM 使用的机制。
请参见第 247 页的“更改磁盘设备的命名机制”。
要在配置数据冗余时将故障域纳入考虑范围，可以控制在磁盘阵列间布置镜像卷的
方式。

DMP 监视路径 I/O 的方式
在 5.0 版之前的 VxVM 中，DMP 有一个进行错误处理的内核后台驻留程序 (errord)
以及另一个执行路径还原活动的内核后台驻留程序 (restored)。
从 版本 5.0 起，DMP 提供一个内核线程池，用来执行错误处理、路径还原、统计信
息收集以及 SCSI 请求回叫等任务。vxdmpadm gettune 命令可以用来提供线程相关
信息。保留名称 restored 以便实现向后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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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内核线程通过激活与路径对应的主机总线适配器的侦测来响应路径上的 I/O 故
障。另一个线程然后根据 HBA 的响应再采取相应的措施。措施包括重试路径上的
I/O 请求；或者放弃该路径，重新安排备用路径上的 I/O。
还原内核任务将被定期唤醒（通常是间隔 5 分钟），以检查路径的运行状况以及恢
复被还原的 I/O 路径。由于某些路径会出现间歇性的故障，因此请仅恢复在给定时
间段内（默认情况下为 5 分钟）依然处于正常状态的路径上的 I/O。可以为 DMP 配
置不同的路径检查策略。
请参见第 231 页的“配置 DMP 路径还原策略”。
收集统计信息的任务记录每个 I/O 请求的起止时间以及每个路径上的 I/O 故障数量
以及重试次数。可以对 DMP 进行配置，使用该信息来防止 SCSI 驱动程序被 I/O 请
求淹没。该功能称为 I/O 控制。
如果某个 I/O 请求与镜像卷相关，VxVM 会指定 B_NDELAY 标志。此时，DMP 并
不会重试该路径上出现故障的 I/O 请求，而是把该路径上的磁盘标记为已经出现故
障。
请参见第 97 页的“路径的故障转移机制”。
请参见第 98 页的“I/O 控制”。

路径的故障转移机制
DMP 在与具有多个路径的磁盘阵列结合使用时，可提高系统可用性。如果到磁盘阵
列的某个路径丢失，无须管理员干预，DMP 就会自动为 I/O 请求选择下一条可用路
径。
在修复或还原连接时，或者在完全引导系统后添加或删除设备时（假定操作系统能
够正确识别设备），DMP 也会得到通知。
如果需要，可以将 DMP 对一条路径上 I/O 故障的响应调节为针对单个磁盘阵列的
多条路径。可以将 DMP 配置为满足以下条件后停止 I/O 请求：给定时间后没有后
续请求或者在路径上尝试给定次数后都告失败。
请参见第 227 页的“配置对 I/O 故障的响应”。

子路径故障转移组 (SFG)
子路径故障转移组 (SFG) 表示可能会一起出现故障并还原的一组路径。在 SFG 中某
个路径上遇到 I/O 错误时，DMP 还会在该 SFG 的其他路径上执行主动式路径探查。
此行为会极大地提高路径故障转移的性能，从而提高 I/O 性能。当前，DMP 按以下
规范形成子路径故障转移组：将相同端点内的从主机到阵列的路径绑定到一个逻辑
存储故障转移组中。
请参见第 229 页的“配置子路径故障转移组 (S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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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影响路径探测 (LIPP)
DMP 中的还原后台驻留程序会定期保持探测 LUN 路径。此行为可帮助 DMP 使路
径状态始终保持最新，即使路径中不存在 I/O 活动也是如此。还原后台驻留程序更
新路径状态时，低影响路径探测会向还原后台驻留程序添加逻辑以优化执行的探测
的数量。在逻辑子路径故障转移组的帮助下可实现此优化。添加 LIPP 逻辑后，DMP
会仅探查子路径故障转移组 (SFG) 内的有限数量的路径，而不是探查 SFG 中的所有
路径。基于这些探测结果，DMP 可确定该 SFG 中所有路径的状态。
请参见第 229 页的“配置低影响路径探测”。

I/O 控制
如果启用了 I/O 控制，响应迟缓的路径上等待处理的 I/O 请求就会越积越多，可以
对 DMP 进行配置以便在满足如下条件时禁止向此路径发送新的 I/O 请求：等待处
理的 I/O 请求数量达到给定的值或者给定时间内该路径上均未出现成功的 I/O 请求。
对路径应用控制后，该路径上的新 I/O 请求将被安排到其他可用路径上。如果 HBA
不再报告该路径存在任何错误或者该路径上等待处理的一个 I/O 请求成功，控制就
被解除。
请参见第 228 页的“配置 I/O 控制机制”。

负载平衡
默认情况下，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使用最小队列 I/O 策略在主
动/主动 (A/A)、主动/被动 (A/P)、具有显式故障转移功能的主动/被动 (A/P-F) 以及
具有组故障转移功能的主动/被动 (A/P-G) 磁盘阵列的路径之间进行负载平衡。负载
平衡通过使用所有可用路径的总带宽来提高 I/O 吞吐量。 沿未完成的 I/O 最小的路
径发送 I/O。
对于 A/P 磁盘阵列，沿主路径发送 I/O。如果所有主路径都出故障，I/O 将切换到
可用的辅助路径。由于将 LUN 的所有权不断地从一个控制器转给另一个控制器会
导致 I/O 速度严重下降，因此不对 A/P 磁盘阵列执行主路径和次级路径之间的负载
平衡，除非它们支持并行 I/O。
对于 A/P、A/P-F 和 A/P-G 阵列，负载平衡在当前所有的主动路径之间进行，与
A/A 磁盘阵列一样。
您可以更改通往磁盘阵列的路径的 I/O 策略。
请参见第 219 页的“指定 I/O 策略”。

DMP 与 HP-UX 本机多径处理共存
HP-UX 11i v3 版包含对本机多径处理的支持，该功能可以与 DMP 共存。HP-UX 本
机多径处理在 /dev/disk 和 /dev/rdisk 目录中为可通过一条或多条物理路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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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个磁盘创建持久性（灵活）设备。为了保持向后兼容，HP-UX 还在 /dev/dsk
和 /dev/rdsk 目录中创建了旧版设备。
DMP 为操作系统硬件设备树中的所有路径重新创建磁盘设备，作为 /dev/vx/dmp
和 /dev/vx/rdmp 目录中的 DMP 节点，独立于 /dev/dsk 和 /dev/rdsk 目录中列
出的设备。DMP 节点表示可通过一个或多个物理路径访问的磁盘。HP-UX 的本机
多径处理功能不使用 DMP 节点。
DMP 命令根据所选择的命名机制显示设备名称。
请参见第 247 页的“更改磁盘设备的命名机制”。
默认情况下，将 VxVM 配置为使用 DMP 元节点。如果希望使用 HP-UX 本机多径
处理，则必须将 HP-UX 本机多径处理元节点添加为外部设备。
请参见第 193 页的“外部设备”。
请参见第 99 页的“在 DMP 与 HP-UX 本机多径处理之间迁移”。

在 DMP 与 HP-UX 本机多径处理之间迁移
注意：不同多径处理驱动程序之间的迁移会重写迁移设备的现有电源故障超时 (PFTO)
设置。它将对迁移的目标多径处理驱动程序采用默认 PFTO 设置。
您可以使用 vxddladm addforeign 和 vxddladm rmforeign 命令在 DMP 和 HP-UX
本机多径处理之间迁移系统。这些过程可迁移 /dev/disk 和 /dev/rdisk 目录中的
设备
注意：在 DMP 和 HP-UX 本机多径处理之间迁移之前，确保没有应用程序在访问
VxVM 卷。必须首先停止使用卷的所有应用程序，才能进行迁移。
如果迁移涉及到当前引导磁盘，则必须重新启动系统。通过 vxddladm addforeign
命令和 vxddladm rmforeign 命令指定 –r 选项，可自动重新启动系统。
有关本机多径处理的根目录可置性支持的限制，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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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DMP 迁移到 HP-UX 本机多径处理

1

停止系统上每个磁盘组中的所有卷：
# vxvol -g diskgroup stopall

2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迁移：
# vxddladm addforeign blockdir=/dev/disk chardir=/dev/rdisk
# vxconfigd -kr reset

对于涉及当前引导磁盘的迁移，请使用：
# vxddladm -r addforeign blockdir=/dev/disk chardir=/dev/rdisk

3

重新启动每个磁盘组中的所有卷：
# vxvol -g diskgroup startall

现在，vxdisk list 命令的输出仅显示 HP-UX 本机多径处理元节点名称，例
如：
# vxdisk list
DEVICE
disk155
disk156
disk224
disk225
disk226
disk227
disk228
disk229

TYPE
auto:LVM
auto:LVM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

GROUP
-

STATUS
LVM
LVM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在配置 HP-UX 本机多径处理时，不会在 /dev/disk 和 /dev/rdisk 目录中为
设备配置 DMP 元节点。因此，vxdisk list 命令仅显示 HP-UX 本机多径处理
元节点的名称，不能显示设备的以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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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HP-UX 本机多径处理迁移到 DMP

1

停止系统上每个磁盘组中的所有卷：
# vxvol -g diskgroup stopall

2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迁移：
# vxddladm rmforeign blockdir=/dev/disk chardir=/dev/rdisk
# vxconfigd -kr reset

对于涉及当前引导磁盘的迁移，请使用：
# vxddladm -r rmforeign blockdir=/dev/disk/ chardir=/dev/r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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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新启动每个磁盘组中的所有卷：
# vxvol -g diskgroup startall

现在，vxdisk list 命令根据当前的命名体制显示 DMP 元节点名称。例如，
在 default 或 legacy 命名体制下，vxdisk list 将显示如下所示的设备。
# vxdisk list
DEVICE
c2t0d0
c3t2d0
c89t0d0
c89t0d1
c89t0d2
c89t0d3
c89t0d4
c89t0d5

TYPE
auto:LVM
auto:LVM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

GROUP
-

STATUS
LVM
LVM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在 new 命名体制下，vxdisk list 将显示如下所示的设备。
# vxdisk list
DEVICE
disk155
disk156
disk224
disk225
disk226
disk227
disk228
disk229

TYPE
auto:LVM
auto:LVM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

GROUP
-

STATUS
LVM
LVM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请参见第 247 页的“更改磁盘设备的命名机制”。

集群环境中的 DMP
注意：要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集群功能，您需要有附加许可
证。仅 VxVM 支持集群功能。
在由多台主机共享一些主动/被动 (A/P) 类型的磁盘阵列的集群环境中，集群中的所
有节点必须通过同一个物理存储控制器端口来访问磁盘。通过多条路径同时访问磁
盘会严重降低 I/O 性能（有时称为乒乓效应）。单个集群节点上的路径故障转移也
在集群上进行协调，以使所有节点继续共享同一物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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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xVM 4.1 版之前，集群和 DMP 功能不会在路径还原时处理 A/P 阵列中的自动
故障回复，并且不支持显式故障转移模式阵列的故障回复。只能在纠正路径故障之
后通过在各个集群节点上运行 vxdctl enable 命令来手动执行故障回复。在 4.1 版
中，故障回复现在是由主节点协调的一项集群范围内的自动操作。另外，显式故障
转移模式阵列的自动故障回复也是通过发出相应的低级命令进行处理的。
注意：支持 A/P 阵列的自动故障回复需要在系统上安装适当的阵列支持库 (ASL)。
也可能需要阵列策略模块 (APM)。
请参见第 181 页的“发现磁盘和动态添加磁盘阵列”。
对于主动/主动类型的磁盘阵列，任何磁盘都可以通过其所有可用物理路径同时访
问。在集群环境中，节点不需要通过同一物理路径访问一个磁盘。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如何管理设备发现层”。
请参见第 233 页的“配置阵列策略模块”。

关于启用或禁用使用共享磁盘组的控制器
在 5.0 版之前，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不允许启用或禁用与属于共享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的磁盘相连的路径或控制器。从 VxVM 5.0 起，支
持在集群的共享 DMP 节点上执行此类操作。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与 Oracle 自动存储管理磁盘
共存
自动存储管理 (ASM) 磁盘是 Oracle 自动存储管理软件使用的磁盘。通过将 Oracle
ASM 磁盘识别为类型 Oracle ASM，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可与 Oracle
ASM 磁盘共存。VxVM 保护 ASM 磁盘免受可能重写磁盘的所有操作。VxVM 对
ASM 磁盘进行分类，并将其显示为 ASM 格式的磁盘。您无法初始化 ASM 磁盘，
也无法执行可能重写磁盘的任何 VxVM 操作。
如果将磁盘声明为 ASM 磁盘，磁盘初始化命令将失败，并显示一条相应的失败消
息。即使指定了强制选项，vxdisk init 命令和 vxdisksetup 命令也会失败。对于
受 ASM 控制的磁盘，vxprivutil 命令也会失败，以防止对 ASM 设备进行任何盘
上修改。
如果目标磁盘受 ASM 控制，重写目标磁盘的所有根目录可置性操作将失败。将显
示一条消息，指示该磁盘已经作为 ASM 磁盘进行使用。根目录可置性操作包括创
建 VM 根映像（vxcp_lvmroot 命令）的操作、创建 VM 根镜像（vxrootmir命令）
的操作或还原 LVM 根映像（vxres_lvmroot 命令）的操作。对于 ASM 磁盘，
vxdestroy_lvmroot 命令也会失败，因为目标磁盘未按预期受 LVM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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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 先前访问过但不再属于 ASM 磁盘组的磁盘称为 FORMER ASM 磁盘。如果使
某个 ASM 磁盘脱离了 ASM 的控制，则 VxVM 会将该磁盘标记为 FORMER ASM
磁盘。VxVM 对 FORMER ASM 磁盘实施与 ASM 磁盘相同的限制，以使 ASM 能够
在将来重新使用该磁盘。要将 FORMER ASM 磁盘用于 VxVM，必须在使该磁盘脱
离 ASM 的控制之后再清除磁盘的 ASM 信息。如果在 FORMER ASM 磁盘上执行磁
盘初始化命令，该命令将失败。将显示一条消息，指示必须先清理磁盘，然后才能
对磁盘进行初始化以供 VxVM 使用。
使 FORMER ASM 磁盘脱离 ASM 的控制以将其用于 VxVM

1

使用 dd 命令清理磁盘以删除磁盘上的所有 ASM 标识信息。例如：
dd if=/dev/zero of=/dev/rdsk/<wholedisk|partition> count=1 bs=1024

其中： wholedisk 是使用以下格式的磁盘名称：cxtydz
其中： partition 是使用以下格式的分区名称：cxtydzsn

2

执行磁盘扫描：
# vxdisk scandisks

查看 ASM 磁盘
◆

可以使用下列任一命令显示 ASM 磁盘：
vxdisk list 命令将磁盘类型显示为 ASM。
# vxdisk list
DEVICE
Disk_0s2
Disk_1
EVA4K6K0_0
EVA4K6K0_1

TYPE
auto:LVM
auto:ASM
auto
auto

DISK
-

GROUP
-

STATUS
LVM
ASM
online
online

vxdisk classify 命令对 ASM 磁盘进行分类，并将其显示为 Oracle ASM。
# vxdisk -d classify disk=c1t0d5
device:
status:
type:
groupid:
hostname:
domainid:
centralhost:

c1t0d5
CLASSIFIED
Oracle ASM
-

指定 vxdisk classify 命令的 -f 选项，以便执行操作系统设备的完全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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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某个特定磁盘是否受 ASM 控制
◆

使用 vxisasm 实用程序检查某个特定磁盘是否受 ASM 控制。
# /etc/vx/bin/vxisasm 3pardata0_2799
3pardata0_2799

ACTIVE

# /etc/vx/bin/vxisasm 3pardata0_2798
3pardata0_2798

FORMER

或者，使用 vxisforeign 实用程序检查该磁盘是否受任何外部软件（如 LVM
或 ASM）的控制：
# /etc/vx/bin/vxisforeign 3pardata0_2799
3pardata0_2799

ASM

ACTIVE

# /etc/vx/bin/vxisforeign 3pardata0_2798
3pardata0_2798

ASM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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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备新存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置备新存储

■

通过添加新的 LUN 增加现有存储

■

通过增大 LUN 增加现有存储

■

使用 vxlist 显示 SF 信息

置备新存储
以下过程说明了如何置备新存储。如果您将在精简存储上置备 Storage Foundation，
您应当了解 Storage Foundation 如何与精简存储协同工作。
请参见第 386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中的精简优化解决方案 ”。
置备新存储

1

设置 LUN。请参见存储阵列的相关文档，了解有关如何创建、屏蔽和绑定 LUN
的信息。

2

使用下列命令之一初始化 LUN，以供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
这个建议使用的方法将使用 vxdisksetup 指令。
# vxdisksetup -i 3PARDATA0_1
# vxdisk init 3PARDATA0_1

3

将 LUN 添加到磁盘组。
■

如果您没有用于 LUN 的磁盘组，请创建该磁盘组：
# vxdg init dg1 dev1=3PARDATA0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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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已经有用于 LUN 的磁盘组，请将 LUN 添加到该磁盘组：
# vxdg -g dg1 adddisk 3PARDATA0_1

4

在 LUN 上创建卷：
# vxassist -b -g dg1 make vol1 100g 3PARDATA0_1

5

在卷上创建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
# mkfs -F vxfs /dev/vx/rdsk/dg1/vol1

6

在文件系统上创建装入点：
# mkdir /mount1

7

装入文件系统：
# mount -F vxfs /dev/vx/dsk/dg1/vol1 /mount1

通过添加新的 LUN 增加现有存储
以下过程说明了如何通过添加新的 LUN 来增加现有存储。
通过添加新的 LUN 增加现有存储

1

创建并设置 LUN。

2

向磁盘组添加 LUN。
# vxdg -g dg1 adddisk 3PARDATA0_2

3

将卷和文件系统增至所需大小。例如：
# vxresize -b -F vxfs -g dg1 vol1 100g

通过增大 LUN 增加现有存储
以下过程说明了如何通过增大 LUN 来增加现有存储。

置备新存储
使用 vxlist 显示 SF 信息

通过增大 LUN 增加现有存储

1

增大现有 LUN。请参见存储阵列的相关文档，了解有关如何创建、屏蔽和绑定
LUN 的信息。

2

使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了解新的 LUN 大小。
# vxdisk -g dg1 resize c0t1d0s4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动态 LUN 扩展”。

3

计算新的最大卷大小：
# vxassist -g dg1 -b maxgrow vol1

4

将卷和文件系统增至所需大小：
# vxresize -b -F vxfs -g dg1 vol1 100g

使用 vxlist 显示 SF 信息
vxlist 命令是一种显示命令，它提供 SF 配置的综合视图。vxlist 命令整合来自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和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信息。 vxlist
命令提供用于显示信息的各种选项。 例如，使用以下格式的命令可显示文件系统信
息，包括卷、磁盘组之类的相关信息。 在以前的版本，至少需要运行两个命令才能
检索以下信息。
# /opt/VRTSsfmh/bin/vxlist fs
TY FS FSTYPE SIZE
FREE
%USED DEVICE_PATH
MOUNT_POINT
fs /
ext3
65.20g 51.70g 17%
/dev/dsk/c1t3d0
/
fs mnt vxfs
19.84g 9.96g 49%
/dev/vx/dsk/bardg/vol1 /mnt

有关 vxlist 命令的帮助，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list -H

请参见 vxlist(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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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存储的高级分配方法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自定义分配行为

■

创建特定布局的卷

■

在特定的磁盘上创建卷

■

在特定介质类型上创建卷

■

指定按顺序为卷分配存储空间

■

基于站点的分配

■

更改镜像卷的读取策略

自定义分配行为
默认情况下，vxassist 命令在符合基本要求的所有可用存储上创建卷。 vxassist
命令查找可用磁盘空间并在配置中进行分配，该配置符合布局指定且能够最大限度
地利用空闲空间。 vxassist 命令仅使用所需卷的基本属性作为输入来创建需要的
Plex 和子磁盘。
如果您将在精简存储上置备 Storage Foundation，您应当了解 Storage Foundation
如何与精简存储协同工作。
请参见第 386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中的精简优化解决方案 ”。
此外，当使用 vxassist 命令修改现有卷时，vxassist 命令自动修改基础对象或关
联对象。 除非为命令行提供特定值，否则 vxassist 命令使用许多卷属性的默认值。
通过自定义默认值，您可以自定义 vxassist 命令的默认行为。
请参见第 114 页的“为 vxassist 设置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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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命令根据默认规则在默认磁盘组中创建卷。 要使用不同的磁盘组，请为
vxassist 命令指定 -g diskgroup 选项。

请参见第 537 页的“确定默认磁盘组的规则”。
如果要为特定卷分配特定特性，您可以在 vxassist 命令行上指定附加属性。这些
属性可以是用于选择要分配的特定类型磁盘的存储规定，也可以是其他属性，如条
带单元宽度、RAID-5 或条带卷的列数、镜像数、日志数和日志类型。
有关可用 vxassist 关键字和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vxassist(1M) 手册页。
您可以使用分配属性指定下列类型的分配行为：
卷布局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创建特定布局的卷”。

介质类型

请参见第 142 页的“在特定介质类型上创建
卷”。

特定磁盘、子磁盘、plex 位置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在特定的磁盘上创建卷”。

有序分配

请参见第 142 页的“指定按顺序为卷分配存储
空间”。

基于站点的分配

请参见第 145 页的“基于站点的分配”。

设置读取策略

请参见第 145 页的“更改镜像卷的读取策略”。

vxassist 实用程序提供各种构造，帮助其高效灵活地定义和管理卷分配。

请参见第 114 页的“为 vxassist 设置默认值”。
请参见第 116 页的“使用规则使卷分配更加高效”。
请参见第 118 页的“了解持久性属性”。
请参见第 121 页的“自定义用于分配的磁盘类”。
请参见第 123 页的“使用 use 子句和 require 子句为 vxassist 操作指定分配约束”。
请参见第 130 页的“管理持久性属性的 use 和 require 类型 ”。

为 vxassist 设置默认值
vxassist 命令使用的默认值可以在文件 /etc/default/vxassist 中指定。如果不

在命令行上，也不在使用 -d 选项指定的其他默认值文件中改写本文件内列出的默
认值，则它们将生效。 在命令行上指定的默认值总是优先。vxassist 还有一组内
置的默认值，如果它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已定义的值，则会采用这些内置的默认值。
如果系统上尚不存在 /etc/default 目录和 vxassist 默认值文件，则必须创建它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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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文件中项的格式是用换行符分隔的属性-值对列表。 这些属性-值对与 vxassist
命令行上作为选项指定的那些属性-值对相同。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要显示文件 /etc/default/vxassist 中保存的默认属性，请使用以下形式的
vxassist 命令：
# vxassist help showattrs

下面是一个 vxassist 默认值文件示例：
#
#
#
#
#

By default:
create unmirrored, unstriped volumes
allow allocations to span drives
with RAID-5 create a log, with mirroring don’t create a log
align allocations on cylinder boundaries
layout=nomirror,nostripe,span,nocontig,raid5log,noregionlog,
diskalign

#

use the fsgen usage type, except when creating RAID-5 volumes
usetype=fsgen
allow only root access to a volume
mode=u=rw,g=,o=
user=root
group=root

#

#
#
#

when mirroring, create two mirrors
nmirror=2
for regular striping, by default create between 2 and 8 stripe
columns
max_nstripe=8
min_nstripe=2

#

for RAID-5, by default create between 3 and 8 stripe columns
max_nraid5stripe=8
min_nraid5stripe=3

#

by default, create 1 log copy for both mirroring and RAID-5 volumes
nregionlog=1
nraid5log=1

#

by default, limit mirroring log lengths to 32Kbytes
max_regionloglen=3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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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 64K as the default stripe unit size for regular volumes
stripe_stwid=64k

#

use 16K as the default stripe unit size for RAID-5 volumes
raid5_stwid=16k

使用规则使卷分配更加高效
使用 vxassist 命令可以创建一组卷分配规则，并为该组规则赋予一个名称。如果
在卷分配请求中指定此名称，则当 vxassist 创建卷时，会支持此规则中定义的所
有属性。
创建卷分配规则具有以下好处：
■

规则可简化您的键入并减少错误。可以在一个位置一次定义比较复杂的分配规
则并重用这些规则。

■

使用规则可以使您环境中（包括在一组服务器之间）的行为实现标准化。

例如，您可以创建分配规则，以便一组服务器可以使其存储分层实现标准化。假设
您有以下要求：
第1层

在一组特定阵列类型之间进行磁盘阵列镜像

第2层

在一组特定阵列类型之间进行非镜像条带化

第0层

选择固态驱动器 (SSD) 存储

可以为每项卷分配要求创建规则，并将规则命名为 tier1、tier2 和 tier0。
还可以定义规则，以便在每次出于特定目的创建卷时使用相同的属性创建卷。例
如，要为生产数据库创建卷，可以创建一个名为 productiondb 的规则。要为主目
录创建标准化卷，可以创建一个名为 homedir 的规则。要对高性能索引卷进行标准
化，可以创建一个名为 dbindex 的规则。

规则文件格式
创建规则时，不要在 /etc/default/vxassist 文件中定义这些规则。 应在另一个
文件中创建规则，然后将路径信息添加到 /etc/default/vxassist。默认情况下，
规则文件是从 /etc/default/vxsf_rules 加载的。可以使用以下属性覆盖
/etc/default/vxassist 中的此位置：rulefile=/path/rule_file_name。也可
以在该命令行上指定更多规则文件。
规则文件使用以下约定：
■

空白行将忽略。

■

注释以井号键 # 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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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能嵌入了空格、新行或制表符的字符串使用 C 语言样式的引用。例如，在
description 属性的文本两边使用引号。

■

使用空格分隔令牌。

■

对长度超过一行的规则使用大括号。

在规则文件内，卷分配规则具有以下格式：
volume rule rulename vxassist_attributes

此语法定义了一个名为 rulename 的规则，它是列出的 vxassist 属性的缩写。规
则可以使用 rule=rulename[,rulename,...] 属性来引用其他规则，这样可将来自
该规则的所有属性添加到当前定义的规则中。在规则定义中指定的属性会覆盖您通
过引用指定的规则中的所有冲突属性。可以使用属性
description=description_text。
以下是一个基本规则文件。文件中的第一个规则 base 定义了 logtype 和 persist
属性。文件中的剩余规则（tier0、tier1 和 tier2）引用此规则，而且还定义它们自
己的特定于层的属性。通过引用规则，可以在一个位置定义属性，然后在其他规则
中重用这些属性。
# Create tier 1 volumes mirrored between disk arrays, tier 0 on SSD,
# and tier 2 as unmirrored. Always use FMR DCO objects.
volume rule base { logtype=dco persist=yes }
volume rule tier0 { rule=base mediatype:ssd tier=tier0 }
volume rule tier1 { rule=base mirror=enclosure tier=tier1 }
volume rule tier2 { rule=base tier=tier2 }

以下规则文件包含一个较为复杂的多行定义。
volume rule appXdb_storage {
description="Create storage for the database of Application X"
rule=base
siteconsistent=yes
mirror=enclosure
}

默认情况下，规则文件是从 /etc/default/vxsf_rules 加载的。您可以在
/etc/default/vxassist 中覆盖此位置。也可以在该命令行上指定更多规则文件。

使用规则创建卷
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卷时，可以在命令行上包含规则名称。例如，vxsf_rules
文件的内容如下所示：
volume rule basic { logtype=dco }
volume rule tier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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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basic
layout=mirror
tier=tier1
}

在以下示例中，在磁盘组 dg3 中创建卷 vol1 时，可以在命令行上指定 tier1 规则。
除了在命令行上输入的属性之外，还会赋予 vol1 在 tier1 中定义的属性。
vxassist -g dg3 make vol1 200m rule=tier1

以下 vxprint 命令显示磁盘组 dg3 的属性。输出包括新卷 vol1。
vxprint -g dg3
TY NAME
dg dg3

ASSOC
dg3

KSTATE
-

LENGTH
-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dm ibm_ds8x000_0266 ibm_ds8x000_0266 - 2027264 dm ibm_ds8x000_0267 ibm_ds8x000_0267 - 2027264 dm ibm_ds8x000_0268 ibm_ds8x000_0268 - 2027264 -

-

-

-

v
pl
sd
pl
sd
dc
v

vol1
fsgen
ENABLED 409600
vol1-01
vol1
ENABLED 409600
ibm_ds8x000_0266-01 vol1-01 ENABLED 409600
vol1-02
vol1
ENABLED 409600
ibm_ds8x000_0267-01 vol1-02 ENABLED 409600
vol1_dco
vol1
vol1_dcl
gen
ENABLED 144

0
0
-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

-

pl
sd
pl
sd

vol1_dcl-01 vol1_dcl
ENABLED 144
ibm_ds8x000_0266-02 vol1_dcl-01 ENABLED 144 0
vol1_dcl-02 vol1_dcl
ENABLED 144
ibm_ds8x000_0267-02 vol1_dcl-02 ENABLED 144 0

ACTIVE
ACTIVE
-

-

-

以下 vxassist 命令确认 vol1 位于 tier1 中。规则 tier1 应用成功。
vxassist -g dg3 listtag
TY NAME
DISKGROUP
TAG
=========================================================
v
vol1
dg3
vxfs.placement_class.tier1

了解持久性属性
使用 vxassist 命令可以记录卷的某些卷分配属性。这些属性称为持久性属性。可
以记录在卷上以后的分配操作中将很有用的属性。有用的属性包括卷放大和磁盘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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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镜像。还可以将分配限制于具有某个特定属性（如磁盘阵列类型、磁盘标记或介
质类型）的存储。另一方面，卷长度没有用处，通常特定磁盘列表也没有用处。
对于以下操作，可以检索到持久性属性并将其应用于分配请求（可能需要修改）：
■

卷放大或缩小

■

移动

■

重新布局

■

镜像

■

添加日志

使用持久性属性可以仔细记录在卷创建时描述的分配属性，并将其保留以用于卷上
以后的分配操作。也可以修改、增强或放弃持久性属性。例如，可以为最初未镜像
的卷添加和保留分隔规则。或者，可以临时挂起已证明存在过于受限制的卷分配，
或放弃它以使需要的分配能够成功。
可以使用持久性属性在命令行上或规则文件中记录分配属性。
请参见第 119 页的“使用持久性属性”。
可以使用意向管理操作管理持久性属性的使用和需求类型：setrule、changerule、
clearrule 和 listrule。
请参见第 130 页的“管理持久性属性的 use 和 require 类型 ”。

使用持久性属性
可以定义卷分配属性，以便在后续操作中重用这些属性。这些属性称为持久性属
性，它们存储在一组隐藏卷标记中。persist 属性确定属性是否会持久保留，以及
当前命令可能会如何使用或修改已有的持久保留的属性。可以在默认值文件中、在
规则中或者在命令行上指定持久性规则。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xassist 手册页。
为介绍持久性属性的工作原理，将使用以下 vxsf_rules 文件。它包含规则 rule1，
该规则定义 mediatype 属性。此规则还使用 persist 属性使 mediatype 属性成为持
久性属性。
# cat /etc/default/vxsf_rules
volume rule rule1 { mediatype:ssd persist=extended }

以下命令确认 LUN ibm_ds8x000_0266 和 ibm_ds8x000_0268 是固态磁盘 (SSD) 设
备。
# vxdisk listtag
DEVICE
ibm_ds8x000_0266
ibm_ds8x000_0268

NAME
vxmediatype
vxmediatype

VALUE
ssd
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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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命令在磁盘组 dg3 中创建卷 vol1。rule1 是在命令行上指定的，因此，还会将
这些属性应用于 vol1。
# vxassist -g dg3 make vol1 100m rule=rule1

以下命令显示，卷 vol1 是从 SSD 设备 ibm_ds8x000_0266 创建的，如同在 rule1
中所指定的那样。
# vxprint -g dg3
TY NAME
dg dg3

ASSOC
dg3

KSTATE
-

LENGTH
-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dm ibm_ds8x000_0266 ibm_ds8x000_0266 - 2027264 dm ibm_ds8x000_0267 ibm_ds8x000_0267 - 2027264 dm ibm_ds8x000_0268 ibm_ds8x000_0268 - 2027264 -

-

-

-

v vol1
fsgen
ENABLED 204800
pl vol1-01
vol1
ENABLED 204800
sd ibm_ds8x000_0266-01 vol1-01 ENABLED 204800

ACTIVE
ACTIVE
-

-

-

0

以下命令显示在 rule1 中定义的属性。
# vxassist -g dg3 help showattrs rule=rule1
alloc=mediatype:ssd
persist=extended

如果未定义持久性属性，以下命令会在硬盘驱动器 (HDD) 设备上增大 vol1。但是，
在本节开头，已将 mediatype:ssd 定义为一个持久性属性。因此，以下命令尊重此
原始意向，并在 SSD 设备上增大该卷。
# vxassist -g dg3 growby vol1 1g

以下 vxprint 命令确认已在 SSD 设备上增大该卷。
# vxprint -g dg3
TY NAME
dg dg3

ASSOC
dg3

STATE
-

TUTIL0
-

PUTIL0
-

dm ibm_ds8x000_0266 ibm_ds8x000_0266 - 2027264 dm ibm_ds8x000_0267 ibm_ds8x000_0267 - 2027264 dm ibm_ds8x000_0268 ibm_ds8x000_0268 - 2027264 -

-

-

-

v vol1
pl vol1-01

ACTIVE
ACTIVE

-

-

fsgen
vol1

KSTATE
-

ENABLED
ENABLED

LENGTH
-

2301952
2301952

PLOFF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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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ibm_ds8x000_0266-01 vol1-01 ENABLED 2027264 0
sd ibm_ds8x000_0268-01 vol1-01 ENABLED 274688 2027264

-

-

-

自定义用于分配的磁盘类
vxassist 命令会接受磁盘类，以指定存储规定，从而进行分配。这些磁盘类为内

部发现的属性，已自动与磁盘关联。可以使用 vxassist 向分配请求指定磁盘类，
以表示要分配的存储类型。
有关磁盘类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的“存储规定”一节。
您可通过下列方式自定义磁盘类：
■

创建自定义别名。
请参见第 121 页的“用户定义的磁盘类别名”。

■

自定义磁盘类的优先级顺序。
请参见第 121 页的“用户定义的磁盘类优先顺序”。

还可以创建自定义的用户定义磁盘类。
请参见第 122 页的“用户定义的磁盘类”。

用户定义的磁盘类别名
为了方便起见，可以为现有存储规定磁盘类定义别名。通常，别名为较短的名称或
对用户更加友好的名称。可以使用别名代替其相应的磁盘类来指定 vxassist 分配
约束。在规则文件中定义别名。
例如，要将“atyp”定义为基本磁盘类“arraytype”的别名，请在规则文件中加入
以下语句。
class alias atyp=arraytype

使用上述规则文件时，可以指定别名“atyp”进行分配。例如，以下约束规定从
A/A 阵列分配存储，以创建卷。
# vxassist -g dgname make volnamevolsize use=atyp:A/A

用户定义的磁盘类优先顺序
vxassist 命令将默认优先级顺序应用于在镜像限制（mirrorconfine、
wantmirrorconfine）、镜像分隔（mirror、wantmirror）和条带分隔（stripe、
wantstripe）约束中指定的磁盘类。镜像或条带化时，优先级较高的类服从分配。

如果需要不同的优先级顺序，则可以更改这些磁盘类的默认顺序。
注意：“站点”类始终拥有最高优先级，其顺序不得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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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则文件中定义自定义优先顺序。顺序编号越高，类的优先级也越高。
下面显示了镜像分隔和条带分隔或限制约束所支持类名的默认优先顺序。
站点

顺序 = 1000

供应商

顺序 = 900

阵列产品

顺序 = 800

阵列

顺序 = 700

阵列端口

顺序 = 600

主机端口

顺序 = 400

可接受的优先顺序范围介于 0 和 1000 之间。
例如，默认情况下，阵列类的优先级高于主机端口类。要提高主机端口类的优先
级，请为主机端口类分配更高的顺序编号。要为类定义顺序，请在规则文件中加入
以下语句：
class define array order=400
class define hostport order=700

使用以上规则时，以下命令在主机端口类中（而不是阵列类中）镜像。
# vxassist -g dgname make volnamevolsize mirror=array,hostport

用户定义的磁盘类
可以定义自定义磁盘类，以用于 vxassist 命令的存储规定。自定义磁盘类允许用
户定义的设备分类和分组。可以使用这些磁盘类控制分配。自定义磁盘类为用户定
义的属性，与一组磁盘关联。此属性将作为磁盘类挂接到满足特定约束的磁盘。
可以使用其他存储规定磁盘类等自定义磁盘类，指定 vxassist 分配约束。在规则
文件中定义自定义磁盘类。
示例
使用规则文件中的以下定义，用户定义的属性“poolname”将与引用的磁盘关联。
所有阵列供应商属性定义为 HITACHI 或 IBM 的设备都会将 poolname 标记为
“finance”。所有阵列供应商属性定义为 DGC 或 EMC 的设备都会将 poolname 标
记为“admin”。
disk properties vendor:HITACHI {
poolname:finance
}
disk properties vendor:IBM {

配置存储的高级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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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olname:finance
}
disk properties vendor:DGC {
poolname:admin
}
disk properties vendor:EMC {
poolname:admin
}

现在可以使用用户定义的磁盘类“poolname”进行分配。例如，以下约束规定从
poolname“admin”分配磁盘，以创建卷。
# vxassist -g dgname make volnamevolsize poolname:admin

使用 use 子句和 require 子句为 vxassist 操作指定分配约束
vxassist 命令接受各种存储规定以便进行分配。使用 require 约束和 use 约束，可

以指定详细的存储规定，以便进行分配。使用这些约束，可以从预期属性的交集或
并集中选择磁盘。与使用 alloc 和 logdisk 子句的现有方法相比，上述方法可以更
准确地指定要分配的磁盘集。use 和 require 约束可以分别应用到数据和日志，也
可同时应用到数据和日志。
约束可以是以下类型之一：
■

require 约束
必须满足此约束中的所有规定，否则分配会失败。require 约束作为交集运行。
例如，为特定阵列供应商 AND 中的磁盘分配特定阵列类型。

■

use 约束
必须至少满足此约束中的一条规定，否则分配会失败。use 约束作为并集运行。
例如，分配以下任一指定磁盘阵列中的磁盘：enclrA 或 enclrB。

对于 180 版本或更高版本的磁盘组，use 和 require 类型的约束在默认情况下始终
适用于卷。这些子句的默认保留支持在不违背指定意向的情况下，进一步执行扩大
等分配操作。
可在 vxassist 命令行的 use 或 require 子句中指定多条用逗号分隔的存储规定。
还可以在 vxassist 命令行上指定多个 use 或 require 子句。
请参见第 124 页的“多个 require 约束和 use 约束的交互”。
使用 vxassist 意向管理操作（setrule、changerule、clearrule、listrule）
管理持久性 require 约束和 use 约束。
请参见第 130 页的“管理持久性属性的 use 和 require 类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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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require 约束
“require”类型的约束指定，分配必须选择符合约束中的所有存储规定的存储。因
此，require 约束作为交集或逻辑 AND 操作运行。如果无法满足任一规定，则操作
将失败。指定 require 约束的属性名称为：
■ require

此约束适用于数据和日志分配。
■ logrequire

此约束仅适用于日志分配。
■ datarequire

此约束仅适用于数据分配。
如果用 ! 取消存储规定，则分配将排除符合存储规定的存储
注意： 如果为 require 类型的约束提供相同的类和不同的实例，则这些实例将相
并，但不相交。即分配会选择满足任意存储规定的存储（类似于 use 类型的约束）。
请参见第 124 页的“多个 require 约束和 use 约束的交互”。

关于 use 约束
“use”类型的约束指定，分配选择的存储必须至少符合约束中的一项存储规定。
因此，use 约束作为并集或逻辑 OR 操作运行。如果无法满足任一规定，则操作将
失败。指定 use 约束的属性名称为：
■ use

此约束适用于数据和日志分配。
■ loguse

此约束仅适用于日志分配。
■ datause

此约束仅适用于数据分配。
请参见第 124 页的“多个 require 约束和 use 约束的交互”。
如果用 ! 取消存储规定，则分配将排除符合存储规定的存储。

多个 require 约束和 use 约束的交互
可以在 vxassist 命令行上指定多条 use 或 require 子句。并非所有组合都受支持。
但是，可以使用受支持的组合满足所有可能的约束规定。
约束的范围可以是数据特定（datause 或 datarequire）、日志特定（loguse 或
logrequire）或适用于数据和日志的一般范围约束（use 或 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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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Symantec 建议不要将 use 约束或 require 约束与直接存储规定或其他子句
（如 alloc 或 logdisk）结合在一起。
指定多个 use 或 require 子句时，下列规则适用：
■

同一范围的多个 use 约束相并，以便至少满足其中一条存储规定。即多个 use
子句；多个 datause 子句；或多个 loguse 子句。

■

同一范围的多个 require 约束相交，以便满足所有存储规定。即多个 require 子
句；多个 datarequire 子句；或多个 logrequire 子句。

■

同一范围的 Require 约束和 use 约束将相交。即 require 子句与 use 子句；
datarequire 子句与 datause 子句；或 logrequire 子句与 loguse 子句。必须
至少满足其中一项 use 存储规定并满足所有 require 存储规定。例如，如果
datause 子句和 datarequire 子句结合使用，则数据的分配必须至少满足其中
一项 datause 规定和所有 datarequire 规定。

■

数据特定约束和日志特定约束可结合使用。它们将分别独立地应用到数据和日
志。即 datause 子句与 loguse 子句或 logrequire 子句；datarequire 子句与
loguse 子句或 logrequire 子句。例如，datarequire 子句可用于控制数据分
配，而 logrequire 子句可用于控制日志分配。
命令不支持将一般范围约束与数据特定约束或日志特定约束混合。例
如，require 子句不能与 logrequire 子句或 datarequire 子句结合使用。但
是，可以使用受支持的组合满足所有可能的约束规定。

■ vxassist

如果已指定多个约束，则表 6-1 会汇总每种约束类型的交互规则。
表 6-1

require 和 use 约束的组合

范围

相并

相交

数据

datause - datause

datarequire - datause datause - loguse
datarequire datarequire

独立应用

datause - logrequire
datarequire - loguse
datarequire logrequire

日志

loguse - loguse

logrequire - loguse

loguse - datause

logrequire - logrequire loguse - datarequire
logrequire -datause
logrequire datarequ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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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相并

相交

独立应用

一般 - 日志和数据

use - use

use - require

不适用

require - require

use 和 require 约束的示例
下面的示例显示用于存储分配的 use 约束和 require 约束。
示例 1 - require 约束
此示例显示磁盘组中的 require 约束，该磁盘组具有阵列 emc_clariion0 和 ams_wms0
中的磁盘。两个阵列均通过同一 HBA 主机端口 ID (06-08-02) 实现连接，但其阵列
类型有所不同（分别为 A/A 和 A/A-A）。
以下输出内容显示了磁盘组信息：
# vxprint -g testdg
TY NAME
dg testdg
dm
dm
dm
dm
dm
dm
dm
dm

ASSOC
testdg

KSTATE
-

ams_wms0_359 ams_wms0_359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2 ams_wms0_362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1 emc_clariion0_1
emc_clariion0_2 emc_clariion0_2
emc_clariion0_3 emc_clariion0_3

-

LENGTH
-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

-

-

-

要将数据和日志分配到已挂接到特定 HBA 且阵列类型为 A/A 的磁盘，请输入以下
命令：
# vxassist -g testdg make v1 1G logtype=dco dcoversion=20 \
require=hostportid:06-08-02,arraytype:A/A

以下输出内容显示上述命令的结果。上述命令已为 emc_clariion0 阵列磁盘上的数
据和日志分配了磁盘空间，可满足 require 约束中的所有存储规定：
# vxprint -g testdg
TY NAME
dg testdg

ASSOC
testdg

KSTATE
-

dm ams_wms0_359 ams_wms0_359 dm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0 -

LENGTH
-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2027264
2027264

-

-

-

-

配置存储的高级分配方法
自定义分配行为

dm
dm
dm
dm
dm
dm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2 ams_wms0_362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1 emc_clariion0_1
emc_clariion0_2 emc_clariion0_2
emc_clariion0_3 emc_clariion0_3

2027264
2027264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

-

-

-

v
pl
sd
dc
v
pl
sd

v1
fsgen
ENABLED 2097152
v1-01
v1
ENABLED 2097152
emc_clariion0_0-01 v1-01 ENABLED 2097152
v1_dco
v1
v1_dcl
gen
ENABLED 67840
v1_dcl-01
v1_dcl
ENABLED 67840
emc_clariion0_0-02 v1_dcl-01 ENABLED 67840

0
0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

-

-

-

示例 2 - use 约束
此示例显示磁盘组中的 use 约束，该磁盘组具有阵列 ams_wms0、emc_clariion0
和 hitachi_vsp0 中的磁盘。
以下输出内容显示了磁盘组信息：
# vxprint -g testdg
TY NAME
dg testdg
dm
dm
dm
dm
dm
dm

ASSOC
testdg

KSTATE
-

ams_wms0_359 ams_wms0_359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2 ams_wms0_362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0 hitachi_vsp0_3 hitachi_vsp0_3 -

LENGTH
-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4120320
4120320

-

-

-

-

将数据和日志分配到属于阵列 ams_wms0 或 emc_clariion0 的磁盘：
# vxassist -g testdg make v1 3G logtype=dco dcoversion=20 \
use=array:ams_wms0,array:emc_clariion0

以下输出内容显示上述命令的结果。上述命令已为磁盘上的数据和日志分配了磁盘
空间，可满足在 use 约束中指定的阵列。
# vxprint -g testdg
TY NAME
dg testdg

ASSOC
testdg

KSTATE
-

dm ams_wms0_359 ams_wms0_359 -

LENGTH
-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202726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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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dm
dm
dm
dm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2 ams_wms0_362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0 hitachi_vsp0_3 hitachi_vsp0_3 -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4120320
4120320

-

-

-

-

v
pl
sd
sd
sd
dc
v
pl
sd

v1
fsgen
v1-01
v1
ams_wms0_359-01 v1-01
ams_wms0_360-01 v1-01
emc_clariion0_0-01 v1-01
v1_dco
v1
v1_dcl
gen
v1_dcl-01
v1_dcl
ams_wms0_360-02 v1_dcl-01

6291456
6291456
2027264
143872
4120320
67840
67840
67840

0
2027264
2171136
0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

-

-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示例 3：datause 和 logrequire 组合
此例显示 datause 约束和 logrequire 约束的组合。磁盘组拥有来自下列三个阵列
的磁盘：ams_wms0、emc_clariion0 和 hitachi_vsp0，这三个阵列的阵列类型各
不相同。
以下输出内容显示了磁盘组信息：
# vxprint -g testdg
TY NAME
ASSOC
KSTATE
dg testdg
testdg
dm ams_wms0_359 ams_wms0_359 dm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0 dm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1 dm ams_wms0_362 ams_wms0_362 dm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0 dm emc_clariion0_1 emc_clariion0_1 dm emc_clariion0_2 emc_clariion0_2 dm emc_clariion0_3 emc_clariion0_3 dm hitachi_vsp0_3 hitachi_vsp0_3 -

LENGTH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将数据分配到来自 ams_wms0 或 emc_clariion0 阵列的磁盘，以及将日志分配到来
自阵列类型为 A/A-A 的阵列的磁盘：
# vxassist -g testdg make v1 1G logtype=dco dcoversion=20 \
datause=array:ams_wms0,array:emc_clariion0 logrequire=arraytype: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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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输出内容显示上述命令的结果。上述命令已单独为数据和日志分配了磁盘空
间。数据空间已分配到 emc_clariion0 磁盘，可满足 datause 约束。日志空间已
分配到阵列类型为 A/A-A 的 ams_wms0 磁盘，并且满足 logrequire 约束：
# vxprint -g testdg
TY
dg
dm
dm
dm
dm
dm
dm
dm
dm
dm

NAME
ASSOC
KSTATE
testdg
testdg
ams_wms0_359 ams_wms0_359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2 ams_wms0_362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1 emc_clariion0_1 emc_clariion0_2 emc_clariion0_2 emc_clariion0_3 emc_clariion0_3 hitachi_vsp0_3 hitachi_vsp0_3 -

LENGTH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v
pl
sd
dc
v
pl
sd

v1
fsgen
v1-01
v1
emc_clariion0_0-01 v1-01
v1_dco
v1
v1_dcl
gen
v1_dcl-01
v1_dcl
ams_wms0_359-01 v1_dcl-01

2097152
2097152
2097152
67840
67840
67840

0
0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

-

-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示例 4：use 和 require 组合
此例显示 use 约束和 require 约束的组合。磁盘组拥有来自下列三个阵列的磁盘：
ams_wms0、emc_clariion0 和 hitachi_vsp0。，仅来自 ams_wms0 阵列的磁盘为
多径处理磁盘。
以下输出内容显示了磁盘组信息：
# vxprint -g testdg
TY
dg
dm
dm
dm
dm
dm
dm
dm
dm
dm

NAME
ASSOC
KSTATE
testdg
testdg
ams_wms0_359 ams_wms0_359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2 ams_wms0_362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1 emc_clariion0_1 emc_clariion0_2 emc_clariion0_2 emc_clariion0_3 emc_clariion0_3 hitachi_vsp0_3 hitachi_vsp0_3 -

LENGTH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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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和日志空间分配到来自 emc_clariion0 或 ams_wms0 阵列并且为多径处理
的磁盘：
# vxassist -g testdg make v1 1G logtype=dco dcoversion=20 \
use=array:emc_clariion0,array:ams_wms0 require=multipathed:yes

以下输出内容显示分配的结果。数据和日志空间已分配到 ams_wms0 磁盘，可满足
use 约束以及 require 约束：
# vxprint -g testdg
TY
dg
dm
dm
dm
dm
dm
dm
dm
dm
dm
v
pl
sd
sd
dc
v
pl
sd

NAME
ASSOC
KSTATE
testdg
testdg
ams_wms0_359 ams_wms0_359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0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1 ams_wms0_362 ams_wms0_362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0 emc_clariion0_1 emc_clariion0_1 emc_clariion0_2 emc_clariion0_2 emc_clariion0_3 emc_clariion0_3 hitachi_vsp0_3 hitachi_vsp0_3 v1
fsgen
ENABLED
v1-01
v1
ENABLED
ams_wms0_359-01 v1-01
ENABLED
ams_wms0_360-01 v1-01
ENABLED
v1_dco
v1
v1_dcl
gen
ENABLED
v1_dcl-01
v1_dcl
ENABLED
ams_wms0_360-02 v1_dcl-01 ENABLED

LENGTH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2027264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4120320
2097152
2097152
2027264
69888
67840
67840
67840

PLOFFS
0
2027264
0

STATE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

TUTIL0
-

PUTIL0
-

管理持久性属性的 use 和 require 类型
持久性属性为保存的卷意向，应服从此卷的后续分配操作。意向管理操作支持您管
理 use 和 require 类型的持久性卷意向。 这些操作允许您在创建卷后，独立管理意
向。当您更改卷的持久性意向时，系统不会检查已更改意向的有效性或是否会强制
执行卷的当前分配。
可以使用以下 vxassist 操作设置、更改、清除或列出持久性卷意向：
■ setrule

将任何现有保存的意向替换为特定卷的特定意向。
■ changerule

将特定意向追加到特定卷的现有保存的意向。

配置存储的高级分配方法
自定义分配行为

■ clearrule

删除特定卷的任何现有保存的意向。
■ listrule

列出特定卷的任何保存的意向。如果未指定任何卷名，则命令将显示所有卷的
意向。
意向管理操作仅适用于 use 或 require 类型的持久性约束。其他类型的持久性约束
可使用 persist 属性进行管理。
请参见第 119 页的“使用持久性属性”。
显示当前与卷关联的意向
◆

若要显示当前与卷关联的意向，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options] listrule [volume]

例如，要显示卷 v1 现有保存的意向，请执行以下操作：
# vxassist -g testdg listrule v1
volume rule v1 {
require=array:ams_wms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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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当前与卷关联的意向

1

显示当前与卷关联的意向：
# vxassist [options] listrule [volume]

在此示例中，卷 v1 拥有现有保存的意向且此意向要求阵列必须为 ams_wms0。
例如，要显示卷 v1 现有保存的意向，请执行以下操作：
# vxassist -g testdg listrule v1
volume rule v1 {
require=array:ams_wms0
}

2

使用以下命令指定新意向：
# vxassist [options] setrule volumeattributes...

例如，要将阵列替换为 ds4100-0 阵列，请使用以下命令指定新意向：
# vxassist -g testdg setrule v1 require=array:ds4100-0

3

使用显示命令验证新意向。
例如，以下命令表明意向已更改：
# vxassist -g testdg listrule v1
volume rule v1 {
require=array:ds4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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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到当前与卷关联的意向

1

显示当前与卷关联的意向：
# vxassist [options] listrule [volume]

在此示例中，卷 v1 拥有现有保存的意向且此意向要求阵列必须为 ds4100-0。
例如，要显示卷 v1 现有保存的意向，请执行以下操作：
# vxassist -g testdg listrule v1
volume rule v1 {
use=array:ds4100-0
}

2

使用以下命令添加新意向：
# vxassist [options] changerule volumeattributes...

例如，要在 use 约束中添加 ams_wms0 阵列，请使用以下命令指定新意向：
# vxassist -g testdg changerule v1 use=array:ams_wms0

3

使用显示命令验证新意向。
例如，以下命令表明意向已更改：
# vxassist -g testdg listrule v1
volume rule v1 {
use=array:ds4100-0,array:ams_wms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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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当前与卷关联的意向

1

显示当前与卷关联的意向：
# vxassist [options] listrule [volume]

例如，要显示卷 v1 现有保存的意向，请执行以下操作：
# vxassist -g testdg listrule v1
volume rule v1 {
require=multipathed:yes
use=array:emc_clariion0,array:ams_wms0
}

2

使用以下命令清除现有意向：
# vxassist [options] clearrule volume

例如，要清除卷 v1 的意向，请执行以下操作：
# vxassist -g testdg clearrule v1

3

确认卷没有已保存的意向。
例如，以下命令表明卷 v1 不具有保存的意向：
# vxassist -g testdg listrule v1
volume rule v1 {}

创建特定布局的卷
使用 VxVM 可以创建各种布局的卷。您可以指定一个属性，以便指示要创建的布局
的类型。下列各节包括其中每种类型的详细信息：
■

镜像卷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创建镜像卷”。

■

条带卷
请参见第 137 页的“创建条带卷”。

■

RAID-5 卷
请参见第 139 页的“创建 RAID-5 卷”。

卷布局类型
VxVM 允许创建以下几种布局类型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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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其子磁盘在 Plex 内按顺序排列的卷。当磁盘的单个区域没有足够的
空间容纳整个卷时，可以使用连续布局从一个或多个磁盘的多个区
域创建卷。如果将单个 LUN 或磁盘拆分成多个子磁盘，且每个子
磁盘均属于唯一的卷，这称为切割。
请参见第 57 页的“连续、跨接和切割”。

条带

将数据均匀分散到多个磁盘上的卷。条带是大小相等的段，它们被
轮流均匀地分配到单个 Plex 的子磁盘。条带 Plex 中必须至少有两
个子磁盘，并且每个子磁盘必须位于不同的磁盘上。吞吐量随 Plex
条带化时跨过的磁盘数增长。条带化帮助平衡 I/O 负载，以防某些
子磁盘上存在高通信量的区域。
请参见第 59 页的“条带化 (RAID-0)”。

镜像

具有多个数据 Plex 的卷，这些 Plex 复制某个卷中的信息。尽管一
个卷可能只有一个数据 Plex，但真正的镜像至少需要两个 Plex 来
提供数据冗余。为使用冗余，每个数据 Plex 中都应包含来自不同磁
盘的磁盘空间。
请参见第 62 页的“镜像 (RAID-1)”。

RAID-5

使用条带化在一个阵列的多个磁盘中均匀散布数据和奇偶校验的
卷。每个条带都包含一个奇偶校验条带单元和多个数据条带单元。
如果其中一个磁盘发生故障，可用奇偶校验来重建数据。与条带卷
的性能相比较，RAID-5 卷的写吞吐量降低了，因为每次修改数据
时都必须更新奇偶校验信息。然而，与镜像相比，使用奇偶校验来
实现数据冗余减少了所需磁盘空间的大小。
请参见第 65 页的“RAID-5（带奇偶校验的条带化）”。

镜像条带

配置为一个条带 Plex 和另一个镜像此条带 Plex 的卷。这需要至少
两个磁盘用于条带化，并需要一个或多个其他磁盘用于镜像（需要
多少磁盘取决于 Plex 是简单 Plex 还是条带 Plex）。这种布局的优
点在于通过将数据分布到多个磁盘上增强了性能以及提供了数据冗
余。
请参见第 63 页的“条带化加镜像（镜像条带或 RAI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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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卷

从其他卷构造的卷。非分层卷是通过将它们的子磁盘映射到 VM 磁
盘构造的。分层卷是通过将它们的子磁盘映射到基础卷（称为存储
卷）构造的，并且允许创建形式更复杂的逻辑布局。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分层卷”。
下列布局是分层卷的示例：
条带镜像
条带镜像卷是通过将若干镜像卷配置为条带卷的列而创建的。
这种布局与非分层镜像条带卷的好处相同。 此外，它还提供更
快的恢复速度，原因是单个磁盘发生故障并不强制整个条带 Plex
脱机。
请参见第 63 页的“镜像加条带化（条带镜像、RAID-1+0 或
RAID-10）”。
■ 连续镜像
连续镜像卷是通过连接若干镜像卷创建的。 这提供了更快的恢
复速度，原因是单个磁盘发生故障并不强制整个镜像脱机。
■

创建镜像卷
镜像卷通过包含数据的多个副本提供数据冗余。每个副本（或镜像）都存储在与此
卷的原始副本和其他镜像不同的磁盘上。镜像一个卷后，可确保在它的一个组成镜
像内的磁盘发生故障的情况下，其数据不会丢失。
镜像卷要求磁盘组中具有可用空间的磁盘的数量至少应与该卷中的镜像数量一样
多。
如果指定 layout=mirror，vxassist 将确定镜像卷的最佳布局。由于布局优势与
卷大小有关，因此 vxassist 将根据卷大小选择布局。对于较小的卷，vxassist 将
使用较为简单的镜像连续 (mirror-concat) 布局。对于较大的卷，vxassist 将使用
较为复杂的连续镜像 (concat-mirror) 布局。属性 stripe-mirror-col-split-trigger-pt
可控制选择。小于 stripe-mirror-col-split-trigger-pt 的卷作为镜像连续
(mirror-concat) 进行创建，而较大的卷作为连续镜像 (concat-mirror) 进行创建。
默认情况下，属性 stripe-mirror-col-split-trigger-pt 设置为 1 GB。该值可以在
/etc/default/vxassist 中进行设置。如果实现特定布局是有原因的，则可以指定
layout=mirror-concat 或 layout=concat-mirror 以实现所需的布局。
要创建新的镜像卷，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length \
layout=mirror [nmirror=number] [init=active]

如果希望卷立即能够使用，请指定 -b 选项。
例如，要在磁盘组 mydg 中创建镜像卷 volmir，请执行如下命令：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volmir 5g layout=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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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具有 3 个镜像而非默认的 2 个镜像的卷，请将命令修改为以下形式：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volmir 5g layout=mirror nmirror=3

创建镜像连续卷
镜像连续卷镜像的是若干个连续 Plex。要创建连续镜像卷，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length \
layout=mirror-concat [nmirror=number]

如果希望卷立即能够使用，请指定 -b 选项。
或者，首先创建一个连续卷，然后镜像该卷。
请参见第 561 页的“将镜像添加到卷”。

创建连续镜像卷
连续镜像卷是连接若干基础镜像卷的分层卷示例。要创建连续镜像卷，请使用如下
命令：
#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length \
layout=concat-mirror [nmirror=number]

如果希望卷立即能够使用，请指定 -b 选项。

创建条带卷
条带卷至少包含一个由两个或更多物理磁盘上的两个或更多子磁盘组成的 Plex。条
带卷要求磁盘组中具有可用空间的磁盘的数量最少应等于该卷中的列数。
请参见第 59 页的“条带化 (RAID-0)”。
要创建条带卷，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length layout=stripe

如果希望卷立即能够使用，请指定 -b 选项。
例如，要在磁盘组 mydg 中创建 10 GB 的条带卷 volzebra，请执行如下命令：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volzebra 10g layout=stripe

此命令创建一个具有默认条带单元大小 (64 KB) 和默认条带数 (2) 的条带卷。
通过将磁盘名称包括在命令行中可以指定要在其上创建卷的磁盘。例如，要在三个
特定的磁盘 mydg03、mydg04 和 mydg05 上创建一个 30 GB 的条带卷，请执行如下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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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assist -b -g mydg make stripevol 30g layout=stripe \
mydg03 mydg04 mydg05

要更改列数或条带宽度，请在 vxassist 中使用 ncolumn 和 stripeunit 修饰符。
例如，如下命令创建一个具有 5 个列和 32 KB 的条带大小的条带卷：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stripevol 30g layout=stripe \
stripeunit=32k ncol=5

创建镜像条带卷
镜像条带卷可以镜像若干条带数据 Plex。镜像条带卷要求磁盘组中具有可用空间的
磁盘的数量最少应等于该卷中的镜像数与列数的乘积。
要创建条带镜像卷，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length \
layout=mirror-stripe [nmirror=number_of_mirrors] \
[ncol=number_of_columns] [stripewidth=size]

如果希望卷立即能够使用，请指定 -b 选项。
或者，首先创建一个条带卷，然后镜像该卷。在这种情况下，附加数据 Plex 可能是
条带 Plex 或连续 Plex。
请参见第 561 页的“将镜像添加到卷”。

创建条带镜像卷
条带镜像卷是条带化若干基础镜像卷的分层卷的一个示例。条带镜像卷要求磁盘组
中具有可用空间的磁盘的数量最少应等于该卷中的列数与条带数的乘积。
要创建条带镜像卷，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length \
layout=stripe-mirror [nmirror=number_of_mirrors] \
[ncol=number_of_columns] [stripewidth=size]

如果希望卷立即能够使用，请指定 -b 选项。
默认情况下，如果每个列的大小都大于在 vxassist 默认值文件中定义的
stripe-mirror-col-split-trigger-pt 属性的值，则 VxVM 试图通过镜像子磁
盘而不是列来创建基础卷。
如果每列中存在多个子磁盘，可以选择单独镜像每个子磁盘，而不是镜像每个列。
要在子磁盘级别上镜像，请将布局指定为 stripe-mirror-sd，而不是

配置存储的高级分配方法
创建特定布局的卷

stripe-mirror。要在列级别进行镜像，请将布局指定为 stripe-mirror-col，而

不是 stripe-mirror。

创建 RAID-5 卷
RAID-5 卷要求磁盘组中具有可用空间的磁盘数至少应与该卷中的列数一样多。对
于创建的任何 RAID-5 日志，可能需要更多的磁盘。
注意：VxVM 支持在专用磁盘组中创建 RAID-5 卷，但不支持在集群环境的可共享
磁盘组中创建 RAID-5 卷。
可以使用 vxassist 命令（推荐）或 vxmake 命令创建 RAID-5 卷。下面介绍这两种
方法。
RAID-5 卷包含 RAID-5 数据 Plex，该 Plex 由位于三个或更多物理磁盘上的三个或
更多子磁盘组成。每个卷上只能存在一个 RAID-5 数据 Plex。一个 RAID-5 卷也可
以包含一个或多个 RAID-5 日志 Plex，它们用于记录写入卷中的数据和奇偶校验的
信息。
请参见第 65 页的“RAID-5（带奇偶校验的条带化）”。
警告：不要创建列数大于 8 的 RAID-5 卷，因为一旦多个磁盘发生故障，此卷将无
法恢复。
要创建 RAID-5 卷，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length layout=raid5 \
[ncol=number_of_columns] [stripewidth=size] [nlog=number] \
[loglen=log_length]

如果希望卷立即能够使用，请指定 -b 选项。
例如，要在磁盘组 mydg 中创建 RAID-5 卷 volraid 和 2 个 RAID-5 日志，请使用以
下命令：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volraid 10g layout=raid5 nlog=2

此命令在默认数量的磁盘上创建具有默认条带单元大小的 RAID-5 卷。同时还创建
两个 RAID-5 日志，而不是默认的一个日志。
如果需要创建 RAID-5 日志，必须使用 logdisk 属性指定用于日志 Plex 的磁盘。
RAID-5 日志可以是连续 Plex 或条带 Plex，并且每个与 RAID-5 卷关联的 RAID-5
日志都具有该卷日志信息的完整副本。为支持对 RAID-5 阵列的并行访问，日志应
该是 RAID-5 Plex 条带大小的若干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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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为每个 RAID-5 卷配置最少两个 RAID-5 日志 Plex。这些日志 Plex 应位于不同
的磁盘上。每个 RAID-5 卷配备两个 RAID-5 日志 Plex 可以避免因单个磁盘故障而
丢失日志信息。
如果在指定存储上创建 RAID-5 卷时使用有序分配，必须使用 logdisk 属性指定应
该在哪些磁盘上创建 RAID-5 日志 Plex。使用以下形式的 vxassist 命令指定要从
中分配日志空间的磁盘：
# vxassist [-b] [-g diskgroup] -o ordered make volumelength \
layout=raid5 [ncol=number_columns] [nlog=number] \
[loglen=log_length] logdisk=disk[,disk,...] \
storage_attributes

例如，如下命令在磁盘 mydg04、mydg05 和 mydg06 上创建一个具有默认条带单元
大小的、具有 3 列的 RAID-5 卷。它也在磁盘 mydg07 和 mydg08 上创建两个 RAID-5
日志。
# vxassist -b -g mydg -o ordered make volraid 10g layout=raid5 \
ncol=3 nlog=2 logdisk=mydg07,mydg08 mydg04 mydg05 mydg06

日志数必须等于指定给 logdisk 的磁盘数。
请参见第 142 页的“指定按顺序为卷分配存储空间”。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稍后可以向 RAID-5 卷中添加多个日志。

在特定的磁盘上创建卷
除非另外指定，否则 VxVM 将自动选择每个卷所在的磁盘。如果需要为特定卷选择
特定类型的磁盘，则可以为 vxassist 提供存储规定，以便进行存储分配。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的“存储规定”一节。
如果希望在特定的磁盘上创建某个卷，必须将这些磁盘指定到 VxVM。可以指定一
个以上的磁盘。
要在一个或多个特定的磁盘上创建卷，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length \
[layout=layout] diskname ...

如果希望卷立即能够使用，请指定 -b 选项。
例如，要在磁盘 mydg03 和 mydg04 上创建长度为 5 GB 的卷 volspec，请执行如下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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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磁盘上创建卷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volspec 5g mydg03 mydg04
vxassist 命令允许指定存储属性。它们能使您控制设备（包括磁盘、控制器和目

标），vxassist 使用它们配置卷。
例如，可以专门排除磁盘 mydg05。
注意：在某些 shell 中，! 字符是特殊字符。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在 bash shell 中对其
换码。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volspec 5g \!mydg05

以下示例排除位于控制器 c2 上的所有磁盘：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volspec 5g \!ctlr:c2

此示例仅包含控制器 c1 上的磁盘（目标 t5 除外）：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volspec 5g ctlr:c1 \!target:c1t5

如果希望只使用特定磁盘组中的磁盘创建卷，请对 vxassist 使用 -g 选项，例如：
# vxassist -g bigone -b make volmega 20g bigone10 bigone11

或者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即使用 diskgroup 属性：
# vxassist -b make volmega 20g diskgroup=bigone bigone10 \
bigone11

指定要用的任何存储属性都必须属于该磁盘组。否则，vxassist 不会使用它们创
建卷。
也可以使用存储属性控制 vxassist 使用可用存储的方式，例如当在计算卷的最大
空间、增大卷或者从卷删除镜像或日志时。以下示例在计算 vxassist 使用磁盘组
dg 中的磁盘可以创建的 RAID-5 卷的最大空间时，排除了磁盘 dgrp07 和 dgrp08：
# vxassist -b -g dgrp maxsize layout=raid5 nlog=2 \!dgrp07 \!dgrp08

还可以控制卷在指定存储上的布局方式。
请参见第 142 页的“指定按顺序为卷分配存储空间”。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使用 vxassist 也可以根据磁盘标记选择磁盘。以下命令仅包含具有 tier1 磁盘标
记的磁盘。
# vxassist -g dg3 make vol3 1g disktag:ti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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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介质类型上创建卷
当创建卷时，您可以为该卷指定介质类型。支持的介质类型为硬盘驱动器 (HDD) 或
固态设备 (SSD)。SSD 介质类型需要磁盘组 150 或更大的磁盘组。默认值为 HDD。
要指定介质类型，请指定 vxassist 命令和 mediatype 属性。如果没有指定
mediatype，卷仅从 HDD 设备分配存储。

指定按顺序为卷分配存储空间
有序分配使您能够完全控制空间分配。它要求为 vxassist 命令指定的磁盘数必须
与创建卷所需的磁盘数相匹配。向 vxassist 指定磁盘的顺序也很重要。
如果在创建卷时向 vxassist 指定 -o ordered 选项，则按以下顺序分配同时指定
的任何存储：
■

连接磁盘。

■

形成列。

■

形成镜像。

例如，以下命令在磁盘组 mydg 中的 6 个磁盘上创建具有 3 列和 2 个镜像的镜像条
带卷：
# vxassist -b -g mydg -o ordered make mirstrvol 10g \
layout=mirror-stripe ncol=3 mydg01 mydg02 mydg03 \
mydg04 mydg05 mydg06

此命令将第一个镜像的第 1、2 和 3 列分别放在磁盘 mydg01、mydg02 和 mydg03
上，将第二个镜像的第 1、2 和 3 列分别放在磁盘 mydg04、mydg05 和 mydg06 上。
图 6-1 显示了使用有序分配创建镜像条带卷的示例。
使用有序分配创建条带镜像卷的示例

图 6-1

镜像条带卷
第1列
mydg01-01

第2列
mydg02-01

第3列
mydg03-01

条带
Plex
镜像

第1列
mydg04-01

第2列
mydg05-01

第3列
mydg06-01

条带
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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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分层卷，vxassist 应用与非分层卷相同的规则分配存储。例如，以下命令创
建一个具有 2 个列的条带镜像卷：
# vxassist -b -g mydg -o ordered make strmirvol 10g \
layout=stripe-mirror ncol=2 mydg01 mydg02 mydg03 mydg04

此命令在磁盘 mydg01 和 mydg03 上镜像第 1 列，在磁盘 mydg02 和 mydg04 上镜像
第 2 列。
图 6-2 显示了使用有序分配创建条带镜像卷的示例。
使用有序分配创建条带镜像卷的示例

图 6-2

基础镜像卷
条带镜像
卷
第1列

第2列

mydg01-01

mydg02-01

第1列
mydg03-01

第2列
mydg04-01

镜像

条带 Plex

此外，可以使用 col_switch 属性指定如何连接磁盘上的空间以形成柱。例如，如
下命令创建一个具有 2 个列的镜像条带卷：
# vxassist -b -g mydg -o ordered make strmir2vol 10g \
layout=mirror-stripe ncol=2 col_switch=3g,2g \
mydg01 mydg02 mydg03 mydg04 mydg05 mydg06 mydg07 mydg08

此命令将 mydg01 中的 3 GB 和 mydg02 中的 2 GB 分配给第 1 柱，将 mydg03 中的 3
GB 和 mydg04 中的 2 GB 分配给第 2 柱。然后，按类似的方式从磁盘 mydg05 到
mydg08 形成这些柱的镜像。
图 6-3 显示了使用连续磁盘空间创建镜像条带卷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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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连续磁盘空间创建镜像条带卷的示例

图 6-3

镜像条带卷
第1列

第2列

mydg01-01

mydg03-01

mydg02-01

mydg04-01

条带
Plex
镜像

第1列

第1列

mydg05-01

mydg07-01

mydg06-01

mydg08-01

条带
Plex

控制器、磁盘阵列、目标和托盒的其他存储规定类可以与有序分配一起使用。例
如，以下命令在指定的控制器之间创建具有 3 列的镜像条带卷：
# vxassist -b -g mydg -o ordered make mirstr2vol 80g \
layout=mirror-stripe ncol=3 \
ctlr:c1 ctlr:c2 ctlr:c3 ctlr:c4 ctlr:c5 ctlr:c6

此命令将控制器 c1 上的磁盘的空间分配给第 1 列，将控制器 c2 上的磁盘的空间分
配给第 2 列，依此类推。
图 6-4 显示了使用存储分配跨控制器创建镜像条带卷的示例。
用于跨控制器创建镜像条带卷的存储分配的示例

图 6-4
c1

c2

c3

控制器
镜像条带卷

第1列

第2列

第3列

第1列

第2列

第3列

条带 Plex

镜像

条带 Plex

c4

c5

c6

控制器

可以使用其他方法控制 vxassist 在控制器之间布置镜像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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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站点的分配
在远程镜像配置（也称为校园集群或伸展集群）中，会将集群的主机和存储划分到
两个或多个站点中。这些站点之间的连接通常是冗余高容量网络，能够为集群节点
提供存储访问通道以及专用链路通信。
将远程镜像站点中的磁盘组配置为站点一致的磁盘组。在此类磁盘组中时创建卷
时，默认情况下将在所有站点之间镜像这些卷。

更改镜像卷的读取策略
VxVM 在镜像卷中的数据 Plex 上提供下列读取策略选项：
round

对检测到的每个非顺序 I/O，以“循环”模式依次读取每个
Plex。顺序访问使得只能访问一个 Plex。此方法利用了驱动
器或控制器的预读缓存策略。

prefer

首先从已命名为首选 Plex 的某个 Plex 中读取。

select

选择基于 Plex 关联到卷的默认策略。如果卷具有一个已启用
的条带 Plex，select 选项将默认为首选那个 Plex；否则默
认为循环方式。
对于 150 版或更高版本的磁盘组，如果提供基于 SSD 的
Plex，则该 Plex 将优先于其他 Plex。

siteread

从位于本地定义的场所上的 Plex 优先读取。此方法是启用了
场所一致性功能的磁盘组中卷的默认策略。
对于 150 版或更高版本的磁盘组，如果本地场所具有基于
SSD 的 Plex，则将优先选择该 Plex。

split

划分读取请求，并将其分布于所有可用的 Plex。

注意：在 RAID-5 卷上不能设置读取策略。
要将读取策略设置为 round，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vol [-g diskgroup] rdpol round volume

例如，要将磁盘组 mydg 中的卷 vol01 的读取策略设置为 round-robin，请使用以下
命令：
# vxvol -g mydg rdpol round vol01

要将读取策略设置为 prefer，请使用此命令：

145

146

配置存储的高级分配方法
更改镜像卷的读取策略

# vxvol [-g diskgroup] rdpol prefer volume preferred_plex

例如，要将 vol01 的策略设置为首先从 Plex vol01-02 读取，请使用此命令：
# vxvol -g mydg rdpol prefer vol01 vol01-02

要将读取策略设置为 select，请使用此命令：
# vxvol [-g diskgroup] rdpol select volume

7
创建和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

将文件系统转换成 VxFS 文件系统

■

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

卸载文件系统

■

调整文件系统大小

■

显示有关装入的文件系统的信息

■

确定文件系统类型

■

监视空闲空间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mkfs 命令通过写入特殊字符设备文件创建 VxFS 文件系统。该特殊字符设备是特定

存储设备的位置或字符设备节点。mkfs 命令构建文件系统及根目录和 lost+found
目录。
在运行 mkfs 之前，必须创建目标设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操作系统文档。如
果正在使用逻辑设备（如 VxVM 卷），请参见 VxVM 文档获取设备初始化的说明。
请参见 mkfs(1M) 和 mkfs_vxfs(1M) 手册页。
当使用 mkfs 命令创建文件系统时，可以选择以下特性：
■

块大小

■

意向日志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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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件系统
◆

使用 mkfs 命令创建文件系统：
/opt/VRTS/bin/mkfs [-F vxfs] [-m] [generic_options] \
[-o specific_options] special [size]
-F vxfs

指定 VxFS 文件系统类型。

-m

显示用来创建文件系统的命令行。文件系统必须已经存在。使
用此选项可确定用于构建文件系统的参数。

generic_options

多数其他文件系统类型通用的选项。

-ospecific_options

特定于 VxFS 的选项。

-o N

显示文件系统的几何结构，不写入设备。

-o largefiles

允许用户创建大于 2 吉字节的文件。默认选项为 largefiles。

special

指定特定存储设备的特殊设备文件位置或字符设备节点。

size

指定文件系统中 1024 字节扇区的数量。如果未指定 size ，
mkfs 会确定特殊设备的大小。

块大小
VxFS 中的分配单元是扩展区。与一些其他 UNIX 文件系统不同，VxFS 不利用块段
进行分配，因为存储以扩展区进行分配，扩展区包括一个或多个块。
在创建文件系统时，可通过使用 mkfs -o bsize 选项指定块大小。 文件系统创建
之后，将不能改变块大小。 VxFS 中最小的可用块大小为 1K。对于小于 2 TB 的文
件系统，默认块大小为 1024 字节，对于大于等于 2 TB 的文件系统，默认块大小为
8192 字节。
根据运行的应用程序类型选择块大小。例如，如果有许多小文件，1K 的块大小可能
会节省空间。对于文件数量相对较少的大型文件系统，适于使用较大的块大小。较
大的块大小在文件系统开销中使用较少的磁盘空间，但对于不是块大小倍数的文件
会消耗更多空间。 判断可提供最大系统效率块大小的最容易的方法是对有代表性的
系统负载尝试多种块大小，然后选择最快的一种。
对于 64 位内核，块大小和磁盘布局版本决定了可创建的文件系统的最大空间。
请参见第 671 页的“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磁盘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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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日志大小
在创建文件系统时，可通过使用 mkfs -o logsize 选项指定意向日志大小。可使用
fsadm 命令的 logsize 选项，动态增大或减小意向日志大小。mkfs 实用程序对磁盘
布局版本 5 使用默认意向日志大小 16 MB；对版本 7 及更高版本使用默认大小 64
MB。默认大小可满足大多数工作负载的需求。如果系统用作 NFS 服务器或工作于
密集同步写工作负载下，则使用较大的日志大小会使性能得到改进。
使用较大的意向日志大小将使恢复时间按比例增长，并且在正常操作期间文件系统
会消耗更多的系统资源（如内存）。
有几种系统性能基准套件可使 VxFS 在使用较大的日志大小时性能更好。与块大小
相同，选取日志大小的最容易的方法是对有代表性的系统负载尝试多种大小并选择
最快的。

创建文件系统示例
以下示例在 VxVM 卷上创建一个 12288 个扇区大小的 VxFS 文件系统。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1

创建文件系统：
# /opt/VRTS/bin/mkfs /dev/vx/bdsk/diskgroup/volume 12288
version 9 layout
262144 sectors, 262144 blocks of size 1024, log size 1024 blocks
largefiles supported

2

装入新创建的文件系统：
# mount -F vxfs /dev/vx/bdsk/diskgroup/volume /mnt1

将文件系统转换成 VxFS 文件系统
可以使用 vxfsconvert 命令将 HFS 文件系统转换成 VxFS 文件系统。
请参见 vxfsconvert(1M) 手册页。
将 HFS 文件系统转换成 VxFS 文件系统
◆

使用 vxfsconvert 命令将 HFS 文件系统转换成 VxFS 文件系统：
vxfsconvert [-l logsize] [-s size] [-efnNvyY] special

-e

估计完成转换所需空间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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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显示受支持的文件系统类型列表。

-llogsize

指定文件系统意向日志的大小。

-n|N

假设对 vxfsconvert 提问的所有问题的响应为 No。

-ssize

指示 vxfsconvert 使用当前文件系统末尾之后的可用磁盘空间以存储
VxFS 元数据。

-v

指定详细模式。

-y|Y

假设对 vxfsconvert 提问的所有问题的响应为 Yes。

special

指定包含要转换的文件系统的字符 (raw) 设备的名称。

文件系统转换的示例
以下示例将 HFS 文件系统转换成了 VxFS 文件系统，其中意向日志大小为 16384
块。
将 HFS 文件系统转换成 VxFS 文件系统
◆

转换文件系统：
# vxfsconvert -l 16384 /dev/vx/rdsk/diskgroup/volume

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您可以使用 mount 命令装入 VxFS 文件系统。当您输入该命令时，常规 mount 命令
将会解析这些参数，并且 -F fstype 选项会执行专用于该文件系统类型的 mount 命
令。 对于 VxFS 和 Veritas 已安装产品，常规 mount 命令从 /sbin/fs/vxfs 目录执
行 VxFS 装入命令。 如果未提供 -F 选项，该命令将在 /etc/fstab 文件中搜索文件
系统以及与提供的特定文件或装入点匹配的 fstype。 如果未指定文件系统类型，
mount 将使用默认的文件系统类型 (VxFS)。
如果 mount 命令在文件系统中检测到脏日志，则 mount 命令会自动运行 VxFS fsck
命令来清理意向日志。 只有已装入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上的文
件系统才支持此功能。
除标准装入模式（delaylog 模式），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还提供了下列装
入选项以供您指定其他操作模式：
■

log 装入选项

■

delaylog 装入选项

■

tmplog 装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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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osize 装入选项

■

nodatainlog 装入选项

■

blkclear 装入选项

■

mincache 装入选项

■

convosync 装入选项

■

ioerror 装入选项

■

largefiles 和 nolargefiles 装入选项

■

cio 装入选项

■

mntlock 装入选项

■

ckptautomnt 装入选项

■

tranflush 装入选项

通过 mincache 选项可以改变缓存行为，通过 convosync 选项可以改变 O_SYNC 和
D_SYNC 写操作的行为。
请参见 fcntl(2) 手册页。
delaylog 和 tmplog 模式可以显著提高性能。log 模式下性能的提高情况为：使用
delaylog 时性能通常大约可提高 15% 至 20%，使用 tmplog 时将提高更多。根据

执行的操作和工作负载的不同，性能提高将有所不同。在读取/写入密集型负载情况
下，性能提高相对较少，而在文件系统结构密集型负载情况下（如 mkdir、create
和 rename）性能则可能提高 100%。选择模式的最佳方法是对有代表性的系统负载
尝试不同的日志记录模式并比较性能结果。
大多数模式可以组合使用。例如，台式机可能同时使用 blkclear 和
mincache=closesync 模式。
如果 mount 命令在文件系统中检测到脏日志，则 mount 命令会自动运行 VxFS fsck
命令来清理意向日志。只有已装入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上的文件
系统才支持此功能。
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装入文件系统
◆

使用 mount 命令装入文件系统：
mount [-F vxfs] [generic_options] [-r] [-o specific_options] \
special mount_point

vxfs

文件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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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ic_options

多数其他文件系统类型通用的选项。

specific_options

特定于 VxFS 的选项。

-o ckpt=ckpt_name 装入存储检查点。
-o cluster

以共享的模式装入文件系统。 仅 VxFS 集群文件系统部件提供该功
能。

special

VxFS 块特殊设备。

mount_point

要装入文件系统的目录。

-r

以只读方式装入文件系统。

log 装入选项
通常在该结构下，文件系统异步，对文件的更改不立即写入磁盘，因此可提供更好
的性能。 不过，如果发生系统故障，则对系统所做的最新更改可能丢失。 具体来
说，对文件的属性更改和最新创建的文件可能消失。在 log 模式下，除 write(2)、
writev(2) 和 pwrite(2) 之外的所有系统调用都可以保证在系统调用返回到应用程序
之后是持续的。
rename(2) 系统调用在重命名文件之前将把源文件刷新到磁盘，以保证文件数据的

持久性。在 log 和 delaylog 模式下，重命名也可以保证在系统调用返回时是持续
的。 对于通过将新文件内容写入临时文件，然后在目标文件顶部对其进行重命名来
尝试原子更新文件的 shell 脚本和程序，这一特点很有用处。

delaylog 装入选项
默认日志记录模式为 delaylog，在该模式下，将延迟或缓冲写入到文件操作，这
意味着写入数据时需先将数据复制到文件系统缓存，然后再刷新到磁盘。在 delaylog
模式下，除 write(2)、writev(2) 和 pwrite(2) 之外的大多数系统调用的效果都可
保证在系统调用返回到应用程序之后持续大约 3 秒。 与该行为不同，在大多数其他
文件系统中，大多数系统调用在调用返回之后 30 秒或更长时间之前不是持久性的。
快速文件系统恢复使用此模式。
与将数据同步写入到磁盘相比，延迟写入可提供更高的性能。 不过，在系统出现故
障的情况下，在出现故障不久前写入的数据可能丢失，原因是未将其刷新到磁盘。
此外，如果将空间作为写入请求的一部分分配到文件，且在发生系统故障前未将相
应数据刷新到磁盘，则未初始化数据可显示在文件中。
对于最常用的写入类型，即延迟扩展写入（可增加文件大小的延迟写入），VxFS
在将新文件大小更新到磁盘前等待直至将数据刷新到磁盘，以避免在文件中显示未
初始化数据。 如果在将数据刷新到磁盘之前发生系统故障，且文件大小尚未更新，
则在文件中不会显示任何未初始化数据。已分配的未使用的块被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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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me(2) 系统调用在重命名文件之前将把源文件刷新到磁盘，以保证文件数据的

持久性。在 log 和 delaylog 模式下， rename 也保证在系统调用返回时为持久性
的。 对于通过将新文件内容写入临时文件，然后在目标文件顶部对其进行重命名来
尝试原子更新文件的 shell 脚本和程序，这一特点很有用处。

tmplog 装入选项
在 tmplog 模式下，系统调用的效果具有类似于在 delaylog 模式下的持久性保证。
此外，延迟扩展写操作的增强刷新将被禁用，这样可以提高性能，但是会增加数据
丢失或在系统失败时正在被不断写入的文件中出现未初始化的数据的机会。 此模式
只建议在临时文件系统中使用。 快速文件系统恢复使用此模式。
注意：术语“系统调用的效果”指的是由系统调用导致的文件系统数据和元数据的
更改，不包括 st_atime 的更改。
请参见 stat(2) 手册页。

日志记录模式持久性保证
在所有日志记录模式下，VxFS 完全与 POSIX 兼容。fsync(2) 和 fdatasync(2) 系统
调用的效果可保证在调用返回之后是持久性的。由 write(2)、writev(2) 或 pwrite(2)
修改的数据或元数据的持久性保证不受日志记录装入选项的影响。 只有为文件描述
符指定了 O_SYNC、O_DSYNC、VX_DSYNC 或 VX_DIRECT 标志（由 convosync= 装入
选项修改），才可保证这些系统调用的效果是持久性的。
VxFS 文件系统上的 NFS 服务器行为不受 log 和 tmplog 装入选项的影响，但是受
delaylog 的影响。 在除 tmplog 之外的所有情况下，VxFS 都遵守 NFS v2 和 NFS
v3 标准的持久性要求。 除非在 log 模式下为 VxFS 文件系统特别开发了 UNIX 应用
程序，否则在和 delaylog 模式下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一起使用时，应用程序都
期望大多数其他文件系统提供的持久性保证并可获得更强的健壮性。 对于期望获得
优于大多数其他文件系统所提供的持久性保证的应用程序，可利用 log、mincache=
和 closesync 装入选项。 但是，大多数商用应用程序在使用默认装入选项（包括
delaylog 模式）时都运行良好。

logiosize 装入选项
logiosize=size 选项可增强使用读取-修改-写入功能的存储设备的性能。如果在装

入文件系统时指定 logiosize，则 VxFS 将以最少 size 字节或 size 字节的倍数写入
意向日志，以便从这类设备获得最大性能。
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选项 size 的值可能为 1024、2048 或 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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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atainlog 装入选项
在磁盘不支持坏块向量重设置的系统中使用 nodatainlog 模式。 通常，VxFS 文件
系统为同步写入使用意向日志。 inode 更新和数据都记录在事务日志中，因此同步
写入只需要一次磁盘写入，而不是两次。 当同步写入返回应用程序时，文件系统已
告知应用程序数据已经写入。 如果磁盘错误导致元数据更新失败，则必须将文件标
记为坏文件，整个文件将丢失。
如果磁盘支持坏块向量重设置，则不太可能出现数据更新失败，因此应允许日志记
录同步写入。 如果磁盘不支持坏块向量重设置，则更可能出现失败，因此应使用
nodatainlog 模式。
nodatainlog 模式文件系统比标准模式 VxFS 文件系统同步写入大约慢 50%。其他

操作不受影响。

blkclear 装入选项
blkclear 模式用于增强的数据安全环境。blkclear 模式保证文件中永远不会出现

未初始化的存储器。当磁盘的扩展区在文件内被分配时，通过清除这些扩展区可提
供增强的完整性。 此模式不影响扩展写入。 blkclear 模式文件系统比标准模式
VxFS 文件系统大约慢 10%，具体取决于工作负载。

mincache 装入选项
mincache 模式具有以下子选项：
■ mincache=closesync
■ mincache=direct
■ mincache=dsync
■ mincache=unbuffered
■ mincache=tmpcache

mincache=closesync 模式在台式机环境下非常有用，该环境下用户有可能在不停

止计算机的情况下就将其电源关闭。在该模式下，关闭文件时所有的文件更改都将
刷新到磁盘。
为了提高性能，大多数文件系统并未将数据和 inode 更改同步更新到磁盘。 如果系
统崩溃，最后几分钟更新的文件有丢失数据的危险。 对于 mincache=closesync 模
式，如果系统崩溃或关闭，只有打开的文件可能丢失数据。 mincache=closesync
模式文件系统比标准模式 VxFS 文件系统大约慢 15%，具体取决于工作负载。
下文描述了使用 mincache 模式的情况：
■ mincache=direct、mincache=unbuffered 和 mincache=dsync 模式用于因 I/O

内核缓冲以及非同步 I/O 的延迟刷新而使应用程序出现可靠性问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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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cache=direct 和 mincache=unbuffered 模式保证以类似于指定了 VX_DIRECT

或 VX_UNBUFFERED 缓存参数的方式处理针对文件的所有非同步 I/O 请求。
模式保证以类似于指定了 VX_DSYNC 缓存参数的方式处理针对
文件的所有非同步 I/O 请求。
有关 VX_DIRECT、VX_UNBUFFERED 和 VX_DSYNC 的说明以及直接 I/O 的要求，请
参考 vxfsio(7) 手册页。

■ mincache=dsync

■ mincache=direct、mincache=unbuffered

和 mincache=dsync 模式也和

mincache=closesync 一样在文件关闭时刷新文件数据。

由于 mincache=direct、mincache=unbuffered 和 mincache=dsync 模式将非同
步 I/O 更改为同步 I/O，对于大多数应用程序来说，中小型文件的吞吐量可能会大
大降低。 由于 VX_DIRECT 和 VX_UNBUFFERED 参数不允许缓存任何数据，平常受益
于通过缓存进行读操作的应用程序在 mincache=dsync 模式下通常性能降低较少。
mincache=direct 和 mincache=unbuffered 需要的 CPU 时间显著少于缓冲 I/O。
如果性能比数据完整性更重要，则可使用 mincache=tmpcache 模式。
mincache=tmpcache 模式禁用特殊延迟扩展写入处理，以降低完整性的代价来获得
更高的性能。不同于其他 mincache 模式，tmpcache 在文件关闭时并不将文件刷新
到磁盘。 当使用 mincache=tmpcache 选项时，在发生崩溃时正在被扩展的文件中
可能出现坏数据。

convosync 装入选项
convosync（转换 osync）模式具有以下子选项：
■ convosync=closesync

注意：convosync=closesync 模式将同步写入和数据同步写入转换为非同步写
入，并在文件关闭时将文件更改刷新到磁盘。
■ convosync=delay
■ convosync=direct
■ convosync=dsync

注意：convosync=dsync 选项与同步 I/O 的 POSIX 保证冲突。

■ convosync=unbuff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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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sync=delay 模式会导致同步写入和数据同步写入被延迟，而不是立即生效。

在关闭文件时不进行特殊操作。 该选项可有效地取消通常通过 O_SYNC 打开文件所
提供的任何数据完整性保证。
请参见 open(2)、fcntl(2) 和 vxfsio(7) 手册页。
警告：在使用 convosync=closesync 或 convosync=delay 模式时请务必非常小
心，因为它们实际上将同步 I/O 更改为非同步 I/O。如果系统崩溃，同步写入数据
丢失，则使用同步 I/O 提供数据可靠性的应用程序可能会失败。
convosync=dsync 模式将同步写入转换为数据同步写入。

对于 closesync，direct、unbuffered 和 dsync 模式在文件关闭时将文件更改刷
新到磁盘。 这些模式可用于加速使用同步 I/O 的应用程序。关注数据完整性的许多
应用程序都会指定 O_SYNC fcntl，以便同步写入文件数据。 但是，这会产生并不希
望的副作用，即更新 inode 时间，因而降低了性能。 convosync=dsync、
convosync=unbuffered 和 convosync=direct 模式可通过允许应用程序利用同步
写入但不修改 inode 时间来缓解此问题。
在使用 convosync=dsync、convosync=unbuffered 或 convosync=direct 之前，
请确保使用文件系统的所有应用程序都不要求为 O_SYNC 写入同步 inode 时间更新。

ioerror 装入选项
此模式在已装入的文件系统上设置处理 I/O 错误的策略。 当读取或写入文件数据或
元数据时会发生 I/O 错误。 文件系统可以通过停止或逐渐降低性能来对这些 I/O 错
误作出响应。 ioerror 选项提供了确定文件系统对不同错误响应方式的五种策略。
所有策略都通过停止文件系统或通过将已损坏的 inode 标记为坏来限制数据损坏。
这些策略如下：
■

disable 策略

■

nodisable 策略

■

wdisable 策略和 mwdisable 策略

■

mdisable 策略

disable 策略
如果选择 disable，VxFS 在检测到任何 I/O 错误以后将禁用文件系统。 然后，必
须卸载文件系统并更正导致 I/O 错误的情况。 问题得以解决后，运行 fsck，然后
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大多数情况下，可重放 fsck 以修复文件系统。 仅在文件系统
元数据结构损坏的情况下才需要运行完整的 fsck 命令。 在基础存储是冗余的情况
下选择 disable，例如 RAID-5 或镜像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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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isable 策略
如果选择 nodisable，VxFS 检测到 I/O 错误时，它将设置适当的错误标志以包含
错误，但是文件系统将继续运行。 请注意，性能降低的情况表示数据或元数据可能
损坏，而不是文件系统整体性能损坏。
对于文件数据读取和写入错误，VxFS 在超级块中设置 VX_DATAIOERR 标志。 对于
元数据读取错误，VxFS 在超级块中设置 VX_FULLFSCK 标志。 对于元数据写入错
误，VxFS 在超级块中设置 VX_FULLFSCK 和 VX_METAIOERR 标志，并在磁盘上将相
关元数据标记为坏。 然后，VxFS 将相应的错误消息输出至控制台。
您应该尽快停止文件系统并修复导致 I/O 错误的情况。 问题得以解决后，运行 fsck，
然后重新装入文件系统。 如果您想要实现最近似于早期 VxFS 版本的错误处理策
略，请选择 nodisable。

wdisable 策略和 mwdisable 策略
如果选择 wdisable（写入禁用） 或 mwdisable（元数据写入禁用），根据遇到的
错误类型，将禁用文件系统或降低性能。 在读取错误比写入错误更可能存在的情况
下选择 wdisable 或 mwdisable，例如，正在使用非冗余存储时。mwdisable 是本
地装入的默认 ioerror 装入选项。
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mdisable 策略
如果选择 mdisable（元数据禁用），元数据读取或写入失败时将禁用文件系统。
然而，如果将失败限制到数据扩展区，文件系统将继续运行。mdisable 是集群装
入的默认 ioerror 装入选项。

largefiles 和 nolargefiles 装入选项
可以创建的最大文件大小是 2 千吉字节。
注意：如果应用程序和实用程序（如备份）不能识别大文件，则它们可能会遇到问
题。 在这种情况下，应创建不具有大文件功能的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157 页的“创建具有大文件的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158 页的“装入具有大文件的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158 页的“管理具有大文件的文件系统”。

创建具有大文件的文件系统
要创建具有大文件功能的文件系统，请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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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fs -F vxfs -o largefiles special_devicesize

通过指定 largefiles 设置 largefiles 标志。 这样，文件系统便可以存放 2 吉字
节或更大的文件。 这是默认选项。
要清除此标志并阻止创建大文件，请键入：
# mkfs -F vxfs -o nolargefiles special_devicesize
largefiles 标志是持久性的，存储在磁盘上。

装入具有大文件的文件系统
如果装入成功，并且指定了 nolargefiles，则文件系统不能包含或创建任何大文
件。 如果装入成功，并且指定了 largefiles，则文件系统可以包含和创建大文件。
如果指定的 largefiles|nolargefiles 选项与磁盘上的标志不匹配，则 mount 命
令将会失败。
由于未指定 largefiles 或 nolargefiles 选项时，mount 命令默认为与当前磁盘
上的标志设置相匹配，因此最佳做法是两者均不指定。 文件系统装入后，您可以使
用 fsadm 实用程序更改大文件选项。

管理具有大文件的文件系统
管理具有大文件的文件系统包括以下任务：
■

确定大文件标志的当前状态

■

在装入的文件系统上切换功能

■

在已卸载的文件系统上切换功能

要确定 largefiles 标志的当前状态，键入以下任一命令：
# mkfs -F vxfs -m special_device
# fsadm -F vxfs mount_point | special_device

要在装入的文件系统上切换功能，请键入：
# fsadm -F vxfs -o [no]largefiles mount_point

要在已卸载的文件系统上切换功能，请键入：
# fsadm -F vxfs -o [no]largefiles special_device

如果文件系统包含大文件，则不能将其更改为 nolargefiles。
请参见 mount_vxfs(1M)、fsadm_vxfs(1M) 和 mkfs_vxfs(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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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 装入选项
cio（并行 I/O）选项指定要为并行读取和写入装入的文件系统。并行 I/O 是单独授

权的 VxFS 功能。如果指定 cio，但功能未获授权，则 mount 命令将输出错误消息
并在不装入文件系统的情况下终止操作。 无法通过重新装入禁用 cio 选项。 要禁
用 cio 选项，必须卸载文件系统，然后不使用 cio 选项重新将其装入。

mntlock 装入选项
mntlock 选项可防止文件系统被应用程序卸载。当应用程序不希望它们监视的文件

系统被其他应用程序或管理员错误卸载时，该选项非常有用。
如果以前锁定了文件系统，使用 vxumount 命令的 mntunlock 选项可反转 mntlock
选项。

ckptautomnt 装入选项
ckptautomnt 选项用于启用存储检查点可见性功能，从而使存储检查点更加容易访

问。
请参见第 298 页的“存储检查点可见性”。

组合装入命令选项
虽然装入选项可以任意组合使用，但是有些组合没有意义。 以下示例提供了一些常
见的合理装入选项组合。
要装入台式机文件系统，请使用以下选项：
# mount -F vxfs -o log,mincache=closesync /dev/dsk/c1t3d0 /mnt

此选项确保文件关闭时，其数据将同步至磁盘而不会丢失。 因此，应用程序退出且
其文件关闭后，即使立即关闭系统，也不会丢失数据。
要装入临时文件系统或从备份中还原，请键入：
# mount -F vxfs -o tmplog,convosync=delay,mincache=tmpcache \
/dev/dsk/c1t3d0 /mnt

此组合可以用于性能比绝对数据完整性更为重要的临时文件系统。 执行所有 O_SYNC
写入，并且不处理延迟写入和延迟扩展写入。 如果系统崩溃，会生成一个包含损坏
数据的文件。 如果此装入组合生效，则崩溃前 30 秒左右写入的任何文件都可能包
含损坏的数据或者都将丢失。 然而，这样的文件系统比日志文件系统执行的磁盘写
入要少得多，因此应具有更佳的性能，具体取决于应用程序。
要装入文件系统以进行同步写入，请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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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 -F vxfs -o log,convosync=dsync /dev/dsk/c1t3d0 /mnt

此组合可以用于改善执行 O_SYNC 写入的应用程序性能，但只需要数据同步写入语
义。 如果使用 convosync=dsync 装入文件系统，可以显著提高性能而不损害数据
的完整性。

tranflush 装入选项
当 VxFS 是 HP-UX 上的默认引导文件系统 (/stand) 时，在引导过程的初始阶段可
能不会进行意向日志重放。为确保在引导过程中数据和元数据保持一致，tranflush
选项会先将所有元数据更新刷新到磁盘，再从系统调用中返回。因此，通过
tranflush 选项，VxFS 可以大致估计出没有意向日志记录功能的文件系统的行为。
tranflush 选项会自动启用 blkclear 和 log 选项。Symantec 建议您在指定
tranflush 的同时也指定 mincache=dsync 装入选项。重新装入文件系统时，必须
显式指定 tranflush 选项。
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装入文件系统的示例
以下示例使用读写访问权限和延迟日志记录在 /mnt1 目录中装入文件系统
/dev/vx/dsk/fsvol/vol1。
装入文件系统
装入文件系统：

◆

# mount -F vxfs -o delaylog /dev/vx/dsk/fsvol/vol1 /mnt1

卸载文件系统
使用 umount 命令卸载当前装入的文件系统。
请参见 vxumount(1M) 手册页。
卸载文件系统
◆

使用 umount 命令卸载文件系统：
vxumount [-o [force]] mount_point
vxumount [-f] mount_point
vxumount [-o [force]] {special|mount_point}

指定要作为 mount_point 或 special 卸载的文件系统。 special 是该文件系统所
在的 VxFS 块专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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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文件系统的示例
以下是卸载文件系统的示例。
卸载文件系统 /dev/vx/dsk/fsvol/vol1
◆

卸载文件系统：
# umount /dev/vx/dsk/fsvol/vol1

调整文件系统大小
可以使用 fsadm 命令扩展或收缩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的大小。使用 extendfs 命
令扩展已卸载的文件系统的大小。使用版本 5 磁盘布局的文件系统的大小最大可达
到 32 千吉字节。 使用版本 7 或更高版本磁盘布局的文件系统的大小最大可达 256
TB。 版本 5 或更高版本磁盘布局文件系统可以增加到的大小取决于文件系统块的
大小。
请参见第 671 页的“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磁盘布局”。
请参见 extendfs(1M) 和 fsadm_vxfs(1M) 手册页。

使用 fsadm 扩展文件系统
可使用 fsadm 命令调整文件系统大小。
调整 VxFS 文件系统大小
◆

使用 fsadm 命令扩展 VxFS 文件系统：
fsadm [-F vxfs] [-b newsize] [-r rawdev] \
mount_point

vxfs

文件系统类型。

newsize

文件系统将增加到的大小。默认的单位为扇区，但您可以指定 k 或 K（表
示 KB）、m 或 M（表示 MB）或 g 或 G（表示 GB）。

mount_point

文件系统的装入点。

-r rawdev

如果 /etc/fstab 中没有任何项，并且 fsadm 无法确定原始设备，可
指定原始设备的路径名。

扩展文件系统的示例
以下示例将在 /mnt1 上装入的文件系统扩展为 22528 个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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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文件系统扩展为 22528 个扇区
◆

将在 /mnt1 上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扩展为 22528 个扇区：
# fsadm -F vxfs -b 22528 /mnt1

以下示例将在 /mnt1 上装入的文件系统扩展为 500 千兆字节。
将文件系统扩展为 500 千兆字节
◆

将在 /mnt1 上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扩展为 500 千兆字节：
# fsadm -F vxfs -b 500g /mnt1

缩小文件系统
即使已装入了文件系统，也可以使用 fsadm 来减小文件系统的大小。
警告：完成此操作之后，在设备末端将有未使用的空间， 然后，您可以调整该设备
的大小，但是应小心，不要使设备小于文件系统新的大小。
减小 VxFS 文件系统的大小
◆

使用 fsadm 命令减小 VxFS 文件系统的大小：
fsadm [-F vxfs] [-b newsize] [-r rawdev] mount_point

vxfs

文件系统类型。

newsize

文件系统将缩小到的大小。默认的单位为扇区，但您可以指定 k 或
K（表示 KB）、m 或 M（表示 MB）或 g 或 G（表示 GB）。

mount_point

文件系统的装入点。

-r rawdev

如果 /etc/fstab 中没有任何项，并且 fsadm 无法确定原始设备，
可指定原始设备的路径名。

缩小文件系统的示例
以下示例将在 /mnt1 上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缩小为 20480 个扇区。
将文件系统缩小为 20480 个扇区
◆

将在 /mnt1 上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缩小为 20480 个扇区：
# fsadm -F vxfs -b 20480 /m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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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将在 /mnt1 上装入的文件系统缩小为 450 千兆字节。
将文件系统缩小为 450 千兆字节
◆

将在 /mnt1 上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缩小为 450 千兆字节：
# fsadm -F vxfs -b 450g /mnt1

重新组织文件系统
即使已装入了文件系统，也可以使用 fsadm 来重新组织或压缩包含分段的文件系
统。这样有助于缩小先前无法变小的文件系统。
重新组织 VxFS 文件系统
◆

使用 fsadm 命令重新组织 VxFS 文件系统：
fsadm [-F vxfs] [-e] [-d] [-E] [-D] [-H] [-r rawdev] mount_point

vxfs

文件系统类型。

-d

对目录条目重新排序，首先放置子目录条目，然后将所有其他条目
按上次访问时间的降序进行排列， 并压缩目录以删除空闲空间。

-D

有关目录碎片的报告。

-e

使文件系统碎片最少。重新组织文件使扩展区数量的最小。

-E

有关扩展区碎片的报告。

-H

当与 -E 和 -D 选项配合使用时，以用户友好单位
(KB/MB/GB/TB/PB/EB) 显示存储大小。

mount_point

文件系统的装入点。

-r rawdev

如果 /etc/fstab 中没有任何项，并且 fsadm 无法确定原始设备，
可指定原始设备的路径名。

执行空闲空间碎片整理
◆

使用 fsadm 命令对 VxFS 文件系统执行空闲空间碎片整理：
fsadm [-F vxfs] [-C] mount_point

vxfs

文件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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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最大限度地减少文件系统空闲空间碎片。 这会尝试在设备上生成较
大块的空闲空间。

mount_point

文件系统的装入点。

重新组织文件系统的示例
以下示例重新组织了在 /mnt1 上装入的文件系统。
重新组织 VxFS 文件系统
◆

重新组织在 /mnt1 上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
# fsadm -F vxfs -EeDd /mnt1

运行空闲空间碎片整理的示例
以下示例将装入到 /mnt1 的文件系统的空闲空间碎片最小化。
运行空闲空间碎片整理
◆

将装入到 /mnt1 的 VxFS 文件系统的空闲空间碎片最小化：
# fsadm -F vxfs -C /mnt1

使用 extendfs 扩展文件系统
如果未装入 VxFS 文件系统，您可以使用 extendfs 命令来增加该文件系统的大小。
扩展 VxFS 文件系统
◆

使用 extendfs 命令扩展 VxFS 文件系统：
extendfs [-F vxfs] [-q] [-v] [-s size] special

vxfs

文件系统类型

-q

显示特定的大小而不调整其大小

-v

指定详细模式

-s size

指定要添加到文件系统的块的数量（如果未指定，则为最大数量）

special

一个逻辑卷或磁盘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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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文件系统驻留在卷集上，extendfs 命令将失败。 使用 fsvoladm 命令可
扩展多卷文件系统。 请参见 fsvoladm(1M) 手册页。

扩展 VxFS 文件系统的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扩展了 VxVM 卷上的 VxFS 文件系统。
增加文件系统的容量

1

卸载文件系统：
# umount /mnt1

2

通过添加 10485760 个块来扩展文件系统：
# extendfs -F vxfs -s 10485760 /dev/vx/rdsk/sdg/vol1

3

装入文件系统：
# mount -F vxfs /dev/vx/rdsk/sdg/vol1 /mnt1

显示有关装入的文件系统的信息
使用 mount 命令显示当前装入的文件系统列表。
请参见 mount(1M) 和 mount(1M) 手册页。
查看装入的文件系统的状态
◆

使用 mount 命令查看装入的文件系统的状态：
mount -v

这将显示文件系统类型和所有装入的文件系统的 mount 选项。 -v 选项可指定
详细模式。

显示有关装入文件系统的信息的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调用不带任何选项的 mount 命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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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有关装入文件系统的信息
◆

调用不带任何选项的 mount 命令：
# mount
/dev/vg00/lvol3 on / type vxfs ioerror=mwdisable,delaylog \
Mon Aug 22 3:23:40 2011
/dev/vg00/lvol8 on /var type vxfs ioerror=mwdisable,delaylog
Mon Aug 22 3:23:56 2011
/dev/vg00/lvol7 on /usr type vxfs ioerror=mwdisable,delaylog
Mon Aug 22 3:23:56 2011
/dev/vg00/lvol6 on /tmp type vxfs ioerror=mwdisable,delaylog
Mon Aug 22 3:23:56 2011
/dev/vg00/lvol5 on /opt type vxfs ioerror=mwdisable,delaylog
Mon Aug 22 3:23:57 2011
/dev/vg00/lvol1 on /stand type hfs defaults on \
Mon Aug 22 4:17:20 2011
/dev/vgdb/lvol13 on /oracle type vxfs \
ioerror=mwdisable,delaylog Mon Aug 22 4:17:20 2011
/dev/vg00/lvol4 on /home type vxfs \
ioerror=mwdisable,delaylog on Mon Aug 22 4:17:20 2011
/dev/vgdb/lvol9 on /bench type vxfs \
ioerror=mwdisable,delaylog on Mon Aug 22 4:17:11 2011

\
\
\
\

确定文件系统类型
使用 fstyp 命令可以确定特定文件系统的文件系统类型。在其他位置创建了文件系
统，并且想要知道其类型时，该命令十分有用。
请参见 fstyp(1M) 手册页。
确定文件系统的类型
◆

使用 fstyp 命令确定文件系统的类型：
fstyp -v

special

字符（原始）设备。

-v

指定详细模式。

确定文件系统类型的示例
以下示例使用 fstyp 命令确定 /dev/vx/dsk/fsvol/vol1 设备的文件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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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文件系统的类型
使用 fstyp 命令确定 /dev/vx/dsk/fsvol/vol1 设备的文件系统类型：

◆

# fstyp -v /dev/vx/dsk/fsvol/vol1

输出中指明文件系统类型是 vxfs 并显示类似如下的文件系统信息：
vxfs
version: 9
f_bsize: 8192
f_frsize: 8192
f_blocks: 4194304
f_bfree: 4071099
f_bavail: 4039294
f_files: 1128896
f_ffree: 1017760
f_favail: 1017760
f_fsid: 2080387784
f_basetype: vxfs
f_namemax: 254
f_magic: a501fcf5
f_featurebits: 0
f_flag: 16
f_fsindex: 9
f_size: 4194304

监视空闲空间
通常，如果文件系统中空闲空间的百分比不低于 10%，那么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运行会达到最佳效果。这是因为具有 10% 或更多空闲空间的文件系统中
碎片较少，并能够更好的进行扩展区分配。 应定期使用 df 命令监视空闲空间。
请参见 df_vxfs(1M) 手册页。
无空闲空间的文件系统会降低文件系统的性能。 因此，无空闲空间的文件系统应删
除部分文件，或对文件系统进行扩展。
请参见 fsadm_vxfs(1M) 手册页。
VxFS 支持在精简存储 LUN 上回收空闲的存储。
请参见第 396 页的“关于精简回收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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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碎片
碎片会降低性能和可用性。 因此，建议定期使用 fsadm 碎片报告和重新组织工具。
确保碎片不会对系统造成影响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 cron 命令计划定期运行碎片整
理。
碎片整理计划的范围应从每周一次（针对频繁使用的文件系统）到每月一次（针对
偶尔使用的文件系统）。应使用 fsadm 命令监视扩展区碎片。
要确定碎片的程度，请考虑下列因素：
■

长度小于 8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

■

长度小于 64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

■

长度等于或大于 64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

无碎片的文件系统有下列特性：
■

长度小于 8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小于 1％

■

长度小于 64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小于 5％

■

长度等于或大于 64 个块的空闲扩展区超过总文件系统大小的 5％

碎片严重的文件系统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特性：
■

长度小于 8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超过 5%

■

长度小于 64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超过 50%

■

长度等于或大于 64 个块的空闲扩展区小于总文件系统大小的 5%

也可以根据碎片索引确定碎片。 fsadm 命令会生成两种类型的碎片索引：文件碎片
索引和空闲空间碎片索引。这两种索引在 0 到 100 的范围内，分别提供有关文件碎
片级别和空闲空间碎片级别的信息。 如果碎片索引值为 0，则表示文件系统没有碎
片；如果该值为 100，则表示文件系统的碎片级别最高。 根据碎片索引，应将 fsadm
命令与适当的碎片整理选项一起使用。 例如，如果文件碎片索引级别较高，应将
fsadm 命令与 -e 选项一起运行。 如果空闲空间碎片索引级别较高，应将 fsadm 命
令与 -C 选项一起运行。 如果 fsadm 命令与 -e 选项一起运行，该命令将首先在内部
执行空闲空间碎片整理，然后再执行文件碎片整理。
可通过选择合理的时间间隔来确定运行扩展区重新组织的最佳周期，在最初的间隔
中安排运行 fsadm，在重新组织前后则运行 fsadm 的扩展区碎片报告功能。
“前”结果是重新组织之前的碎片程度。如果碎片程度接近严重碎片数值，则降低
fsadm 运行的间隔。如果碎片程度较低，则增加 fsadm 运行的间隔。
“后”结果表示重新组织程序的执行情况。碎片的程度应接近无碎片文件系统的特
性。如果无法接近，那么最好调整文件系统大小；对于无空闲空间的文件系统，最
好进行拆分，对此类文件系统进行碎片整理是很困难的。此外，也可能是因为重新
组织没有在问题文件系统相对空闲的时间段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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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重新组织不像扩展区重新组织那样关键，但是定期进行目录重新组织可以改善
系统性能。建议在安排扩展区的重新组织时，也安排对文件系统的目录重新组织。
下面是一个示例脚本，该脚本定期在上午 3:00 从 cron 针对多个文件系统运行：
outfile=/usr/spool/fsadm/out.‘/bin/date +'%m%d'‘
for i in /home /home2 /project /db
do
/bin/echo "Reorganizing $i"
/bin/timex fsadm -F vxfs -e -E -s $i
/bin/timex fsadm -F vxfs -s -d -D $i
done > $outfil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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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扩展区属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扩展区属性

■

扩展区属性相关的命令

关于扩展区属性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以一个或多个相邻块组（称为扩展区）的形式为文件分
配空间。VxFS 定义了一个应用程序接口，允许程序控制给定文件的扩展区分配的
方方面面。扩展区分配策略与被称为扩展区属性的文件相关。
VxFS getext 和 setext 命令使您可以查看或处理文件扩展区属性。
请参见 setext(1M) 和 getext(1M) 手册页。
与文件相关联的两个基本扩展区属性为“保留空间”和“固定扩展区大小”。可以
通过控制文件的保留空间来预分配空间，或通过设置固定扩展区大小来覆盖文件系
统的默认分配策略。
请参见第 172 页的“保留： 为文件预分配空间”。
请参见第 172 页的“固定扩展区大小”。
其他策略确定在分配过程中这些属性的表示方式。
您可以指定下列条件：
■

为文件保留的空间必须是连续的

■

不会为文件分配超出当前保留空间的任何空间

■

当文件关闭时，未使用的保留空间将被释放

■

会分配空间，但是不会指派保留空间

■

将更改文件大小以立即合并分配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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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扩展区属性是持久性的，并成为关于文件的磁盘上信息的一部分，而其他属性
则是临时的，在文件关闭后或系统重新启动后将会丢失。持久性属性与文件的权限
相类似，写入在文件的 inode 中。当复制，移动或存档文件时，只有源文件的持久
性属性会保留在新文件中。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其他扩展区属性控制”。
一般来说，用户只会将扩展区属性设置为“保留空间”。许多属性用于调整特殊模
式 I/O 或磁盘对齐值的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I/O”。

保留： 为文件预分配空间
VxFS 可以在请求时（而不是数据写入文件时）为文件预先分配空间。 此空间不能
分配给文件系统中的其他文件。 通过确保在需要使用之前将文件所需空间与文件相
关联，VxFS 可防止文件系统上出现意外的空间不足情况。
文件裁截后，不会释放持久性保留空间。 必须清除此保留空间，或必须删除文件以
释放保留空间。

固定扩展区大小
如果写入操作需求附加空间，VxFS 默认分配策略使用多种方法确定为文件分配空
间的方式。 此策略尝试通过分配大空间和拆分小文件系统，来平衡最佳 I/O 性能的
两个目标。 VxFS 通过从文件系统中最适合数据的可用空间中进行分配，来实现这
些目标。
设置固定扩展区大小将覆盖文件的默认分配策略，并总是用作持久性属性。 当使用
固定扩展区时，要谨慎地选择适合应用程序的扩展区大小。 VxFS 基于扩展区的分
配策略的好处是：它们很少使用间接块（相对基于文件系统的块而言）；VxFS 消
除了源于间接引用的多个磁盘访问实例。 但是，小扩展区大小可能会消除此优势。
大扩展区的文件可能是更加连续的，并且有更好的 I/O 特性。 不过，由于未使用的
空间分段通过将大扩展区拆分为小扩展区来释放空间，文件系统的整体性能降低。
如果最小化文件系统的分段时出错，文件可能变得不连续，所以它们的 I/O 特性将
降低。
在以下情况下固定扩展区大小特别适用：
■

如果文件大且连续，大的固定扩展区大小可以最小化文件中的扩展区数量。

自定义应用程序还可能出于特定原因使用固定扩展区大小，例如需要在磁盘上对扩
展区进行柱面或条带边界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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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扩展区大小如何与共享扩展区协作
用户可以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在文件中设置控制该文件的最小分配大小
的固定扩展区大小选项。 如果文件包含必须取消共享的扩展区，作为取消共享操作
一部分执行的分配将忽略对文件设置的固定扩展区大小选项。 执行取消共享操作时
的分配大小取决于共享区域的写入操作的大小。

其他扩展区属性控制
对扩展区属性的辅助控制确定以下条件：
■

分配是否对齐
请参见第 173 页的“扩展区属性对齐”。

■

分配是否连续
请参见第 173 页的“扩展区属性连续性”。

■

是否可以超出保留写文件
请参见第 174 页的“扩展区属性保留之外的写入操作”。

■

当文件关闭时，是否释放未使用的保留
请参见第 174 页的“扩展区属性保留修整”。

■

保留是否是文件的持久性属性
请参见第 174 页的“扩展区属性保留永久性”。

■

为文件保留的空间何时将实际成为文件的一部分
请参见第 174 页的“在文件中包括扩展区属性保留”。

扩展区属性对齐
特定对齐限制协调文件分配与特殊 I/O 模式或磁盘对齐值。 如果还设置了固定扩展
区大小，则只能指定对齐值。 最好让设计良好的应用程序来设置分配的对齐限制。
请参见 setext(1M) 手册页。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I/O”。

扩展区属性连续性
保留空间请求可以指定其分配保持连续（全部位于一个扩展区）。 文件的最大连续
性可以优化其 I/O 特性。
注意：如果没有适当大小（或对齐）的扩展区可用，则固定扩展区大小或对齐会导
致文件系统返回错误消息，报告空间不足。 即使文件系统具有足够的空闲空间，并
且固定扩展区大小很大，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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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区属性保留之外的写入操作
保留空间请求可以指定：在写入操作填充保留空间中的最后一个可用块之后，不能
再进行分配。 此请求的使用方式类似于 ulimit 命令的功能，防止文件不受控制的
增长。

扩展区属性保留修整
保留空间请求可以指定：文件被关闭时释放所有未使用的保留空间。 直到关闭了所
有打开文件的进程，才能完全关闭该文件。

扩展区属性保留永久性
保留空间请求可以确保保留空间不会成为文件的永久性属性。 文件关闭时，将放弃
未使用的保留空间。

在文件中包括扩展区属性保留
保留空间请求可确保文件大小被调整为可包括保留空间。 通常，在扩展写入操作请
求之前文件中不会包括保留空间。 立即更改文件大小的保留可生成大的临时文件。
不同于增加文件大小的 ftruncate 操作，此类型的保留不会执行文件中块的清零操
作，但仅限于具有相应权限的用户使用此工具。 文件中出现的数据可能已包含在另
一个文件中。 对于没有相应权限的用户，有一种请求的变体可阻止此类用户查看未
初始化的数据。

扩展区属性相关的命令
处理扩展区属性的 VxFS 命令是 setext 和 getext；它们使用户可以使用给定的一
组扩展区属性设置文件，或者查看与文件已关联的任何属性。
请参见 setext(1M) 和 getext(1M) 手册页。
当备份、还原、移动或复制文件时，VxFS 特定的 vxdump 和 vxrestore 命令保留
扩展区属性。
这些命令中的大多数包括命令行选项 ( -e )，用于维护文件的扩展区属性。 此选项
指定处理有扩展区属性信息（包括保留空间、固定的扩展区大小和扩展区对齐值）
的 VxFS 文件。 如果目标文件系统不支持扩展区属性，块大小与源文件系统不同，
或者缺少空闲扩展区属性以满足扩展区属性要求，则扩展区属性信息可能丢失。
-e 选项采取以下关键字之一作为参数：
warn

如果无法维护扩展区属性信息，则发出警告消息（默认）

force

如果无法维护扩展区属性信息，则复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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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nore

忽略整个扩展区属性信息

设置扩展区属性的示例
以下示例创建了名为 file1 的文件，并为该文件预分配了 2 GB 的磁盘空间。
设置扩展区属性

1

创建 file1 文件：
# touch file1

2

为文件 file1 预分配 2 GB 的磁盘空间：
# setext -F vxfs -r 2g -f chgsize file1

由于示例指定了 -f chgsize 选项，VxFS 会立即将预留空间纳入文件，并使用
增加的大小和增加块计数信息更新文件的 inode 以包括预留的空间。只有拥有
root 权限的用户可以使用 -f chgsize 选项。

获取扩展区属性的示例
以下示例获取了名为 file1 的文件的扩展区属性信息。
获取扩展区属性的信息
◆

获取文件 file1 的扩展区属性信息：
# getext -F vxfs file1
file1: Bsize 1024 Reserve 36 Extent Size 3 align noextend

文件 file1 有一个 1024 字节大小的块、36 个保留块、3 个固定扩展区大小的
块和相当于 3 个块大小的所有扩展区。 在用完当前保留后，无法增加文件大
小。 保留和固定扩展区大小以文件系统块大小为单位进行分配。

保留扩展区属性失败
使用保留扩展区属性的命令复制、移动或存档文件时，都有可能丢失属性。
此类失败可能出于以下原因之一：
■

从存档接收复制、移动或还原文件的文件系统不是 VxFS 类型。 因为其他文件
系统类型不支持 VxFS 文件系统的扩展区属性，在迁移期间，源文件的属性丢
失。

■

接收复制、移动或还原文件的文件系统是 VxFS 类型，但是没有足够的空闲空间
满足扩展区属性。例如，请考虑一个 50K 的文件和一个 1 MB 的保留空间。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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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目标文件系统有 500K 空闲空间，它可以轻松地存放文件，但无法满足保留空
间的需求。
■

从存档文件接收复制、移动或还原的文件的文件系统是 VxFS 类型，但是源文件
系统和目标文件系统的块大小不同，从而无法维护扩展区属性。 例如，源文件
系统块大小为 1024，目标文件系统块大小为 4096，并且文件的固定扩展区大小
为 3 个块（3072 个字节数）。 此固定扩展区大小适合源文件系统，但是无法转
换到目标文件系统中。
如果其中文件的固定扩展区大小为 4，则前例中的同一源文件系统和目标文件系
统可以保留属性；源文件系统中的 4 个块（4096 字节）扩展区可以转换为目标
文件系统中的 1 个块。
在具有混合块大小的系统上，复制、移动或者还原操作可能成功保留属性，也
可能无法保留属性。 建议为给定系统中所有文件系统使用相同的块大小。

部分

使用 DMP 管理多径处理

■

9. 管理 Dynamic Multi-Pathing

■

10. 动态重新配置设备

■

11. 管理设备

■

12. 事件监视

3

178

9
管理 Dynamic
Multi-Pathing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发现和配置新添加的磁盘设备

■

使设备对 VxVM 不可见

■

使设备对 VxVM 可见

■

关于对控制器与存储处理器启用和禁用 I/O

■

关于显示 DMP 数据库信息

■

显示磁盘路径

■

使用 vxdmpadm 管理 DMP

发现和配置新添加的磁盘设备
将新磁盘物理连接到主机或将新光纤通道设备分区到主机时，可以使用 vxdctl
enable 命令来重建卷设备节点的目录，并更新 DMP 内部数据库以反映系统的新情
况。
要重新配置 DMP 数据库，首先运行 ioscan，接着运行 insf，使得操作系统可以识
别这些新磁盘，然后调用 vxdctl enable 命令。
还可以使用 vxdisk scandisks 命令扫描操作系统设备树中的设备，并启动多径处
理磁盘的动态重新配置操作。
如果希望 SF 只扫描已添加到系统的新设备，而不扫描已启用或已禁用的设备，请
为该命令指定 -f 选项，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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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ctl -f enable
# vxdisk -f scandisks

但是，如果因对下列项进行修改而修改了系统配置，则启动完整扫描：
■

安装的阵列支持库。

■

被 VxVM 排除使用的设备的列表。

■

DISKS (JBOD)、SCSI3 或外部设备定义。

请参见 vxdctl(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disk(1M) 手册页。

部分发现设备
动态多径处理 (DMP) 支持部分设备发现功能，即您可以在发现过程中包括或排除指
向物理磁盘的路径。
vxdisk scandisks 命令重新扫描 OS 设备树中的设备，然后触发 DMP 重配置操

作。可以为 vxdisk scandisks 命令指定参数以执行部分设备发现操作。 例如，使
用以下命令可让 SF 发现以前未知的新增设备：
# vxdisk scandisks new

下一个示例发现光纤设备：
# vxdisk scandisks fabric

下面的命令扫描设备 c1t1d0 和 c2t2d0：
# vxdisk scandisks device=c1t1d0,c2t2d0

或者，可以指定 ! 前缀字符来表示要扫描除已列出设备以外的所有设备。
注意：在某些 shell 中，! 字符是特殊字符。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在 bash shell 中对其
换码。
# vxdisk scandisks \!device=c1t1d0,c2t2d0

也可以扫描连接（或未连接）到一系列逻辑或物理控制器的设备。例如，以下命令
发现并配置除指定逻辑控制器连接的设备之外的所有设备：
# vxdisk scandisks \!ctlr=c1,c2

下面的命令发现连接到指定物理控制器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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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isk scandisks pctlr=8/12.8.0.255.0

物理控制器的列表项之间用 + 字符分隔。
可以使用 vxdmpadm getctlr all 命令获取物理控制器列表。
只应为 vxdisk scandisks 命令指定一个选择参数。指定多个选项会导致出错。
请参见 vxdisk(1M) 手册页。

发现磁盘和动态添加磁盘阵列
DMP 使用阵列支持库 (ASL) 为多径处理提供特定于阵列的支持。阵列支持库 (ASL)
是一种可动态加载的共享库（DDL 的插件）。在设备发现期间 ASL 实现特定于硬
件的逻辑以发现设备属性。DMP 提供设备发现层 (DDL)，用于确定应与每个磁盘阵
列关联的 ASL。
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将 LUN 视为磁盘 (JBOD)，DMP 还可提供基本的多径处理和故
障转移功能。

DMP 如何声明设备
为充分优化对任意阵列的支持以及对更复杂阵列类型的支持，DMP 要求使用特定于
阵列的阵列支持库 (ASL)，该支持库可能与阵列策略模块 (APM) 紧密结合。ASL 和
APM 是特定于阵列的有效插件，允许 DMP 与任何特定阵列模型紧密结合。
请参见硬件兼容列表以了解受支持阵列的完整列表。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70013
在设备发现期间，DDL 检查每个设备上的安装 ASL，以查出哪个 ASL 声明了该设
备。
如果未发现有哪个 ASL 声明了该设备，则 DDL 将检查对应的 JBOD 定义。可以为
不受支持阵列添加 JBOD 定义，使 DMP 为阵列提供多径处理。如果找到 JBOD 定
义，DDL 将在 DISKS 类别中声明设备，并将 LUN 添加到 DMP 使用的 JBOD（物理
磁盘）设备列表中。如果 JBOD 定义包括一个压缩文件号，则 DDL 使用压缩文件号
将 LUN 分组到磁盘阵列中。
请参见第 190 页的“将不支持的磁盘阵列添加到 DISKS 类别”。
即使没有 ASL 或 JBOD 定义，DMP 也可以为 ALUA 兼容的阵列提供基本的多径处
理。DDL 将 LUN 声明为 aluadisk 磁盘阵列的一部分。阵列类型显示为 ALUA。通
过添加 JBOD 定义还可以将 LUN 分组到磁盘阵列中。

磁盘类别
经过认证可用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的磁盘阵列受阵列支持库 (ASL) 的支
持，并按磁盘返回的供应商 ID 字符串（如 HITACHI）进行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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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OD 中能用 DMP 进行多径处理的磁盘归入 DISKS 类别中。不支持的阵列中的磁盘
也可以归入 DISKS 类别中。
请参见第 190 页的“将不支持的磁盘阵列添加到 DISKS 类别”。
JBOD 中不属于任何受支持的类别且无法用 DMP 进行多径处理的磁盘属于
OTHER_DISKS 类别。

添加对新磁盘阵列的支持
可以动态地添加对新磁盘阵列类型的支持。这种支持以 Symantec 所开发的阵列支
持库 (ASL) 的形式出现。 Symantec 通过更新 VRTSaslapm depot来支持新磁盘阵
列。要确定已更新的 VRTSaslapm depot是否可以下载，请参考硬件兼容性列表技术
说明。硬件兼容性列表提供了指向下载最新depot的链接和安装 VRTSaslapm depot
的说明。当系统联机时可升级 VRTSaslapm depot，且无需停止应用程序。
要访问硬件兼容性列表，请访问以下 URL：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70013
每个 VRTSaslapm depot都特定于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请务必安装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版本的 VRTSaslapm depot。
在安装 VRTSaslapm depot时，不需要先将新的磁盘阵列连接到系统。如果新磁盘阵
列中的任何一个磁盘随后与系统进行连接，则需要使用 ioscan 命令后跟 insf 命令
来触发操作系统设备发现。然后，使用 vxdctl enable 命令触发 DDL 设备发现。
如果需要删除最新的 VRTSaslapm depot，可以恢复到原来的安装版本。有关详细过
程，请参考《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故障排
除指南》。

启用新磁盘阵列发现功能
vxdctl enable 命令会扫描所有磁盘设备及其属性，然后更新 SF 设备列表，并使

用新的设备数据库重新配置 DMP。不必重新启动主机。
警告：此命令可确保为阵列正确设置动态多径处理。否则，VxVM 将把磁盘的独立
路径视为是单独的设备，从而导致数据损坏。
启用新磁盘阵列发现功能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ctl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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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驱动程序共存特性
通过 SF 的第三方驱动程序 (TPD) 共存功能，可以在保留 DMP 的监视功能的同时，
让某些第三方多径处理驱动程序控制的 I/O 绕过 DMP。只要提供且安装了合适的
ASL，您无需设置定义文件或运行特殊命令就可让系统发现使用 TPD 的设备。SF
的 TPD 共存特性在不需要对第三方多径处理驱动程序做任何更改的情况下允许共
存。
请参见第 251 页的“更改 TPD 控制的磁盘阵列的设备命名”。

如何管理设备发现层
设备发现层 (DDL) 允许动态添加磁盘阵列。DDL 可发现 SF 操作所需的磁盘及其属
性。
可以使用 vxddladm 实用程序管理 DDL 来执行下列任务：
■

列出 DDL 发现的所有设备（包括 iSCSI 设备）的层次结构。

■

列出包括 iSCSI 在内的所有主机总线适配器。

■

列出主机总线适配器上配置的端口。

■

列出从主机总线适配器配置的目标。

■

列出从主机总线适配器配置的设备。

■

获取或设置 iSCSI 操作参数。

■

列出支持的阵列类型。

■

将对阵列的支持添加到 DDL。

■

从 DDL 删除对阵列的支持。

■

列出排除的磁盘阵列的信息。

■

列出在 DISKS (JBOD) 类别中支持的磁盘。

■

将不同提供商的磁盘添加到 DISKS 类别。

■

从 DISKS 类别中删除磁盘。

■

将磁盘添加为外部设备。

以下各节将详细阐述这些任务。
请参见 vxddladm(1M) 手册页。

列出包含 iSCSI 在内的所有设备
可以显示 DDL 搜索到的所有设备（包括 iSCSI 设备）的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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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包括 iSCSI 在内的所有设备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dladm list

以下是一个输出示例：
HBA c2 (20:00:00:E0:8B:19:77:BE)
Port c2_p0 (50:0A:09:80:85:84:9D:84)
Target c2_p0_t0 (50:0A:09:81:85:84:9D:84)
LUN c2t0d0
. . .
HBA c3 (iqn.1986-03.com.sun:01:0003ba8ed1b5.45220f80)
Port c3_p0 (10.216.130.10:3260)
Target c3_p0_t0 (iqn.1992-08.com.netapp:sn.84188548)
LUN c3t0d0
LUN c3t0d1
Target c3_p0_t1 (iqn.1992-08.com.netapp:sn.84190939)
. . .

列出包括 iSCSI 在内的所有主机总线适配器
可以获取有关在系统上配置的所有主机总线适配器（包括 iSCSI 适配器）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以下几项：
Driver

控制 HBA 的驱动程序。

Firmware

固件版本。

Discovery

针对目标使用的搜索方法。

State

设备是联机还是脱机。

Address

硬件地址。

列出包括 iSCSI 在内的所有主机总线适配器
◆

使用以下命令可列出在系统上配置的所有 HBA（包括 iSCSI 设备）：
# vxddladm list hbas

列出主机总线适配器上配置的端口
可以获得在 HBA 上配置的所有端口的信息。 显示的信息包括下列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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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A-ID

父 HBA。

State

设备是联机还是脱机。

Address

硬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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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主机总线适配器上配置的端口
◆

使用以下命令获取 HBA 上配置的端口：
# vxddladm list ports
PortID
HBA-ID
State
Address
-----------------------------------------------------c2_p0
c2
Online
50:0A:09:80:85:84:9D:84
c3_p0
c3
Online
10.216.130.10:3260

列出从主机总线适配器或端口配置的目标
可以获取有关从主机总线适配器或端口配置的所有目标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以下
几项：
Alias

别名（如果有）。

HBA-ID

父 HBA 或端口。

State

设备是联机还是脱机。

Address

硬件地址。

列出目标
◆

要列出所有目标，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dladm list targets

以下是一个输出示例：
TgtID
Alias HBA-ID State Address
----------------------------------------------------------------c2_p0_t0 c2 Online 50:0A:09:80:85:84:9D:84
c3_p0_t1 c3 Online iqn.1992-08.com.netapp:sn.8419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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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从主机总线适配器或端口配置的目标
◆

可以使用下列命令根据 HBA 或端口进行过滤：
# vxddladm list targets [hba=hba_name|port=port_name]

例如，要获得从指定的 HBA 配置的目标：
# vxddladm list targets hba=c2

TgtID
Alias HBA-ID
State
Address
-------------------------------------------------------------c2_p0_t0
c2
Online
50:0A:09:80:85:84:9D:84

列出从主机总线适配器和目标配置的设备
可以获得关于从主机总线适配器配置的所有设备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以下几项：
Device

设备名称。

Target-ID

父目标。

State

设备是联机还是脱机。

DDL status

设备是否由 DDL 索求。如果 DDL 索求设备，则输出同时会
显示 ASL 名称。

列出从主机总线适配器配置的设备
◆

要获得已配置的设备，请使用下列命令：
# vxddladm list devices
Device
Target-ID
State
DDL status (ASL)
-----------------------------------------------------c2t0d2
c2_p0_t0
Online
CLAIMED (libvxemc.so)
c3t1d2
c3_p0_t1
Online
SKIPPED (libvxemc.so)
c4t1d2
c4_p0_t1
Offline ERROR
c4t1d2
c4_p0_t2
Online
EXCLUDED
c4t5d2
c4_p0_t5
Offline MASKED

要列出从主机总线适配器和目标配置的设备
◆

要获得从特定的 HBA 和目标配置的设备，请使用下列命令：
# vxddladm list devices target=target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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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或设置 iSCSI 操作参数
DDL 提供一个接口用于设置并显示某些影响 iSCSI 设备路径性能的参数， 但底层的
操作系统框架必须支持设置这些值的功能。 如果操作系统不支持，则 vxddladm
set 命令会返回错误。
表 9-1

iSCSI 设备的参数

参数

默认值

最小值

最大值

DataPDUInOrder

yes

no

yes

DataSequenceInOrder

yes

no

yes

DefaultTime2Retain

20

0

3600

DefaultTime2Wait

2

0

3600

ErrorRecoveryLevel

0

0

2

FirstBurstLength

65535

512

16777215

InitialR2T

yes

no

yes

ImmediateData

yes

no

yes

MaxBurstLength

262144

512

16777215

MaxConnections

1

1

65535

MaxOutStandingR2T

1

1

65535

512

16777215

MaxRecvDataSegmentLength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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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启动器上针对特定 iSCSI 目标设置的 iSCSI 操作参数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dladm getiscsi target=tgt-id {all | parameter}

可以使用该命令获取所有 iSCSI 操作参数。
# vxddladm getiscsi target=c2_p2_t0

以下是一个输出示例：
PARAMETER
CURRENT DEFAULT
MIN
MAX
-------------------------------------------------------DataPDUInOrder
yes
yes
no
yes
DataSequenceInOrder
yes
yes
no
yes
DefaultTime2Retain
20
20
0
3600
DefaultTime2Wait
2
2
0
3600
ErrorRecoveryLevel
0
0
0
2
FirstBurstLength
65535
65535
512 16777215
InitialR2T
yes
yes
no
yes
ImmediateData
yes
yes
no
yes
MaxBurstLength
262144 262144
512 16777215
MaxConnections
1
1
1
65535
MaxOutStandingR2T
1
1
1
65535
MaxRecvDataSegmentLength 8192
8182
512 16777215

在启动器上设置特定 iSCSI 目标的 iSCSI 操作参数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dladm setiscsi target=tgt-idparameter=value

列出所有支持的磁盘阵列
使用此过程可以获得与其他形式的 vxddladm 命令一起使用的 vid 和 pid 属性值。
列出所有支持的磁盘阵列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dladm listsupport all

显示关于受支持阵列库的详细信息
利用 DMP，可以显示有关阵列支持库 (ASL) 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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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支持库位于目录 /etc/vx/lib/discovery.d 中。
显示关于受支持阵列库的详细信息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dladm listsupport libname=library_name.sl

此命令显示阵列的供应商 ID (VID)、产品 ID (PID)、阵列类型（例如 A/A 或
A/P）和阵列名称。以下为示例输出。
# vxddladm listsupport libname=libvxfujitsu.sl
ATTR_NAME
ATTR_VALUE
=================================================
LIBNAME
libvxfujitsu.sl
VID
vendor
PID
GR710, GR720, GR730
GR740, GR820, GR840
ARRAY_TYPE
A/A, A/P
ARRAY_NAME
FJ_GR710, FJ_GR720, FJ_GR730
FJ_GR740, FJ_GR820, FJ_GR840

拒绝支持磁盘阵列库
您可以拒绝支持依赖于特定磁盘阵列库的磁盘阵列。 此外，还可以拒绝支持来自特
定供应商的磁盘阵列。
拒绝支持磁盘阵列库
◆

要拒绝支持某一磁盘阵列库，请为下面的命令指定该阵列库。
# vxddladm excludearray libname=libvxemc.sl

您还可以拒绝支持来自特定供应商的磁盘阵列，如下例所示：
# vxddladm excludearray vid=ACME pid=X1

重新支持被拒绝的磁盘阵列库
如果先前已拒绝支持依赖于特定磁盘阵列库的所有阵列，按照此过程操作可支持这
些阵列。 此过程将该库从拒绝列表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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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支持被拒绝的磁盘阵列库
◆

如果已经拒绝支持依赖于特定磁盘阵列库的所有阵列，则可以使用 includearray
关键字从拒绝列表中删除该项，如下例所示：
# vxddladm includearray libname=libvxemc.sl

此命令将阵列库添加到数据库中，以便该库可以在设备发现中再次使用。如果
vxconfigd 正在运行，则可以使用 vxdisk scandisks 命令发现阵列并将其详
细信息添加到数据库中。

列出被拒绝的磁盘阵列
列出当前被 VxVM 拒绝使用的所有磁盘阵列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dladm listexclude

列出 DISKS 类别中受支持的磁盘
列出 DISKS (JBOD) 类别中支持的磁盘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dladm listjbod

将不支持的磁盘阵列添加到 DISKS 类别
如果阵列无可用的阵列支持库 (ASL)，则磁盘阵列应作为 JBOD 设备添加。
除非另外指定，否则假定 JBOD 为主动/主动 (A/A) 阵列。如果合适的 ASL 不能使
用，则 A/A-A、A/P 或 A/PF 阵列必须被归类为主动/被动 (A/P) JBOD，以避免路径
延迟和出现 I/O 错误。如果 JBOD 符合 ALUA 标准，则添加为 ALUA 阵列。
请参见第 91 页的“DMP 的工作原理”。
警告：本节中的过程可确保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不支持的阵列上正确设置
动态多径处理 (DMP)。如果 HP-UX 11i v3 中的本机多径处理无法识别此类阵列上
的多径处理，则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会将磁盘的独立旧路径视为单独的设备，
从而导致数据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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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支持的磁盘阵列添加到 DISKS 类别

1

使用以下命令标识阵列中磁盘的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 /etc/vx/diag.d/vxscsiinq device_name

其中： device_name 是阵列中某个磁盘的设备名称。记下此命令输出中的供应
商 ID (VID) 和产品 ID (PID) 的值。对于 Fujitsu 磁盘，还要记下所显示的序列
号的字符数。
下面的示例输出显示供应商 ID 为 SEAGATE，产品 ID 为 ST318404LSUN18G。
Vendor id (VID)
Product id (PID)
Revision
Serial Number

:
:
:
:

SEAGATE
ST318404LSUN18G
8507
0025T0LA3H

2

阻止所有应用程序（例如数据库）访问在阵列上配置的 VxVM 卷，并卸载在阵
列上配置的所有文件系统和存储检查点。

3

如果阵列类型为 A/A-A、A/P 或 A/PF，则将其配置为自动侵入模式。

4

输入下面的命令以添加新的 JBOD 类别：
# vxddladm addjbod vid=vendorid [pid=productid] \
[serialnum=opcode/pagecode/offset/length] \
[cabinetnum=opcode/pagecode/offset/length] policy={aa|ap}]

其中： vendorid 和 productid 是您在上一步中找到的 VID 和 PID 值。例如，
vendorid 可能为 FUJITSU、IBM 或 SEAGATE。对于 Fujitsu 设备，还必须指定
序列号的字符数（如 10）作为 length 参数的参数。如果阵列类型为 A/A-A、
A/P 或 A/PF，则还必须指定 policy=ap 属性。
继续前面的示例时，用于定义这种类型的磁盘阵列的命令是：
# vxddladm addjbod vid=SEAGATE pid=ST318404LSUN18G

5

使用 vxdctl enable 命令将阵列置于 VxVM 控制之下。
# vxdctl enable

请参见第 182 页的“启用新磁盘阵列发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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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要验证现在是否支持该阵列，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ddladm listjbod

下面是该阵列示例命令的示例输出：
VID

SerialNum
CabinetNum
Policy
(Cmd/PageCode/off/len) (Cmd/PageCode/off/len)
==============================================================
SEAGATE ALL PIDs 18/-1/36/12
18/-1/10/11
Disk
SUN
SESS01
18/-1/36/12
18/-1/12/11
Disk

7

PID

要验证是否识别该阵列，可使用 vxdmpadm listenclosure 命令，如下面的示
例阵列的示例输出所示：
# vxdmpadm listenclosure
ENCLR_NAME ENCLR_TYPE ENCLR_SNO STATUS
ARRAY_TYPE LUN_COUNT
==============================================================
Disk
Disk
DISKS
CONNECTED Disk
2

阵列的磁盘阵列名称和类型都显示为 Disk。可以使用 vxdisk list 命令来显
示阵列中的磁盘：
# vxdisk list
DEVICE
Disk_0
Disk_1
...

8

TYPE
auto:none
auto:none

DISK
-

GROUP
-

STATUS
online invalid
online invalid

要验证是否识别 DMP 路径，可使用 vxdmpadm getdmpnode 命令，如下面的示
例阵列的示例输出所示：
# vxdmpadm getdmpnode enclosure=Disk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Disk_0 ENABLED Disk
2
2
0
Disk
Disk_1 ENABLED Disk
2
2
0
Disk
...

此示例中的输出表明阵列中的磁盘有两个路径。
有关更多信息，请输入 vxddladm help addjbod 命令。
请参见 vxddladm(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dmpadm(1M) 手册页。

管理 Dynamic Multi-Pathing
发现和配置新添加的磁盘设备

从 DISKS 类别中删除磁盘
请按照本节中的步骤从 DISKS 类别中删除磁盘。
从 DISKS 类别中删除磁盘
◆

使用带有 rmjbod 关键字的 vxddladm 命令。以下示例说明如何用命令删除供应
商 ID 为 SEAGATE 的磁盘：
# vxddladm rmjbod vid=SEAGATE

外部设备
DDL 可能找不到由第三方驱动程序控制的一些设备，如提供多径处理或 RAM 磁盘
功能的那些设备。对于这些设备，使用第三方驱动程序为一些阵列提供的多径处理
功能，可能要比使用动态多径处理 (DMP) 更好一些。可以使用 vxddladm addforeign
命令将这种外部设备配置成简单磁盘，以供 VxVM 使用。这样还可以在处理 I/O 时
避开 DMP。下面的示例说明如何在指定的目录中为块设备和字符设备添加对应的条
目：
# vxddladm addforeign blockdir=/dev/foo/dsk \
chardir=/dev/foo/rdsk

将当前的引导磁盘添加到外部设备类别后，必须重新启动系统。要重新启动系统，
请在执行 addforeign 命令时使用 –r 选项。
# vxddladm -r addforeign blockpath=/dev/disk/diskname \
charpath=/dev/rdisk/diskname

默认情况下，该命令隐藏与自动发现机制在操作系统维护的设备树中找到的匹配设
备对应的任何条目。使用 -f 和 -n 选项可以覆盖此行为，详见 vxddladm(1M) 手册
页。
为外部设备添加条目后，应使用 vxconfigd -kr reset 命令发现用作简单磁盘的
设备。然后，这些磁盘就可像自动配置的磁盘那样运行。
VxVM 4.0 中引入了外部设备功能以支持非标准设备（如 RAM 磁盘）、一些固态磁
盘和伪设备（如 EMC PowerPath）。
外部设备支持具有以下限制：
■

外部设备始终被视为是只有一条路径的磁盘。与自动发现的磁盘不同，外部设
备没有 DMP 节点。

■

集群环境中的共享磁盘组不支持此机制。只支持独立的主机系统。

■

持久性组保留 (PGR) 操作不支持此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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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机制不受 DMP 控制，因此不能自动启用故障磁盘，并且 DMP 管理命令不适
用。

■

VxVM 不能使用磁盘阵列信息。这样会降低使用此类设备创建的磁盘组的可用
性。

■

外部设备（例如，HP-UX 本机多径处理元节点）没有可使用 VxVM 命令管理的
磁盘阵列、控制器或 DMP 节点。如果在配置 HP-UX 本机多径处理时尝试使用
vxddladm 或 vxdmpadm 命令管理此类设备，则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

外部设备不支持 I/O 防护和集群文件系统功能。

若有合适的 ASL 可用于阵列且已安装，则可以消除这些限制。
请参见第 183 页的“第三方驱动程序共存特性”。

使设备对 VxVM 不可见
执行以下过程可对 VxVM 隐藏某个设备。用于防止 VxVM DMP 驱动程序 (vxdmp)
对设备进行多径处理的选项已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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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设备对 VxVM 可见

1

运行 vxdiskadm 命令，并从主菜单中选择“Prevent multipathing/Suppress
devices from VxVM's view (禁止多径处理/对 VxVM 隐藏设备)”。系统将提

示您确认是否要继续。

2

从下列选项选择要执行的操作：
选项 1

对 VxVM 隐藏通过指定控制器的所有路径。

选项 2

对 VxVM 隐藏指定的路径。

选项 3

对 VxVM 隐藏与指定的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组合匹配的磁盘。
不能隐藏根磁盘。

选项 4

隐藏除一条路径外所有至磁盘的路径。仅让一条路径对 VxVM 可见。
此操作已废弃，因为它会导致不支持的配置。

选项 5

防止指定控制器上的所有磁盘被 VxVM 多径处理。
此操作已废弃，因为它会导致不支持的配置。

选项 6

防止磁盘被 VxVM 多径处理。与指定路径对应的磁盘被归到
OTHER_DISKS 类别下，因而不被多径处理。
此操作已废弃，因为它会导致不支持的配置。

选项 7

防止与指定的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组合匹配的磁盘被多径处理。与指定
的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组合对应的磁盘被归到 OTHER_DISKS 类别下，
因而不被多径处理。
此操作已废弃，因为它会导致不支持的配置。

选项 8

列出当前隐藏的设备。

使设备对 VxVM 可见
执行以下过程可使设备对 VxVM 再次可见。 用于允许 VxVM DMP 驱动程序 (vxdmp)
执行多径处理的选项已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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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设备对 VxVM 可见

1

运行 vxdiskadm 命令，并从主菜单中选择“Allow multipathing/Unsuppress
devices from VxVM's view (允许多径处理/在 VxVM 视图中显示设备)”。 系

统将提示您确认是否要继续。

2

从下列选项选择要执行的操作：
选项 1

在 VxVM 视图中显示通过指定控制器的所有路径。

选项 2

在 VxVM 视图中显示指定的路径。

选项 3

在 VxVM 视图中显示与指定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组合匹配的磁盘。

选项 4

删除路径组定义。 （路径组显式定义到同一磁盘的备选路径。） 路径
组一经删除，在该路径组中定义的所有路径都将重新可见。
此操作已废弃。

选项 5

允许具有通过指定控制器的路径的所有磁盘被多径处理。
此操作已废弃。

选项 6

允许磁盘被 VxVM 多径处理。
此操作已废弃。

选项 7

允许与指定的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组合匹配的磁盘被多径处理。
此操作已废弃。

选项 8

列出当前隐藏的设备。

关于对控制器与存储处理器启用和禁用 I/O
DMP 允许您关闭通过 HBA 控制器或存储处理器磁盘阵列端口的 I/O，以便您可以
执行管理操作。此功能可用于维护主机的 HBA 控制器或挂接到受 SF 支持的磁盘阵
列上的阵列端口。完成维护任务后，可以重新打开 HBA 控制器或阵列端口的 I/O 操
作。可以使用 vxdmpadm 命令来完成这些操作。
对于主动/主动类型的磁盘阵列，通过 HBA 控制器或阵列端口禁用 I/O 后，I/O 在
剩余路径上继续。对于主动/被动类型的磁盘阵列，如果禁用通过 HBA 控制器或阵
列端口的 I/O 导致了所有主路径被禁用，DMP 将故障转移到次级路径且 I/O 将在这
些次级路径上继续。
DMP 不支持操作针对将第三方驱动程序 (TPD) 用于多径处理的控制器启用 I/O 或禁
用 I/O。
管理操作结束之后，可以使用 vxdmpadm 命令重新启用通过 HBA 控制器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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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24 页的“对路径、控制器、阵列端口或 DMP 节点禁用 I/O”。
请参见第 225 页的“为路径、控制器、阵列端口或 DMP 节点启用 I/O”。
注意：从 5.0 版的 VxVM 起，用于访问配置了集群共享磁盘组的磁盘阵列的控制器
支持这些操作。
也可以动态地联机执行某些重新配置操作。

关于显示 DMP 数据库信息
可以使用 vxdmpadm 命令列出 DMP 数据库信息和执行其他管理任务。此命令允许您
列出连接到磁盘的所有控制器和其他存储在 DMP 数据库的相关信息。可以使用此
信息定位系统硬件，并帮助您决定需要启用或禁用哪个控制器。
vxdmpadm 命令还提供其他有用的信息，如磁盘阵列序列号、哪些 DMP 设备（磁

盘）连接到了磁盘阵列以及哪些路径连接到了特定控制器、磁盘阵列或磁盘阵列端
口等。
请参见第 199 页的“使用 vxdmpadm 管理 DMP”。

显示磁盘路径
vxdisk 命令用于显示特定元设备的多径处理信息。元设备是通过系统 HBA 控制器

建立了多条物理路径的物理磁盘的设备表现形式。在 DMP 中，系统中的所有物理
磁盘都表示为具有一条或多条物理路径的元设备。
显示系统上的多径处理信息
◆

可以使用 vxdisk path 命令显示系统中的设备路径、磁盘访问名称、磁盘介质
名称和磁盘组之间的关系，如下所示：
# vxdisk path
SUBPATH
c1t0d0
c4t0d0
c1t1d0
c4t1d0
.
.
.

DANAME
c1t0d0
c1t0d0
c1t1d0
c1t1d0

DMNAME
mydg01
mydg01
mydg02
mydg02

GROUP
mydg
mydg
mydg
mydg

STATE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这显示了两个磁盘 mydg01 和 mydg02 中的每一个都存在两条路径，并且也指示
每个磁盘都处于 ENABLED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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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特定元设备的多径处理信息

1

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list devicename

例如，要查看 c1t0d3 的多径处理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list c1t0d3
vxdisk list 命令的输出显示了多径处理信息，如下例所示：
Device:
c1t0d3
devicetag: c1t0d3
type:
simple
hostid:
sys1
.
.
.
Multipathing information:
numpaths:
2
c1t0d3 state=enabled
type=secondary
c4t1d3 state=disabled type=primary
numpaths 行显示有 2 条到设备的路径。Multipathing informatio 部分中的后

面两行显示其中一条路径是活动的 (state=enabled)，而另一条路径已失败
(state=disabled)。
对于 EMC CLARiiON、Hitachi HDS 9200 与 9500、Sun StorEdge 6xxx 以及
Sun StorEdge T3 阵列等主动/被动类型磁盘阵列中的磁盘，将显示 type 字段。
该字段指明磁盘的主路径和次级路径。
对于 EMC Symmetrix、Hitachi HDS 99xx 和 Sun StorEdge 99xx 系列以及
IBM ESS 系列的主动/主动类型磁盘阵列，将不显示 type 字段。这些阵列没有
主路径和次级路径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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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或者，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查看多径处理信息：
# vxdmpadm getsubpaths dmpnodename=devicename

例如，要查看 emc_clariion0_17 的多径处理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getsubpaths dmpnodename=emc_clariion0_17
vxdmpadm getsubpaths 命令的典型输出如下：
NAME
STATE[A]
PATH-TYPE[M] CTLR-NAME ENCLR-TYPE
ENCLR-NAME
ATTRS
===============================================================================
c0t5d7 ENABLED(A) PRIMARY
c0
EMC_CLARiiON emc_clariion0
c0t5d7 ENABLED(A) PRIMARY
c0
EMC_CLARiiON emc_clariion0
c0t5d7 ENABLED
SECONDARY
c0
EMC_CLARiiON emc_clariion0
-c0t5d7 ENABLED
SECONDARY
c0
EMC_CLARiiON emc_clariion0
-

使用 vxdmpadm 管理 DMP
vxdmpadm 实用程序是 DMP 的命令行管理界面。

可以使用 vxdmpadm 实用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检索与特定路径对应的 DMP 设备的名称。
请参见第 200 页的“检索有关 DMP 节点的信息”。

■

显示关于 DMP 节点的综合信息。
请参见第 201 页的“显示关于 DMP 节点的综合信息”。

■

显示 LUN 组的成员。
请参见第 204 页的“显示 LUN 组的成员”。

■

列出 DMP 设备节点、HBA 控制器、磁盘阵列或阵列端口下的所有路径。
请参见第 204 页的“显示由 DMP 节点、控制器、磁盘阵列或阵列端口控制的路
径”。

■

显示主机上 HBA 控制器的信息。
请参见第 206 页的“显示控制器的信息”。

■

显示磁盘阵列的信息。
请参见第 207 页的“显示磁盘阵列的相关信息”。

■

显示接入磁盘阵列存储处理器的磁盘阵列端口的信息。
请参见第 208 页的“显示磁盘阵列端口的信息”。

■

显示由第三方多径处理驱动程序控制的设备的信息。

■

显示扩展的设备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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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08 页的“显示扩展设备属性”。
■

在 VxVM 控制中隐藏或包括设备。
请参见第 210 页的“隐藏或包含 VxVM 控制中的设备”。

■

收集 DMP 节点、磁盘阵列、路径或控制器的 I/O 统计信息。
请参见第 211 页的“收集和显示 I/O 统计信息”。

■

配置磁盘阵列路径的属性。
请参见第 216 页的“设置磁盘阵列路径的属性”。

■

显示设备或磁盘阵列的冗余级别
请参见第 217 页的“显示设备或磁盘阵列的冗余级别”。

■

指定最小活动路径数
请参见第 218 页的“指定最小活动路径数”。

■

显示或设置用于磁盘阵列路径的 I/O 策略。
请参见第 219 页的“指定 I/O 策略”。

■

为系统上的路径、HBA 控制器或磁盘阵列端口启用或禁用 I/O 路径。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对路径、控制器、阵列端口或 DMP 节点禁用 I/O”。

■

重命名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226 页的“重命名磁盘阵列”。

■

配置 DMP 响应 I/O 请求故障的方式。
请参见第 227 页的“配置对 I/O 故障的响应”。

■

配置 I/O 限制机制。
请参见第 228 页的“配置 I/O 控制机制”。

■

控制 DMP 路径还原线程的操作。
请参见第 231 页的“配置 DMP 路径还原策略”。

■

配置阵列策略模块
请参见第 233 页的“配置阵列策略模块”。

■

获取或设置由 DMP 使用的各种可调参数的值。
请参见第 643 页的“DMP 可调参数”。

以下各节详细讨论这些任务以及示例输出。
请参见 vxdmpadm(1M) 手册页。

检索有关 DMP 节点的信息
以下命令显示控制特定物理路径的 DMP 节点：
# vxdmpadm getdmpnode nodename=path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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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路径由 nodename 属性的参数指定，它必须是在设备目录中列出的有效路径。
设备目录是 /dev/rdsk 目录。
此命令显示的输出类似于下面的示例输出。
# vxdmpadm getdmpnode nodename=c3t2d1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c3t2d1 ENABLED ACME
2
2
0
enc0

使用 -v 选项可显示 LUN 序列号和阵列卷 ID。
# vxdmpadm -v getdmpnode nodename=c3t2d1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SERIAL-NO ARRAY_VOL_ID
=====================================================================================
c3t2d1
ENABLED ACME
2
2
0
HDS9500-ALUA0 D600172E015B E01

将 enclosure 属性和 getdmpnode 一起使用可以获得指定磁盘阵列的所有 DMP 节
点的列表。
# vxdmpadm getdmpnode enclosure=enc0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c2t1d0
ENABLED ACME
2
2
0
enc0
c2t1d1
ENABLED ACME
2
2
0
enc0
c2t1d2
ENABLED ACME
2
2
0
enc0
c2t1d3
ENABLED ACME
2
2
0
enc0

将 dmpnodename 属性与 getdmpnode 一起使用可显示给定 DMP 节点的 DMP 信息。
# vxdmpadm getdmpnode dmpnodename=emc_clariion0_158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emc_clariion0_158 ENABLED EMC_CLARiiON 1
1
0
emc_clariion0

显示关于 DMP 节点的综合信息
vxdmpadm list dmpnode 命令可显示 DMP 节点的详细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磁盘阵

列名称、LUN 序列号、端口 ID 信息、设备属性等。
以下命令可显示系统中所有 DMP 节点的综合信息：
# vxdmpadm list dmpnod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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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st dmpnode 中使用 enclosure 属性可以获得指定磁盘阵列所有 DMP 节点的
列表。
# vxdmpadm list dmpnode enclosure=enclosure name

例如，以下命令可显示 eva4k6k0 磁盘阵列中所有 DMP 节点上的综合信息。
# vxdmpadm list dmpnode enclosure=eva4k6k0
dmpdev = c18t0d1
state = enabled
enclosure = eva4k6k0
cab-sno = 50001FE1500A8F00
asl = libvxhpalua.sl
vid = HP
pid = HSV200
array-name = EVA4K6K
array-type = ALUA
iopolicy = MinimumQ
avid = lun-sno = 600508B4000544050001700002BE0000
udid = HP%5FHSV200%5F50001FE1500A8F00%5F600508B4000544050001700002BE0000
dev-attr = ###path = name state type transport ctlr hwpath aportID aportWWN attr
path = c18t0d1 enabled(a) primary SCSI c18 0/3/1/0.0x50001fe1500a8f081-1
path = c26t0d1 enabled(a) primary SCSI c26 0/3/1/1.0x50001fe1500a8f081-1
path = c28t0d1 enabled(a) primary SCSI c28 0/3/1/1.0x50001fe1500a8f091-2
path = c20t0d1 enabled(a) primary SCSI c20 0/3/1/0.0x50001fe1500a8f091-2
path = c32t0d1 enabled secondary SCSI c32 0/3/1/1.0x50001fe1500a8f0d 2-4
path = c24t0d1 enabled secondary SCSI c24 0/3/1/0.0x50001fe1500a8f0d 2-4
path = c30t0d1 enabled secondary SCSI c30 0/3/1/1.0x50001fe1500a8f0c 2-3
path = c22t0d1 enabled secondary SCSI c22 0/3/1/0.0x50001fe1500a8f0c 2-3
dmpdev = c18t0d2
state = enabled
enclosure = eva4k6k0
cab-sno = 50001FE1500A8F00
asl = libvxhpalua.sl
vid = HP
pid = HSV200
array-name = EVA4K6K
array-type = ALUA
iopolicy = MinimumQ
avid = -

-

-

管理 Dynamic Multi-Pathing
使用 vxdmpadm 管理 DMP

lun-sno = 600508B4000544050001700002C10000 udid =
HP%5FHSV200%5F50001FE1500A8F00%5F600508B4000544050001700002C10000
dev-attr = ###path = name state type transport ctlr hwpath aportID aportWWN attr
path = c18t0d2 enabled(a) primary SCSI c18 0/3/1/0.0x50001fe1500a8f081-1
path = c26t0d2 enabled(a) primary SCSI c26 0/3/1/1.0x50001fe1500a8f081-1
path = c28t0d2 enabled(a) primary SCSI c28 0/3/1/1.0x50001fe1500a8f091-2
path = c20t0d2 enabled(a) primary SCSI c20 0/3/1/0.0x50001fe1500a8f091-2
path = c32t0d2 enabled secondary SCSI c32 0/3/1/1.0x50001fe1500a8f0d 2-4
path = c24t0d2 enabled secondary SCSI c24 0/3/1/0.0x50001fe1500a8f0d 2-4
path = c30t0d2 enabled secondary SCSI c30 0/3/1/1.0x50001fe1500a8f0c 2-3
path = c22t0d2 enabled secondary SCSI c22 0/3/1/0.0x50001fe1500a8f0c 2-3
....

-

- ....

在 list dmpnode 命令中使用 dmpnodename 属性可以显示指定 DMP 节点的 DMP
信息。DMP 节点可以通过名称来指定，也可以通过指定路径名称来指定。 指定
DMP 节点的详细信息包括所列 DMP 节点每条子路径的路径信息。
在由于故障而禁用的路径以及出于管理目的而手动禁用的路径之间，路径状态不
同。使用 vxdmpadm disable 命令手动禁用的路径显示为 disabled(m)。
# vxdmpadm list dmpnode dmpnodename=dmpnodename

例如，以下命令显示 DMP 节点 emc_clariion0_158 的综合信息。
# vxdmpadm list dmpnode dmpnodename=emc_clariion0_158
dmpdev = emc_clariion0_158
state
= enabled
enclosure
= emc_clariion0
cab-sno
= APM00042102192
asl
= libvxCLARiiON.so
vid
= DGC
pid
= CLARiiON
array-name = EMC_CLARiiON
array-type = CLR-A/P
iopolicy
= MinimumQ
avid
= lun-sno
= 6006016070071100F6BF98A778EDD811
udid
= DGC%5FCLARiiON%5FAPM00042102192%5F6006016070071100F6BF98A778EDD811
dev-attr
= ###path
= name state type transport ctlr hwpath aportID aportWWN attr
path
= c0t5006016141E03B33d1 enabled(a) primary FC fscsi0 07-08-02 B0A
PM00042102192
50:06:01:68:10:21:26:c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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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 c0t5006016041E03B33d1 disabled secondary FC fscsi1 08-08-02 A0
APM00042102192
50:06:01:60:10:21:26:c1 -

显示 LUN 组的成员
下面的命令显示与指定的 DMP 节点位于同一 LUN 组中的各个 DMP 节点：
# vxdmpadm getlungroup dmpnodename=c11t0d10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c11t0d8 ENABLED ACME
2
2
0
enc1
c11t0d9 ENABLED ACME
2
2
0
enc1
c11t0d10 ENABLED ACME
2
2
0
enc1
c11t0d11 ENABLED ACME
2
2
0
enc1

显示由 DMP 节点、控制器、磁盘阵列或阵列端口控制的路径
vxdmpadm getsubpaths 命令列出 DMP 已知的全部路径。vxdmpadm getsubpaths

命令还提供了一些选项，用于列出通过特定 DMP 节点、控制器、磁盘阵列或阵列
端口的子路径。要列出通过某个阵列端口的路径，请指定磁盘阵列名称和阵列端口
ID 的组合，或指定阵列端口 WWN。
列出 DMP 已知的全部子路径：
# vxdmpadm getsubpaths
NAME
STATE[A]
PATH-TYPE[M] DMPNODENAME ENCLR-NAME CTLR ATTRS
=======================================================================
c1t65d0 ENABLED(A) Disk_1
Disk
c1
c1t66d0 ENABLED(A) Disk_2
Disk
c1
c2t65d0 ENABLED(A) Disk_1
Disk
c2
c2t66d0 ENABLED(A) Disk_2
Disk
c2
c3t2d0 ENABLED(A) EMC0_1
EMC0
c3
c3t2d1 ENABLED(A) EMC0_2
EMC0
c3
c4t2d0 ENABLED(A) EMC0_1
EMC0
c4
c4t2d1 ENABLED(A) EMC0_2
EMC0
c4
-

组合使用 dmpnodename 属性的 vxdmpadm getsubpaths 命令显示由 /dev/vx/rdmp
目录下的指定 DMP 节点名控制的 LUN 的所有路径：
# vxdmpadm getsubpaths dmpnodename=c2t66d0
NAME

STATE[A]

PATH-TYPE[M] CTLR-NAME ENCLR-TYPE ENCLR-NAME ATT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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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t66d0 ENABLED(A) PRIMARY
c2
ACME
enc0
c1t66d0 ENABLED
PRIMARY
c1
ACME
enc0
-

对于 A/A 阵列，所有可用于 I/O 的已启用路径均显示为 ENABLED(A)。
对于 I/O 策略设置为 singleactive 的 A/P 阵列，其中只有一条路径显示为
ENABLED(A)。其他路径已启用，但不能用于 I/O。如果 I/O 策略未设置为
singleactive，则 DMP 可以将一组路径（全部为主路径或全部为次级路径）用于
I/O，这些路径都显示为 ENABLED(A)。
请参见第 219 页的“指定 I/O 策略”。
处于 DISABLED 状态的路径不可用于 I/O 操作。
由系统管理员手动禁用的路径显示为 DISABLED(M)。失败的路径显示为 DISABLED。
可以使用 getsubpaths 获得连接到特定 HBA 控制器的所有路径的信息：
# vxdmpadm getsubpaths ctlr=c2
NAME
STATE[-]
PATH-TYPE[-] CTLR-NAME ENCLR-TYPE ENCLR-NAME ATTRS
=====================================================================
c2t1d0 ENABLED(A) PRIMARY
c2t1d0
ACME
enc0
c2t2d0 ENABLED(A) PRIMARY
c2t2d0
ACME
enc0
c2t3d0 ENABLED
SECONDARY
c2t3d0
ACME
enc0
c2t4d0 ENABLED
SECONDARY
c2t4d0
ACME
enc0
-

可以使用 getsubpaths 命令来获得接入磁盘阵列的某个端口的所有路径的信息。
磁盘阵列端口可以通过磁盘阵列名称与磁盘阵列端口 ID 或者磁盘阵列端口的 WWN
标识符来指定：
# vxdmpadm getsubpaths enclosure=enclosure portid=portid
# vxdmpadm getsubpaths pwwn=pwwn

例如，要列出通过阵列端口和磁盘阵列的子路径以及阵列端口 ID：
# vxdmpadm getsubpaths enclosure=HDS9500-ALUA0 portid=1A
NAME
STATE[A]
PATH-TYPE[M] DMPNODENAME ENCLR-NAME
CTLR ATTRS
=======================================================================
c1t65d0 ENABLED(A) PRIMARY
c1t65d0s2
HDS9500-ALUA0 c1
c1t66d0 ENABLED(A) PRIMARY
c1t66d0s2
HDS9500-ALUA0 c1
-

例如，要列出通过某个阵列端口和 WWN 的子路径：
# vxdmpadm getsubpaths pwwn=20:00:00:E0:8B:06:5F: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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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STATE[A]
PATH-TYPE[M] DMPNODENAME ENCLR-NAME
CTLR ATTRS
=======================================================================
c1t65d0 ENABLED(A) PRIMARY
c1t65d0s2
HDS9500-ALUA0 c1
c1t66d0 ENABLED(A) PRIMARY
c1t66d0s2
HDS9500-ALUA0 c1
-

可以使用 getsubpaths 获取有关磁盘阵列所有子路径的信息。
# vxdmpadm getsubpaths enclosure=enclosure_name [ctlr=ctlrname]

列出某个磁盘阵列的全部子路径：
# vxdmpadm getsubpaths enclosure=Disk
NAME
STATE[A]
PATH-TYPE[M] DMPNODENAME ENCLR-NAME CTLR ATTRS
=====================================================================
c1t65d0 ENABLED(A) Disk_1
Disk
c1
c1t66d0 ENABLED(A) Disk_2
Disk
c1
c2t65d0 ENABLED(A) Disk_1
Disk
c2
c2t66d0 ENABLED(A) Disk_2
Disk
c2
-

列出某个磁盘阵列上某个控制器的全部子路径：
# vxdmpadm getsubpaths enclosure=Disk ctlr=c1

默认情况下，vxdmpadm getsubpaths 命令的输出按磁盘阵列名称、DMP 节点名称
及其中的路径名排序。
要根据路径名、DMP 节点名称、磁盘阵列名称或主机控制器名称对输出进行排序，
请使用 -s 选项。
要对子路径信息进行排序，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s {path | dmpnode | enclosure | ctlr} getsubpaths \
[all | ctlr=ctlr_name | dmpnodename=dmp_device_name | \
enclosure=enclr_name [ctlr=ctlr_name | portid=array_port_ID] | \
pwwn=port_WWN | tpdnodename=tpd_node_name]

显示控制器的信息
以下命令列出系统上所有 HBA 控制器的属性：
# vxdmpadm listctlr all
CTLR-NAME
ENCLR-TYPE
STATE
ENCLR-NAME
===============================================================
c1
OTHER
ENABLED
other0
c2
X1
ENABLED
jbo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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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c4

ACME
ACME

ENABLED
ENABLED

enc0
enc0

该输出表明控制器 c1 连接到了不属于任何可识别 DMP 类别的磁盘，因为磁盘阵列
的类型为 OTHER。
其他控制器已连接到属于可识别 DMP 类别的磁盘。
所有控制器均处于 ENABLED 状态，表明可用于 I/O 操作。
状态 DISABLED 用来指明控制器不可用于 I/O 操作。该不可用性可能是由于硬件故
障导致，或者是由于已使用 vxdmpadm disable 命令禁用了该控制器上的 I/O 操作
导致。
以下格式的命令列出了属于指定磁盘阵列或磁盘阵列类型的控制器：
# vxdmpadm listctlr enclosure=enc0

或
# vxdmpadm listctlr type=ACME
CTLR-NAME
ENCLR-TYPE
STATE
ENCLR-NAME
===============================================================
c2
ACME
ENABLED
enc0
c3
ACME
ENABLED
enc0

使用 vxdmpadm getctlr 命令可以显示 HBA 供应商详细信息以及控制器 ID。对于
iSCSI 设备，控制器 ID 为基于 IQN 或 IEEE 格式的名称。对于 FC 设备，控制器 ID
为 WWN。由于 WWN 是从 ESD 获取的，因此如果未运行 ESD，则该字段将为空。
ESD 是一个后台驻留程序进程，用于通知 DDL 有关事件的发生情况。显示为
“Controller ID (控制器 ID)”的 WWN 会映射到与主机控制器关联的 HBA 端口的
WWN。
# vxdmpadm getctlr c5
LNAME
PNAME VENDOR CTLR-ID
===================================================
c5
c5
qlogic
20:07:00:a0:b8:17:e1:37

显示磁盘阵列的相关信息
要显示指定磁盘阵列的属性，包括其磁盘阵列类型、磁盘阵列序列号、状态、阵列
类型以及 LUN 数量，请使用下面的命令：
# vxdmpadm listenclosure en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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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LR_NAME ENCLR_TYPE ENCLR_SNO
STATUS ARRAY_TYPE
LUN_COUNT
=============================================================================
enc0
A3
60020f20000001a90000 CONNECTED A/P
30

以下命令列出系统中所有磁盘阵列的属性：
# vxdmpadm listenclosure all
ENCLR_NAME ENCLR_TYPE ENCLR_SNO
STATUS
ARRAY_TYPE
LUN_COUNT
=================================================================================
Disk
Disk
DISKS
CONNECTED
Disk
6
ANA0
ACME
508002000001d660
CONNECTED
A/A
57
enc0
A3
60020f20000001a90000 CONNECTED
A/P
30

显示磁盘阵列端口的信息
使用本节中的命令可以显示有关阵列端口的信息。 显示的磁盘端口信息包括其磁盘
阵列名称、以及其 ID 与 WWN 标识符。
要显示可以通过路径、DMP 节点或 HBA 控制器访问的阵列端口的属性，请使用以
下命令之一：
# vxdmpadm getportids path=path-name
# vxdmpadm getportids dmpnodename=dmpnode-name
# vxdmpadm getportids ctlr=ctlr-name

以下形式的命令显示指定磁盘阵列内所有阵列端口的相关信息：
# vxdmpadm getportids enclosure=enclr-name

下面的示例显示可以通过 DMP 节点 c2t66d0 访问的阵列端口的相关信息：
# vxdmpadm getportids dmpnodename=c2t66d0
NAME
ENCLR-NAME ARRAY-PORT-ID pWWN
==============================================================
c2t66d0
HDS9500V0
1A
20:00:00:E0:8B:06:5F:19

显示扩展设备属性
设备发现层 (DDL) 扩展属性是与 DDL 发现的 VxVM 或 DMP LUN 或磁盘对应的属
性或标志。这些属性将 LUN 识别为特定的硬件类别。
类别列表包括：
硬件 RAID 类型

显示 LUN 所属的存储 RAID 组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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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简置备发现和回收

显示 LUN 的精简回收功能

设备介质类型

显示介质类型 - 是否为 SSD（固态磁盘）

基于存储的快照/克隆

显示 LUN 为 PRIMARY LUN 的快照还是克隆

基于存储的复制

显示 LUN 是否为远程站点中的复制组的一部分

传输

显示用于连接到此 LUN 的 HBA 的种类（FC、
SATA、iSCSI）

每个 LUN 可以具有一个或多个上述扩展属性。在阵列支持库 (ASL) 中执行设备发现
时，DDL 会发现扩展属性。如果已存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则
DDL 也可以从配置为托管主机的主机的 VOM 管理服务器中获得扩展属性。
vxdisk -p list 命令显示 DDL 扩展属性。例如，以下命令显示此 LUN 的 std、fc

和 RAID_5 的属性：
# vxdisk -p list
DISK
:
DISKID
:
VID
:
UDID
:
REVISION
:
PID
:
PHYS_CTLR_NAME :
LUN_SNO_ORDER :
LUN_SERIAL_NO :
LIBNAME
:
HARDWARE_MIRROR:
DMP_DEVICE
:
DDL_THIN_DISK :
DDL_DEVICE_ATTR:
CAB_SERIAL_NO :
ATYPE
:
ARRAY_VOLUME_ID:
ARRAY_PORT_PWWN:
ANAME
:
TRANSPORT
:

tagmastore-usp0_0e18
1253585985.692.rx2600h11
HITACHI
HITACHI%5FOPEN-V%5F02742%5F0E18
5001
OPEN-V
0/4/1/1.0x50060e8005274246
411
0E18
libvxhdsusp.sl
no
tagmastore-usp0_0e18
thick
std fc RAID_5
02742
A/A
0E18
50:06:0e:80:05:27:42:46
TagmaStore-USP
FC

vxdisk -x attribute -p list 命令显示一行列表，列出了属性列表和属性。以

下示例显示两个 Hitachi LUN，这两个 LUN 通过 hdprclm 属性支持精简回收：
# vxdisk -x DDL_DEVICE_ATTR -p list
DEVICE
tagmastore-usp0_0a7a

DDL_DEVICE_ATTR
std fc RAID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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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mastore-usp0_065a
tagmastore-usp0_065b

hdprclm fc
hdprclm fc

用户可以在同一命令中指定多个 -x 选项以显示多个条目。例如：
# vxdisk -x DDL_DEVICE_ATTR -x VID -p list
DEVICE
tagmastore-usp0_0a7a
tagmastore-usp0_0a7b
tagmastore-usp0_0a78
tagmastore-usp0_0a79
tagmastore-usp0_065a
tagmastore-usp0_065b
tagmastore-usp0_065c
tagmastore-usp0_065d

DDL_DEVICE_ATTR
std fc RAID_5
std fc RAID_5
std fc RAID_5
std fc RAID_5
hdprclm fc
hdprclm fc
hdprclm fc
hdprclm fc

VID
HITACHI
HITACHI
HITACHI
HITACHI
HITACHI
HITACHI
HITACHI
HITACHI

使用 vxdisk -e list 命令可以显示名为 ATTR 的最后一列中的 DLL_DEVICE_ATTR
属性。
# vxdisk -e list
DEVICE
tagmastore-usp0_0a7a
tagmastore-usp0_0a7b
tagmastore-usp0_0a78
tagmastore-usp0_0655
tagmastore-usp0_0656

TYPE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tagmastore-usp0_0657 auto

DISK
-

GROUP
-

STATUS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S_NATIVE_NAME
c10t0d2
c10t0d3
c10t0d0
c13t2d7
c13t3d0

ATTR
std fc RAID_5
std fc RAID_5
std fc RAID_5
hdprclm fc
hdprclm fc

-

-

online

c13t3d1

hdprclm fc

有关支持扩展属性的 ASL 列表以及这些属性的说明，请参考位于以下 URL 的硬件
兼容性列表 (HCL)：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70013

隐藏或包含 VxVM 控制中的设备
使用 vxdmpadm exclude 命令可根据指定的条件隐藏 VxVM 中的设备。当设备被隐
藏时，DMP 不声明该设备，因此该设备不可用于 VxVM。可以使用 vxdmpadm
include 命令将设备重新添加到 VxVM 控制中。可以根据 VID:PID 组合、路径、控
制器或磁盘来包含或排除设备。使用叹号 (!) 可以排除或包含任何路径或控制器，已
指定的除外。
注意：在某些 shell 中，! 字符是特殊字符。以下语法显示了如何在 Bash Shell 中将
其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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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mpadm exclude { all | product=VID:PID |
ctlr=[\!]ctlrname | dmpnodename=diskname [ path=[\!]pathname] }
# vxdmpadm include { all | product=VID:PID |
ctlr=[\!]ctlrname | dmpnodename=diskname [ path=[\!]pathname] }

其中：
all - 所有设备
产品=VID:PID – 所有具有指定 VID:PID 的设备
ctlr=ctlrname – 所有通过给定控制器的设备
dmpnodename=diskname - DMP 节点下的所有路径
dmpnodename=diskname path=\!pathname - DMP 节点下的所有路径，指定路径
除外。

收集和显示 I/O 统计信息
可以使用 vxdmpadm iostat 命令收集和显示指定 DMP 节点、磁盘阵列、路径或控
制器的 I/O 统计信息。
要启用统计信息收集功能，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dmpadm iostat start [memory=size]

要将 I/O 计数器重置为零，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iostat reset
memory 属性可用于限制为每个 CPU 记录 I/O 统计数据时所用的最大内存量。默认

的限制是每个 CPU 32k（32 KB）。
要定期显示一段时间中累积的统计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iostat show {all | ctlr=ctlr-name \
| dmpnodename=dmp-node \
| enclosure=enclr-name [portid=array-portid ] \
| pathname=path-name | pwwn=array-port-wwn } \
[interval=seconds [count=N]]

此命令可显示所有路径 (all) 的 I/O 统计数据，或显示指定控制器、DMP 节点、磁
盘阵列、路径或端口 ID 的 I/O 统计数据。显示的统计数据包括每个 CPU 用于累积
统计数据的 CPU 用量和内存量、读/写操作次数、读/写字节数以及读/写每 KB 的平
均时间（以毫秒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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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al 和 count 属性可分别用于指定两次显示 I/O 统计数据之间间隔的时间（以

秒为单位）以及要显示的行数。如果没有足够的内存来记录这些统计信息，则实际
间隔可能小于这一指定值。
要禁用统计信息收集功能，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dmpadm iostat stop

显示累积的 I/O 统计数据
使用 vxdmpadm iostat 命令的 groupby 子句可按 DMP 节点、控制器、阵列端口
ID、主机阵列控制器对和磁盘阵列来显示累积的 I/O 统计数据列表。如果未指定
groupby 子句，则按路径显示统计数据。
默认情况下，读取/写入时间以毫秒为单位显示，并最大精确到 2 个小数位。 吞吐
量数据以“块”为单位显示，并且输出按比例确定，即小值以小单位显示，大值以
大单位显示，从而使有效数位保持不变。 可以指定显示统计数据所采用的单位。
-u 选项接受以下选项：
h or H

以可能的最高单位显示吞吐量。

k

以 KB 为单位显示吞吐量。

m

以 MB 为单位显示吞吐量。

g

以 GB 显示吞吐量。

bytes| b

显示以确切字节数为单位的吞吐量。

us

显示以微秒为单位的平均读/写时间。

按 DMP 节点分组：
# vxdmpadm [-u unit] iostat show groupby=dmpnode \
[all | dmpnodename=dmpnodename | enclosure=enclr-name]

按控制器分组：
# vxdmpadm [-u unit] iostat show groupby=ctlr [ all | ctlr=ctlr ]

例如：
# vxdmpadm iostat show groupby=ctlr ctlr=c5

CTLRNAME

OPERATIONS
READS
WRITES

BLOCKS
READS WRITES

c5

224

54

14

7

AVG TIME(ms)
READS
WRITES
4.20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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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阵列端口分组：
# vxdmpadm [-u unit] iostat show groupby=arrayport [ all \
| pwwn=array_pwwn | enclosure=enclr portid=array-port-id ]

例如：
# vxdmpadm -u m iostat show groupby=arrayport \
enclosure=HDS9500-ALUA0 portid=1A

PORTNAME
1A

OPERATIONS
READS
WRITES
743
1538

BYTES
READS WRITES
11m
24m

AVG TIME(ms)
READS
WRITES
17.13
8.61

按磁盘阵列分组：
# vxdmpadm [-u unit] iostat show groupby=enclosure [ all \
| enclosure=enclr ]

例如：
# vxdmpadm -u h iostat show groupby=enclosure enclosure=EMC_CLARiiON0
OPERATIONS
ENCLRNAME
READS WRITES
EMC_CLARiiON 743
1538

BLOCKS
AVG TIME(ms)
READS WRITES READS
WRITES
11392k 24176k 17.13
8.61

您也可以过滤出所有数据条目为零的实体。此选项在包含大量故障转移设备的集群
环境中特别有用。您可以只显示活动路径的统计数据。
从 iostat show 命令的输出中过滤所有零条目：
# vxdmpadm [-u unit] -z iostat show [all|ctlr=ctlr_name |
dmpnodename=dmp_device_name | enclosure=enclr_name [portid=portid] |
pathname=path_name|pwwn=port_WWN][interval=seconds [count=N]]

例如：
# vxdmpadm -z iostat show dmpnodename=c2t16d4

PATHNAME
c3t16d4
c2t17d4

OPERATIONS
READS WRITES
10
110
20
126

BLOCKS
READS
WRITES
2
25
4
29

显示以微秒为单位的平均读/写时间。
# vxdmpadm -u us iostat show pathname=c2t17d4

AVG TIME(ms)
READS
WRITES
12.00
27.96
9.50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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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PATHNAME
READS WRITES
c2t17d4 20
126

BLOCKS
AVG TIME(microsec)
READS
WRITES READS
WRITES
4
29
9500.00 19413.79

显示排队的或错误的 I/O 的统计数据
使用 vxdmpadm iostat show 命令与 -q 选项可显示指定的 DMP 节点上或指定的路
径或控制器上在 DMP 中排队的 I/O。对于 DMP 节点，-q 选项可显示指定的 DMP
节点上已发送到基础层的 I/O。如果指定了路径或控制器，则 -q 选项将显示已发送
到指定路径或控制器上但未返回到 DMP 的 I/O。
有关 vxdmpadm iostat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vxdmpadm(1m) 手册页。
显示 DMP 节点上排队的 I/O 计数：
# vxdmpadm -q iostat show [filter]
[interval=n [count=m]]

例如：
# vxdmpadm -q iostat show dmpnodename=c5t2d1s2

DMPNODENAME
c5t2d1s2

QUEUED I/Os
READS WRITES
2
15

Pending I/Os
30

显示 DMP 节点、路径或控制器上返回了错误的 I/O 计数：
# vxdmpadm -e iostat show [filter]
[interval=n [count=m]]

例如，显示路径上返回了错误的 I/O 计数：
# vxdmpadm -e iostat show pathname=c5t2d1s2

vxdmpadm iostat 命令的用法示例
以下是使用 vxdmpadm iostat 命令的示例会话。第一个命令启用 I/O 统计数据的收
集：
# vxdmpadm iostat start

第二个命令显示所有路径上的当前统计数据，包括累计的总读写操作次数和读写的
KB 数。
# vxdmpadm -u k iostat show all
cpu usage = 7952us

per cpu memory = 819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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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NAME
c0t0d0
c2t118d0
c3t118d0
c2t122d0
c3t122d0
c2t115d0
c3t115d0
c2t103d0
c3t103d0
c2t102d0
c3t102d0
c2t121d0
c3t121d0
c2t112d0
c3t112d0
c2t96d0
c3t96d0
c2t106d0
c3t106d0
c2t113d0
c3t113d0
c2t119d0
c3t119d0

OPERATIONS
READS
WRITES
1088
0
87
0
0
0
87
0
0
0
87
0
0
0
87
0
0
0
87
0
0
0
87
0
0
0
87
0
0
0
87
0
0
0
87
0
0
0
87
0
0
0
87
0
0
0

BYTES
READS
WRITES
557056k
0
44544k
0
0
0
44544k
0
0
0
44544k
0
0
0
44544k
0
0
0
44544k
0
0
0
44544k
0
0
0
44544k
0
0
0
44544k
0
0
0
44544k
0
0
0
44544k
0
0
0
44544k
0
0
0

AVG TIME(ms)
READS
WRITES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以下命令更改 vxdmpadm 可用来累积统计数据的内存量：
# vxdmpadm iostat start memory=4096

显示的统计数据可以按路径名、DMP 节点名和磁盘阵列名进行过滤（注意：基于
CPU 的内存在上一个命令运行后已发生更改）：
# vxdmpadm -u k iostat show pathname=c3t115d0

PATHNAME
c3t115d0

cpu usage = 8132us
per cpu memory = 4096b
OPERATIONS
BYTES
AVG TIME(ms)
READS
WRITES
READS
WRITES
READS
WRITES
0
0
0
0
0.00
0.00

# vxdmpadm -u k iostat show dmpnodename=c0t0d0

PATHNAME
c0t0d0

cpu usage = 8501us
per cpu memory = 4096b
OPERATIONS
BYTES
AVG TIME(ms)
READS
WRITES
READS
WRITES
READS
WRITES
1088
0
557056k
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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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mpadm -u k iostat show enclosure=Disk

PATHNAME
c0t0d0

cpu usage = 8626us
OPERATIONS
BYTES
READS
WRITES
READS
1088
0
557056k

per cpu memory = 4096b
AVG TIME(ms)
WRITES
READS
WRITES
0
0.00
0.00

还可以指定显示统计数据的次数和时间间隔。下面的命令以两秒钟两次的频率显示
路径的增量式统计数据：
# vxdmpadm iostat show pathname=c3t115d0 interval=2 count=2

PATHNAME
c3t115d0

cpu usage = 8195us
per cpu memory = 4096b
OPERATIONS
BLOCKS
AVG TIME(ms)
READS
WRITES
READS
WRITES
READS
WRITES
0
0
0
0
0.00
0.00

PATHNAME
c3t115d0

cpu usage = 59us
per cpu memory = 4096b
OPERATIONS
BLOCKS
AVG TIME(ms)
READS
WRITES
READS
WRITES
READS
WRITES
0
0
0
0
0.00
0.00

设置磁盘阵列路径的属性
可以使用 vxdmpadm setattr 命令设置磁盘阵列路径的属性。
为路径设置的属性是持久性的，它们存储在 /etc/vx/dmppolicy.info 文件中。
可设置以下属性：
active

将备用（故障转移）路径更改为活动路径。以下示例为阵列指定了一个
活动路径：
# vxdmpadm setattr path c2t10d0 pathtype=active

nomanual

还原路径的原始主要属性或次要属性。本示例还原指向 JBOD 磁盘的路
径：
# vxdmpadm setattr path c3t10d0 pathtype=nomanual

nopreferred

还原路径的正常优先级。下面的示例还原路径的默认优先级：
# vxdmpadm setattr path c1t20d0 pathtype=nopre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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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red
[priority=N]

指定首选路径并为其分配优先级编号。如果指定，优先级编号必须是大
于或等于 1 的整数。优先级编号越大，表示路径的 I/O 负载携带能力越
强。
请参见第 219 页的“指定 I/O 策略”。
以下示例先将主动/主动磁盘阵列的 I/O 策略设置为 priority，然后
使用指定的优先级 2 指定首选路径：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enc0 \
iopolicy=priority
# vxdmpadm setattr path c1t20d0 \
pathtype=preferred priority=2

primary

将路径定义为 JBOD 磁盘阵列的主路径。以下示例为 JBOD 磁盘阵列指
定了一个主路径：
# vxdmpadm setattr path c3t10d0 \
pathtype=primary

secondary

将路径定义为 JBOD 磁盘阵列的次级路径。下面的示例为 JBOD 磁盘阵
列指定一个次级路径：
# vxdmpadm setattr path c4t10d0 \
pathtype=secondary

standby

将备用（故障转移）路径标记为不用于常规的 I/O 计划。如果没有可用
于 I/O 的活动路径，则使用此路径。下一个示例为 A/P-C 磁盘阵列指定
一个备用路径：
# vxdmpadm setattr path c2t10d0 \
pathtype=standby

显示设备或磁盘阵列的冗余级别
使用 vxdmpadm getdmpnode 命令列出冗余级别小于所需级别的设备。
要列出指定磁盘阵列上启用路径数少于指定数量的设备，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getdmpnode enclosure=encl_name redundancy=value

例如，要列出启用路径数少于 3 个的设备，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getdmpnode enclosure=EMC_CLARiiON0 redundanc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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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emc_clariion0_162 ENABLED EMC_CLARiiON 3
2
1
emc_clariion0
emc_clariion0_182 ENABLED EMC_CLARiiON 2
2
0
emc_clariion0
emc_clariion0_184 ENABLED EMC_CLARiiON 3
2
1
emc_clariion0
emc_clariion0_186 ENABLED EMC_CLARiiON 2
2
0
emc_clariion0

要显示某个特定设备的最小冗余级别，请使用 vxdmpadm getattr 命令，如下所
示：
# vxdmpadm getattr enclosure|arrayname|arraytype \
component-name redundancy

例如，要显示磁盘阵列 HDS9500-ALUA0 的最小冗余级别：
# vxdmpadm getattr enclosure HDS9500-ALUA0 redundancy
ENCLR_NAME DEFAULT CURRENT
=============================================
HDS9500-ALUA0
0
4

指定最小活动路径数
可以为设备或磁盘阵列设置最小冗余级别。 最小冗余级别是设备或磁盘阵列的最小
活动路径数。 如果磁盘阵列的路径数小于最小冗余级别，则会发送一条消息到系统
控制台，并记录到 DMP 日志文件中。 另外，也会向 vxnotify 客户端发送通知。
最小冗余级别的设置值存储在 dmppolicy.info 文件中，并持久保留。 如果未设置
最小冗余级别，则默认值是 0。
可以使用 vxdmpadm setattr 命令设置最小冗余级别。
指定最小活动路径数
◆

使用 vxdmpadm setattr 命令，其中冗余属性如下所示：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arrayname|arraytype component-name
redundancy=value

其中： value 为活动路径数。
例如，要设置磁盘阵列 HDS9500-ALUA0 的最小冗余级别：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HDS9500-ALUA0 redundanc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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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I/O 策略
要显示磁盘阵列、阵列或阵列类型的 I/O 策略的当前设置和默认设置，请使用
vxdmpadm getattr 命令。
下面的示例显示 JBOD 磁盘的默认及当前 iopolicy 设置：
# vxdmpadm getattr enclosure Disk iopolicy
ENCLR_NAME
DEFAULT
CURRENT
--------------------------------------Disk
MinimumQ
Balanced

下一个示例显示磁盘阵列 enc0 的 partitionsize 设置，在该磁盘阵列上，已使用
2MB 的分区大小设置了 balanced I/O 策略：
# vxdmpadm getattr enclosure enc0 partitionsize
ENCLR_NAME
DEFAULT
CURRENT
--------------------------------------enc0
1024
2048

指定 I/O 策略
可以使用 vxdmpadm setattr 命令更改在磁盘阵列的多条路径之间分摊 I/O 负载的
I/O 策略。可以为某个磁盘阵列（例如 HDS01）、特定类型的所有磁盘阵列（例如
HDS）或者特定阵列类型的所有磁盘阵列（A/A 表示主动/主动，或 A/P 表示主动/被
动）设置策略。
警告： I/O 策略记录在 /etc/vx/dmppolicy.info 文件中，并且在系统重新启动后
持久保留。
请不要自己编辑此文件。
可以设置下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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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ive

此策略通过动态调度路径上的 I/O，尝试最大限度地提高磁盘
的总 I/O 吞吐量。如果 I/O 负载随时间变化，建议使用此策
略。例如，数据库的 I/O 可能同时表现为慢速传输（表扫描）
和快速传输（随机查找）。对于不同路径可能有不同跃点数
的 SAN 环境，此策略也很有用。由于此策略是由 DMP 自动
管理的，因此无法进行进一步的配置。
在此示例中，为磁盘阵列 enc1 设置了 adaptive I/O 策略：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enc1 \
iopolicy=adaptive

adaptiveminq

它与 adaptive 策略非常相似，但根据每个路径中的 I/O 队
列的长度进行 I/O 调度。队列路径越短，为其分配的优先级
越高。

balanced
[partitionsize=size]

该策略是专为优化磁盘驱动器以及 RAID 控制器中缓存的使
用而设计的。缓存大小通常在 120KB 到 500KB 或更大范围
内变化，具体取决于特定硬件的特性。在正常操作期间，在
逻辑上将磁盘（或 LUN）分为若干个区域（或分区），并且
仅在其中一条主动路径上发送给定区域的 I/O。如果该路径失
败，则自动在其余路径之间重新分配工作负载。
可以使用 partitionsize 属性的大小参数来指定分区大小。可
以 2 的幂次方（从 2 到 231）为块单位来调整分区大小。不
是 2 的幂的值自动向下舍入为最接近的可接受值。
将分区大小指定为 0 相当于指定默认分区大小。
分区大小的默认值为 1024 块 (1MB)。将分区大小指定为 0 相
当于默认分区大小为 1024 块 (1MB)。
可以调整 dmp_pathswitch_blks_shift 可调参数的值来
更改默认值。
请参见第 643 页的“DMP 可调参数”。

注意：如果将该值设置为大于缓存大小，就会失去此策略的
优点。
例如，对于主要由顺序读写组成的 I/O 活动模式，建议将
Hitachi HDS 9960 A/A 阵列的分区大小设置为 16,384 到
65,536 块（16 MB 到 64 MB）。
下一个示例在磁盘阵列 enc0 上使用 2048 块 (2MB) 的分区大
小设置 balanced I/O 策略：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enc0 \
iopolicy=balanced partitionsize=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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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umq

此策略在 LUN 队列中未完成的 I/O 请求数最少的路径上发送
I/O。由于 DMP 自动确定队列最短的路径，因此无法进行进
一步的配置。
下面的示例将 JBOD 的 I/O 策略设置为 minimumq。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Disk \
iopolicy=minimumq
这是所有阵列的默认 I/O 策略。

priority

当 SAN 中的路径具有不同的性能，并且您想手动执行负载平
衡时，此策略很有用。您可以根据可用路径的配置和性能特
性以及系统其他特性，指定每条路径的优先级。
请参见第 216 页的“设置磁盘阵列路径的属性”。
在此示例中，将所有 SENA 阵列的 I/O 策略设置为
priority：
# vxdmpadm setattr arrayname SENA \
iopolicy=priority

round-robin

此策略按循环顺序在路径之间平均分配 I/O。例如，如果有三
条路径，则第一个 I/O 请求使用一条路径，第二个 I/O 请求
使用另一条路径，第三个 I/O 请求沿着剩下的那条路径发送，
第四个 I/O 请求沿着第一条路径发送，依此类推。由于此策
略是由 DMP 自动管理的，因此无法进行进一步的配置。
下一个示例将所有主动/主动磁盘阵列的 I/O 策略设置为
round-robin：
# vxdmpadm setattr arraytype A/A \
iopolicy=round-robin

singleactive

此策略沿一条活动路径路由 I/O。对于每个控制器只有一条活
动路径、而其他路径则用于故障转移的 A/P 阵列，可以配置
此策略。如果为 A/A 阵列配置了此策略，那么各路径之间不
会有负载平衡，而且备用路径仅用于提供高可用性 (HA)。如
果当前的活动路径出现故障，I/O 就会被切换到备用活动路
径。由于 DMP 选择单个活动路径，因此无法进行进一步的配
置。
下面的示例将 JBOD 磁盘的 I/O 策略设置为 singleactive：
# vxdmpadm setattr arrayname Disk \
iopolicy=single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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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非对称主动/主动阵列路径或 ALUA 阵列路径上的 I/O
可以结合 adaptive、balanced、minimumq、priority 与 round-robin I/O 策略
指定 use_all_paths 属性，从而指定是否将 I/O 请求排定到非对称主动/主动 (A/A-A)
阵列或 ALUA 阵列的主路径以及辅助路径上。根据阵列的特性，随之改进的负载平
衡可以提升总的 I/O 吞吐量。但只能根据阵列供应商的建议启用该功能。它对 A/A-A
或 ALUA 以外的阵列类型不起作用。
例如，以下命令利用 2048 块 (2MB) 的分区大小在磁盘阵列 enc0 上设置 balanced
I/O 策略，并允许在辅助路径上排定 I/O 请求：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enc0 iopolicy=balanced \
partitionsize=2048 use_all_paths=yes

该属性的默认设置为 use_all_paths=no。
可为磁盘阵列、阵列名称或阵列类型显示 use_all_paths 的当前设置。要执行此操
作，请指定 use_all_paths 选项的情况下执行 vxdmpadm gettattr 命令。
# vxdmpadm getattr enclosure HDS9500-ALUA0 use_all_paths

ENCLR_NAME
ATTR_NAME
DEFAULT CURRENT
===========================================
HDS9500-ALUA0 use_all_paths no
yes
use_all_paths 属性只适用于 A/A-A 阵列和 ALUA 阵列。对于其他阵列，上述命

令将显示以下消息：
Attribute is not applicable for this array.

在 SAN 中应用负载平衡的示例
此示例介绍了如何在 SAN 环境（其中有多条通过多个 SAN 交换机到达主动/被动设
备的主路径）中配置负载平衡。
如 vxdisk list 命令的此示例输出所示，设备 c3t2d15 有 8 条主路径：
# vxdisk list c3t2d15
Device: c3t2d15
.
.
.
numpaths: 8
c2t0d15 state=enabled type=primary
c2t1d15 state=enabled type=pri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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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t1d15
c3t2d15
c4t2d15
c4t3d15
c5t3d15
c5t4d15

state=enabled
state=enabled
state=enabled
state=enabled
state=enabled
state=enabled

type=primary
type=primary
type=primary
type=primary
type=primary
type=primary

此外，设备位于磁盘组 mydg 的磁盘阵列 ENC0 中，并且包含一个简单的连续卷
myvol1。
第一步是启用 DMP 统计信息收集功能：
# vxdmpadm iostat start

下一步使用 dd 命令应用卷中的输入工作负载：
# dd if=/dev/vx/rdsk/mydg/myvol1 of=/dev/null &

通过运行 vxdmpadm iostat 命令来显示设备的 DMP 统计信息，可以看出，所有
I/O 都被定向到一条路径，即 c5t4d15：
# vxdmpadm iostat show dmpnodename=c3t2d15 interval=5 count=2
.
.
.
cpu usage = 11294us per cpu memory = 32768b
OPERATIONS
KBYTES
PATHNAME
READS
WRITES
READS
WRITES
c2t0d15
0
0
0
0
c2t1d15
0
0
0
0
c3t1d15
0
0
0
0
c3t2d15
0
0
0
0
c4t2d15
0
0
0
0
c4t3d15
0
0
0
0
c5t3d15
0
0
0
0
c5t4d15
5493
0
5493
0

AVG TIME(ms)
READS
WRITES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41
0.00

使用 vxdmpadm 命令显示包含该设备的磁盘阵列的 I/O 策略：
# vxdmpadm getattr enclosure ENC0 iopolicy
ENCLR_NAME
DEFAULT
CURRENT
============================================
ENC0
MinimumQ
Single-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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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息表明磁盘阵列的策略被设置为 singleactive，这就是所有 I/O 都发生在一
条路径上的原因。
为了在多条主路径之间平衡 I/O 负载，该策略设置为 round-robin，如下所示：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ENC0 iopolicy=round-robin
# vxdmpadm getattr enclosure ENC0 iopolicy
ENCLR_NAME
DEFAULT
CURRENT
============================================
ENC0
MinimumQ
Round-Robin

现在重置 DMP 统计信息：
# vxdmpadm iostat reset

由于工作负载还在运行，现在可以看到将 I/O 策略更改为在主路径之间平衡负载的
效果。
# vxdmpadm iostat show dmpnodename=c3t2d15 interval=5 count=2
.
.
.
cpu usage = 14403us per cpu memory = 32768b
OPERATIONS
KBYTES
PATHNAME
READS
WRITES
READS
WRITES
c2t0d15
1021
0
1021
0
c2t1d15
947
0
947
0
c3t1d15
1004
0
1004
0
c3t2d15
1027
0
1027
0
c4t2d15
1086
0
1086
0
c4t3d15
1048
0
1048
0
c5t3d14
1036
0
1036
0
c5t4d15
1021
0
1021
0

AVG TIME(ms)
READS
WRITES
0.39
0.00
0.39
0.00
0.39
0.00
0.40
0.00
0.39
0.00
0.39
0.00
0.39
0.00
0.39
0.00

通过输入下面的命令，可将磁盘阵列的策略返回到单个活动 I/O 策略：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ENC0 iopolicy=singleactive

对路径、控制器、阵列端口或 DMP 节点禁用 I/O
禁用通过路径、HBA 控制器、阵列端口或 DMP 节点的 I/O 将阻止 DMP 通过指定
路径或者与指定控制器、阵列端口或 DMP 节点连接的路径发出 I/O 请求。在通过
路径发布的所有暂停的 I/O 请求全部完成之前，该命令将一直被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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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从 5.0 版的 VxVM 起，用于访问配置了集群共享磁盘组的磁盘阵列的控制器
支持该操作。
DMP 不支持通过该操作对使用第三方驱动程序 (TPD) 进行多径处理的控制器禁用
I/O。
要对一个或多个路径禁用 I/O，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c|-f] disable path=path_name1[,path_name2,path_nameN]

要对连接到一个或多个 HBA 控制器的路径禁用 I/O，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c|-f] disable ctlr=ctlr_name1[,ctlr_name2,ctlr_nameN]

要禁用连接到磁盘阵列端口的路径的 I/O，请使用以下某个命令：
# vxdmpadm [-c|-f] disable enclosure=enclr_name portid=array_port_ID
# vxdmpadm [-c|-f] disable pwwn=array_port_WWN

其中，磁盘阵列端口通过磁盘阵列名称与磁盘阵列端口 ID 或者磁盘阵列端口的
WWN 标识符指定。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禁用阵列端口上的 I/O：
# vxdmpadm disable enclosure=HDS9500V0 portid=1A
# vxdmpadm disable pwwn=20:00:00:E0:8B:06:5F:19

要对特定路径禁用 I/O，请指定控制器和端口 ID，它们表示光纤的两端：
# vxdmpadm [-c|-f] disable ctlr=ctlr_name enclosure=enclr_name \
portid=array_port_ID

要对特定的 DMP 节点禁用 I/O，请指定该 DMP 节点名称。
# vxdmpadm [-c|-f] disable dmpnodename=dmpnode

可以使用 -c 选项来检查是否只有一条活动路径通达磁盘。如果情况属实，disable
命令都将失败并显示一条错误消息，直到您使用-f 选项强制禁用该路径为止。
如果对通过单一路径连接到根磁盘的控制器发布 disable 命令且备用路径上没有配
置根磁盘镜像，该命令就会失败。如果存在此类镜像，该命令就会成功。

为路径、控制器、阵列端口或 DMP 节点启用 I/O
启用控制器将允许以前被禁用的路径、HBA 控制器、阵列端口或 DMP 节点再次接
受 I/O。只有可通过路径、控制器、阵列端口或 DMP 节点访问主机且可在其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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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操作时，此操作才会成功。在连接主动/被动磁盘阵列时，enable 操作将使 I/O
故障回复到主路径。enable 操作还可用于允许先前分离的系统板上的控制器的 I/O。
注意：用于访问配置了集群共享磁盘组的磁盘阵列的控制器支持该操作。
DMP 不支持通过该操作为使用第三方驱动程序 (TPD) 进行多径处理的控制器启用
I/O。
要为一个或多个路径启用 I/O，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enable path=path_name1[,path_name2,path_nameN]

要为连接到一个或多个 HBA 控制器的路径启用 I/O，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enable ctlr=ctlr_name1[,ctlr_name2,ctlr_nameN]

要启用连接到磁盘阵列端口的路径的 I/O，请使用以下某个命令：
# vxdmpadm enable enclosure=enclr_name portid=array_port_ID
# vxdmpadm enable pwwn=array_port_WWN

其中，磁盘阵列端口通过磁盘阵列名称与磁盘阵列端口 ID 或者磁盘阵列端口的
WWN 标识符指定。
下面是采用命令来启用磁盘阵列端口上的 I/O 的示例：
# vxdmpadm enable enclosure=HDS9500V0 portid=1A
# vxdmpadm enable pwwn=20:00:00:E0:8B:06:5F:19

要为特定路径启用 I/O，请指定控制器和端口 ID，它们表示光纤的两端：
# vxdmpadm enable ctlr=ctlr_name enclosure=enclr_name \
portid=array_port_ID

要为特定的 DMP 节点启用 I/O，请指定该 DMP 节点名称。
# vxdmpadm enable dmpnodename=dmpnode

重命名磁盘阵列
vxdmpadm setattr 命令可用于为现有磁盘阵列分配有意义的名称，例如：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enc0 name=GRP1

该示例将磁盘阵列的名称由 enc0 更改为 GRP1。

管理 Dynamic Multi-Pathing
使用 vxdmpadm 管理 DMP

注意：磁盘阵列名称前缀的最大长度为 23 个字符。
以下命令显示更改后的名称：
# vxdmpadm listenclosure all
ENCLR_NAME
ENCLR_TYPE
ENCLR_SNO
STATUS
============================================================
other0
OTHER
OTHER_DISKS
CONNECTED
jbod0
X1
X1_DISKS
CONNECTED
GRP1
ACME
60020f20000001a90000
CONNECTED

配置对 I/O 故障的响应
可配置 DMP 对指定磁盘阵列、磁盘阵列名称或阵列类型路径上出现故障的 I/O 请
求的响应方式。默认情况下，DMP 配置为对单一路径最多重试五次出现故障的 I/O
请求。
要显示用来处理应用于磁盘阵列、阵列名称或阵列类型路径的 I/O 请求故障的当前
设置，请使用 vxdmpadm getattr 命令。
请参见第 230 页的“显示恢复选项值”。
若要设置 DMP 在路径上重试发送 I/O 请求的次数限制，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dmpadm setattr \
{enclosure enc-name|arrayname name|arraytype type} \
recoveryoption=fixedretry retrycount=n
retrycount 的参数值指定重试多少次之后 DMP 才把 I/O 请求重新排定到另一条可

用的路径上或者彻底地宣告请求失败。
作为有别于指定固定重试次数的另外一种选择，您可以指定 DMP 允许处理 I/O 请
求的时间长度。如果在该时间内 I/O 请求没有成功，DMP 会宣告该 I/O 请求失败。
要指定 iotimeout 值，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setattr \
{enclosure enc-name|arrayname name|arraytype type} \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iotimeout=seconds

默认的 iotimeout 值为 300 秒。对于某些应用程序（如 Oracle），需要将 iotimeout
设为较大的值。DMP 的 iotimeout 值应该大于基础操作系统层的 I/O 服务时间。
注意：fixedretry 与 timebound 设置相互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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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例配置磁盘阵列 enc0 的限时恢复，并把 iotimeout 值设成 360 秒：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enc0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
iotimeout=360

下例将所有主动/主动磁盘阵列路径的固定重试上限均设置为 10 次：
# vxdmpadm setattr arraytype A/A recoveryoption=fixedretry \
retrycount=10

指定 recoveryoption=default 会把 DMP 重置为对应于
recoveryoption=fixedretry retrycount=5 的默认设置，例如：
# vxdmpadm setattr arraytype A/A recoveryoption=default

上述命令还具备将 I/O 控制配置为默认设置的效果。
请参见第 228 页的“配置 I/O 控制机制”。
注意：响应 I/O 故障的设置在重新启动系统后依然保留。

配置 I/O 控制机制
默认情况下，DMP 配置为关闭所有路径的 I/O 控制。要显示用来处理应用于磁盘阵
列路径的 I/O 控制的当前设置，请使用 vxdmpadm getattr 命令。
请参见第 230 页的“显示恢复选项值”。
如果启用，由于收集统计信息的后台驻留程序的活动，I/O 控制会占用少量 CPU 与
内存资源。如果禁用 I/O 控制，后台驻留程序不再收集统计信息，在重新启用 I/O
控制之前一直处于非活动状态。
要关闭 I/O 控制，请按如下格式使用 vxdmpadm setattr 命令：
# vxdmpadm setattr \
{enclosure enc-name|arrayname name|arraytype type} \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下例显示如何为磁盘阵列 enc0 的路径禁用 I/O 控制：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enc0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vxdmpadm setattr 命令可以用来启用指定磁盘阵列、磁盘阵列名称或磁盘阵列类

型路径上的 I/O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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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mpadm setattr \
{enclosure enc-name|arrayname name|arraytype type}\
recoveryoption=throttle [iotimeout=seconds]

如果指定了 iotimeout 属性，其参数将以秒为单位指定时间，DMP 等待待处理的
I/O 请求该时间之后就在该路径上实施 I/O 控制。默认的 iotimeout 值为 10 秒。将
iotimeout 设成较大值会导致 SCSI 驱动程序中有更多的 I/O 请求排队等候之后再
实施 I/O 控制。
下面的示例将磁盘阵列 enc0 的 iotimeout 值设置为 60 秒：
#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enc0 recoveryoption=throttle \
iotimeout=60

指定 recoveryoption=default 会把 I/O 控制重置为默认设置，如下所示：
# vxdmpadm setattr arraytype A/A recoveryoption=default

上述命令配置与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对应的默认行为。上述命令还配置
对 I/O 故障做出响应时的默认行为。
请参见第 227 页的“配置对 I/O 故障的响应”。
注意：I/O 控制设置在重新启动系统后依然保留。

配置低影响路径探测
可以使用 vxdmpadm settune 命令打开或关闭低影响路径探测 (LIPP) 功能：
# vxdmpadm settune dmp_low_impact_probe=[on|off]

通过探查连接到同一 HBA 和阵列端口的某个路径子集，路径探查将得到优化。路
径子集的大小可以由 dmp_probe_threshold 可调参数控制。默认值设置为 5。
# vxdmpadm settune dmp_probe_threshold=N

配置子路径故障转移组 (SFG)
可以使用可调参数 dmp_sfg_threshold 打开或关闭子路径故障转移组 (SFG) 功能。
要关闭该功能，请将可调参数 dmp_sfg_threshold 的值设置为 0：
# vxdmpadm settune dmp_sfg_threshold=0

要打开该功能，请将 dmp_sfg_threshold 的值设置为触发 SFG 所需的路径故障数。
默认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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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mpadm settune dmp_sfg_threshold=N

此可调参数的默认值为 1，表示该功能已打开。
要看到子路径故障转移组 ID，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getportids {ctlr=ctlr_name | dmpnodename=dmp_device_name \
| enclosure=enclr_name | path=path_name}

显示恢复选项值
要显示用来处理应用于磁盘阵列、阵列名称或阵列类型路径的 I/O 请求故障的当前
设置，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getattr \
{enclosure enc-name|arrayname name|arraytype type} \
recoveryoption

下例介绍了用来显示在磁盘阵列上设置的 recoveryoption 选项值的 vxdmpadm
getattr 命令。
# vxdmpadm getattr enclosure HDS9500-ALUA0 recoveryoption
ENCLR-NAME
RECOVERY-OPTION DEFAULT[VAL]
CURRENT[VAL]
===============================================================
HDS9500-ALUA0 Throttle
Nothrottle[0] Timebound[60]
HDS9500-ALUA0 Error-Retry
Fixed-Retry[5] Timebound[20]

这里显示了默认的和当前的策略选项及其值。
表 9-2 总结了出错后重试 I/O 的可能恢复选项设置。
表 9-2

出错后重试 I/O 的恢复选项

恢复选项

可能的设置

说明

recoveryoption=fixedretry

Fixed-Retry (retrycount)

如果 I/O 出现故障，DMP 就
对出现故障的 I/O 请求重试指
定的次数。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Timebound (iotimeout)

如果 I/O 出现故障，DMP 对
出现故障的 I/O 请求重试指定
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表 9-3 总结了控制 I/O 的可能恢复选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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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I/O 控制的恢复选项

恢复选项

可能的设置

说明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无

未使用 I/O 控制。

recoveryoption=throttle

Timebound (iotimeout)

如果在指定时间内（以秒为单
位） I/O 请求没有返回，DMP
就对路径实施限制。

配置 DMP 路径还原策略
DMP 提供一个内核线程，此线程以指定间隔重新检查路径的状况。 对路径进行何
种分析取决于所配置的检查策略。
注意：DMP 路径还原线程不会通过已用 vxdmpadm disable 禁用的控制器来更改路
径的禁用状态。
配置 DMP 路径还原策略时，必须停止路径还原线程，然后使用新属性重新启动它。
请参见第 232 页的“停止 DMP 路径还原线程”。
使用 vxdmpadm settune dmp_restore_policy 命令来配置以下某个还原策略。 在
停止还原线程或者使用 vxdmpadm settune 命令更改值之前，该策略将一直有效。
■ check_all

路径还原线程将分析系统中的所有路径，重新启用返回联机状态的路径，并禁
用不可访问的路径。 配置该策略的命令如下：
# vxdmpadm settune dmp_restore_policy=check_all
■ check_alternate

路径还原线程检查是否至少有一个备用路径情况正常。如果不满足此条件，则
生成一个通知。在有大量可用路径的情况下，该策略避免对所有正常路径运行
查询命令，并且比 check_all 的开销小。如果每个 DMP 节点仅有两个路径，则
该策略与 check_all 相同。 配置该策略的命令如下：
# vxdmpadm settune dmp_restore_policy=check_alternate
■ check_disabled

这是默认的路径还原策略。路径还原线程检查先前由于硬件故障而禁用的路径
的情况，如果这些路径已返回联机状态，则重新启用它们。 配置该策略的命令
如下：
# vxdmpadm settune dmp_restore_policy=check_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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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_periodic

路径还原线程在给定数目的循环中执行一次 check_all，而在其余的循环中执
行 check_disabled。 如果有大量可用路径，则该策略可能导致速度周期性地变
慢（由于执行 check_all）。 配置该策略的命令如下：
# vxdmpadm settune dmp_restore_policy=check_periodic

前后两次运行 check_all 策略之间的默认循环次数为 10。
dmp_restore_interval 可调参数指定路径还原线程检查路径的频率。例如，以下

命令将轮询间隔设置为 400 秒：
# vxdmpadm settune dmp_restore_interval=400

将立即应用设置，并且在重新启动后保持不变。使用 vxdmpadm gettune 查看当前
设置。
请参见第 643 页的“DMP 可调参数”。
如果在未指定策略或间隔的情况下发出 vxdmpadm start restore 命令，将使用先
前由管理员利用 vxdmpadm settune 命令设置的持久性策略和间隔设置来启动路径
还原线程。如果管理员没有设置策略或间隔，将使用系统默认值。系统默认还原策
略为 check_disabled。系统默认间隔为 300 秒。
警告：将间隔减小到系统默认值以下可能会对系统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停止 DMP 路径还原线程
使用此命令停止 DMP 路径还原线程：
# vxdmpadm stop restore

警告：如果停止路径还原线程，则自动路径故障回复将停止。

显示 DMP 路径还原线程的状态
使用 vxdmpadm gettune 命令显示的可调参数值可以显示出 DMP 路径还原线程的
状态。这些可调参数包括：
dmp_restore_state 自动路径还原内核线程的状态。
dmp_restore_interval DMP 路径还原线程的轮询间隔。
dmp_restore_policy 供 DMP 用来检查路径情况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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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DMP 路径还原线程的状态
◆

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gettune dmp_restore_state
# vxdmpadm gettune dmp_restore_interval
# vxdmpadm gettune dmp_restore_policy

配置阵列策略模块
阵列策略模块 (APM) 是一个可动态加载的内核模块（DMP 的插件），以与一个阵
列结合使用。APM 定义特定于阵列的过程和命令以便：
■

当阵列内的磁盘有多条路径可用时，选择一条 I/O 路径。

■

选择路径故障转移机制。

■

一条路径出现故障时选择备用路径。

■

使路径更改生效。

■

响应 SCSI 保留或释放请求。

当注册阵列时，DMP 为这些功能提供默认过程。APM 可以修改 DMP 或其他版本
的 APM 提供的全部或部分现有过程。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显示为某个系统配置的所有 APM：
# vxdmpadm listapm all

此命令的输出包括每个模块的文件名、支持的阵列类型、APM 名称、APM 版本和
当前是否已加载并使用该模块。要查看个别模块的详细信息，请将该模块的名称指
定为命令参数：
# vxdmpadm listapm module_name

若要添加和配置 APM，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a cfgapm module_name [attr1=value1 \
[attr2=value2 ...]]

可选配置属性及其值是阵列 APM 专用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阵列供应商提供
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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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默认情况下，DMP 使用可用的最新 APM。如果需要强制 DMP 使用早期版
本的 APM，请指定 -u 选项而不是 -a 选项。仅在不使用当前版本的 APM 时才替换
它。
通过指定 -r 选项，可以删除当前未加载的 APM：
# vxdmpadm -r cfgapm module_name

请参见 vxdmpadm(1M) 手册页。

10
动态重新配置设备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联机动态重新配置

■

联机重新配置受 DMP 控制的 LUN

■

联机更换主机总线适配器

■

联机升级阵列控制器固件

关于联机动态重新配置
系统管理员和存储管理员可能需要修改精简置备到服务器的一组 LUN。您可以动态
更改 LUN 配置，重新配置后无需重新启动主机。
您可以执行以下几种联机动态重新配置：
■

联机重新配置受 DMP 控制的 LUN
请参见第 235 页的“联机重新配置受 DMP 控制的 LUN”。

■

联机更换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请参见第 242 页的“联机更换主机总线适配器”。

■

更新阵列控制器固件，也称为不间断性升级
请参见第 243 页的“联机升级阵列控制器固件”。

联机重新配置受 DMP 控制的 LUN
系统管理员和存储管理员可能需要修改精简置备到服务器的一组 LUN。您可以动态
更改 LUN 配置，重新配置后无需重新启动主机。
这些操作如下：
■

从现有目标 ID 中动态删除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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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36 页的“从现有目标 ID 中动态删除 LUN”。
■

将新的 LUN 动态添加到新的目标 ID
请参见第 238 页的“将新的 LUN 动态添加到新的目标 ID”。

■

替换现有目标 ID 中的 LUN
请参见第 239 页的“动态替换现有目标 ID 中的 LUN”。

■

动态 LUN 扩展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动态 LUN 扩展”。

■

更改 LUN 特性
请参见第 241 页的“从阵列端更改 LUN 的特性”。

从现有目标 ID 中动态删除 LUN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可提供动态重新配置工具，以简化从现有目
标 ID 中删除 LUN 的过程。将会取消从主机到每个 LUN 的映射。DMP 将发出操作
系统设备扫描并清理操作系统设备树。
警告：在此设备操作完成前，请勿在动态重新配置工具外运行任何设备发现操作。
从现有目标 ID 中动态删除 LUN

1

解除任何卷管理器对设备的使用。
如果设备正由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请执行下列步骤：
■

如果该设备是磁盘组的一部分，请从磁盘组移出该磁盘。
# vxdg -g dgname rmdisk daname

请参见第 573 页的“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

从 vxdisk 列表中删除该磁盘。
对集群中的所有节点执行此步骤。
# vxdisk rm da-name

例如：
# vxdisk rm eva4k6k0_0

对于在 DMP 设备上使用 HP-UX LVM 的 LUN，请从 LVM 卷组中删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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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greduce vgnamedevicepath

2

启动 vxdiskadm 实用程序：
# vxdiskadm

3

从 vxdiskadm 菜单中选择“Dynamic Reconfiguration operations (动态重新
配置操作)”选项。

4

选择“Remove LUNs (删除 LUN)”选项。

5

键入 list 或按回车键将显示可用于删除的 LUN 列表。如果 LUN 不在磁盘组中
且状态为 online、nolabel、online invalid 或 online thinrclm，则可以删除
LUN。
下面显示示例输出：
Select disk devices to remove: [<pattern-list>,all,list]: list
LUN(s) available for removeal:
eva4k6k0_0
eva4k6k0_1
eva4k6k0_2
eva4k6k0_3
eva4k6k0_4
emc0_017e

6

输入 LUN 的名称、逗号分隔的 LUN 列表或正则表达式，指定要删除的 LUN。
例如，输入 emc0_017e。

7

出现提示时，确认所做的 LUN 选择。
DMP 将从 VxVM 使用中删除 LUN。

8

在下面的提示中，从阵列中删除 LUN。
Enclosure=emc0 AVID=017E
Device=emc0_017e Serial=830017E000
-------------------------------------------------------------------PATH=c15t0d6 ctlr=c15 port=7e-a [50:01:43:80:12:08:3c:26]
PATH=c17t0d6 ctlr=c17 port=7e-a [50:01:43:80:12:08:3a:76]
-------------------------------------------------------------------Please remove LUNs with Above details from array and
press 'y' to continue removal (defau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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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返回动态重新配置工具，并选择 y 继续删除过程。
DMP 会完成从 VxVM 使用中删除设备的过程。将显示类似以下内容的输出：
Luns Removed
------------------------emc0_017e

DMP 将更新操作系统设备树和 VxVM 设备树。

10 选择“exit (退出)”可退出动态重新配置工具。

将新的 LUN 动态添加到新的目标 ID
动态重新配置工具简化了向现有目标 ID 添加新 LUN 的过程。一个或多个新 LUN
通过多个 HBA 端口映射到主机。此时会对要识别并添加到 DMP 控制的 LUN 执行
操作系统设备扫描。
警告：在此设备操作完成前，请勿在动态重新配置工具外运行任何设备发现操作。
将新的 LUN 动态添加到新的目标 ID

1

启动 vxdiskadm 实用程序：
# vxdiskadm

2

从 vxdiskadm 菜单中选择“Dynamic Reconfiguration operations (动态重新
配置操作)”选项。

3

选择“Add LUNs (添加 LUN)”选项。
此工具将发出设备发现命令。

4

显示提示时，添加阵列中的 LUN。

5

选择 y 继续向 DMP 添加 LUN。
此操作将触发设备扫描。新发现的设备现在为可见状态。
Luns Added
--------------------------------------------------------------Enclosure=emc0 AVID=017E
Device=emc0_017e Serial=830017E000
PATH=c15t0d6 ctlr=c15 port=7e-a [50:01:43:80:12:08:3c:26]
PATH=c17t0d6 ctlr=c17 port=7e-a [50:01:43:80:12:08:3a:76]

6

选择“exit (退出)”可退出动态重新配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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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替换现有目标 ID 中的 LUN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提供了一个动态重新配置工具来简化替换现
有目标 ID 中的新 LUN 的过程。将会取消从主机到每个 LUN 的映射。DMP 将发出
操作系统设备扫描并清理操作系统设备树。
警告：在此设备操作完成前，请勿在动态重新配置工具外运行任何设备发现操作。
动态替换现有目标 ID 中的 LUN

1

解除任何卷管理器对设备的使用。
如果设备正由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请执行下列步骤：
■

如果该设备是磁盘组的一部分，请从磁盘组移出该磁盘。
# vxdg -g dgname rmdisk daname

请参见第 573 页的“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

从 vxdisk 列表中删除该磁盘。
对集群中的所有节点执行此步骤。
# vxdisk rm da-name

例如：
# vxdisk rm eva4k6k0_0

对于在 DMP 设备上使用 HP-UX LVM 的 LUN，请从 LVM 卷组中删除设备。
# vgreduce vgnamedevicepath

2

启动 vxdiskadm 实用程序：
# vxdiskadm

3

从 vxdiskadm 菜单中选择“Dynamic Reconfiguration operations (动态重新
配置操作)”选项。

4

选择“Replace LUNs (替换 LUN)”选项。
输出将显示可供替换的 LUN 的列表。LUN 如果不在磁盘组中且状态为 online、
nolabel、online invalid 或 online thinrclm，便可供替换。

5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替换的 LUN。

6

出现提示时，确认所做的 LUN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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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阵列中删除该 LUN。

8

返回动态重新配置工具，并选择 y 继续进行删除。
删除成功完成后，动态重新配置工具将提示您添加 LUN。

9

显示提示时，添加阵列中的 LUN。

10 选择 y 继续向 DMP 添加 LUN。
此操作将触发设备扫描。新发现的设备现在为可见状态。
DMP 将更新操作系统设备树。

动态 LUN 扩展
注意：需要 Storage Foundation 许可证才能使用动态 LUN 扩展功能。
许多新式的磁盘阵列允许调整现有 LUN 的大小。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支持动态 LUN 扩展，它提供了一个用于更新磁盘头及其他 VxVM 结构以符合新
LUN 大小的工具。设备必须具备由智能开关、智能阵列或 RAID 控制器表示的 SCSI
接口。
调整大小只能在保存了数据的 LUN 上进行。请查阅阵列文档，确保支持数据保存
且已符合条件。此操作还要求只能影响位于 LUN 结尾的存储。不得改变 LUN 开头
的数据。不得尝试验证 LUN 上预存在的数据的有效性。此操作应在磁盘被导入的
主机（或者是集群共享磁盘组的主节点）上执行。
VxVM 不支持对不属于磁盘组的 LUN 调整大小。对于位于引导磁盘组（别名为
bootdg）、逐出的磁盘组中的 LUN，或者处于脱机状态、未初始化状态、正在重新
初始化或处于错误状态的 LUN，无法调整其大小。
对于具有 VxVM cdsdisk 布局的磁盘，大小大于 1 TB 的磁盘在内部布局上不同于
小于 1 TB 的磁盘。因此，将 cdsdisk 磁盘大小从小于 1 TB 调整为大于 1 TB 时，
需要特别小心。如果磁盘所在的 VxVM 磁盘组只有一个磁盘（具有 cdsdisk 布局），
则必须先向该磁盘组添加另一个磁盘（任意大小），然后再对原始磁盘执行 vxdisk
resize。在完成调整大小操作后，可以从磁盘组中删除第二个磁盘。
使用以下格式的 vxdisk 命令，使 VxVM 识别已重新调整大小的 LUN 的新大小：
# vxdisk [-f] [-g diskgroup] resize {accessname|medianame} \
[length=value]

如果指定了磁盘介质名称而非磁盘访问名称，则需要指定磁盘组名称。使用 -g 选
项指定磁盘组或者配置默认磁盘组。如果未配置默认磁盘组，则上述命令会生成一
条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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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调整大小操作增大为设备定义的长度，设备上的更多磁盘空间则可用于分配。
使用 length 属性，可以随意指定新的大小。
设备上的任意卷只有在 LUN 自身增大之后才能增大。
警告：不要在利用大小不同的磁盘取代物理磁盘时执行此操作，因为数据并未保
存。
在缩小 LUN 之前，请首先缩小 LUN 上的任何卷或者将这些卷移出 LUN。然后，使
用 vxdisk resize 调整设备大小。最后，使用存储阵列的管理实用程序调整 LUN
自身的大小。默认情况下，如果在执行缩小操作期间任意子磁盘被整个或部分删除
从而导致子磁盘被禁用，调整大小就将失败。
如果正被调整大小的设备对于磁盘组只有一个有效的配置副本，可以指定 -f 选项
来强制调整设备的大小。请注意下面的例外情况。对于具有 VxVM cdsdisk 布局的
磁盘，大小大于 1 TB 的磁盘在内部布局上不同于小于 1 TB 的磁盘。因此，如果磁
盘组只有一个磁盘，则将 cdsdisk 磁盘大小从小于 1 TB 调整为大于 1 TB 时，需要
特别小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先向磁盘组添加另一个磁盘（任意大小），然后再
对原始磁盘执行 vxdisk resize 命令。在完成调整大小操作后，可以从磁盘组中删
除第二个磁盘。
小心：调整包含磁盘组唯一有效的配置副本的设备的大小，如果在调整大小期间系
统崩溃，就可以导致数据丢失。
调整虚拟磁盘设备的大小是不受 VxVM 控制的非交易性操作。这意味着出现系统崩
溃之后可能需要重新发出调整大小命令。此外，系统崩溃还可能会让设备上的专用
区域进入不可用状态。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须重新初始化磁盘，并将其重新挂接
到磁盘组，还必须重新同步或者从备份恢复其数据。

从阵列端更改 LUN 的特性
某些阵列提供了更改 LUN 特性的方法。例如，EMC Symmetrix 阵列中允许使用写
保护（只读）的 LUN 和支持读写的 LUN。在更改 LUN 的属性前，必须先使设备脱
离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控制。
更改 LUN 的属性

1

解除任何卷管理器对设备的使用。
如果设备正由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请执行下列步骤：
■

如果该设备是磁盘组的一部分，请从磁盘组移出该磁盘。
# vxdg -g dgname rmdisk da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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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73 页的“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

从 vxdisk 列表中删除该磁盘。
对集群中的所有节点执行此步骤。
# vxdisk rm da-name

例如：
# vxdisk rm eva4k6k0_0

对于在 DMP 设备上使用 HP-UX LVM 的 LUN，请从 LVM 卷组中删除设备。
# vgreduce vgnamedevicepath

2

更改设备特性。

3

使用 SF 执行设备扫描。对集群中的所有节点执行此命令。
# vxdisk scandisks

4

将设备重新添加回磁盘组。
# vxdg -g dgname adddisk daname

联机更换主机总线适配器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提供了一个动态重新配置工具来简化从现有
系统中删除主机总线适配器的过程。
联机更换主机总线适配器

1

启动 vxdiskadm 实用程序：
# vxdiskadm

2

从 vxdiskadm 菜单中选择“Dynamic Reconfiguration operations (动态重新
配置操作)”选项。

3

选择“Replace HBAs (替换 HBA)”选项。
输出将显示可用于 DMP 的 HBA 的列表。

4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替换的 HBA。

5

出现提示时，确认所做的 HBA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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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换该主机总线适配器。

7

返回动态重新配置工具，然后选择 y 继续执行替换过程。
DMP 将更新操作系统设备树。

联机升级阵列控制器固件
存储阵列子系统在升级修复、修补程序或功能时需要升级代码。装入文件系统并向
存储提供 I/O 时，可以联机执行这些升级。
旧版存储子系统包含两个用于提供冗余的控制器。一次可以对一个控制器进行联机
升级。第一个控制器进行联机控制器升级时，DMP 会将所有 I/O 故障转移到第二个
控制器。第一个控制器在完全升级代码后，会重新启动、重置并使用新版本的代码
进入联机状态。第二个控制器会经历相同的过程，I/O 会故障转移到第一个控制器。
注意：在整个过程中，应用程序 I/O 不受影响。
阵列供应商对此过程有不同的叫法。例如，对于 CLARiiON 阵列，EMC 将该过程称
为不间断性升级 (NDU)。
在此联机升级过程中，A/A 类型的阵列不要求特殊处理。对于 A/P、A/PF 和 ALUA
类型的阵列，DMP 会在联机控制器代码升级期间通过特定于供应商的阵列策略模块
(APM) 执行特定于阵列的处理。
控制器在代码升级期间重置并重新启动时，DMP 会通过 SCSI 状态检测到此状态。
DMP 会立即将所有 I/O 故障转移到下一个控制器。
如果该阵列不完全支持 NDU，控制器的所有路径可能在短时间内对 I/O 不可用。开
始升级前，请为 dmp_lun_retry_timeout 可调参数设置一个时间段，该时间段大
于您预计控制器对 I/O 不可用的时间。在 dmp_lun_retry_timeout 时间段结束前
或者 I/O 成功前（以先发生的事件为准），DMP 不会使 I/O 失败。因此，您可以执
行固件升级，而无需中断应用程序 I/O。
例如，如果您预计路径对 I/O 不可用的时间为 300 秒，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settune dmp_lun_retry_timeout=300

在 300 秒内或者 I/O 成功前，DMP 不会使 I/O 失败。
要验证哪些阵列支持联机控制器升级或 NDU，请参见以下 URL 上的硬件兼容性列
表 (HCL)：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7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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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管理设备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显示磁盘信息

■

更改磁盘设备的命名机制

■

关于磁盘安装和格式化

■

添加和删除磁盘

■

重命名磁盘

显示磁盘信息
在使用磁盘之前，可能需要知道该磁盘是否已初始化以及是否受 VxVM 控制。还需
要了解该磁盘是否为磁盘组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用户不能在不属于磁盘组的磁盘上
创建卷。 vxdisk list 命令可显示所有已识别磁盘的设备名称、磁盘名称、与每个
磁盘关联的磁盘组名称和每个磁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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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VxVM 已知的所有磁盘的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list

VxVM 显示的输出可能类似于以下内容：
DEVICE
c0t0d0
c1t0d0
c1t1d0
enc0_2
enc0_3
enc0_0
enc0_1

TYPE
auto:hpdisk
auto:hpdisk
auto:hpdisk
auto:hpdisk
auto:hpdisk
auto:hpdisk
auto:hpdisk

DISK
mydg04
mydg03
mydg02
mydg05
-

GROUP
mydg
mydg
mydg
mydg
-

STATUS
online
online
online invalid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thinrclm

STATUS 行中的短语 online invalid 表示磁盘尚未置于 VxVM 控制之下。这

些磁盘先前可能已被 VxVM 初始化，也可能未被 VxVM 初始化。 显示为 online
的磁盘则表示已在 VxVM 控制之下。
VxVM 无法访问 /dev/disk 和 /dev/rdisk 目录中的失效设备条目。无法向此类
设备（显示为处于错误状态）执行 I/O。
显示关于单个磁盘的信息
◆

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v] list diskname
-v 选项导致命令另外列出了为磁盘定义的所有标记与标记值。默认情况下，不

显示标记。

用 vxdiskadm 显示磁盘信息
磁盘信息可让您了解哪些磁盘已初始化、磁盘属于哪个磁盘组以及磁盘状态。list
选项可显示所有已识别磁盘的设备名称、磁盘名称、与每个磁盘关联的磁盘组名称
和每个磁盘的状态。
显示磁盘信息

1

启动 vxdiskadm 程序，并从主菜单中选择“list (List disk information)
(列出 (列出磁盘信息))”。

2

在以下提示处，输入要看的设备的地址，或输入 all 以获得所有设备的列表：
List disk information
Menu: VolumeManager/Disk/ListDisk

管理设备
更改磁盘设备的命名机制

VxVM INFO V-5-2-475 Use this menu operation to display a list of
disks. You can also choose to list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disk at a specific disk device address.
Enter disk device or "all" [<address>,all,q,?] (default: all)
■

如果输入 all，VxVM 将显示所有设备的设备名称、磁盘名称、磁盘组和状
态。

■

如果输入设备的名称，VxVM 将显示该设备的完整磁盘信息（包括设备名
称、磁盘类型以及磁盘公共区域和专用区域的相关信息）。

查看完此信息后，按回车键返回主菜单。

更改磁盘设备的命名机制
可以使用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为磁盘命名，也可以使用操作系统的命名机制。
SF 命令根据当前命名机制显示设备名称。
默认命名机制是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 (EBN)。
将 DMP 用于本机卷时，磁盘命名机制必须是 EBN，必须将 use_avid 属性设置为
on，并且必须将 persistence 属性设置为 yes。
如果选择了基于操作系统的命名机制，则列出 DMP 节点设备的所有 SF 命令都将根
据指定的模式显示设备名称。
表 11-1

所有 SF 命令显示设备名称的模式

模式

SF 命令的输出格式

default

此格式与该命令的输入格式相同（如果可确定此格式）。否
则，会使用传统名称。这是默认模式。

legacy

仅显示传统名称。

new

仅显示新（灵活）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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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磁盘命名机制
◆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Change the disk naming scheme(更改磁盘命
名机制)”，以便更改希望 SF 使用的磁盘命名机制。出现提示后，输入 y 表示

要更改命名机制。
对于基于操作系统的命名机制，系统将询问您是选择默认设备名称、传统设备
名称还是新设备名称。
或
从命令行更改命名机制。使用以下命令选择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
# vxddladm set namingscheme=ebn [persistence={yes|no}] \
[use_avid=yes|no] [lowercase=yes|no]

使用下列命令选择基于操作系统的命名机制：
# vxddladm set namingscheme=osn [persistence={yes|no}] \
[lowercase=yes|no] [mode={legacy|new|default}]

可选 persistence 参数可用于选择由 SF 显示的磁盘设备名称在重新配置磁盘
硬件并重新启动系统后是否依然保持不变。默认情况下，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
机制永久有效， 基于操作系统的命名机制暂时有效。
要仅更改命名持久性而不更改命名机制，请对当前命名机制运行 vxddladm set
namingscheme 命令，并指定 persistence 属性。
默认情况下，磁盘阵列的名称被转换为小写字母，而与 ASL 指定的名称大小写
无关。因此，基于磁盘阵列的设备名称为小写字母。设置 lowercase=no 选项
可以禁止转换为小写字母。
对于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use_avid 选项指定是否在设备名称中将阵列
卷 ID 用于索引号。默认情况下，use_avid=yes，表示将设备命名为
enclosure_avid。如果将 use_avid 设置为 no，则 DMP 设备命名为
enclosure_index。将设备按 LUN 序列号排序之后分配索引号。
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会立即执行更改。
请参见第 251 页的“重新生成持久性设备名称”。

使用 vxddladm 更改命名体制的示例
以下示例说明了 vxddladm set namingscheme 命令的用法：
# vxddladm set namingscheme=osn mode=def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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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c1t65d0 ENABLED Disk
2
2
0
Disk
# vxdmpadm getlungroup dmpnodename=disk25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disk25 ENABLED Disk
2
2
0
Disk
# vxddladm set namingscheme=osn mode=legacy
# vxdmpadm getlungroup dmpnodename=c1t65d0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c1t65d0 ENABLED Disk
2
2
0
Disk
# vxdmpadm getlungroup dmpnodename=disk25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c1t65d0 ENABLED Disk
2
2
0
Disk
# vxddladm set namingscheme=osn mode=new
# vxdmpadm getlungroup dmpnodename=c1t65d0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disk25 ENABLED Disk
2
2
0
Disk
# vxdmpadm getlungroup dmpnodename=disk25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disk25 ENABLED Disk
2
2
0
Disk
# vxddladm set namingscheme=ebn
# vxdmpadm getlungroup dmpnodename=c1t65d0
VxVM vxdmpadm ERROR V-5-1-10910 Invalid da-name
# vxdmpadm getlungroup dmpnodename=disk25
VxVM vxdmpadm ERROR V-5-1-10910 Invalid da-name
# vxdmpadm getlungroup dmpnodename=Disk_11
NAME
STATE
ENCLR-TYPE PATHS ENBL DSBL ENCLR-NAME
===============================================================
Disk_11 ENABLED Disk
2
2
0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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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磁盘命名机制
SF 磁盘命名机制可以是基于操作系统的命名机制，也可以是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
制。
以下命令可显示当前是否设置了 SF 磁盘命名机制，它也可显示磁盘命名机制的属
性，例如是否启用持久保留。
若要显示当前的磁盘命名机制及其运行模式，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dladm get namingscheme
NAMING_SCHEME
PERSISTENCE LOWERCASE USE_AVID
===============================================
Enclosure Based Yes
Yes
Yes

设置 DMP 节点的自定义名称
DMP 节点名称是表示多条指向磁盘的路径的元设备名称。DMP 节点名称是根据 SF
命名机制从设备名称生成的。
可以为 DMP 节点指定一个自定义的名称。用户指定的名称是持久性的，即使已禁
用名称持久性。
不能指派已被设备使用的自定义名称。但是，如果指派的名称遵循与 DDL 生成的名
称相同的命名约定，则添加设备时可能会发生名称冲突。如果 DMP 设备的用户定
义名称与另一个 DMP 设备的 DDL 生成的名称相同，则 vxdisk list 命令输出中会
将其中一个设备显示为 error。
为 DMP 节点指定自定义名称
◆

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setattr dmpnode dmpnodename name=name

也可以从输入文件指定名称。这样便可以在系统上为 DMP 节点自定义有意义的名
称。
从文件中指定 DMP 节点

1

使用 vxgetdmpnames 脚本从配置中的设备上获得已填充数据的示例文件。该示
例文件显示了所需的格式并可用作指定自定义名称的模板。

2

若要指定名称，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dladm assign names file=path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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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自定义名称
◆

要清除自定义名称并使用默认的 OSN 或 EBN 名称，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dladm -c assign names

重新生成持久性设备名称
持久性设备命名功能使磁盘设备的名称在系统重新启动后保持不变。DDL 会根据持
久性设备名称数据库来分配设备名称。
如果选择了基于操作系统的命名机制，每个磁盘名称通常会设置为磁盘的某条路径
的名称。在重新配置然后重新启动硬件之后，操作系统可能为磁盘路径生成不同的
名称。因此，持久性设备名称可能不再对应于实际路径。这不会让磁盘无法使用，
但会中断磁盘名称与它的一条路径之间的关联关系。
同样，如果选择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则设备名称取决于磁盘阵列的名称和索
引编号。如果硬件配置更改阵列中 LUN 的显示顺序，则持久性设备名称可能无法
反映当前索引。
重新生成持久性设备名称
◆

若要重新生成持久性名称储存库，请使用下列命令：
# vxddladm [-c] assign names

使用 -c 选项可清除所有用户指定的名称并将其替换为自动生成的名称。
如果未指定 -c 选项，则现有的用户指定名称保持不变，但重新生成基于 OS 的
名称和基于磁盘阵列的名称。
磁盘名称现在对应于新路径名。

更改 TPD 控制的磁盘阵列的设备命名
默认情况下，TPD 控制的磁盘阵列使用基于 TPD 分配的节点名称的伪设备名称。
如果将设备命名更改为本机，则设备的命名格式与 SF 的其他设备的命名格式相同。
设备将使用操作系统名称 (OSN) 或基于磁盘阵列的名称 (EBN)，具体取决于设置的
命名机制。
请参见第 250 页的“显示磁盘命名机制”。
更改 TPD 控制的磁盘阵列的设备命名
◆

对于由第三方驱动程序 (TPD) 控制的磁盘阵列，如果这些驱动程序的共存特性
有合适的 ASL 支持，那么默认情况下将基于 TPD 分配的节点名为磁盘阵列分
配设备名称。可以使用以下 vxdmpadm 命令在这些名称和操作系统识别的设备
名称之间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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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mpadm setattr enclosure enclosure_name tpdmode=native|pseudo
tpdmode 属性的参数所选择的名称基于操作系统使用的名称 (native)，或基于

TPD 分配的节点名称 (pseudo)。
如果 tpdmode 设置为 native，则显示设备编号最小的路径。

命名体制基于磁盘阵列的持久性简单磁盘或 nopriv 磁盘
如果将基于 OS 的命名体制改为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体制，则可能会使持久性简单
磁盘或 Nopriv 磁盘陷入 error 状态并导致这些磁盘上的 VxVM 对象失败。
使用 vxdarestore 命令，可以处理因更改为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体制而导致的持久
性简单磁盘和 nopriv 磁盘故障。 如果简单磁盘或 nopriv 磁盘上的设备不是由 VxVM
自动配置（如 RAM 磁盘等非标准磁盘设备）的，则无需执行任何过程。
简单磁盘的磁盘访问记录为持久性或非持久性。 持久性简单磁盘的磁盘访问记录存
储在磁盘的专用区域。 非持久性简单磁盘的磁盘访问记录在 VxVM 启动时于内存
中自动配置。 如果在 vxdisk list disk_access_name 命令显示的 flags 字段中
包括 autoconfig，则简单磁盘包含非持久性磁盘访问记录。 如果未显示 autoconfig
标志，则磁盘访问记录是持久性的。 Nopriv 磁盘始终是持久性的。
注意：如果正在使用 c#t#d# 命名体制，则不能运行 vxdarestore。 此外，
vxdarestore 不处理由以下情况导致的持久性简单磁盘或 nopriv 磁盘中发生的故
障：重命名磁盘阵列、硬件重配置操作更改了设备名，或在使用基于磁盘阵列的命
名体制时从 JBOD 类别中删除了对属于特定供应商的磁盘的支持。
请参见第 252 页的“删除引导磁盘组中持久性简单磁盘或 nopriv 磁盘的错误状态”。
请参见第 253 页的“删除非引导磁盘组中持久性简单磁盘或 nopriv 磁盘的错误状态”。
请参见 vxdarestore(1M) 手册页。

删除引导磁盘组中持久性简单磁盘或 nopriv 磁盘的错误状态
如果引导磁盘组（别名通常为 bootdg）中的所有持久性简单磁盘和 nopriv 磁盘均
处于错误状态，则在命名机制更改后，将禁用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
注意：如果并非 bootdg 中的所有磁盘均处于错误状态，则只需运行 vxdarestore
来还原处于错误状态的磁盘及其包含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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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引导磁盘组中持久性简单磁盘或 nopriv 磁盘的错误状态

1

使用 vxdiskadm 改回 c#t#d# 命名机制。

2

输入以下命令，重新启动 VxVM 配置后台驻留程序：
# vxconfigd -kr reset

3

要使用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请使用 vxdiskadm 将非持久性简单磁盘添加
到 bootdg 磁盘组中，并改回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然后运行以下命令：
# vxdarestore

删除非引导磁盘组中持久性简单磁盘或 nopriv 磁盘的错误状态
如果 bootdg 之外的导入磁盘组仅仅由持久性简单磁盘和/或 nopriv 磁盘组成，则
该磁盘组在改为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后将处于 online dgdisabled 状态。
删除非引导磁盘组中持久性简单磁盘或 nopriv 磁盘的错误状态

1

使用下面的命令逐出该磁盘组：
# vxdg deport diskgroup

2

使用 vxdarestore 命令还原故障磁盘，并还原这些磁盘上的对象：
# vxdarestore

3

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导入磁盘组：
# vxdg import diskgroup

关于阵列卷标识符 (AVID) 属性
DMP 使用一个称为阵列卷 ID (AVID) 的特定于阵列的属性将基于磁盘阵列的名称指
派给 DMP 元设备。AVID 是该阵列提供给 LUN 的唯一标识符。与该阵列对应的
ASL 则提供 AVID 属性。在磁盘阵列内，DMP 在 DMP 元节点名称中使用阵列卷标
识符 (AVID) 作为索引。DMP 元节点名称采用格式 enclosureID_AVID。
可使用 SF 实用程序（如 vxdisk list）来显示 DMP 元节点名称，包括显示 AVID
属性。使用 AVID 可将 DMP 元节点名称关联到阵列管理界面（GUI 或 CLI）中显示
的 LUN。
如果 ASL 不提供阵列卷 ID 属性，则 DMP 会生成一个索引号。DMP 按 LUN 序列号
对从阵列看到的设备进行排序，然后指派索引号。这种情况下，DMP 元节点名称采
用格式 enclosureID_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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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群环境中，DMP 设备名称在集群中所有节点间都是相同的。
例如，在 EMC CX 阵列上，若磁盘阵列为 emc_clariion0 且 ASL 提供的阵列卷 ID
为 91，则 DMP 元节点名称是 emc_clariion0_91。以下示例输出显示了 DMP 元节
点名称：
$ vxdisk list
emc_clariion0_91
emc_clariion0_92
emc_clariion0_93
emc_clariion0_282
emc_clariion0_283
emc_clariion0_284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emc_clariion0_91
emc_clariion0_92
emc_clariion0_93
emc_clariion0_282
emc_clariion0_283
emc_clariion0_284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shared
shared
shared
shared
shared
shared

使用阵列卷标识符 (AVID) 的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
默认情况下，DMP 使用称为阵列卷 ID (AVID) 的阵列特定属性将基于磁盘阵列的名
称分配给 DMP 元设备。AVID 为由阵列提供的 LUN 提供唯一标识符。 与该阵列对
应的 ASL 则提供 AVID 属性。 在磁盘阵列内，DMP 在 DMP 元节点名称中使用阵
列卷标识符 (AVID) 作为索引。 DMP 元节点名称采用格式 enclosureID_AVID。
随着 AVID 在 EBN 命名机制中的引入，标识存储设备变得容易多了。阵列卷标识符
(AVID) 使您可以对连接到同一存储的多个节点采用一致的设备命名机制。磁盘访问
名称永不改变，因为它基于阵列本身定义的名称。
注意：DMP 不支持将 AVID 与 PowerPath 名称一起使用。
如果 DMP 无法获得设备的 AVID，则会检索称为 LUN 序列号的另一个唯一的 LUN
标识符。DMP 根据 LUN 序列号 (LSN) 对设备进行排序，然后分配索引编号。所有
主机看到的是同一组设备，因此所有主机将有排序相同的列表，从而导致设备索引
在集群中是一致的。 这种情况下，DMP 元节点名称采用格式 enclosureID_index。
DMP 也支持一个可伸缩的框架，该框架使您可以应用将自定义名称与机柜和 LUN
序列号相关联的设备命名文件，从而充分地在主机上自定义设备名称。
如果 CVM 集群是对称的，则集群中每个节点都访问同一磁盘集。 基于磁盘阵列的
名称提供了一个一致的命名系统，因此设备名称在每个节点上都是相同的。
可使用 SF 实用程序（如 vxdisk list）来显示 DMP 元节点名称，包括显示 AVID
属性。使用 AVID 可将 DMP 元节点名称关联到阵列管理界面（GUI 或 CLI）中显示
的 LUN。
例如，在 EMC CX 阵列上，若磁盘阵列为 emc_clariion0 且 ASL 提供的阵列卷 ID
为 91，则 DMP 元节点名称是 emc_clariion0_91。以下示例输出显示了 DMP 元节
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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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isk list
emc_clariion0_91
emc_clariion0_92
emc_clariion0_93
emc_clariion0_282
emc_clariion0_283
emc_clariion0_284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emc_clariion0_91
emc_clariion0_92
emc_clariion0_93
emc_clariion0_282
emc_clariion0_283
emc_clariion0_284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shared
shared
shared
shared
shared
shared

# vxddladm get namingscheme
NAMING_SCHEME
PERSISTENCE
LOWERCASE
USE_AVID
==========================================================
Enclosure Based
Yes
Yes
Yes

关于磁盘安装和格式化
根据磁盘和系统的硬件功能的不同，您可能需要在安装磁盘之前关闭系统并切断电
源，也可能被允许直接将磁盘热插入活动系统中。许多操作系统在重新启动时能够
检测到新磁盘。如果在系统运行过程中插入磁盘，则可能需要输入特定于操作系统
的命令来通知系统。
如果在使用前需要对磁盘进行低级或中级格式化，请使用操作系统专用的格式化命
令执行此操作。
注意：SCSI 磁盘通常被预格式化。仅当现有格式发生损坏时，才需要重新格式化。
请参见第 255 页的“向 VxVM 添加磁盘”。

添加和删除磁盘
本节介绍如何管理设备。

向 VxVM 添加磁盘
准备置于 VxVM 控制之下的格式化磁盘可能是新的，也可能已在 VxVM 外部使用
过。该组磁盘可以包括系统上的所有磁盘、控制器上的所有磁盘、选定磁盘或这些
磁盘的组合。
根据情况的不同，各磁盘可能不全是按同一方式处理的。
当同时初始化多个磁盘时，可以排除某些磁盘或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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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设备排除在 VxVM 视图之外，请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Prevent
multipathing/Suppress devices from VxVM's view (禁止多径处理/对 VxVM
隐藏设备)”。

警告：初始化不保留磁盘上的现有数据。
请参见第 194 页的“使设备对 VxVM 不可见”。
初始化磁盘以供 VxVM 使用

1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Add or initialize one or more disks (添
加或初始化一个或多个磁盘)”。

2

在下面提示中，输入要添加到 VxVM 控制中的磁盘的设备名称（或输入 list
显示磁盘列表）：
Select disk devices to add:
[<pattern-list>,all,list,q,?]

其中 pattern-list 既可以是单个磁盘，也可以是一系列磁盘和/或控制器（带可
选目标）。如果 pattern-list 包含多个项，请使用空格分隔它们。例如，按下
述步骤指定控制器 3 上具有不同目标 ID 的 4 个磁盘：
c3t0d0 c3t1d0 c3t2d0 c3t3d0

如果在提示符后输入 list，则 vxdiskadm 程序将显示系统可用磁盘的列表：
STATUS 行中的短语 online invalid 表示还需要添加或初始化磁盘才能让

VxVM 管理它。显示为 online 并具有磁盘名称和磁盘组的磁盘就已经处于
VxVM 控制之下。
在提示中输入要初始化的磁盘的设备名称或模式，然后按回车键。

3

若要继续此操作，请在下面的提示符后输入 y（或按回车键）：
Here are the disks selected. Output format: [Device]
list of device names
Continue operation? [y,n,q,?] (default: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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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提示中，指定应将磁盘添加到哪个磁盘组，或者指定 none 以保留磁
盘供以后使用：
You can choose to add these disks to an existing disk group,
a new disk group, or you can leave these disks available for use
by future add or replacement operations. To create a new disk
group, select a disk group name that does not yet exist. To
leave the disks available for future use, specify a disk group
name of none.
Which disk group [<group>,none,list,q,?]

5

如果指定了不存在的磁盘组的名称，vxdiskadm 将提示您确认是否确实想创建
此新磁盘组：
There is no active disk group named disk group name.
Create a new group named disk group name? [y,n,q,?]
(default: y)y

然后会提示您确认该磁盘组是否应支持跨平台数据共享 (CDS) 功能：
Create the disk group as a CDS disk group? [y,n,q,?]
(default: n)

如果新磁盘组可能在不同的操作系统平台之间移动，请输入 y。否则输入 n。

6

在下面的提示符后输入 y，或按回车键接受默认磁盘名称，或输入 n 以允许定
义自己的磁盘名称：
Use default disk names for the disks? [y,n,q,?] (default: y) n

7

在提示这些磁盘是否要用作热重定位备用时，可输入 n（或按回车键）：
Add disks as spare disks for disk group name? [y,n,q,?]
(default: n) n

8

在提示是否从热重定位使用中排除这些磁盘时，输入 n（或按回车键）。
Exclude disks from hot-relocation use? [y,n,q,?}
(default: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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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随后将提示您选择是否要给磁盘添加地点标记：
Add site tag to disks? [y,n,q,?] (default: n)

地点标记通常应用于磁盘阵列或阵列，只有在希望使用远程镜像功能时才必
需。
如果输入 y 选择添加地点标记，系统将在步骤 11 中提示您输入地点名称。

10 若要继续此操作，请在下面的提示符后输入 y（或按回车键）：
The selected disks will be added to the disk group
disk group name with default disk names.
list of device names
Continue with operation? [y,n,q,?] (default: y) y

11 如果在步骤 9 中选择利用地点来标记磁盘，系统就会提示您输入将应用于每个
磁盘阵列中的磁盘的地点名称：
The following disk(s):
list of device names
belong to enclosure(s):
list of enclosure names
Enter site tag for disks on enclosure enclosure name
[<name>,q,?] site_name

12 如果一个或多个磁盘已包含文件系统，则 vxdiskadm 将询问是否确定要销毁该
文件系统。输入 y 确认：
The following disk device appears to contain a currently
unmounted file system.
list of enclosure names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estroy these file systems
[y,n,q,?] (default: n) y
vxdiskadm 将请您确认是否在继续前将设备重新初始化：
Reinitialize these devices? [y,n,q,?] (default: n) y
VxVM INFO V-5-2-205 Initializing device device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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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现在您可以选择是将该磁盘格式化为能在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移植的 CDS 磁盘，
还是格式化为不可移植的 hpdisk 格式的磁盘：
Enter the desired format [cdsdisk,hpdisk,q,?]
(default: cdsdisk)

输入适合您使用的格式。大多数情况下使用默认格式 cdsdisk。

14 在下面的提示中，vxdiskadm 询问您是否要使用默认 32768 块 (32MB) 的专用
区域大小。要使用默认值，请按回车键确认，否则请输入不同的值。（可指定
的最大值是 524288 块。）
Enter desired private region length [<privlen>,q,?]
(default: 32768)

然后，vxdiskadm 继续添加磁盘。
VxVM INFO V-5-2-88 Adding disk device device name to disk group
disk group name with disk name disk name.
.
.
.

15 如果选择不使用默认磁盘名称，则 vxdiskadm 将提示您输入磁盘名称。
Enter disk name for c21t2d6 [<name>,q,?](default:dg201)

16 在下面的提示中，确认是继续初始化更多的磁盘 (y)，还是返回 vxdiskadm 主
菜单 (n)：
Add or initialize other disks? [y,n,q,?] (default: n)

可更改磁盘的默认布局。

磁盘重新初始化
可以像对待新磁盘那样，对以前初始化为供 VxVM 使用的磁盘进行重新初始化，并
将该磁盘置于 VxVM 控制之下。
请参见第 255 页的“向 VxVM 添加磁盘”。
警告：重新初始化操作不会保留磁盘上的任何数据。如果需要重新初始化磁盘，请
确保该磁盘不包含应保留的数据。
如果要添加的磁盘以前受 LVM 控制，则可以通过转换过程保留其在 VxVM 磁盘上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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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迁移卷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使用 vxdiskadd 将磁盘置于 VxVM 的控制之下
使用 vxdiskadd 命令将磁盘置于 VxVM 的控制之下。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iskadd disk

例如，要初始化第一个控制器上的第二个磁盘：
# vxdiskadd c0t1d0
vxdiskadd 命令检查磁盘以确定它是否已被初始化，此外还检查已添加到 VxVM

的磁盘以及其他状态。
如果添加未初始化的磁盘，则在执行 vxdiskadd 命令的过程中，控制台上就会
显示警告和错误消息。 可忽略这些消息。 在磁盘完全初始化后，这些消息就不
会出现了；初始化完成后，vxdiskadd 命令将显示成功消息。
使用 vxdiskadd 添加磁盘的交互式对话框与 vxdiskadm 的对话框类似。
请参见第 255 页的“向 VxVM 添加磁盘”。

删除磁盘
要删除磁盘组中最后一个磁盘，必须先禁用该磁盘组。
请参见第 597 页的“禁用磁盘组”。
还有一种可以替代禁用磁盘组的方法，即销毁磁盘组。
请参见第 597 页的“破坏磁盘组”。
如果磁盘即将发生故障或已发生故障，则可将其从系统中删除并移动到另一个系
统。
删除磁盘

1

停止应用程序对在要删除的磁盘上配置的卷进行的所有活动。卸载文件系统并
关闭在卷上配置的数据库。

2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卷：
# vxvol [-g diskgroup] stop vol1 vol2 ...

3

将卷移动到其他磁盘或备份这些卷。要移动卷，可使用 vxdiskadm 将卷镜像到
一个或多个磁盘上，然后删除卷的原始副本。如果不再需要这些卷，可直接将
其删除而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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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保磁盘上的任意数据均已移到其他磁盘上或者根本不再需要。

5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Remove a disk (删除磁盘)”。

6

在下面的提示中，输入要删除的磁盘的名称：
Enter disk name [<disk>,list,q,?] mydg01

7

如果磁盘上有卷，VxVM 将询问您是否从磁盘中迁出这些卷。如果希望保留
卷，请回答 y。否则回答 n。

8

在以下确认提示中，按回车键继续：
VxVM NOTICE V-5-2-284 Requested operation is to remove disk
mydg01 from group mydg.
Continue with operation? [y,n,q,?] (default: y)
vxdiskadm 实用程序将磁盘从磁盘组中删除，并显示下列成功消息：
VxVM INFO V-5-2-268 Removal of disk mydg01 is complete.

现在可以删除磁盘或将该磁盘留在系统上作为备用磁盘。

9

在以下提示中，确认是希望删除其他磁盘 (y) 还是返回 vxdiskadm 主菜单 (n)：
Remove another disk? [y,n,q,?] (default: n)

删除带子磁盘的磁盘
可以删除定义有子磁盘的磁盘。 例如，可以将所有卷合并到一个磁盘上。 如果使用
vxdiskadm 程序删除磁盘，可以选择将卷移出该磁盘。
一些子磁盘无法移动， 原因有以下几种：
■

子磁盘的磁盘组中其余磁盘上的空间不够。

■

不能在与卷中现有 Plex 或条带子磁盘不同的磁盘上分配 Plex 或条带子磁盘。

如果 vxdiskadm 程序无法移动子磁盘，则需要先从一些磁盘中删除若干 Plex 以释
放出更多空间，然后再继续删除磁盘。
请参见第 605 页的“删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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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带子磁盘的磁盘

1

运行 vxdiskadm 程序，并从主菜单中选择“Remove a disk (删除磁盘)”。
如果磁盘正由某些子磁盘使用，则会显示以下消息：
VxVM ERROR V-5-2-369 The following volumes currently use part of
disk mydg02:
home usrvol
Volumes must be moved from mydg02 before it can be removed.
Move volumes to other disks? [y,n,q,?] (default: n)

2

如果可以，请选择 y 将所有子磁盘移出磁盘。

删除不带子磁盘的磁盘
从其磁盘组中删除不包含子磁盘的磁盘
◆

运行 vxdiskadm 程序并从主菜单中选择“Remove a disk (删除磁盘)”，然后
按该示例中的显示来响应系统提示，以删除 mydg02：
Enter disk name [<disk>,list,q,?] mydg02
VxVM NOTICE V-5-2-284 Requested operation is to remove disk
mydg02 from group mydg.
Continue with operation? [y,n,q,?] (default: y) y
VxVM INFO V-5-2-268 Removal of disk mydg02 is complete.
Clobber disk headers? [y,n,q,?] (default: n) y

输入 y，使磁盘完全脱离 VxVM 的控制。如果不想使磁盘完全脱离 VxVM 的控
制，请输入 n。

重命名磁盘
将磁盘添加到 VxVM 控制中时，如果没有指定 VM 磁盘名称，VxVM 将为该磁盘提
供一个默认名称。VxVM 使用 VM 磁盘名称识别磁盘位置或磁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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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磁盘
◆

键入以下命令：
# vxedit [-g diskgroup] rename old_diskname new_diskname

默认情况下，VxVM 根据子磁盘对象所在的 VM 磁盘对这些对象进行命名。重
命名 VM 磁盘并不会自动重命名它所包含的子磁盘。
例如，您可能需要将磁盘 mydg03（如下面的 vxdisk list 的输出所示）重命
名为 mydg02：
# vxdisk list
DEVICE
c0t0d0
c1t0d0
c1t1d0

TYPE
auto:hpdisk
auto:hpdisk
auto:hpdisk

DISK
mydg01
mydg03
-

GROUP
mydg
mydg
-

STATUS
online
online
online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重命名磁盘。
# vxedit -g mydg rename mydg03 mydg02

要确认名称是否已更改，请再次使用 vxdisk list 命令：
# vxdisk list
DEVICE
c0t0d0
c1t0d0
c1t1d0

TYPE
auto:hpdisk
auto:hpdisk
auto:hpdisk

DISK
mydg01
mydg02
-

GROUP
mydg
mydg
-

STATUS
online
onlin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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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事件监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动态多径处理 (DMP) 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 (vxesd)

■

架构监视和主动错误检测

■

iSCSI 和 SAN 光纤通道技术的动态多径处理 (DMP) 发现

■

DMP 事件日志记录

■

启动和停止动态多径处理 (DMP) 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

关于动态多径处理 (DMP) 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 (vxesd)
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 (vxesd) 是一个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组件进
程，可接收用于采取适当操作的任何设备相关事件的通知。vxesd 的优点包括：
■

监视 SAN 架构事件和主动错误检测（SAN 事件）
请参见第 265 页的“架构监视和主动错误检测”。

■

记录 DMP 事件以用于故障排除（DMP 事件）
请参见第 267 页的“DMP 事件日志记录”。

■

发现 SAN 组件和 HBA 阵列端口连接（光纤通道和 iSCSI）
请参见第 267 页的“iSCSI 和 SAN 光纤通道技术的动态多径处理 (DMP) 发现”。

请参见第 267 页的“启动和停止动态多径处理 (DMP) 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

架构监视和主动错误检测
DMP 在检测路径中的错误时主动发挥作用。DMP 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 vxesd 使用
全球网络存储工业协会 (SNIA) HBA API 库从 HBA 接收 SAN 架构事件。DMP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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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 事件中的信息检查可疑设备，即使没有活动的 I/O 也是如此。当 DMP 验证可
疑的设备时，新 I/O 会定向到正常路径。
在启动期间，vxesd 查询 HBA（通过 SNIA 库）以获取 SAN 拓扑。vxesd 后台驻留
程序确定与对操作系统可见的每个设备路径对应的端口全球名称 (PWWN)。vxesd
后台驻留程序获取拓扑后，vxesd 向 HBA 注册以得到 SAN 事件通知。如果 LUN 从
SAN 断开，则 HBA 会将 SAN 事件通知 vxesd，指定受影响的 PWWN。vxesd 后
台驻留程序使用此事件信息并将其与以前的拓扑信息关联，以确定受影响的设备路
径集。
vxesd 后台驻留程序将受影响的组发送到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 (DDL)，以便设

备路径可以标记为可疑。当路径标记为可疑后，DMP 不会将新 I/O 发送到该路径，
除非它是设备的最后一个路径。在其下一个定期循环中，DMP 还原任务使用 SCSI
查询探查在后台检查路径的可访问性。如果 SCSI 查询失败，DMP 禁用受影响 LUN
的路径，该路径也将记录在事件日志中。
如果以后重新连接 LUN，HBA 会将 SAN 事件通知 vxesd。当 DMP 还原任务运行
其下一个测试循环时，会使用 SCSI 探查检查已禁用的路径，并在成功时重新启用
这些路径。
注意： 如果 vxesd 接收到 HBA LINK UP 事件，则会重新启动 DMP 还原任务并立
即运行 SCSI 探查，而不等待下一个定期循环。在 DMP 还原任务重新启动时，会开
始一个新的定期循环。如果已禁用的路径在第一次 SCSI 探查时无法访问，则在下
一个循环（默认情况下为 300 秒）中测试它们。
默认情况下，启用架构监视功能。dmp_monitor_fabric 可调参数的值在重新启动
后保持不变。
要禁用架构监视功能，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settune dmp_monitor_fabric=off

要启用架构监视功能，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settune dmp_monitor_fabric=on

要显示 dmp_monitor_fabric 可调参数的当前值，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gettune dmp_monitor_fab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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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I 和 SAN 光纤通道技术的动态多径处理 (DMP) 发
现
vxesd 后台驻留程序构建光纤通道 (FC) 和 iSCSI 组件的拓扑。它使用 SNIA HBA

API 获取 FC SAN 拓扑并使用 iSCSI 管理 CLI 获取 iSCSI 组件的信息。
要显示光纤通道和 iSCSI 设备的分层列表，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dladm list

请参见 vxddladm(1M) 手册页。

DMP 事件日志记录
DMP 将主要事件通知 vxesd，vxesd 将事件记录在日志文件 (/etc/vx/dmpevents.log)
中。这些事件包括：
■

标记已启用的路径或 DMP 节点

■

标记已禁用的路径或 DMP 节点

■

路径限制

■

I/O 错误分析

■

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和存储区网络 (SAN) 事件

日志文件位于 /var/adm/vx/dmpevents.log，但是通过符号方式链接到
/etc/vx/dmpevents.log。当文件达到 10,000 行时，会轮转日志。即，将
dmpevents.log 重命名为 dmpevents.log.X，并创建一个新的 dmpevents.log 文件。
使用可调参数 dmp_log_level，可以更改事件日志文件中的详细级别。有效值是 1
至 4。默认级别为 1。
# vxdmpadm settune dmp_log_level=X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显示 dmp_log_level 的当前值：
# vxdmpadm gettune dmp_log_level

有关各个日志级别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xdmpadm (1M) 手册页。

启动和停止动态多径处理 (DMP) 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
默认情况下，DMP 在引导时启动 vxesd。
要停止 vxesd 后台驻留程序，请使用 vxddladm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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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dladm stop eventsource

要启动 vxesd 后台驻留程序，请使用 vxddladm 实用程序：
# vxddladm start eventsource [logfile=logfilename]

要查看 vxesd 后台驻留程序的状态，请使用 vxddladm 实用程序：
# vxddladm status eventsource

部分

优化 I/O 性能

■

13. Veritas File System I/O

■

14. Veritas Volume Manager I/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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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File System I/O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I/O

■

缓冲和直接 I/O

■

并行 I/O

■

缓存参数

■

冻结和解冻文件系统

■

获取 I/O 大小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数据库加速器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I/O
VxFS 处理两种基本类型的文件系统 I/O：
■

顺序

■

随机或非顺序 I/O

对于顺序 I/O，默认情况下，当应用程序是读取数据时，VxFS 使用预读策略。 对
于写入操作，如果可能，它分配连续块。 在大多情况下，VxFS 通过缓冲 I/O 处理
顺序 I/O。VxFS 使用直接 I/O（不进行缓冲）处理随机或非顺序 I/O。
访问文件时，VxFS 提供一组 I/O 缓存参数以供使用。
请参见《Veritas File System 程序员参考指南》。
请参见 vxfsio(7)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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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和直接 I/O
对于顺序读取 I/O，VxFS 以预读方式响应。这将导致缓冲 I/O。数据被预取并保留
在应用程序的缓冲区中。数据缓冲通常被称为 VxFS 缓冲区高速缓存。 这是默认的
VxFS 行为。
对于顺序读取 I/O，VxFS 以预读方式响应。这将导致缓冲 I/O。数据被预取并保留
在应用程序的缓冲区中。这是默认的 VxFS 行为。
另一方面，对基础设备的 I/O 完成后，直接 I/O 不会缓冲数据。 它像保存内存和
CPU 使用率一样保存系统资源。 只有满足对齐值和大小条件，才能进行直接 I/O。
请参见第 272 页的“直接 I/O 要求”。
所有支持的平台都有 VxFS 缓冲区高速缓存。每个平台还有页面缓存或自己的缓冲
区高速缓存。 这些缓存通常被称为文件系统缓存。
每个支持平台还有页面缓存或自己的缓冲区高速缓存。这些缓存通常被称为文件系
统缓存。
直接 I/O 不使用这些缓存。 在 I/O 完成之后，将释放用于直接 I/O 的内存。

直接 I/O
直接 I/O 是 I/O 的无缓冲形式。如果设置了 VX_DIRECT 参数，则用户可请求在磁盘
与用户提供的读写缓存区之间进行直接数据传输。这将绕过数据的内核缓冲，并通
过消除内核缓冲区和用户缓冲区之间的数据复制减少与 I/O 相关的 CPU 开销。 这
还避免了占用缓冲区高速缓存的空间，使缓冲可以更好的用于别处。 直接 I/O 功能
可显著提升某些应用程序的性能。
基于每文件描述符维护直接 I/O 和 VX_DIRECT 参数。
JFS（基本 VxFS）包括没有许可证的直接 I/O。

直接 I/O 要求
要使 I/O 操作能作为直接 I/O 执行，必须满足特定的对齐条件。 对齐约束通常取决
于磁盘驱动程序、磁盘控制器以及系统内存管理硬件和软件。
直接 I/O 要求如下：
■

起始文件偏移必须在 512 字节边界对齐。

■

结束文件偏移必须在 512 字节边界对齐，或者长度必须是 512 字节的倍数。

■

内存缓冲区必须在 8 字节边界上开始。

■

起始文件偏移必须在 1024 字节边界对齐。

■

结束文件偏移必须在 1024 字节边界对齐，或者长度必须是 1024 字节的倍数。

■

内存缓冲区必须在 4 字节边界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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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 I/O 与同步 I/O
由于直接 I/O 维护与同步 I/O 相同的数据完整性，所以它可用于当前使用同步 I/O
的许多应用程序。如果直接 I/O 请求未分配存储或扩展文件，则不会立即写入 inode。

直接 I/O CPU 开销
直接 I/O 的 CPU 开销与原始磁盘传输相同。 对于在巨大文件上执行的顺序 I/O，使
用具有较大传输大小的直接 I/O 可提供与缓冲 I/O 相同的速度，但 CPU 开销将更
少。
如果正在扩展文件或分配存储，直接 I/O 必须在返回应用程序之前写入 inode 更改。
这会抵消直接 I/O 的一些性能优势。

发现的直接 I/O
发现的直接 I/O 是使用 vxtunefs 命令设置的文件系统可调参数。 当文件系统获得
大于 discovered_direct_iosz 的 I/O 请求时，它尝试对请求使用直接 I/O。 对于
大型 I/O 大小，发现的直接 I/O 的执行情况可能要好于缓冲 I/O。
发现的直接 I/O 的行为类似于直接 I/O，并且有相同对齐约束，不同之处是分配存
储或扩展文件大小的写入操作不需要在返回应用程序之前写入 inode 更改。
发现的直接 I/O 要求具备完整功能许可证。

不带缓存的 I/O
如果设置了 VX_UNBUFFERED 参数，I/O 行为与设置了 VX_DIRECT 参数的直接 I/O 相
同，适用于直接 I/O 的对齐约束也适用于未缓冲 I/O。但是，对于未缓冲 I/O，如果
扩展了文件，或者为文件分配了存储，则在写入操作返回至用户后才同步更新 inode
更改。 VX_UNBUFFERED 参数基于每文件描述符进行维护。

数据同步 I/O
如果设置了 VX_DSYNC 参数，用户请求的是数据同步 I/O。在同步 I/O 中，会写入了
数据，并会写入 inode 和更新的时间，如果需要，还会写入增加的文件大小。 在数
据同步 I/O 中，数据同步传输到磁盘，然后写入操作返回至用户。 如果文件没有由
写入操作扩展，则在内存中更新时间，并且调用返回至用户。 如果操作扩展了文
件，则写入 inode，然后写入操作返回。
基于每文件描述符维护直接 I/O 和 VX_DSYNC 参数。

数据同步 I/O 与同步 I/O
与直接 I/O 相同，数据同步 I/O 功能可以大大改进应用程序的性能。 由于数据同步
I/O 维护与同步 I/O 相同的维护数据完整性，所以它可用于当前使用同步 I/O 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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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应用程序。如果数据同步 I/O 未分配存储或扩展文件，则不会立即写入 inode。
数据同步 I/O 没有任何对齐约束，因此很难满足直接 I/O 对齐约束的应用程序应该
使用数据同步 I/O。
如果文件被扩展或分配了存储，则数据同步 I/O 必须在返回应用程序之前写入 inode
更改。 此情况消除了数据同步 I/O 的性能优势。

并行 I/O
并行 I/O (VX_CONCURRENT) 允许多个进程读取和写入同一文件，不会禁止其他 read(2)
或 write(2) 调用。POSIX 语义需要对文件的 read 和 write 调用与其他 read 和
write 调用序列化。 使用 POSIX 语义时，read 调用会在发生 write 调用前后读取
数据。 如果已设置 VX_CONCURRENT 参数，则 read 和 write 操作不会像字符设备一
样被序列化。 该参数通常用于访问数据时需要较高性能并且不会对同一文件执行重
叠写入操作的应用程序。 使用并行 I/O 时由应用程序或正在运行的线程来协调针对
同一文件的 write 活动。
可按以下方式启用并行 I/O：
■

在 VX_SETCACHE ioctl 命令中指定文件描述符的 VX_CONCURRENT 参数标志。只有
通过此文件描述符发生的 read (2) 和 write (2) 调用使用并发 I/O。通过同一文
件的其他文件描述符发生的 read 和 write 操作仍将遵循 POSIX 语义。
请参见 vxfsio (7) 手册页。

■

使用 cio 装入选项。 在此特定文件系统中所有文件上发生的 read (2) 和 write
(2) 操作将使用并行 I/O。
请参见第 159 页的“cio 装入选项”。
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并行 I/O 是一项单独授权的功能。

缓存参数
VxFS 允许应用程序设置在访问文件时使用的缓存参数。VxFS 缓存参数使应用程序
能够帮助监视页面高速缓存并提供了关于如何更好地调整页面高速缓存以提高性能
的信息。
缓存参数的基本功能是让您了解如果缓冲区高速缓存稍大一些，稍后是否能够避免
重新读取块 X。同时，缓存参数还让您了解到您可以安全地降低页面高速缓存大小，
而不会将块 X 置于危险境地。
这些参数只存在于内存中，在重新启动后不会保留。一些参数当前是在“每文件”
而不是“每文件-描述符”基础上进行维护。对文件的所有访问来说，只有一组有效
参数。如果两个应用程序设置的参数相互冲突，则两个应用程序都必须使用上次设
置的参数。

Veritas File System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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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数均使用 VX_SETCACHE ioctl 命令设置。可使用 VX_GETCACHE ioctl 命令获取
当前参数集。
请参见 vxfsio(7) 手册页。

冻结和解冻文件系统
冻结文件系统是在卷级别获取文件系统的稳定和一致性映象的必要步骤。 可以获取
一致性卷级别文件系统映象，并将其与文件系统快照工具一起使用。 冻结操作可刷
新包含脏的元数据和用户数据的文件系统缓存中的所有缓冲区和页面。 在解冻文件
系统之前，该操作会挂起文件系统上的所有新活动。
VX_FREEZE ioctl 命令用于冻结文件系统。临时冻结文件系统将会阻塞对文件系统的

所有 I/O 操作，然后在文件系统上执行同步。 执行 VX_FREEZE ioctl 时，对文件系
统的所有访问被阻断在系统调用级。 当前操作完成后，文件系统将与磁盘同步。
文件系统冻结时，使用冻结文件系统的所有尝试（VX_THAW ioctl 命令除外）都被阻
断，直至进程执行 VX_THAW ioctl 命令或在冻结过期时超时才会解除阻断。

获取 I/O 大小
VxFS 提供的 VX_GET_IOPARAMETERS ioctl 可获取建议在文件系统上使用的 I/O 大
小。 应用程序可使用此 ioctl 决定分配到 VxFS 文件或文件设备的 I/O 大小。
请参见 vxtunefs(1M) 和 vxfsio(7) 手册页。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数据库加速器
在所有环境中关注的重点都是维护优异性能或满足性能服务级别协议 (SLA)。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可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数据
库环境的总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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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数据库加速器

SFHA Solutions 数据库 支持的数据库
加速器

用例和注意事项

Oracle Disk Manager
(ODM)

■

Oracle

通过包含对文件 I/O 的高级内核支持的
改进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来提高
Oracle 性能并管理系统带宽。
■ 使用 ODM，就可以使用 Oracle
Resilvering 并关闭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脏区日志 (DRL) 来提高性能。
■ 使用 SmartSync 恢复加速器，可以缩
短还原一致性所需的时间，并为业务关
键型应用程序释放了更多的 I/O 带宽。

缓存 Oracle Disk
Oracle
Manager（缓存 ODM）

使用缓存 ODM，可以使选定的 I/O 使用缓
存提高 ODM I/O 性能。

Quick I/O (QIO)

使用 Veritas Quick I/O，可以使在 VxFS
文件系统上运行的数据库实现原始设备性
能。

Oracle
DB2
Sybase

缓存 Quick I/O（缓存
QIO）

Oracle
DB2

使用缓存 QIO，可以通过利用大量系统内
存有选择地缓冲经常访问的数据来进一步
增强数据库的性能。

Sybase
并行 I/O

DB2
Sybase

针对 DB2 和 Sybase 环境优化了并行 I/O
(CIO)
使用 Veritas Concurrent I/O，可以提高在
VxFS 文件系统上运行的数据库的性能，而
且对不断增长的文件大小没有限制。

通过使用这些数据库加速器技术，数据库性能与原始磁盘分区的性能是相当的，不
过具有文件系统的可管理性优点。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功能，可通过从服务器到阵列的所有可用路径对 I/O 活动进
行负载平衡，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性能。DMP 支持所有主要硬件 RAID 供应商，因
此无需第三方多径处理软件，从而降低了总拥有成本。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数据库加速器，可以更精确地管理数据库的性能。

14
Veritas Volume Manager
I/O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对管理 I/O 的限制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对管理 I/O 的限制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对管理 I/O 提供了限制。在 I/O 负荷很重时，
VxVM 会对它创建用来执行管理操作的 I/O 进行限制。此行为可以确保管理 I/O 不
会影响应用程序的 I/O 性能。 当应用程序 I/O 负荷较轻时，VxVM 会增加管理 I/O
操作的带宽使用。
VxVM 根据存储中的预计 I/O 负荷，自动为管理任务管理 I/O 限制。 目前，使用
ATOMIC_COPY 并包含一个目标镜像的复制操作支持 I/O 限制。 I/O 限制是透明
的，不会更改命令使用或输出。 支持下列命令：
■ vxassist mirror
■ vxassist snapcreate
■ vxevac
■ vxplex att
■ vxplex cp
■ vxplex mv
■ vxsnap addmir
■ vxsnap reattach
■ vxsd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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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I/O 操作为单个内存池的 I/O 分配内存。 您可以使用可调参数
vol_max_adminio_poolsz 调整该池的最大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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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了解时间点副本方法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时间点副本

■

何时使用时间点副本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时间点副本技术

■

卷级别快照

■

存储检查点

■

关于 FileSnap

■

关于快照文件系统

关于时间点副本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了一种灵活且高效的方式来管理业务关键数据。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可以在指定的时刻捕获正在不断变化的数据库的联机映像
（称为时间点副本）。
人们越来越希望数据能够持续可用以便全天候进行事务处理、决策、知识产权创造
等。 保护数据免受损失或破坏也越来越重要。 以前，停止服务后对数据执行备份，
此时数据并不发生变化；然而，这么做无法满足最少停机时间的需要。
时间点副本使您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数据联机可用性。 您可以针对时间点副本执行
系统备份、升级或其他维护任务。 时间点副本可以在活动数据所在的主机上进行处
理，也可以在其他主机上进行处理。如有需要，您可将时间点副本处理转移至另一
台主机上，以避免争用生产服务器上的系统资源。 此方法称为脱离主机处理。 如果
实施正确，脱离主机处理解决方案对主要生产系统的性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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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使用时间点副本
下列典型安装活动适用于使用 Veritas FlashSnap 实施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

数据备份 - 许多企业要求数据全天候可用。他们无法承受脱机备份关键数据所带
来的停机时间。通过创建数据快照并从此快照进行备份，可以在不增加停机时
间且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继续运行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

■

提供数据连续性 - 要在主节点存储发生故障时提供服务连续性，可以使用时间点
副本解决方案恢复应用程序数据。如果服务器发生故障，可以结合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ystem HA 或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的
高可用性集群功能使用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

决策支持分析和报告 - 诸如决策支持分析和业务报告之类的操作可能不要求访问
实时信息。您可以指示这些操作使用从快照创建的副本数据库，而不是让它们
争相访问主节点数据库。需要时，可以将数据库副本与主节点数据库中的数据
快速重新同步。

■

测试和培训 - 开发组或服务组可以将快照用作新应用程序的测试数据。快照数据
为开发人员、系统测试人员和 QA 小组提供了一个用于测试新应用程序的健壮
性、完整性和性能的现实基础。

■

数据库错误恢复 - 由管理员或应用程序导致的逻辑错误会损害数据库的完整性。
可通过使用存储检查点或快照副本来还原数据库文件，与从磁带或其他备份介
质进行完全还原相比，这样做能够更迅速地恢复数据库。
使用存储检查点可将数据库实例快速回滚到较早的时间点。

■

克隆数据 - 您可以克隆文件系统或应用程序数据。使用此功能可以快速且有效地
置备虚拟桌面。

上述所有快照解决方案也在灾难恢复站点与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一起提供。
有关快照与复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Replic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了多种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来满足您的需求，包
括以下用例：
■

创建用于决策支持的副本数据库。

■

使用快照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

备份和恢复脱离主机集群文件系统。

■

备份和恢复联机数据库。

在主节点主机上实现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图 15-1 说明了在主节点主机上设置处理解决方案所需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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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

使用快照和快速重新同步在主节点主机上实现时间点副本解决方
案
主节点主机

1. 准备卷
卷

缓存卷或
空卷

使用 vxsnap make
创建一个或多个卷的即时快照卷。

卷

快照卷

3. 刷新即时快照
如果需要，使用 vxsnap refresh
更新快照卷并使其准备就绪，
以进行其他处理。

卷

快照卷

卷

快照卷

如果需要，在磁盘组中创建一个缓存卷
或空卷，然后使用 vxsnapprepare
为创建快照准备卷。
2. 创建即时快照卷

4. 应用处理
将所需的处理应用程序应用到快照卷。

根据需要
重复步骤3
和 4。

注意：没有使用磁盘组拆分/结合功能。因为所有处理均在同一磁盘组中发生，因此
除非您想要防止磁盘争用，否则通常不需要从原始卷进行快照内容同步。快照创建
和更新实际上是即时的。
图 15-2 显示了实施解决方案的建议排列，其中使用了主节点主机，并避免了磁盘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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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节点主机上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示例

图 15-2
主节点主机

1

2

包含用于保留生产数据库
或文件系统的主卷的磁盘

SCSI 或光纤
通道连接

包含同步完整空间
即时快照卷的磁盘

在此安装过程中，建议将单独控制器的单独路径（显示为 1 和 2）配置为包含主要
卷和快照卷的磁盘。这可避免磁盘访问争用，但是当处理应用程序运行时，会更大
量地占用主节点主机的 CPU、内存和 I/O 资源。
注意：对于优化空间或未同步的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无法以这种方式隔离 I/O 通路。
这是因为，此类快照仅包含原始卷被更改区域的内容。如果应用程序访问保留在未
变化区域中的数据，则将从原始卷读取数据。

实施脱离主机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图 15-3 显示了通过从负载较轻的主机（此处显示为 OHP 主机）访问快照卷，用于
联机备份和决策支持的 CPU 和 I/O 密集型操作不会降低正在执行主要生产活动（如
运行数据库）的主节点主机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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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主机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示例

图 15-3

OHP 主机

主节点主机

网络

1

2

包含用于保留生产数据库或
文件系统的主卷的磁盘

SCSI
或光纤通道连接

包含快照卷的磁盘

而且，如果将快照卷放置在连接到其他主机控制器的磁盘而不是主节点卷的磁盘
上，可以避免与主节点主机争夺 I/O 资源。要实现此目的，应将图 15-3 中显示的路
径 1 和 2 连接至不同的控制器。
图 15-4 显示了如何在主节点主机中使用光纤通道技术和 4 个光纤通道控制器来实
现此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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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4

使用冗余循环访问的脱离主机解决方案连接示例
OHP 主机

主节点主机

网络

c1 c2 c3 c4

c1 c2 c3 c4

光纤通道
集线器或交换机

磁盘阵列

此布局使用冗余循环来访问处理系统和磁盘阵列之间路径中任意单独组件的潜在失
败。
注意：在某些运行系统上，控制器名称可能与此处显示有所不同。
图 15-5 显示了如何通过将一个集群节点配置为 OHP 节点在集群中实施脱离主机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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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集群节点的脱离主机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的实施示例

图 15-5
集群

配置为 OHP 主机的
集群节点
1

2

包含用于保留生产数据库或
文件系统的主卷的磁盘

SCSI 或光纤通道
连接

包含用于实现
脱离主机处理解决方案
的快照卷的磁盘

图 15-6 显示了另一种布局，其中 OHP 节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独立系统：它具有到
集群的网络连接，但不是集群节点，并且没有连接到集群的专用网络。
使用单独 OHP 主机的脱离主机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的实施示例

图 15-6

OHP 主机

集群

网络

1

2

包含用于保留生产数据库
或文件系统的主卷的磁盘

SCSI
或光纤通道连接

包含用于实现
脱离主机处理解决方案的
快照卷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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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脱离主机处理，此文档中示例方案假设有一台单独的 OHP 主机专用于
备份或决策支持角色。对于集群，它可以更简便高效地配置不是集群成员的 OHP
主机。
图 15-7 说明了在主节点主机上设置处理解决方案所需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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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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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脱离主机处理解决方案
OHP 主机

主节点主机或集群

1. 准备卷
如果需要，
在磁盘组中创建一个空卷，
然后使用 vxsnapprepare
为创建快照准备卷。

卷

空卷

2. 创建快照卷
使用 vxsnap make 创建同步快照卷
（使用 vxsnap print
检查同步状态）。

卷

快照卷

3. 刷新快照镜像
如果需要， 使用 vxsnap refresh
更新快照卷 （使用 vxsnap print
检查同步状态）。

卷

快照卷

4. 拆分并逐出磁盘组
使用 vxdg split
将包含快照卷的磁盘移动到一个单
独的磁盘组。 使用 vxdgdeport
逐出该磁盘组。

卷

快照卷

5. 导入磁盘组
使用 vxdg import 在 OHP
主机上导入包含快照卷的磁盘组。

卷

快照卷

6. 应用脱离主机处理
将所需的脱离主机处理应用程序应
用到OHP 主机上的快照卷。

卷

快照卷

7. 逐出磁盘组
使用 vxdg deport 从 OHP
主机上逐出包含快照卷的磁盘组。

卷

快照卷

逐出

导入

逐出

8. 导入磁盘组
使用 vxdg import
在主节点主机上导入包含快照卷的
磁盘组。

卷

快照卷

9. 合并磁盘组
使用 vxdg join
将包含快照卷的磁盘组与原始卷的
磁盘组合并在一起。

卷

快照卷

导入

根据需要重复步骤 3
到9

使用磁盘组拆分/连接将快照卷拆分为单独的磁盘组，并在 OHP 主机上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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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由于快照卷将移动至另一个磁盘组，然后在另一台主机上导入，因此必须首
先与父项卷同步它们的内容。通过使用快速重新同步，在重新导入快照卷时，从原
始卷刷新它们的内容以加速。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时间点副本技术
本主题介绍可以使用 Veritas FlashSnap™ 技术实现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Veritas
FlashSnap 技术需要许可证。
Veritas FlashSnap 提供了一种高效灵活的管理业务关键数据手段。它允许在给定时
刻捕获正在不断变化的数据联机映像：时间点副本。您可在时间点副本上执行系统
备份、升级，以及其他维护任务，同时还可使关键数据持续可用。如有需要，您可
将时间点副本处理转移至另一台主机上，以避免争用生产服务器上的系统资源。
FlashSnap 许可证支持以下类型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

卷级别解决方案。卷级别快照有多种类型。这些功能适用于需要使用单独存储
创建快照的解决方案。例如，低层存储。其中一些技术提供了异常脱离主机处
理功能。

■

文件系统级别解决方案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的存储检查点功能。存储检查
点适用于存储空间非常关键的解决方案，例如：
■

包含少量大型文件的文件系统。

■

更改相对少量文件系统数据块的应用程序工作负载（例如，Web 服务器内容
和某些数据库）。

■

需要使用文件系统的多个可写副本来进行测试或设定版本的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295 页的“存储检查点”。
■

文件级别的快照。
FileSnap 功能可提供单个文件级别的快照。

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比较
下表并排显示了 Storage Foundation 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表 15-1
解决方案

粒度

捕获的数 快照方法
据的位置

内部内容

完整空间即
时快照

卷

单独的卷

更改的区域 >> 读/写卷
完整卷

写入时复制/完
全复制

导出的内容 可以脱离主机 可用性
移动
是，在同步后

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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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粒度

捕获的数 快照方法
据的位置

内部内容

导出的内容 可以脱离主机 可用性
移动

优化空间即
时快照

卷

缓存对象
（单独的
缓存卷）

写入时复制

更改的区域

读/写卷

链接的 plex 卷
断开

单独的卷

写入时复制/完
全复制

使用 vxsnap 卷
创建 Plex 断
开快照

单独的卷

使用
卷
vxassist 创
建传统 plex
断开快照
存储检查点

否

立即

更改的区域 >> 读/写卷
完整卷

是，在同步后

立即

写入时复制/完
全复制

更改的区域 >> 读/写卷
完整卷

是，在同步后

立即

单独的卷

完全复制

完整卷

读/写卷

是，在同步后

在完全同步
后

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
中的空间

写入时复制

更改的文件系
统块

读/写文件系
统

否

立即

文件系统快
照

文件系统

单独的卷

写入时复制

更改的文件系
统块

只读文件系统 否

立即

FileSnap

文件

文件系统
中的空间

写入时复制/迟
缓写入时复制

更改的文件系
统块

读/写文件系
统

立即

否

卷级别快照
卷快照是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在给定时间点的映像。您也可以创建
卷集的快照。
使用卷快照，您可以在联机创建卷的备份副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给用户造成的
中断。然后，可以使用备份副本还原因磁盘故障、软件错误或人为错误而丢失的数
据，也可以使用它创建副本卷以用于生成报告、开发应用程序或测试等目的。
卷快照还可以用于实施脱离主机联机备份。
实际上，快照可以是该数据集的完整（完全位对位）副本，也可以仅包含自创建快
照以来更新过的数据集元素。后者有时称为首次写入时分配快照，因为只有在原始
数据集中首次更新（重写）数据元素时，才会将这些元素的空间添加到快照映像
中。Storage Foundation 首次写入时分配快照称为空间优化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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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卷快照
如果在卷上启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则 VxVM 使用快速重新同步映射来记录在
卷和快照中进行更新的块。
当快照卷重新挂接到它们的原始卷时，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允许迅速刷新并重新使
用快照数据。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使用磁盘存储来确保快速重新同步映射免遭系统
和集群崩溃的影响。如果在专用磁盘组的卷上启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那么即
使重新启动主机，也可能发生增量重新同步。
此外，当卷和其快照卷移动到不同的磁盘组后，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还能跟踪二者
之间的关联关系。当磁盘组重新合并之后，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允许迅速重新同步
快照 Plex。

卷快照中的数据完整性
卷快照捕获在给定时间点存在于卷中的数据。因此，VxVM 不了解上层文件系统或
应用程序（如在文件系统中打开了文件的数据库）在内存中缓存的任何数据。快照
始终具有崩溃一致性，即可通过让应用程序执行快照恢复来使用快照。这类似于在
服务器崩溃后应用程序执行恢复的情况。如果在包含已装入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卷上设置了 fsgen 卷使用类型，则 VxVM 会与 VxFS 协调以将缓存中的数
据刷新到卷。因此，这些快照始终具有 VxFS 一致性，装入时不需要进行 VxFS 恢
复。
对于数据库，还必须使用适当的机制来确保表空间数据在制作卷快照时的完整性。
最新式的数据库软件能够提供暂时挂起文件系统 I/O 的功能。此文档中的示例说明
了如何进行此操作。对于文件系统中的普通文件，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不同应用
程序中打开，所以除了关闭这些应用程序并暂时卸载文件系统之外，可能没有其他
方法能够确保文件数据的绝对完整性。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只需确保文件数据的完
整性，即确保制作快照时文件数据未在使用中。但在所有应用程序协调的情况下，
快照对于崩溃都是可恢复的。

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plex 断开快照使用额外的镜像来创建快照。尽管可以为一个 plex 卷创建 plex 断开
快照，但我们往往为镜像卷创建快照。 镜像卷具有多个 plex 或镜像，其中每个 plex
或镜像都是数据副本。 快照操作“断开”plex，使其成为快照卷。 您可以断开现有
的 plex，也可以专门添加新的 plex 用作快照镜像。 通常情况下，需要维持原始卷
的冗余。 如果原始卷是具有两个 plex 的镜像卷，则为快照添加第三个镜像。 因此，
此类快照也称为第三镜像快照。
快照 plex 必须与卷中现有的 plex 位于同一磁盘组内的不同磁盘上。 磁盘必须有足
以包含现有卷内容的磁盘空间。 如果您有一个 1 TB 的卷，则必须有 1 TB 的额外磁
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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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创建快照时，会将 plex 分散到两个卷中。原始卷保留其原始 plex。 快照卷包
含快照 plex。 原始卷继续承担 I/O。快照卷保留创建快照时的数据，直到您选择对
该卷执行处理为止。
可以创建多个快照，因此可以拥有原始数据的多个副本。
第三镜像断开快照适合有大量写操作、但优化空间或完整空间即时快照的写入时复
制机制可能会降低性能的卷，例如数据库重做日志。

优化空间即时卷快照
优化空间快照不包含它们所表示的原始数据对象的完整物理映像。 优化空间即时快
照将原始卷中已发生更改的区域记录到存储缓存。在写入原始卷时，VxVM 在执行
写入之前将原始数据内容保留在缓存中。由于存储缓存需要的存储空间通常比原始
卷少得多，因此被称为优化空间。 优化空间快照占用的存储和 I/O 带宽与快照使用
期限内原始卷上更新的数据量成正比。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的优势包括立即可用性、快速刷新，以及更简便的配置和管理。
由于优化空间快照占用的存储和 I/O 带宽比完整副本快照少，因此您创建快照的频
率可以高得多。这使它们非常适合于从数据损坏中进行恢复。
由于原始对象中发生更改的数据越来越多，因此空间优化快照必然会随着时间不断
增大，使得它们本身比较适合较短的生存期。
优化空间快照不能脱离主机进行辅助处理。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的工作方式
优化空间快照使用写入时复制机制，使其在一开始创建或其数据被刷新时即可用。
您可以在磁盘组中配置可由该磁盘组中的所有卷共享的单个存储缓存。如果是这种
情况，对于每个卷的优化空间快照，声明的缓存名称必须相同。缓存存储在磁盘
上，而且是持久性的。
如果缓存变得太满，请配置 VxVM 以使用磁盘组中的任何可用空闲空间自动增大缓
存。
图 15-8 显示了即时优化空间快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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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份循环中创建和使用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图 15-8

开始
vxsnap prepare
原始卷

vxsnap make

快照卷

vxsnap refresh

备份
循环

备份到磁盘、磁带或
其他介质

请参见第 320 页的“创建和管理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选择快照重新同步
当快照卷重新挂接到共享磁盘组中的原始卷时，有两种方法可以重新同步卷中的数
据：
■

从原始卷重新同步快照 - 使用主卷中从创建快照以来已更改的数据更新快照。随
后可再次创建快照，用于备份或决策支持。此类型的重新同步也称为刷新快照。

■

从快照重新同步原始卷 - 使用快照卷中从创建快照以来已更改的数据更新原始
卷。这对于还原已损坏数据库或文件系统的状态，或者实施生产软件更新可能
是必要的，并通常比使用替代方法（例如从备份介质完全还原）。此类型的重
新同步也称为从副本还原快照。

磁盘组拆分/结合
一个或多个卷（例如快照卷）可以拆分为单个磁盘组并逐出。它们将用于在另一台
专用于脱离主机处理的主机上导入。此主机不需要是集群的成员，但是它必须具有
对在其上配置卷的磁盘的访问权限。以后，磁盘组可以逐出、重新导入并与原始磁
盘组或其他磁盘组结合。
注意：由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仅记录关于原始卷中被更改区域的信息，因此它们无
法移动至其他磁盘组。因此，它们不适用于此文档中描述的脱离主机处理的应用程
序。
在此类快照可以移动至不同磁盘组并从主机逐出之前，完整空间即时快照的内容必
须与原始卷中没有变化的区域充分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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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是给定时刻的文件系统持久映像。存储检查点使用写入时复制技术降低
了 I/O 开销，方法是仅识别和维护至创建上一存储检查点后已更改的文件系统块。
存储检查点有下列重要功能：
■

当系统重新启动和崩溃时，存储检查点会在系统上存在。

■

存储检查点不仅可以保留文件系统元数据和文件系统的目录层次结构，它还保
留了当创建存储检查点时存在的用户数据。

■

当创建已装入的文件系统的存储检查点后，您可以继续在文件系统上创建、删
除和更新文件，并且不会影响存储检查点的映像。

■

与文件系统快照不同，存储检查点是可写的。

■

要将占用的磁盘空间降低最低，存储检查点使用文件系统中的空闲空间。

存储检查点和适用于数据库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的存储回滚功能允许从
逻辑错误（例如数据库毁坏、缺少文件和被丢弃的表空间）中快速恢复数据库。 可
以装入数据库的连续存储检查点以找出错误，然后将数据库还原到发生问题前的存
储检查点。
Symantec NetBackup for Oracle Advanced BLI Agent 使用存储检查点提高备份
Oracle 数据库的速度。
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for Oracle Advanced BLI Agent System Administrator's
Guide（《Symantec NetBackup for Oracle Advanced BLI Agent 系统管理指南》）。

存储检查点与快照有何不同
存储检查点与 Veritas File System 快照有以下方面的不同，因为它们：
■

允许对存储检查点自身进行写入操作。

■

在系统重新启动或失败后仍然存在。

■

共享与文件系统相同的空闲空间池。

■

通过识别上次存储检查点以来更改的文件块，维护与其他存储检查点的关系。

■

可以具有多个只读存储检查点，从而减少 I/O 操作和所需的存储空间，因为最新
的存储检查点是唯一从主文件系统累积更新的存储检查点。

■

可以将文件系统还原到创建存储检查点时的状态。

多个备份和复制解决方案可以利用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可以跟踪上次存储检查
点以来文件系统块的变化，使得备份和复制应用程序只需要检索已更改数据。 存储
检查点大大减少了数据移动活动，并可以通过增加备份和复制的频率，使得可用性
和数据完整性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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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含大量文件的环境（例如含百万文件的文件服务器）中使用存储检查点，对
性能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由于在存储检查点创建期间没有冻结文件系统，即使
在创建存储检查点时，应用程序也可以访问文件系统。 但是，创建存储检查点只需
要几分钟时间，具体时间取决于文件系统中的文件数。

存储检查点的工作方式
存储检查点工具冻结装入的文件系统（被称为主文件集）、初始化存储检查点并解
冻文件系统。 具体地说，文件系统首先置入稳定状态，所有数据被写入磁盘，然后
冻结过程瞬间阻止对文件系统的所有 I/O 操作。 然后创建没有任何实际数据的存储
检查点，存储检查点指向主文件集的块映射。 随后的解冻过程重新启动对文件系统
的 I/O 操作。
您可以在一个文件系统或一组文件系统上创建存储检查点。 多个文件系统的存储检
查点同时冻结文件系统，并在所有文件系统上创建存储检查点，然后解冻文件系
统。 因此，多个文件系统的存储检查点有相同的创建时间戳。 存储检查点工具保证
在所有指定文件系统上创建多个文件系统存储检查点，或者不在任何指定文件系统
上创建，除非操作进行时系统崩溃。
注意：在系统崩溃后，调用应用程序负责清除存储检查点。
主文件集的存储检查点最初仅包含指向主文件集中的现有数据块的指针，不包含其
所有已分配数据块。
图 15-9 显示文件系统 /database 及其存储检查点。创建存储检查点后，存储检查
点在逻辑上与主文件集相同，但它不包含任何实际数据块。
图 15-9

主文件集及其存储检查点
主文件集

存储检查点

/database

emp.dbf

/database

jun.dbf

emp.dbf

jun.dbf

在图 15-10 中，正方形表示文件系统的每个块。 此图显示创建存储检查点时包含指
向主文件集指针的存储检查点，如图 15-9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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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0

初始化存储检查点

主文件集

存储检查点

A

B

C

D

E

存储检查点通过从主文件集查找数据来显示文件系统的精确映像。 VxFS 使用写入
时复制技术来更新存储检查点。
请参见第 297 页的“写入时复制”。

写入时复制
在图 15-11 中，在原来包含 C 的主文件集中的第三个数据块已更新。
在使用新数据更新数据块之前，原始数据已复制到存储检查点。 这被称为写入时复
制技术，允许存储检查点保留主文件集在创建存储检查点时的映像。
不是每个更新或写入操作都一定会导致将数据复制到存储检查点的过程，因为原有
的数据只需要保存一次。 随着主文件集中的块不断更改，存储检查点累加原始数据
块。 在此示例中，现在包含 C 的第三个数据块的后续更新没有复制到存储检查点，
因为已经保存含 C 块的原始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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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11

对主文件集的更新

主文件集

存储检查点

A

B

C’

C

D

E

存储检查点可见性
使用 ckptautomnt 装入选项，可通过文件系统根目录中的目录自动访问所有存储检
查点，该目录具有特殊名称 .checkpoint，它不会显示在目录列表中。此目录针对
文件系统中的每个存储检查点各包括一个目录。其中的每个目录都用作相应存储检
查点的装入点，但以下情况除外：
■

外部应用程序（例如，NFS），请参见作为原始装入点的一部分的文件。因此，
不需要任何其他 NFS 导出。

■

根据装入选项，向应用程序公开的 inode 编号可以是唯一的。

存储检查点在内部自动装入，操作系统并不知道有关自动装入的任何信息。这意味
着存储检查点无法手动装入，并且它们不会显示在装入的文件系统的列表中。创建
或删除存储检查点时，将自动更新存储检查点目录中的条目。如果使用 -f 选项删
除其中的文件仍在使用中的某个存储检查点，则会强制卸载存储检查点，对该文件
执行的所有操作都将失败，并出现 EIO 错误。
如果文件系统的根目录中已存在名为 .checkpoint 的文件或目录（例如，使用较早
版本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创建的目录或者当禁用了存储检查点可见性功能
时创建的目录），无法访问提供对存储检查点的访问的虚假目录。启用此功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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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使用名称 .checkpoint 在根目录中创建文件或目录将失败，并出现 EEXIST 错
误。
注意：无法通过 NFS 访问 .checkpoint 目录。
如果 NFS 装入正在使用自动装入的存储检查点，即使没有强制的 (-f) 选项，也可以
成功删除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和 64 位 inode 编号
文件的 inode 编号在存储检查点中保持一致。 例如，如果文件系统中存在一个 file1
文件，并且为该文件系统创建了一个存储检查点，在原始文件系统中对 file1 运行
stat 命令与在存储检查点中运行该命令都会在 st_ino 中返回相同的值。 st_ino
和 st_dev 的组合形式应当唯一标识系统中的每个文件。由于单独装入存储检查点，
这通常不会出现问题，因此 st_dev 各不相同。 当通过存储检查点可见性扩展访问
存储检查点中的文件时，对于所有存储检查点和原始文件系统而言，st_dev 都是相
同的。 这意味着文件不再通过 st_ino 和 st_dev 进行唯一标识。
一般说来，不需要唯一标识系统中的所有文件。但是，某些应用程序依赖于唯一标
识才能正常运行。例如，备份应用程序可以检查某个文件是否硬链接到另一个文件
（通过对两个文件调用 stat，并检查 st_ino 和 st_dev 是否相同）。如果系统通
知备份应用程序同时通过存储检查点可见性扩展来备份两个副本，应用程序可能会
错误地推断这两个文件相同，即使它们包含不同数据。

存储检查点的类型
您可以创建以下类型的存储检查点：
■

数据存储检查点

■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

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

不可装入的存储检查点

数据存储检查点
数据存储检查点是创建存储检查点时文件系统的完整映像。 此类存储检查点包含文
件系统元数据和文件数据块。 您可以装入、访问和写入数据存储检查点，就像操作
文件系统一样。 对于需要活动文件系统的稳定一致映像的备份应用程序，数据存储
检查点非常有用。 数据存储检查点向系统和执行写入操作的应用程序带来了许多开
销。 为了获得最佳结果，请限制数据存储检查点以最小化对系统资源的影响。
请参见第 358 页的“显示数据存储检查点与无数据存储检查点之间的区别”。

299

300

了解时间点副本方法
存储检查点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仅包含文件系统元数据，而没有文件数据块。随着原始文件系统
的更改，无数据存储检查点记录每个更改块的位置。因为不需要复制数据，无数据
存储检查点使用最少系统资源，并且对文件系统性能几乎没有影响。
在图 15-12 中，原来包含 A 的第一个块已更新。
原始数据没有复制到存储检查点，但在存储检查点中标记了已更改的块。标记指示
哪些数据已更改。
图 15-12

对无数据克隆的更新

主文件集

存储检查点

A’

B

C

D

E

请参见第 358 页的“显示数据存储检查点与无数据存储检查点之间的区别”。

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在一定条件下，当文件系统空间不足时，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能够“自毁”。
请参见第 365 页的“存储检查点空间管理注意事项”。
在 create 或 mkdir 等用户操作期间，如果文件系统空间不足，将删除可移除的存
储检查点，即使装入了存储检查点已装入也是如此。 这确保应用程序可以继续运
行，而不会因磁盘空间不足而中断。 在此 ENOSPC 条件下，将自动删除不可移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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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检查点。 Symantec 建议您仅创建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然而，在执行 fsadm
等特定管理操作期间，即使文件系统空间不足，也不会删除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默认情况下，存储检查点作为不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创建。 可以更改此默认行为，
以便 VxFS 使用 vxtunefs -D ckpt_removable=1 命令创建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在将默认值设置为创建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之后，可以使用 fsckptadm -R create
ckpt_name mount_point 命令创建不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请参见 vxtunefs(1M) 和 fsckptadm(1M) 手册页。

不可装入的存储检查点
您可以创建无法用 fsckptadm set nomount 命令装入的存储检查点。 使用
fsckptadm clear nomount 命令可以清除 nomount 选项。
使用不可装入的存储检查点作为安全功能。 这将防止其他应用程序访问和修改存储
检查点。
请参见 fsckptadm(1M) 手册页。

关于 FileSnap
FileSnap 是同一名称空间中的文件的原子空间优化副本（存储在同一文件系统中）。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在文件系统磁盘布局版本 8 及更高版本上支持快照。
使用 FileSnap，可以为粒度小于文件系统或卷的对象创建快照。基于应用程序或基
于用户管理存储在文件系统中的数据时，需要使用为部分文件系统名称空间创建快
照的功能。这在以下情况下十分有用：文件系统由一组用户或应用程序共享，或者
数据在同一文件系统中按不同的重要级别进行了分类。
FileSnap 支持所有常规文件操作，VxFS 不以任何方式将 FileSnap 区分出来。

FileSnap 的属性
FileSnap 使非 root 用户无需管理员权限即可为其拥有的数据创建快照。这使用户
和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计划在其应用周期的适当点创建快照来创建其数据的新版本、
备份其数据以及还原其数据。从 FileSnap 还原十分简单，只需将作为源文件的快照
和作为目标文件的原始文件指定为 vxfilesnap 命令的参数即可。
创建 FileSnap 时，会将源文件锁定为只读文件，并在操作持续期间内以独占方式锁
定目标文件，从而以原子方式创建快照。进行 FileSnap 创建时，可以访问文件系统
中的其余文件，而不会出现 I/O 暂停。创建快照时，不会中断对源文件的读取访问。
这将允许多个用户和应用程序以非干扰方式真正地共享文件系统。
源文件和目标文件之间的名称空间关系由用户发出的 vxfilesnap 命令（通过指定
目标文件路径）来定义。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既不区分源文件和目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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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维护这两个文件之间的任何内部关系。快照完成后，源文件和目标文件之间仅
有的共享属性是它们共享的数据块和块映射。
文件的 FileSnap 数几乎没有限制。技术上的限制是 VxFS 文件系统支持的最大文件
数，该限制为每个文件集十亿个文件。当数千个 FileSnap 都从同一个文件创建，并
且这些快照文件中的每一个文件都同时由数千个线程读取和写入时，FileSnap 也能
够很好地扩展。这归功于一种设计。在由于覆盖而发生取消共享时，该设计不会导
致争用共享块。在由于使用 FileSnap 进行覆盖而对共享块取消共享的情况下所看到
的性能，比传统的写入时复制的性能更接近于分配写入的性能。
在磁盘布局版本 8 中，为了支持在文件之间共享块或扩展区，将跟踪每个共享扩展
区的引用计数。VxFS 进程引用计数将由于共享和取消共享扩展区而以延迟方式更
新。另外，在所有引用都消失前，标记为“共享”一次的扩展区也不会回到非共享
状态。这是为了改进 FileSnap 创建性能和对数据扩展区取消共享的性能。但是，这
实际上会导致文件系统的共享块统计数据只能精确到处理延迟的回收的时间点。也
就是说，有关文件系统和文件的共享扩展区统计数据可能是过时的，具体取决于文
件系统的状态。

FileSnap 的并行 I/O
FileSnap 的设计和实施确保对同一个文件的不同快照的并发读取或写入就像这些文
件是独立文件一样执行。即使扩展区在同一个文件的快照之间共享，该共享对并行
I/O 也没有负面影响。

写入时复制和 FileSnap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支持一个选项，该选项用于在覆盖由共享扩展区引用的
文件区域时执行迟缓写入时复制。典型的写入时复制实现包括读取旧数据、分配新
块、将旧数据同步复制或写入到新块以及将新数据写入新块。这可能导致最坏的情
况发生：一个或多个分配事务的后面是读取操作，读取操作后面是同步写入操作和
其他符合为覆盖请求的 I/O 行为的写入操作。此顺序使典型的写入时复制操作开销
很大。实现 VxFS 迟缓写入时复制，则不会将旧数据复制到新分配的块，因此只要
新数据覆盖整个块，就不必读取旧数据。此行为与共享扩展区统计的延迟处理结合
使用使迟缓写入时复制的完成时间与分配写入操作的完成时间相当。但是，在服务
器崩溃的情况下，当服务器尚未将新数据刷新到新分配的块时，在被覆盖区域上看
到的数据将类似于在数据刷新前服务器已崩溃的分配写入的情况下找到的数据。这
不是默认行为；在执行默认行为的情况下，在被覆盖的区域中找到的数据要么是新
数据，要么是旧数据。

从 FileSnap 读取
对于常规读取请求，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只在页缓存中为指定的共享数据块
缓存数据页的单个副本，即使该共享数据块可以从任何 FileSnap 或源文件进行访问
时也是如此。缓存共享数据页后，会从页缓存中为通过任何 FileSnap 或源文件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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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后续请求提供服务。这将消除对磁盘的重复读取请求，从而降低阵列上的 I/O
负载。这还会减少页缓存重复，从而有效使用系统页缓存，在访问数千个 FileSnap
时，缓存改动也会非常少。

块映射碎片和 FileSnap
源文件的块映射由快照文件共享。覆盖以前共享的区域中的数据时，发生写入的文
件的块映射会更改。当源文件的共享数据扩展区大于对同一区域的覆盖请求的大小
时，被写入的文件的块映射会产生很多碎片。

备份和 FileSnap
具有共享块的 VxFS 文件系统的完全备份在目标中需要的空间，可能与对源文件系
统中物理块的逻辑引用的总数一样多。例如，如果有一个 20 GB 文件，并且已基于
该文件创建了一千个 FileSnap，则逻辑块引用总数大约为 20 TB。VxFS 文件系统
只需要略超过 20 GB 的物理块来存储该文件以及该文件的一千个快照，而该文件系
统在备份目标上需要超过 20 TB 的空间来备份文件系统（假设备份目标不支持重复
数据删除）。

关于快照文件系统
快照文件系统是 VxFS 文件系统（此处指捕获的文件系统）的精确映像，它提供了
一种进行备份的机制。快照是与在进行快照的时间点上“捕获”的文件系统完全一
致的视图。 可以使用标准实用程序（例如 cpio 或 cp） 来选择从快照进行备份的文
件，或者使用 vxdump 或 fscat 实用程序备份整个文件系统映像。
可使用装入命令创建快照文件系统；不需要使用 mkfs 命令。快照文件系统总是为
只读。快照文件系统只有在捕获的文件系统装入时存在，当卸载时快照文件系统将
不再存在。只有卸载其全部快照后，才能卸载捕获的文件系统。 虽然文件系统可以
有在不同时间的多个快照，但不可能为快照创建快照。
注意：卸载后快照文件系统将不再存在。如果再次装入，快照文件系统实际上是捕
获的文件系统的全新快照。必须先卸载快照文件系统，才能卸载其依赖的捕获的文
件系统。 无论 fuser 命令还是 mount 命令都不会指示由于捕获的文件系统存在快
照而不能卸载该文件系统。
在集群文件系统上，可以在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创建快照，并且可以在该节点上执
行备份操作。集群文件系统的快照仅在创建该快照的节点上才能被访问，即快照文
件系统自身不能是集群装入的。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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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文件系统的工作原理
通过装入空的磁盘片作为当前装入的文件系统的快照可以创建快照文件系统。对位
映射表、块映射表和超级块进行初始化，然后冻结当前装入的文件系统。在将捕获
的文件系统被冻结之后，将启用并装入快照，然后所捕获的文件系统将被解冻。快
照表现为创建它时所捕获的文件系统的精确映像。
请参见第 275 页的“冻结和解冻文件系统”。
最初，快照文件系统通过在所捕获的文件系统上查找数据并返回给请求进程来满足
读请求。当 inode 进行更新或写操作更改所捕获的文件系统上的数据块 n 的数据
时，系统会首先读取该块的旧数据并将其复制到快照，然后更新所捕获的文件系
统。位映射表中与块 n 对应的项从 0 变为 1，表示在快照文件系统中可以找到块 n
的相应数据。块映射表中与块 n 对应的项从 0 变为快照文件系统中包含旧数据的块
编号。
随后，对快照文件系统块 n 的读请求，将通过检查位映射表中与块 n 对应的项并从
快照文件系统上指示的块（而不是从所捕获的文件系统的块 n）中读取数据来满足。
此技术称为写入时复制。以后再对捕获的文件系统上的块 n 执行写入操作时，便不
会再将该块的数据复制到快照文件系统，因为旧数据只需保存一次。
所捕获的文件系统的所有 inode、目录、文件中的数据、扩展区映射等的更新都用
这种方式处理，以便快照可提供在创建它时所捕获的文件系统上的所有文件系统结
构的一致视图。随着所捕获的文件系统上数据块的更改，快照会逐渐使用从所捕获
的文件系统上复制的数据进行填充。
快照需要的磁盘空间取决于所捕获的文件系统的更改速率以及快照被维护的时间。
在最坏的情况下，所捕获的文件系统完全满，且每个文件都被删除并重写。快照文
件系统需要足够的块来保存所捕获的文件系统的每个块的副本，以及额外的块来保
存组成快照文件系统的数据结构。这大约是所捕获的文件系统大小的 101%。通常，
大多数文件系统不会进行这种极端比率的更改。在活动较少的时间段，快照应只需
要所捕获的文件系统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六的块。在活动频繁的时间段，快照可能
需要所捕获的文件系统的 15％ 的块。以上百分比对于更大的文件系统来说可能偏
小，而对于更小的文件系统则可能偏大。
警告：如果快照文件系统因空间用尽块而无法存放更改的数据块，它将被禁用且对
其进一步的访问尝试将会失败。这不会影响该快照的文件系统。

16
管理卷快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卷快照

■

传统的第三镜像断开快照的工作方式

■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如何运作

■

链接式断开快照卷

■

层叠快照

■

创建多个快照

■

从快照还原原始卷

■

创建即时快照

■

创建传统的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

添加 0 版本的 DCO 和 DCO 卷

关于卷快照
VxVM 可以在给定时间点获取卷映像。此映像称为卷快照。
请参见第 291 页的“卷级别快照”。
您也可以创建卷集的快照。
使用 vxsnap 命令创建快照是在 VxVM 中实现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的首选机制。在
将来的版本中，可能会取消对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的传统的第三镜像快照的支
持。
要从即时快照命令失败中恢复，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故障排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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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第三镜像断开快照的工作方式
要从命令行或脚本执行卷备份，建议使用 vxsnap 命令。支持使用 vxassist
snapstart、snapwait 和 snapshot 命令实现向后兼容。
为创建即时快照准备的卷不支持使用 vxassist 命令管理传统的（第三镜像断开）
快照。请改用 vxsnap 命令。
图 16-1 显示了 vxassist 命令支持的传统第三镜像断开卷快照模型。
创建和使用第三镜像快照

图 16-1

开始

vxassist
snapstart
原始卷

vxassist
snapshot

快照镜像

备份循环

原始卷
快照卷

在快照合并时刷新
vxassist
snapback
独立卷

vxsassist snapclear

备份到磁盘、磁带或其他介质，
或用于复制数据库或文件
vxassist snapstart 命令将创建用于快照的镜像，并将它作为快照镜像挂接到卷

上。与创建镜像时的情况一样，将卷内容复制到新快照 Plex 的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
间才能完成。（vxassist snapabort 命令取消此操作并删除快照镜像。）
挂接结束时，可使用 vxassist snapshot 命令拍摄一个或多个快照镜像作为它的
数据 Plex，从而创建一个新的快照卷。此快照卷将包含创建快照时原始卷的数据副
本。如果使用了多个快照镜像，则快照卷会对自身进行镜像。
命令 vxassist snapback 可用于将快照 Plex 返回拍摄快照的原始卷，并对从原始
卷的数据快照镜像后得到的数据进行重新同步。这使您能够在使用该命令进行备份
之后刷新快照中的数据。可以使用同一命令的变形，从之前制作的快照还原原始卷
的内容。
快速重新同步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重新同步快照中的数据所需的时间和 I/O。如
果没有启用快速重新同步，则需要对数据进行完全重新同步。
最后，还可以使用 vxassist snapclear 命令中断原始卷和快照卷之间的关联。由
于快照关系已断开，因此不会出现更改跟踪。如果无需重用快照卷来创建新的时间
点副本，请使用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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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如何运作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是第三镜像卷快照模型的一种变异，在创建快照 Plex 后立即可对
快照卷进行 I/O 访问。
图 16-2 显示了完整空间即时卷快照模型。
图 16-2

在备份循环中创建和使用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开始

vxsnap make

vxsnap refresh

vxsnap prepare
原始卷

快照卷

vxsnap reattach
备份到磁盘、磁带或其他介质
快照卷也可用于在同步完成时
创建副本数据库或文件系统。

备份循
环

vxsnap dis
或
vxsnap split
独立卷

要创建即时快照，请使用 vxsnap make 命令。此命令既可用于已准备好用作快照卷
的空卷，也可用于从原始卷断开一个或多个同步 Plex。
您可以备份完整空间即时快照、立即从原始卷刷新它的内容，或者将它的 Plex 挂接
到原始卷，而无须从原始卷完全同步快照 Plex。
VxVM 使用写入时复制机制确保快照卷在创建快照时保留原始卷的内容。每当卷的
原始内容将要被覆盖时，都会在继续写入之前将卷中的原始数据移到快照卷上。随
着以后卷内容的更新，它的原始内容将逐渐重定位到快照卷中。
如果有对快照卷的读取请求，而数据位于原始卷中（因为它尚未更改），VxVM 会
自动透明地从原始卷中读取数据。
如果需要，可以对快照卷执行后台（非阻塞）同步或前台（阻塞）同步。如果打算
将快照卷移到单独的磁盘组中以进行脱离主机处理，或者希望将快照卷转换为独立
卷，这将很有用。
例如，在进行备份之前，可以使用 vxsnap refresh 命令更新快照中的数据。
vxsnap reattach 命令可以将快照 Plex 挂接到原始卷上，并从原始卷重新同步这

些 Plex 中的数据。或者，可以使用 vxsnap restore 命令从前一时间点创建的快照
还原原始卷的内容。还可以选择在原始卷的还原完成后是否保留快照卷。
默认情况下，VxVM 的快速重新同步功能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快照镜像中的数据
进行重新同步时所需的时间和 I/O。要创建即时快照，必须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创建和管理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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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准备一个空卷，以供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和链接式断开快照使用。
请参见第 319 页的“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式断开快照的卷”。

链接式断开快照卷
第三镜像断开快照的变体就是链接式断开快照，它使用 vxsnap addmir 命令链接专
门准备的卷与数据卷。用于快照的卷的准备方式与用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的卷的准
备方式相同。但是，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不同的是，可以在与数据卷不同的磁盘组
中设置此卷。这使链接式断开快照特别适合于重现脱离主机处理应用程序，因为它
避免了磁盘组拆分/结合管理步骤。与使用第三镜像断开快照一样，必须等到快照卷
的内容与数据卷同步之后才能使用 vxsnap make 命令来创建快照。
在卷以及将要成为快照的镜像之间建立链接之后，单独的链接对象（类似于快照对
象）就将与卷及其镜像关联。原始卷的链接对象指向镜像卷，而镜像卷的链接对象
则指向原始卷。所有 I/O 都被定向到原始卷及其镜像，并启动原始卷数据与镜像的
同步过程。
可以使用 vxprint 命令来显示链接对象的状态，它将以 ln 类型出现。链接对象可
以具备如下状态：
ACTIVE

镜像卷已经同原始卷完全同步。可以运行 vxsnap make 命令来创建快
照。

ATTACHING

正在同步镜像卷。在状态变成 ACTIVE 之前，不能使用 vxsnap make
命令来创建快照。可以使用 vxsnap snapwait 命令等待同步过程结
束。

BROKEN

镜像卷已从原始卷分离，原因在于 I/O 错误或者增大镜像卷的尝试不成
功。可以使用 vxrecover 命令来恢复镜像卷，其方法与 DISABLED 卷一
样。

如果调整卷的大小（即增大或缩小），则将同时调整其所有 ACTIVE 链接镜像卷的
大小。卷及其镜像既可以位于同一个磁盘组中，也可以位于不同磁盘组内。如果操
作成功，卷及其镜像的大小应该完全一样。
如果卷增大了，就会在其链接的镜像卷中启动增大的卷的重新同步，而链接在重新
同步完成之前一直处于 ATTACHING 状态。可以使用 vxsnap snapwait 命令等待状
态变为 ACTIVE。
在使用 vxsnap make 命令创建快照卷时，将删除链接，在快照卷与原始卷之间建立
快照关系。
vxsnap reattach 操作在两个卷之间重新建立链接，并开始重新同步镜像卷。

请参见第 327 页的“创建和管理链接式断开快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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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准备空卷以供链接式断开快照使用。
请参见第 319 页的“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式断开快照的卷”。

层叠快照
图 16-3 显示称为快照层叠的快照层次结构，该结构可以提高某些应用程序的写入性
能。
图 16-3

快照层叠

最近的快照
原始卷
V

快照卷
Sn

最早的快照
快照卷
Sn-1

快照卷
S1

它不是拥有卷的多个独立快照，而是更有效地使较旧的快照成为最新快照的子级。
快照层叠大多用于将优化空间快照写入磁盘（而不是磁带）的卷常规联机备份。
相对于多个独立快照的方法，快照层叠提高了写入性能，并且需要的磁盘空间也较
少（如果快照为优化空间快照）。在更新原始卷时只有最新快照才需要更新。如果
需要，旧快照可以从最新快照中获取更改的数据。
在层叠结构中创建第二个和后续快照时，通过指定 vxsnap make 命令的 infrontof
属性，可以向层叠结构添加快照。原始卷中的块更改只写入层叠中最新创建的快照
卷。如果尝试从旧快照中读取该快照中不存在的数据，将通过向上递归搜索最新快
照的层次结构来获取这些数据。
以下几点决定了是否适合使用快照层叠：
■

删除层叠中的某个快照需要一些时间将该快照的数据复制到层叠中的下一个快
照。

■

层叠中快照的可靠性取决于链中所有较新的快照。因此，层叠中最旧的快照最
容易发生故障。

■

从层叠中的快照进行读取可能需要从层叠中的一个或多个其他快照获取数据。

鉴于以上原因，建议在需要从层叠中删除或拆分快照的应用程序中，不要尝试使用
快照层叠。在这种情况下，创建快照的快照可能更合适，详见下一节的说明。
请参见第 332 页的“将快照添加到层叠式快照层次结构”。
注意：通常只层叠未同步的完整空间或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如果 infrontof 快照卷
被完全同步（例如，断开式快照），则创建层叠快照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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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快照的快照
图 16-4 创建现有快照的快照。
创建快照的快照

图 16-4

vxsnap make source=V

原始卷
V

vxsnap make source=S1

快照卷
S1

快照卷
S2

尽管图中快照的排列看起来与快照层叠类似，但这些快照之间的关系不是递归的。
当从快照 S2 中读取时，将直接从原始卷 V 中获取数据（如果S1 本身中不存在数
据）。
请参见第 309 页的图 16-3。
当快照卷 S1 对操作而言至关重要时，这种排列可能很有用。例如，S1 可以用作原
始卷 V 的稳定副本。附加快照卷 S2 可用于还原原始卷（如果该卷已损坏）。对于
数据库，在可以使用 S2 还原 V 之前，可能需要在 S2 上重放重做日志。
图 16-5 显示了还原数据库所需步骤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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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5

使用快照的快照还原数据库

1 创建卷 V 的即时快照 S1

原始卷
V

2 创建 S1 的即时快照 S2

原始卷
V

V 的快照卷：
S1

vxsnap make source=S1

V 的快照卷：
S1

S1 的快照卷：
S2

3 V 的内容出错后，将重做日志数据库应用到 S2
应用重做日志
原始卷
V

V 的快照卷：
S1

S1 的快照卷：
S2

4 即时从快照 S2 还原 V 的内容，并将 S1 保持为稳定副本
vxsnap restore V source=S2

原始卷
V

V 的快照卷：
S1

S1 的快照卷：
S2

如果用上述方式对快照进行了配置，可能需要使一个或多个快照成为独立卷。有两
个 vxsnap 命令可以实现此目的：
■ vxsnap dis 分离快照卷并将其转换为独立卷。要分离的快照必须已从其父快照

完全同步。如果快照卷有子快照卷，该子卷也必须已经完全同步。如果此命令
成功执行，子快照将成为原始卷的快照。
图 16-6 显示了对具有和没有相关快照的快照应用 vxsnap dis 命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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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快照卷

图 16-6

将 vxsnap dis 应用于快照 S2，S2 没有自己的快照
原始卷
V

V 的快照卷：
S1

S1 的快照卷：
S2
vxsnap dis S2

原始卷
V

V 的快照卷：
S1

卷
S2

S1 仍为 V 所有

S2 是独立的

将 vxsnap dis 应用于快照 S1，S1 具有一个快照 S2
原始卷
V

V 的快照卷：
S1

S1 的快照卷：
S2

vxsnap dis S1
原始卷
V

卷
S1

V 的快照卷：
S2

S1 是独立的

S2 由 V 采用

■ vxsnap split 从父卷拆分快照及其相关快照。要拆分的快照必须已从其父卷完

全同步。
图 16-7 显示了 vxsnap split 命令的操作。
拆分快照

图 16-7
原始卷
V

V 的快照卷：
S1

S1 的快照卷：
S2

vxsnap split S1
原始卷
V

卷
S1
S1 是独立的

S1 的快照卷：
S2
S2 仍然是S1
的快照

创建多个快照
为便于同时创建多个卷的快照，vxsnap make 和 vxassist snapshot 命令接受多
个卷名称作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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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快照，通过指定 vxassist snapshot 命令的 -o allvols 选项，可以在单
个磁盘组中创建所有卷的快照。
默认情况下，将每个副本卷命名为 SNAPnumber-volume，其中 number 是一个唯一
序列号，volume 是为其创建快照的卷的名称。此默认值可以通过使用 -o
name=pattern 选项来覆盖。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snap(1M) 手册页。
可以创建构成逻辑组的所有卷的快照；例如，符合数据库实例的所有卷。

从快照还原原始卷
对于传统快照，快照 Plex 在 vxassist snapback 操作期间从原始卷中的数据重新
同步。
图 16-8 显示了一种快照重写原始卷的备用方法。
图 16-8

从快照重新同步原始卷

在快照合并时刷新
原始卷
快照镜像

快照卷
-o resyncfromreplica snapback

给 vxassist 指定选项 -o resyncfromreplica 将从快照中的数据重新同步原始卷。
警告：在 snapback（即通过指定选项 -o resyncfromreplica 从快照重新同步卷）
操作期间，不得使用原始卷。应停止全部应用程序（如数据库），并卸载任何经过
配置可使用此卷的文件系统。
对于即时快照，可以使用 vxsnap restore 命令从即时快照或从源自即时快照的卷
还原原始卷的内容。用于还原原始卷的卷可以是原始卷内容在某个时间点的真实备
份，也可能以某种方式进行了修改（例如，通过应用数据库日志重放，或运行文件
系统检查实用程序，如 fsck）。在从此备份中还原原始卷之前，必须已完成其内容
的所有同步。在还原原始卷内容的过程中，原始卷立即可用。
请参见第 335 页的“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还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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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即时快照
注意：您需要具有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许可证才能使用此功能。
VxVM 使您可以使用 vxsnap 命令制作卷的即时快照。
还可以创建已通过添加 DCO 和 DCO 卷转换为特殊的分层卷布局的 RAID-5 卷的即
时快照。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中的 Plex 需要的空间与原始卷一样多。如果改为制作卷的优化空
间即时快照，则 Plex 只需要足以记录父卷原始内容的存储即可，原因是这些内容在
快照使用期内会更改。
要从命令行或脚本执行卷备份，建议使用 vxsnap 命令。vxsnap prepare 和 make
任务可以让您在尽量避免给用户造成中断的情况下联机备份卷。
vxsnap prepare 创建 DCO 和 DCO 卷并使之与原始卷关联。它还启用持久性快速

重新同步。
vxsnap make 会创建一个即时快照，该即时快照可立即用于创建备份。在创建快照

后，可通过读取原始卷的未更新区域来满足对即时快照卷中数据的读取请求，也可
以通过读取快照所记录的已更新区域原始内容的副本来满足此类请求。
注意：默认情况下，系统会启用从原始卷对完整空间即时快照进行同步的操作。如
果将 syncing=no 属性指定为 vxsnap make，则会禁用同步，即时快照的内容就无
法与创建快照时的原始卷的内容完全同步。 在这种情况下，快照不能用于脱离主机
的处理，而且也不能变为独立卷。
通过使用 vxsnap refresh 命令，可以随时立即重新制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优化
空间即时快照。如果需要完全同步的即时快照，必须先完成新的重新同步过程。
要创建卷集的即时快照，请在 vxsnap 命令中以卷集名称代替卷名。
请参见第 330 页的“创建卷集即时快照”。
当使用 vxsnap prepare 或 vxassist make 命令准备卷以用于即时快照操作时，如
果指定的区域大小超过可调参数 voliomem_maxpool_sz 值的一半，操作将成功执
行，但会显示一条警告，如下面的消息（对于将 voliomem_maxpool_sz 设置为
12MB 的系统）：
VxVM vxassist WARNING V-5-1-0 Specified regionsize is
larger than the limit on the system
(voliomem_maxpool_sz/2=61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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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显示此消息，这种卷上的 vxsnap make、refresh 与 restore 操作将失败，因
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使系统挂起。这种卷只能用于使用 reattach 和 make 操作的断开
类型快照操作。
要使卷可用于即时快照操作，请对卷使用 vxsnap unprepare，然后使用 vxsnap
prepare 重新准备区域大小小于 voliomem_maxpool_sz 的一半（在本例中为 1MB）
的卷：
# vxsnap -g mydg -f unprepare vol1
# vxsnap -g mydg prepare vol1 regionsize=1M

请参见第 330 页的“创建卷集即时快照”。
请参见第 320 页的“创建和管理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创建和管理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请参见第 324 页的“创建和管理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请参见第 327 页的“创建和管理链接式断开快照卷”。

添加即时快照 DCO 和 DCO 卷
要为即时快照准备卷，必须使即时快照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 DCO 卷与该卷关联。
此过程也会在该卷上启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
仅当卷没有即时快照 DCO 卷时才需要执行以下过程。
默认情况下，精简置备 LUN 上的卷是使用即时快照 DCO 卷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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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即时快照 DCO 和 DCO 卷

1

验证卷是否具有即时快照数据更新对象 (DCO) 和 DCO 卷，并验证该卷上是否
启用了快速重新同步：
# vxprint -g volumedg -F%instant volume
# vxprint -g volumedg -F%fastresync volume

如果这两个命令都返回值 on，则跳到步骤 3。否则，请继续步骤 2。

2

要为即时快照准备卷，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prepare volume [regionsize=size] \
[ndcomirs=number] [alloc=storage_attributes]

只有卷没有即时快照 DCO 卷时，才会对该卷运行 vxsnap prepare 命令。
例如，要在磁盘组 mydg 中准备卷 myvol，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mydg prepare myvol regionsize=128k ndcomirs=2 \
alloc=mydg10,mydg11

此示例创建一个 DCO 对象和一个冗余 DCO 卷（该卷带有两个 Plex，它们位于
磁盘 mydg10 和 mydg11 上），并将它们与 myvol 关联。区域大小也从默认的
64KB 增至 128KB。区域大小必须是 2 的乘方，并且必须大于或等于 16KB。此
值越小，更改映射所需要的磁盘空间就越大，但粒度越小，所提供的重新同步
速度也就越快。

3

如果对于一个磁盘组中多个卷，您需要若干个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则可能会发
现，在该磁盘组中创建单个共享缓存对象比为每个快照创建一个单独的缓存对
象更方便。
请参见第 316 页的“创建共享缓存对象”。
对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以及链接式断开快照，必须创建一个将用作快照卷的
卷。此卷的大小必须与要为之创建快照的数据卷一样，而且区域大小也必须相
同。
请参见第 319 页的“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式断开快照的卷”。

创建共享缓存对象
如果对于一个磁盘组中多个卷，您需要若干个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则可在该磁盘组
中创建单个共享缓存对象，而不是为每个快照创建一个单独的缓存对象。
创建共享缓存对象

1

决定要分配给位于缓存对象之下的缓存卷的以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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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缓存卷大小应该足够大，以便记录在刷新快照的间隔时间对父卷进行的更
改。如果刷新间隔为 24 小时，则建议将此值设置为父卷总大小的 10%。

■

可以监视缓存卷是否有冗余。

■

如果镜像了缓存卷，则需要在多个磁盘上占用空间，所使用的磁盘数至少
应等于缓存卷所具有的镜像数。这些磁盘不应该与用于存储父卷的磁盘相
同。这些磁盘不应与关键卷所用的磁盘共享，以免影响关键卷的 I/O 性能，
或阻碍磁盘组的拆分和结合操作。

在确定缓存卷的特性后，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该缓存卷。以下示例在磁盘
mydg16 和 mydg17 上的磁盘组 mydg 中创建一个大小为 1GB 的镜像缓存卷
cachevol：
# vxassist -g mydg make cachevol 1g layout=mirror \
init=active mydg16 mydg17

属性 init=active 使缓存卷立即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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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vxmake cache 命令在上述步骤中创建的缓存卷之上创建缓存对象：
# vxmake [-g diskgroup] cache cache_object \
cachevolname=volume [regionsize=size] [autogrow=on] \
[highwatermark=hwmk] [autogrowby=agbvalue] \
[maxautogrow=maxagbvalue]]

如果指定了区域大小 regionsize，它必须是 2 的幂，并且必须大于或等于
16KB (16k)。如果未指定，则缓存的区域大小设置为 64KB。
所有共享缓存的优化空间快照的区域大小必须相等，或者必须是设置的缓存区
域大小的整数倍。如果原始卷的区域大小小于缓存的区域大小，快照创建也会
失败。
如果优化空间快照的区域大小与缓存的区域大小不同，则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与区域大小相同的情况相比）。
要防止缓存自动增大，请指定 autogrow=off。默认情况下，autogrow=on。
以下示例在缓存卷 cachevol 之上创建缓存对象 cobjmydg，该缓存的区域大小
设置为 32KB，并且启用了 autogrow 功能：
# vxmake -g mydg cache cobjmydg cachevolname=cachevol \
regionsize=32k autogrow=on

4

使用以下命令启用缓存对象：
# vxcache [-g diskgroup] start cache_object

例如，要启动缓存对象 cobjmydg，可使用下面的命令：
# vxcache -g mydg start cobjmydg

请参见第 341 页的“删除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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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式断开快照的卷
创建供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式断开快照使用的空卷：

1

对原始卷使用 vxprint 命令，确定所需的快照卷大小。
# LEN=`vxprint [-g diskgroup] -F%len volume`

所示的命令假定 Bourn 类型的 shell，如 sh、ksh 或 bash。对于其他 shell（如
csh 或 tcsh），可能需要修改这里给出的命令。

2

对原始卷使用 vxprint 命令，以发现其 DCO 的名称：
# DCONAME=`vxprint [-g diskgroup] -F%dco_name volume`

3

对 DCO 使用 vxprint 命令，以确定其区域大小（以块为单位）：
# RSZ=`vxprint [-g diskgroup] -F%regionsz $DCONAME`

4

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一个具有所需大小和冗余的卷 snapvol，以及一个具有
正确区域大小的即时快照 DCO 卷：
# vxassist [-g diskgroup] make snapvol $LEN \
[layout=mirror nmirror=number] logtype=dco drl=off \
dcoversion=20 [ndcomirror=number] regionsz=$RSZ \
init=active [storage_attributes]

存储属性使您能够控制设备（包括磁盘和控制器），vxassist 使用这些设备
来配置卷。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在特定的磁盘上创建卷”。
将 DCO 镜像的数目 (ndcomirror) 指定为与卷中的镜像数 (nmirror) 相同。
init=active 属性使卷立即可用。可以使用存储属性指定哪些磁盘应该用于
卷。
在单个步骤中创建快照卷及其 DCO 卷的替代办法是，可以先创建卷，然后准备
它以用于即时快照操作，如下所示：
# vxassist [-g diskgroup] make snapvol $LEN \
[layout=mirror nmirror=number] init=active \
[storage_attributes]
# vxsnap [-g diskgroup] prepare snapvol [ndcomirs=number] \
regionsize=$RSZ []storage_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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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VxVM 卷的即时快照数据更改对象 (DCO) 及 DCO 卷
即时快照 DCO（以前称作 20 版 DCO）支持为 VxVM 卷创建即时快照。升级即时快
照 DCOS 及 DCO 卷可确保与最新版 VxVM 兼容。升级操作可以在卷处于联机状态
时执行。
升级操作不支持从 0 版 DCO 进行升级。
升级磁盘组中所有卷的即时快照 DCO

1

确保磁盘组的版本至少为 180。要升级磁盘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 vxdg upgrade diskgroup

2

使用下面的命令升级磁盘组中所有卷的即时快照 DCO：
# vxsnap -g diskgroup upgradeall

其中：diskgroup 是包含要升级的卷的磁盘组。
有关 upgradeall 操作的其他选项，请参见 vxsnap(1m) 手册页。
升级指定卷的即时快照 DCO

1

确保磁盘组的版本至少为 180。要升级磁盘组，请执行以下操作：
# vxdg upgrade diskgroup

2

要升级 DCO，请为以下命令指定一个或多个卷或卷集：
# vxsnap [-g diskgroup] upgrade
[volume1|volset1][volume2|volset2...]

其中：diskgroup 是包含要升级的卷的磁盘组。
有关 upgrade 操作的其他选项，请参见 vxsnap(1m) 手册页。

创建和管理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不适合于写操作密集的卷（如数据库重做日志），因为写入时复
制的机制会降低性能。
要将卷和快照拆分到不同的磁盘组中（例如，执行脱离主机处理），必须使用完全
同步的完整空间即时快照、第三镜像断开快照或链接式断开快照（不需要缓存对
象）。不能使用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如果为卷指定的区域大小小于为缓存设置的区域大小，则使用共享缓存创建优化空
间快照的操作将失败。
如果优化空间快照的区域大小与缓存的区域大小不同，则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与
区域大小相同的情况相比）。

管理卷快照
创建即时快照

请参见第 316 页的“创建共享缓存对象”。
快照属性被指定为 vxsnap make 命令的元组。此命令接受多个元组。对于正在创建
的每个快照，必需一个元组。元组的各个元素之间以斜杠字符 (/) 分隔。元组之间
以空格分隔。
创建和管理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1

使用 vxsnap make 命令来创建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可以使用该磁盘组中的现有
缓存对象或通过创建新的缓存对象来创建此快照。
■

创建使用指定共享缓存对象的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snapvol：
#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source=vol/newvol=snapvol\
/cache=cacheobject [alloc=storage_attributes]

例如，要创建卷 myvol（位于磁盘 mydg14 上的磁盘组 mydg 中）的优化空
间即时快照 snap3myvol，并且该快照使用共享缓存对象 cobjmydg，请使
用如下命令：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myvol/newvol=snap3myvol\
/cache=cobjmydg alloc=mydg14

DCO 在指定的分配中创建。
■

要创建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snapvol，同时创建一个缓存对象供其使用，可使
用下面的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source=vol/newvol=snapvol\
[/cachesize=size][/autogrow=yes][/ncachemirror=number]\
[alloc=storage_attributes]
cachesize 属性确定相对于卷大小的缓存大小。autogrow 属性确定在面临

溢出危险时 VxVM 是否自动增大缓存。默认情况下，autogrow=on，缓存
会自动增大。
如果启用了 autogrow 但缓存无法增大，则 VxVM 禁用正在使用同一缓存
的最旧且最大的快照，并释放它的缓存空间以供使用。
ncachemirror 属性指定要在缓存卷中创建的镜像的数目。如果出于备份目
的，默认值 1 就足够了。
例如，要创建卷 myvol（位于磁盘 mydg15 上的磁盘组 mydg 中）的优化空
间即时快照 snap4myvol，该快照使用一个新分配的缓存对象，其大小为
1GB 并可自动增大，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myvol/new=snap4myvol\
/cachesize=1g/autogrow=yes alloc=mydg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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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缓存是通过指定 cachesize 隐式创建的，并且 ncachemirror 指定为
大于 1，则 DCO 被挂接到缓存卷以启用脏区日志 (DRL)。DRL 可以加快在
系统崩溃后缓存支持存储的恢复速度。该 DCO 被分配到与源卷的 DCO 所占
用的磁盘相同的磁盘上。这样做可以使缓存和源卷保留在同一磁盘组中，
以用于磁盘组移动、拆分和结合操作。

2

使用 fsck（或与在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相对应的某个实用程序）清除临时卷的
内容。例如，可以将以下命令用于 VxFS 文件系统：
# fsck -F vxfs /dev/vx/rdsk/diskgroup/snapshot

指定的设备必须在 /etc/fstab 文件中具有有效的条目。

3

要备份快照中的数据，请使用相应的实用程序或操作系统命令将快照的内容复
制到磁带或其他某种备份介质上。

4

现在有以下几个选择：
■

刷新快照的内容。这将创建可用于另一备份的原始卷的新时间点映像。如
果正在对快照进行同步，则此操作可能导致必须对大部分快照进行重新同
步。
请参见第 333 页的“刷新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

从快照卷还原原始卷的内容。而对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在操作结束时将
保持原样。
请参见第 335 页的“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还原卷”。

■

销毁快照。
请参见第 336 页的“删除即时快照”。

创建和管理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不适合于写操作密集的卷（如数据库重做日志），因为写入时复
制的机制会降低卷的性能。
对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必须创建一个将用作快照卷的卷。此卷的大小必须与要为
其创建快照的卷的大小相同，而且区域大小也必须相同。
请参见第 319 页的“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式断开快照的卷”。
快照属性被指定为 vxsnap make 命令的元组。此命令接受多个元组。对于正在创建
的每个快照，必需一个元组。元组的各个元素之间以斜杠字符 (/) 分隔。元组之间
以空格分隔。
创建和管理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1

要创建完整空间即时快照，请使用以下形式的 vxsnap make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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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source=volume/snapvol=snapvol\
[/snapdg=snapdiskgroup] [/syncing=off]

该命令指定您早先准备的卷 snapvol。
例如，要将预先准备的卷 snap1myvol 用作磁盘组 mydg 中卷 myvol 的快照，
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myvol/snapvol=snap1myvol

对于从空卷创建的完整空间即时快照，默认启用后台同步（相当于指定
syncing=on 属性）。要将快照移入单独的磁盘组，或者将其转换为独立的卷，
必须等待快照内容与其父卷的内容同步。
可以使用 vxsnap syncwait 命令等待快照卷同步完成，如下所示：
# vxsnap [-g diskgroup] syncwait snapvol

例如，可以使用以下命令等待同步在快照卷 snap2myvol 上完成：
# vxsnap -g mydg syncwait snap2myvol

在快照卷的同步完成后，此命令退出（返回代码为零）。然后，可以将快照卷
移动到另一个磁盘组，或者将其转换为独立卷。
请参见第 338 页的“控制即时快照的同步”。
必要时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来测试卷的同步是否已经完成：
# vxprint [-g diskgroup] -F%incomplete snapvol

如果卷 snapvol 的同步已完成，则此命令返回值 off；否则，返回值 on。
您也可使用 vxsnap print 命令检查同步进度。
请参见第 348 页的“显示快照信息”。
如果不想将快照移动到单独的磁盘组中，或者不想将它转换成独立的卷，可以
指定 syncing=off 属性。这可以防止不必要的系统开销。例如，要在创建卷
myvol 的快照时关闭同步功能，可以使用以下形式的 vxsnap make 命令：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myvol/snapvol=snap1myvol\
/syncing=off

2

使用 fsck（或与在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相对应的某个实用程序）清除临时卷的
内容。例如，可以将以下命令用于 VxFS 文件系统：
# fsck -F vxfs /dev/vx/rdsk/diskgroup/snapshot

指定的设备必须在 /etc/fstab 文件中具有有效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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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备份快照中的数据，请使用相应的实用程序或操作系统命令将快照的内容复
制到磁带或其他某种备份介质上。

4

现在有以下几个选择：
■

刷新快照的内容。这将创建可用于另一备份的原始卷的新时间点映像。如
果正在对快照进行同步，则此操作可能导致必须对大部分快照进行重新同
步。
请参见第 333 页的“刷新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

将快照卷的部分或全部 Plex 重新挂接到原始卷。
请参见第 333 页的“重新挂接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 Plex 断开快照”。

■

从快照卷还原原始卷的内容。您可以选择将快照卷的一个 Plex 子集或所有
Plex 作为操作结果返回到原始卷，或者不返回任何 Plex。
请参见第 335 页的“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还原卷”。

■

将快照卷与原始卷完全分离。如果要出于其他目的（如测试或生成报告）
使用副本，这可能很有用。如果需要，还可以删除已分离的卷。
请参见第 335 页的“分离即时快照”。

■

如果快照是快照层次结构的一部分，则也可以选择将此层次结构与其父卷
分离。
请参见第 336 页的“拆分即时快照层次结构”。

创建和管理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断开快照适合于有大量写入操作的卷，如数据库重做日志。
要将卷中的一个或多个现有 Plex 转换为断开的即时快照卷，该卷必须是具有 mirror
或 mirror-stripe 布局的非分层卷，或者是已转换为特殊的分层卷然后进行了镜像
的 RAID-5 卷。卷中具有 stripe-mirror 布局的 Plex 在子卷级别镜像，因此不能
断开。
快照属性被指定为 vxsnap make 命令的元组。此命令接受多个元组。对于正在创建
的每个快照，必需一个元组。元组的各个元素之间以斜杠字符 (/) 分隔。元组之间
以空格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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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管理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1

要创建快照，您可以使用卷中的某些现有 ACTIVE Plex，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向卷中添加新的快照镜像：
# vxsnap [-b] [-g diskgroup] addmir volume [nmirror=N] \
[alloc=storage_attributes]

默认情况下，如果不使用 nmirror 属性指定其他镜像数，vxsnap addmir 命令
将向卷中添加一个快照镜像。镜像在完全同步之前一直保持 SNAPATT 状态。-b
选项可用于在后台执行同步操作。完成同步后，镜像被置于 SNAPDONE 状态。
例如，以下命令将两个镜像添加到磁盘 mydg10 和 mydg11 上的卷 vol1 中：
# vxsnap -g mydg addmir vol1 nmirror=2 alloc=mydg10,mydg11

如果为 vxsnap addmir 命令指定了 -b 选项，则可以使用 vxsnap snapwait 命
令来等待快照 Plex 完成，如以下示例所示：
# vxsnap -g mydg snapwait vol1 nmirro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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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创建第三镜像断开快照，请使用下列形式的 vxsnap make 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source=volume[/newvol=snapvol]\
{/plex=plex1[,plex2,...]|/nmirror=number]}

通过断开原始卷中的一个或多个现有的 Plex，可以指定以下任一属性来创建新
的快照卷 snapvol：
Plex

指定现有卷中要断开的 Plex。

nmirror

指定要断开的 Plex 的数目。此属性只能用于 SNAPDONE 状态的
Plex。（可能已经使用 vxsnap addmir 命令将这些 Plex 添加到
卷中。）

从卷中的一个或多个 ACTIVE 或 SNAPDONE Plex 创建的快照已经按照定义进行
同步。
如果出于备份目的，那么包含一个 Plex 的快照卷就足够了。
例如，要从磁盘组 mydg 的卷 myvol 中一个现有的 Plex 创建该卷的即时快照卷
snap2myvol，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myvol/newvol=snap2myvol/nmirror=1

下面的示例说明如何从卷中的两个现有 Plex 创建镜像快照：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myvol/newvol=snap2myvol/plex=myvol-03,
myvol-04

3

使用 fsck（或与在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相对应的某个实用程序）清除临时卷的
内容。例如，可以将以下命令用于 VxFS 文件系统：
# fsck -F vxfs /dev/vx/rdsk/diskgroup/snapshot

指定的设备必须在 /etc/fstab 文件中具有有效的条目。

4

要备份快照中的数据，请使用相应的实用程序或操作系统命令将快照的内容复
制到磁带或其他某种备份介质上。

5

现在有以下几个选择：
■

刷新快照的内容。这将创建可用于另一备份的原始卷的新时间点映像。如
果正在对快照进行同步，则此操作可能导致必须对大部分快照进行重新同
步。
请参见第 333 页的“刷新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

将快照卷的部分或全部 Plex 重新挂接到原始卷。
请参见第 333 页的“重新挂接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 Plex 断开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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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快照卷还原原始卷的内容。您可以选择将快照卷的一个 Plex 子集或所有
Plex 作为操作结果返回到原始卷，或者不返回任何 Plex。
请参见第 335 页的“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还原卷”。

■

将快照卷与原始卷完全分离。如果要出于其他目的（如测试或生成报告）
使用副本，这可能很有用。如果需要，还可以删除已分离的卷。
请参见第 335 页的“分离即时快照”。

■

如果快照是快照层次结构的一部分，则也可以选择将此层次结构与其父卷
分离。
请参见第 336 页的“拆分即时快照层次结构”。

创建和管理链接式断开快照卷
链接式断开快照适合有大量写操作的卷。具体来说，它们用于脱离主机处理，因为
快照可以处于要启动的其他磁盘组中，并且可以避免磁盘组拆分/结合操作。
对于链接式断开快照，必须创建一个将用作快照卷的卷。此卷的大小必须与要为其
创建快照的卷的大小相同，而且区域大小也必须相同。
请参见第 319 页的“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式断开快照的卷”。
快照属性被指定为 vxsnap make 命令的元组。此命令接受多个元组。对于正在创建
的每个快照，必需一个元组。元组的各个元素之间以斜杠字符 (/) 分隔。元组之间
以空格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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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管理链接式断开快照

1

使用如下命令把预先准备的快照卷 snapvol 与数据卷关联：
# vxsnap [-g diskgroup] [-b] addmir volume mirvol=snapvol \
[mirdg=snapdg]

可选 mirdg 属性可以用来指定快照卷的当前磁盘组 snapdg。-b 选项可用于在
后台执行同步操作。如果没有指定 -b 选项，在链接进入 ACTIVE 状态之前，命
令不会返回。
例如，以下命令可以把磁盘组 mysnapdg 中预先准备的卷 prepsnap 与磁盘组
mydg 中的卷 vol1 链接：
# vxsnap -g mydg -b addmir vol1 mirvol=prepsnap mirdg=mysnapdg

如果指定了 -b 选项，可以使用 vxsnap snapwait 命令来等待链接的快照卷完
成同步，如本例所示：
# vxsnap -g mydg snapwait vol1 mirvol=prepsnap mirdg=mysnapvoldg

2

要创建链接式断开快照，请使用如下形式的 vxsnap make 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source=volume/snapvol=snapvol\
[/snapdg=snapdiskgroup]

如果快照卷的磁盘组不同于数据卷的磁盘组，则必须使用 snapdg 属性来指定
快照卷的磁盘组。
例如，要将预先准备的卷 prepsnap 用作磁盘组 mydg 中卷 vol1 的快照，请使
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vol1/snapvol=prepsnap/snapdg=mysnapdg

3

使用 fsck（或与在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相对应的某个实用程序）清除临时卷的
内容。例如，可以将以下命令用于 VxFS 文件系统：
# fsck -F vxfs /dev/vx/rdsk/diskgroup/snapshot

指定的设备必须在 /etc/fstab 文件中具有有效的条目。

4

要备份快照中的数据，请使用相应的实用程序或操作系统命令将快照的内容复
制到磁带或其他某种备份介质上。

5

现在有以下几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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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新快照的内容。这将创建可用于另一备份的原始卷的新时间点映像。如
果正在对快照进行同步，则此操作可能导致必须对大部分快照进行重新同
步。
请参见第 333 页的“刷新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

将快照卷与原始卷重新挂接。
请参见第 334 页的“重新挂接链接式断开快照卷”。

■

将快照卷与原始卷完全分离。如果要出于其他目的（如测试或生成报告）
使用副本，这可能很有用。如果需要，还可以删除已分离的卷。
请参见第 335 页的“分离即时快照”。

■

如果快照是快照层次结构的一部分，则也可以选择将此层次结构与其父卷
分离。
请参见第 336 页的“拆分即时快照层次结构”。

创建多个即时快照
可以为构成一致组的所有卷创建多个即时快照。vxsnap make 命令接受将源和快照
卷名称定义为其参数的多个元组。例如，要从指定的存储创建三个具有相同冗余的
即时快照，可以使用该命令的如下形式：
#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source=vol1/snapvol=snapvol1\
source=vol2/snapvol=snapvol2 source=vol3/snapvol=snapvol3

必须提前准备快照卷（snapvol1、snapvol2 等）。
请参见第 319 页的“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式断开快照的卷”。
指定的源卷（vol1、vol2 等）可以是相同的卷，也可以是不同的卷。
如果所有快照都要进行优化空间，并共享同一个缓存，则可以使用该命令的如下形
式：
#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
source=vol1/newvol=snapvol1/cache=cacheobj \
source=vol2/newvol=snapvol2/cache=cacheobj \
source=vol3/newvol=snapvol3/cache=cacheobj \
[alloc=storage_attributes]
vxsnap make 命令还允许创建不同类型、不同冗余以及从不同存储配置的快照，如

下所示：
#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source=vol1/snapvol=snapvol1 \
source=vol2[/newvol=snapvol2]/cache=cacheobj\
[/alloc=storage_attributes2][/nmirror=numb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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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vol3[/newvol=snapvol3][/alloc=storage_attributes3]\
/nmirror=number3

在此示例中，snapvol1 是使用准备好的卷的完整空间快照，snapvol2 是使用准备好
的缓存的优化空间快照，snapvol3 是由原始卷的 Plex 形成的断开的完整空间快照。
在以下示例中，当创建包含数据库重做日志和数据库表的卷的快照时，可能需要同
时创建混合类型的快照：
# vxsnap -g mydg make \
source=logv1/newvol=snplogv1/drl=sequential/nmirror=1 \
source=logv2/newvol=snplogv2/drl=sequential/nmirror=1 \
source=datav1/newvol=snpdatav1/cache=mydgcobj/drl=on \
source=datav2/newvol=snpdatav2/cache=mydgcobj/drl=on

在本示例中，为重做日志卷的快照启用顺序 DRL，并将标准 DRL 应用于包含数据
库表的卷的快照。这两个优化空间快照被配置为共享磁盘组中的同一个缓存对象。
另请注意：断开快照用于重做日志，因为这种卷有大量的写操作。

创建卷集即时快照
对即时快照执行下列 vxsnap 操作时，可以用卷集名代替卷名：addmir、dis、
make、prepare、reattach、refresh、restore、rmmir、split、syncpause、
syncresume、syncstart、syncstop、syncwait 和 unprepare。
创建卷集即时快照的过程与为独立卷创建即时快照的过程相同。但是，从准备好的
卷集创建完整空间的即时快照有一定限制。卷集的完整空间快照本身必须是其卷
数、卷大小和索引编号都与父卷集的相同的卷集。例如，如果一个卷集包含大小为
1GB、2GB 和 3GB 的三个卷，其索引分别为 0、1 和 2，那么快照卷集必须具有与
同一组索引编号对应的相同大小的三个卷。应用于独立卷和独立卷的快照之间的限
制同样也适用于父卷集和快照卷集中对应的卷。
您可以使用 vxvset list 命令验证这两个卷集的特性是否相同，如下例所示：
# vxvset -g mydg list vset1
VOLUME
vol_0
vol_1
vol_2

INDEX
0
1
2

LENGTH
204800
409600
614400

KSTATE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CONTEXT
-

KSTATE
ENABLED

CONTEXT
-

# vxvset -g mydg list snapvset1
VOLUME
svol_0

INDEX
0

LENGTH
20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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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ol_1
svol_2

1
2

409600
614400

ENABLED
ENABLED

-

可以用准备好的卷集（其中每个卷与父卷集中对应卷的大小相同）创建卷集的完整
空间即时快照。或者，您可以使用 nmirrors 属性指定要断开的 Plex 数，但前提是
卷集中每个卷有足够的 Plex。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准备源卷集 vset1 和相同卷集 snapvset1（将用于创建快照）：
# vxsnap -g mydg prepare vset1
# vxsnap -g mydg prepare snapvset1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vset1/snapvol=snapvset1

要创建完整空间第三镜像断开快照，您必须确保源卷集中的每个卷都包含足够的
Plex。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在断开快照前使用 vxsnap 命令添加所需数目的 Plex 来做
到这一点：
# vxsnap -g mydg prepare vset2
# vxsnap -g mydg addmir vset2 nmirror=1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vset2/newvol=snapvset2/nmirror=1

请参见第 331 页的“将快照镜像添加到卷”。
要创建卷集的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其命令也与为独立卷创建时相同，如下面的示例
所示：
# vxsnap -g mydg prepare vset3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vset3/newvol=snapvset3/cachesize=20m
# vxsnap -g mydg prepare vset4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vset4/newvol=snapvset4/cache=mycobj

其中，为卷集 vset3 创建了一个新的缓存对象，并且有一个现有缓存对象 mycobj
用于 vset4。

将快照镜像添加到卷
要创建完整空间断开快照卷，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将新快照镜像添加到卷中：
# vxsnap [-b] [-g diskgroup] addmir volume|volume_set \
[nmirror=N] [alloc=storage_attributes]

必须使用 vxsnap prepare 命令准备了该卷。
如果指定的是卷集名称而不是卷名称，则会将指定数量的 Plex 添加到该卷集内的每
个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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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如果不使用 nmirror 属性指定其他镜像数，vxsnap addmir 命令将向
卷中添加一个快照镜像。镜像在完全同步之前一直保持 SNAPATT 状态。-b 选项可
用于在后台执行同步操作。完成同步后，镜像被置于 SNAPDONE 状态。
例如，以下命令将两个镜像添加到磁盘 mydg10 和 mydg11 上的卷 vol1 中：
# vxsnap -g mydg addmir vol1 nmirror=2 alloc=mydg10,mydg11

此命令的用法类似于 vxassist snapstart 命令，并且支持传统的第三镜像断开快
照模型。因此，它不提供即时快照功能。
向卷中添加一个或多个快照镜像后，可以将 vxsnap make 命令与 nmirror 属性或
plex 属性结合使用，以创建快照卷。

删除快照镜像
要从卷中删除单个快照镜像，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rmmir volume|volume_set

例如，以下命令从卷 vol1 中删除快照镜像：
# vxsnap -g mydg rmmir vol1

此命令的用法类似于 vxassist snapabort 命令。
如果指定的是卷集名称而不是卷名称，则会从该卷集内的每个卷中删除镜像。

删除链接式断开快照卷
要从卷中删除链接式断开快照卷，请使用此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rmmir volume|volume_set mirvol=snapvol \
[mirdg=snapdiskgroup]
mirvol 与可选 mirdg 属性指定快照卷 snapvol 及其磁盘组 snapdiskgroup。例如，

以下命令将从卷 vol1 中删除链接的快照卷 prepsnap：
# vxsnap -g mydg rmmir vol1 mirvol=prepsnap mirdg=mysnapdg

将快照添加到层叠式快照层次结构
要创建快照并将其推入原始卷和现有快照卷之间的快照层次结构中，可将现有快照
卷的名称指定为 vxsnap make 命令的 infrontof 属性值。下面的示例说明如何将
卷 dbvol 的优化空间快照 thurs_bu 放到较早的快照 wed_bu 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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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snap -g dbdg make source=dbvol/newvol=thurs_bu/\
infrontof=wed_bu/cache=dbdgcache

同样，将制作的下一个快照 fri_bu 放在 thurs_bu 的前面：
# vxsnap -g dbdg make source=dbvol/newvol=fri_bu/\
infrontof=thurs_bu/cache=dbdgcache

请参见第 338 页的“控制即时快照的同步”。

刷新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刷新即时快照是指用父卷的另一个时间点副本替换该快照。 要刷新一个或多个快照
并使其立即可以使用，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refresh snapvolume|snapvolume_set \
[source=volume|volume_set] [snapvol2 [source=vol2]...] \

如果未指定源卷，则使用快照的直接父卷。
警告：刷新的快照一定不能向任何应用程序开放。例如，必须先卸载卷上配置的文
件系统。

重新挂接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 Plex 断开快照
通过使用以下命令，可以将即时快照的部分或全部 Plex 重新挂接到指定的原始卷，
或重新挂接到快照层次结构中位于快照卷上方的源卷：
# vxsnap [-g diskgroup] reattach snapvolume|snapvolume_set \
source=volume|volume_set [nmirror=number]

默认情况下，重新挂接所有 Plex，这将删除该快照。如果需要，可以用 nmirror 属
性的值指派要重新挂接的 Plex 的数目。
警告：正在重新挂接的快照不能向任何应用程序公开。例如，必须先卸载快照卷上
配置的所有文件系统。
只要卷大小与区域大小兼容，就可以将一个卷重新挂接到另一个不相关的卷。
例如，以下命令将快照卷 snapmyvol 中的 1 个 Plex 重新挂接到卷 myvol：
# vxsnap -g mydg reattach snapmyvol source=myvol nmirr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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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重新挂接的 Plex 与父卷中的数据重新同步时，这些 Plex 保持在 SNAPTMP 状
态。重新同步完成后，它们处于 SNAPDONE 状态。可以使用 vxsnap snapwait 命令
（不是 vxsnap syncwait）来等待重新挂接的卷完成重新同步，如下所示：
# vxsnap -g mydg snapwait myvol nmirror=1

如果在执行重新挂接操作之前卷及其快照都被进行过大小调整（调整至同等大小，
可以更小也可以更大），则依然可以执行快速重新同步。不需要进行完全重新同
步。即时快照 DCO 卷在与之关联的数据卷进行大小调整时其大小也将按比例调整。
对于版本 0 的 DCO 卷，快速重新同步映射维持同样的大小，但区域大小需要重新
计算，现有映射中脏位的位置也要调整。在这两种情况下，新的区域在映射中均被
标记为脏。

重新挂接链接式断开快照卷
与其他类型的快照不同，链接式断开快照卷的重新挂接操作不会将快照卷的 Plex 返
回给父卷。链接关系一旦重新建立，就会让快照卷成为父卷的镜像，从而允许对快
照数据进行重新同步。
要重新挂接链接式断开快照卷，请使用以下格式的 vxsnap reattach 命令：
# vxsnap [-g snapdiskgroup] reattach snapvolume|snapvolume_set \
source=volume|volume_set [sourcedg=diskgroup]

如果数据卷的磁盘组不同于快照卷的磁盘组 snapdiskgroup，则必须使用 sourcedg
属性来指定数据卷的磁盘组。
警告：正在重新挂接的快照不能向任何应用程序公开。例如，必须先卸载快照卷上
配置的所有文件系统。
只要大小与区域大小兼容，就可以将一个卷重新挂接到另一个不相关的卷。
例如，以下命令可以把磁盘组 snapdg 中的快照卷 prepsnap 与磁盘组 mydg 中的卷
myvol 重新挂接：
# vxsnap -g snapdg reattach prepsnap source=myvol sourcedg=mydg

等完成快照卷的重新同步之后，该链接就进入 ACTIVE 状态。可以使用 vxsnap
snapwait 命令（不是 vxsnap syncwait）来等待重新挂接的卷完成重新同步，如
下所示：
# vxsnap -g snapdg snapwait myvol mirvol=prep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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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还原卷
有时需要从快照卷中的备份或修改的副本恢复卷的内容。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从指定
的快照还原一个或多个卷：
# vxsnap [-g diskgroup] restore volume|volume_set \
source=snapvolume|snapvolume_set \
[[volume2|volume_set2 \
source=snapvolume2|snapvolume_set2]...]\
[syncing=yes|no]

对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将使用缓存的数据重新创建指定卷的内容。通过执行
restore 操作，可以使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保持不变。
警告：为了成功执行此操作，正在还原的卷和快照卷不得在任何应用程序中打开。
例如，必须首先卸载在上述两种卷上配置的所有文件系统。
无法从一个不相关的卷中还原另一个卷。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从优化空间快照 snap3myvol 还原卷 myvol。
# vxsnap -g mydg restore myvol source=snap3myvol

分离即时快照
以下命令断开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卷 snapvol 与其父卷之间的关联，以便该快照可以
用作独立卷：
# vxsnap [-f] [-g diskgroup] dis snapvolume|snapvolume_set

如果快照 snapvol 具有不同步的快照，则此操作失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必须
从 snapvol 完全同步相关的快照。如果没有保留相关的快照，就会分离 snapvol。
然后，snapvol 的父卷将采用快照层次结构。
请参见第 338 页的“控制即时快照的同步”。
请参见第 336 页的“删除即时快照”。
以下命令可将快照 snap2myvol 与其父卷分离：
# vxsnap -g mydg dis snap2myvol

警告：当应用于卷集或卷集的组件卷时，此操作可能会在系统崩溃或硬件故障的情
况下导致快照层次结构中出现不一致。如果该操作应用于卷集，则必须指定 -f（强
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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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即时快照
分离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后，可以使用 vxedit 命令将其一并删除，如以下示例所示：
# vxedit -g mydg -r rm snap2myvol

还可以使用此命令将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从其缓存中删除。
请参见第 341 页的“删除缓存”。

拆分即时快照层次结构
注意：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不支持此操作。
以下命令可断开快照层次结构（顶层有快照卷 snapvol）和其父卷之间的关联，以
便可以独立于父卷使用该快照层次结构：
# vxsnap [-f] [-g diskgroup] split snapvolume|snapvolume_set

位于层次结构最顶层的快照卷必须已完全同步，此命令才能成功。位于该层次结构
下层的快照不需要完全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338 页的“控制即时快照的同步”。
以下命令可以将 snap2myvol 下面的快照层次结构与其父卷分开：
# vxsnap -g mydg split snap2myvol

警告：当应用于卷集或卷集的组件卷时，此操作可能会在系统崩溃或硬件故障的情
况下导致快照层次结构中出现不一致。如果该操作应用于卷集，则必须指定 -f（强
制）选项。

显示即时快照信息
vxsnap print 命令可用于显示与卷关联的快照的信息。
# vxsnap [-g diskgroup] print [vol]

此命令显示快照或卷的同步进度（以百分比表示）。如果未指定卷，则显示有关磁
盘组中所有卷的快照信息。以下示例显示卷 vol1，它有一个完整空间快照 (snapvol1)
的内容尚未与 vol1 同步：
# vxsnap -g mydg print
NAME

SNAPOBJECT

TYPE

PARENT

SNAPSHOT

%DIRTY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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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

-snapvol1_snp1
snapvol1 vol1_snp1

volume
volume
volume

--vol1

-snapvol1
--

-1.30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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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30

snapvol1 的 %DIRTY 值显示出，其内容与 vol1 的内容相比更改了 1.30%。因为
snapvol1 尚未与 vol1 同步，所以 %VALID 值与 %DIRTY 值相同。如果快照已部分同

步，则 %VALID 值将位于 %DIRTY 值和 100% 之间。如果快照已经完全同步，则
%VALID 值为 100%。然后，快照可以成为独立快照，或移入其他磁盘组。
有关卷以及卷集快照的更多信息，可以通过 vxsnap print 命令与 -n 选项获得：
# vxsnap [-g diskgroup] -n [-l] [-v] [-x] print [vol]

此外，还可以使用 vxsnap list 命令，即 vxsnap -n print 的别名：
# vxsnap [-g diskgroup] [-l] [-v] [-x] list [vol]

以下输出是在磁盘组 dg1 上使用此命令的例子：
# vxsnap -g dg -vx list
NAME
vol
svol1
svol2
svol3
svol21
vol-02

DG
dg1
dg2
dg1
dg2
dg1
dg1

OBJTYPE
vol
vol
vol
vol
vol
plex

SNAPTYPE
fullinst
mirbrk
volbrk
spaceopt
snapmir

PARENT
vol
vol
vol
svol2
vol

PARENTDG
dg1
dg1
dg1
dg1
dg1

SNAPDATE
2006/2/1
2006/2/1
2006/2/1
2006/2/1
-

CHANGE_DATA

mvol
vset1
v1
v2
svset1
sv1
sv2
vol-03
mvol2

dg2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dg2

vol
vset
compvol
compvol
vset
compvol
compvol
plex
vol

mirvol
mirbrk
mirbrk
mirbrk
detmir
detvol

vol
vset
v1
v2
vol
vol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2006/2/1 12:29
2006/2/1 12:29
2006/2/1 12:29
-

12:29
12:29
12:29
12:29

20M (0.2%)
120M (1.2%)
105M (1.1%)
52M (0.5%)
-

1G (50%)
512M (50%)
512M (50%)
20M (0.2%)
20M (0.2%)

SYNCED_DATA
10G (100%)
60M (0.6%)
10G (100%)
10G (100%)
52M (0.5%)
56M (0.6%)
58M (0.6%)
2G (100%)
1G (100%)
1G (100%)
2G (100%)
1G (100%)
1G (100%)
-

这表明卷 vol 拥有三个完整空间快照：svol1、svol2 与 svol3，属于完整空间即
时 (fullinst)、镜像断开 (mirbrk) 以及链接式断开 (volbrk) 类型。还拥有一个快
照 Plex (snapmir) vol-02 以及一个链接的镜像卷 (mirvol) mvol。快照 svol2 本身
拥有一个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spaceopt) svol21。还有一个卷集 vset1，包含组件卷
v1 与 v2。此卷集拥有一个镜像断开快照 svset1，包括组件卷 sv1 与 sv2。最后两
项显示的是一个分离的 Plex vol-03 和一个分离的镜像卷 mvol2，其父卷为 vol。
这些快照对象可能由于 I/O 错误或者出现 Plex 时运行 vxplex det 命令而已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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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_DATA 列显示快照的当前内容与其父卷之间的大致差别。即需要重新同步使

两者内容再次相同的数据量。
SYNCED_DATA 列显示拍摄快照以来同步的大致进展。
-l 选项可以用来获得更长的输出列表，而不是表格形式。
-x 选项将输出扩展到包含卷集的组件卷。

关于使用 vxsnap print 与 vxsnap list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xsnap(1M) 手
册页。

控制即时快照的同步
对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无法将它的内容与其原始卷内容同步。
默认情况下，为即时快照上的 vxsnap reattach、refresh 和 restore 操作启用同
步。除非为 vxsnap 命令指定 syncing=yes 属性，否则对于其他操作将禁用同步。
表 16-1 显示为手动控制同步提供的命令。
表 16-1

控制即时快照同步的命令

命令

说明

vxsnap [-g diskgroup] syncpause \
vol|vol_set

暂停卷的同步。

vxsnap [-g diskgroup] syncresume \

恢复卷的同步。

vol|vol_set
vxsnap [-b] [-g diskgroup] syncstart \
vol|vol_set

开始同步卷。-b 选项使操作在后台
进行。

vxsnap [-g diskgroup] syncstop \
vol|vol_set

停止同步卷。

vxsnap [-g diskgroup] syncwait \
vol|vol_set

在完成卷同步后退出。如果 vol 或
vol_set 无效（例如，为优化空间快
照），或者未同步 vol 或 vol_set，
则会返回错误。

注意：无法使用此命令等待重新挂
接的 Plex 完成同步操作。

表 16-1 中显示的命令不能用来控制链接式断开快照的同步。
vxsnap snapwait 命令的作用在于等待新链接式断开快照之间的链接进入 ACTIVE

状态；或者等待重新挂接的快照 Plex 在重新同步过程之后进入 SNAPDONE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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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27 页的“创建和管理链接式断开快照卷”。
请参见第 333 页的“重新挂接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 Plex 断开快照”。
请参见第 334 页的“重新挂接链接式断开快照卷”。

提高快照同步的性能
-o 选项有以下可选的参数，可帮助优化对完整空间即时快照使用 make、refresh、
restore 和 syncstart 操作时的同步性能：
iosize=size

指定在同步卷的区域时使用的每个 I/O 请求的大小。指定较大的值
可缩短同步的完成时间，但对正在访问该卷的其他进程的性能会产
生更大的影响。对于高性能阵列和控制器硬件，建议将默认最小值
指定为 1m (1MB)。指定的值被舍入为卷区域大小的倍数。

slow=iodelay

按 iosize 值指定同步一系列连续区域之间的延迟（以毫秒为单
位）。此值可用于更改同步对系统性能的影响。iodelay 的默认值
为 0 毫秒（无延迟）。增加此值将降低同步速度，并减少与正在访
问该卷的其他进程对 I/O 带宽的争用。

可以组合使用这些选项，如以下示例所示：
# vxsnap -g mydg -o iosize=2m,slow=100 make \
source=myvol/snapvol=snap2myvol/syncing=on
# vxsnap -g mydg -o iosize=10m,slow=250 syncstart snap2myvol

注意：优化空间快照不支持 iosize 和 slow 参数。

列出在缓存上创建的快照
要列出在缓存对象上创建的优化空间即时快照，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cache [-g diskgroup] listvol cache_object

快照名称按时间戳顺序以空格分隔列表形式显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快照的时间
戳相同，则根据快照大小按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这些快照。

优化缓存的 autogrow 属性
highwatermark、autogrowby 和 maxautogrow 属性确定启用了 autogrow 功能、

且正在运行 vxcached 时 VxVM 缓存后台驻留程序 (vxcached) 如何维护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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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缓存使用率达到高位标记值 highwatermark（默认值为 90%）时，vxcached
将缓存卷的大小增大 autogrowby 的值（默认值为缓存卷大小的 20%，以块为
单位）。新的所需缓存大小不能超过 maxautogrow 值（默认值为缓存卷大小的
两倍，以块为单位）。

■

当缓存使用率达到高位标记值，并且需要的新缓存大小超过 maxautogrow 值时，
vxcached 会删除缓存中最早的快照。如果有几个寿命期相同的快照，则删除其
中最大的那个快照。

如果 autogrow 功能被禁用，则：
■

当缓存使用率达到高位标记值时，vxcached 删除缓存中最早的快照。如果有几
个寿命期相同的快照，则删除其中最大的那个快照。如果只有一个快照，则此
快照将被分离并将标记为无效。

注意：vxcached 后台驻留程序不删除当前打开的快照，而且不删除缓存中的最后
一个快照或唯一快照。
如果缓存空间用完，则快照将被分离并标记为无效。发生这种情况后，快照将无法
恢复，因此必须将其删除。在缓存上启用 autogrow 功能有助于避免发生此情况。
但是，对于非常小的缓存（几 MB），缓存有可能在系统作出反应并增加缓存大小
之前就用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手动增加缓存大小。
或者，也可以使用 vxcache set 命令降低 highwatermark 的值，如以下示例所示：
# vxcache -g mydg set highwatermark=60 cobjmydg

可以使用 maxautogrow 属性限制缓存增加到的上限。在估计此大小时，应考虑在两
次快照刷新之间每个源卷有多少内容可能更改，并且再为意外情况留出一些额外空
间。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 vxcache set 命令更改缓存的其他 autogrow 属性值。
请参见 vxcache(1M) 手册页。

监视并显示缓存使用率
您可以使用 vxcache stat 命令显示缓存使用率。例如，要查看磁盘组 mydg 的所有
缓存对象中已使用多少空间以及有多少空间依然可用，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cache -g mydg stat

增大和缩小缓存
可以使用 vxcache 命令来增加与缓存对象关联的缓存卷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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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cache [-g diskgroup] growcacheto cache_object
size

例如，要将与缓存对象 mycache 关联的缓存卷的大小增加到 2GB，应使用如下命
令：
# vxcache -g mydg growcacheto mycache 2g

要按指定的数量放大缓存，可使用此命令的如下形式：
# vxcache [-g diskgroup] growcacheby cache_object
size

例如，以下命令将 mycache 的大小增加 1GB：
# vxcache -g mydg growcacheby mycache 1g

同样，可以使用 shrinkcacheby 和 shrinkcacheto 操作减小缓存的大小。
请参见 vxcache(1M) 手册页。

删除缓存
彻底删除缓存（包括缓存对象、它的缓存卷以及使用该缓存的所有优化空间快照）：

1

运行以下命令，确定在缓存对象上配置的顶层快照卷的名称：
# vxprint -g diskgroup -vne \
"v_plex.pl_subdisk.sd_dm_name ~ /cache_object/"

其中，cache_object 是缓存对象的名称。

2

删除所有顶层快照及其相关快照（可以用一个命令完成此操作）：
# vxedit -g diskgroup -r rm snapvol ...

其中，snapvol 是顶层快照卷的名称。

3

停止缓存对象：
# vxcache -g diskgroup stop cache_object

4

最后，删除缓存对象及其缓存卷：
# vxedit -g diskgroup -r rm cache_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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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传统的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VxVM 使用 vxassist 和其他命令提供卷设备的第三镜像断开快照映像。
为提高卷快照的效率和易用性，请打开快速重新同步功能。
如果需要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功能，必须将 0 版 DCO 与卷关联。
请参见第 349 页的“添加 0 版本的 DCO 和 DCO 卷”。
需要一个能存储卷完整内容的足够大的 Plex。另外，您可以使用优化空间即时快
照。
要从命令行或脚本执行卷备份，建议使用 vxsnap 命令。支持使用 vxassist
snapstart、snapwait 和 snapshot 命令实现向后兼容。
vxassist snapshot 过程由两个步骤组成：
■

运行 vxassist snapstart 以创建快照镜像。

■

运行 vxassist snapshot 以创建快照卷。

vxassist snapstart 步骤创建挂接到卷上并与卷同步的只写备份 Plex。当与卷同

步时，备份 Plex 随时准备用作 snapshot 镜像。当新的 snapshot 镜像将其状态更
改为 SNAPDONE 时，表明更新过程已结束。此更改可由 vxassist snapwait 任务
跟踪，该任务一直等待直到至少其中一个镜像的状态改为 SNAPDONE。如果挂接
进程失败，则会删除 snapshot 镜像并释放其空间。
注意：如果 snapshot 过程中断，当卷启动时将自动删除快照镜像。
snapshot 镜像同步后不断更新，直到被分离。之后，您可以选择在方便时创建一

个 snapshot 卷作为现有卷的映像。也可以在执行 snapshot 所需的短暂时间内（一
般不到一分钟），请用户暂时不要使用系统。与创建 snapshot 卷所用的短暂时间
相比，创建 snapshot 镜像所需要的时间要长一些。
完成联机备份过程的方法是在具有 SNAPDONE 镜像的卷上运行 vxassist snapshot
命令。此任务分离已完成的 snapshot（它成为一个标准镜像），创建一个新的标
准卷并将 snapshot 镜像挂接到 snapshot 卷。于是，snapshot 成为一个工作正常
的卷，而且 snapshot 的状态被设置为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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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assist 命令备份卷

1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卷的快照镜像：
# vxassist [-b] [-g diskgroup] snapstart [nmirror=N] volume

例如，要创建一个名为 voldef 的卷的快照镜像，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snapstart voldef
vxassist snapstart 任务创建只写镜像，该镜像挂接到要备份的卷上并从该

卷同步。
默认情况下，VxVM 尽量避免将快照镜像放在已保存了数据卷的任何 Plex 的磁
盘上。然而，如果磁盘组中没有足够的可用空间，就有可能做不到这一点。这
种情况下，VxVM 将使用磁盘组中其他磁盘上的可用空间。如果快照 Plex 放在
用来保存其他卷的 Plex 的磁盘中，则当您随后试图将快照卷移动到其他磁盘组
时，就可能出现问题。
请参见第 545 页的“在磁盘组之间移动 DCO 卷”。
要改写默认的存储分配策略，可以使用存储属性以显式指定用来存储快照 Plex
的磁盘。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在特定的磁盘上创建卷”。
如果使用 -b 选项在后台启动 vxassist snapstart，则可以使用 vxassist
snapwait 命令以等待完成镜像的创建，如下所示：
# vxassist [-g diskgroup] snapwait volume

如果 vxassist snapstart 不在后台运行，那么直到镜像已与卷同步后它才退
出。该镜像这时就可用作快照卷的 Plex。挂接到原始卷后，它的内容不断更
新，直到创建快照为止。
使用 nmirror 属性为快照卷创建任意多个快照镜像。对于备份，通常只需要按
默认设置创建一个。
也可以从卷中的现有 Plex 创建快照 Plex。
请参见第 345 页的“将 Plex 转换为快照 Plex”。

2

选择适当的时间创建快照。尽量安排在用户对卷的访问最少的时候创建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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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快照卷：
# vxassist [-g diskgroup] snapshot [nmirror=N] volume snapshot

如果需要，可使用 nmirror 属性指定快照卷中的镜像数。
例如，要创建 voldef 的快照，请使用此命令：
# vxassist -g mydg snapshot voldef snapvoldef
vxassist snapshot 任务分离已完成的快照镜像，创建一个新卷，并将快照镜

像挂接到它上面。此步骤应只需几分钟。快照卷（它反映创建快照时的原始
卷）现在可用于备份，而原始卷可继续被应用程序和用户使用。
如果需要，可以同时为磁盘组中的多个卷创建快照卷。
请参见第 346 页的“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多个快照”。

4

使用 fsck（或与在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相对应的某个实用程序）清除临时卷的
内容。例如，可以将以下命令用于 VxFS 文件系统：
# fsck -F vxfs /dev/vx/rdsk/diskgroup/snapshot

指定的设备必须在 /etc/fstab 文件中具有有效的条目。

5

如果需要备份快照中的数据，请使用相应的实用程序或操作系统命令将快照的
内容复制到磁带或其他某种备份介质上。

6

备份完成后，您有三个选择来处理快照卷：
■

将快照卷的部分或全部 Plex 重新挂接到原始卷。
请参见第 346 页的“重新挂接快照卷”。

■

如果在创建快照之前在卷上启用了快速重新同步，则在步骤 3 再次启动备
份循环之前，可以加快快照 Plex 的重新同步。

■

将快照卷与原始卷完全分离
请参见第 348 页的“分离快照卷”。

■

如果要出于其他目的（如测试或生成报告）使用副本，这可能很有用。

■

使用此命令删除快照卷以节省空间：
# vxedit [-g diskgroup] -rf rm snapshot

如果启用了快速重新同步，则分离或删除快照卷将失去快速重新同步的优势。
如果没有其他可用的快照 Plex，则随后创建的任何快照将要求创建原始卷的另
一个完整副本。

管理卷快照
创建传统的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将 Plex 转换为快照 Plex
对于传统的第三镜像断开快照，您可以将卷中的现有 Plex 转换为快照 Plex。
Symantec 建议使用即时快照功能，而不要将 Plex 转换为快照 Plex。
注意：对于分层卷或具有关联的即时快照 DCO 卷的任何卷，Plex 无法转换为快照
Plex。
在某些情况下，您会发现将卷中的现有 Plex 转换为快照 Plex 比运行 vxassist
snapstart 更方便。例如，如果创建快照 Plex 所用的磁盘空间不足，并且要为其创
建快照的卷包含两个以上的 Plex，可能需要执行此操作。
当镜像卷是用两个以上的 Plex 创建的，并且指定了 init=active 时，此过程也可
用于加快快照卷的创建。
建议在卷中保留至少两个 Plex 以保持数据冗余。
要为已启用了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的卷将现有的 Plex 转换为快照 Plex，请使用
以下命令：
# vxplex [-g diskgroup] -o dcoplex=dcologplex convert \
state=SNAPDONE plex

dcologplex 是要与新快照 Plex 关联的现有 DCO Plex 的名称。可以使用 vxprint 命
令查找 DCO 卷的名称。
请参见第 349 页的“添加 0 版本的 DCO 和 DCO 卷”。
例如，要从有 3 个 Plex 的卷 trivol 中的 Plex trivol-03 创建快照 Plex，可使用
以下命令：
# vxplex -o dcoplex=trivol_dco-03 convert state=SNAPDONE \
trivol-03

其中，DCO Plex trivol_dco_03 被指定为新快照 Plex 的 DCO Plex。
要为已启用了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的卷将现有的 Plex 转换为 SNAPDONE 状态的
快照 Plex，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lex [-g diskgroup] convert state=SNAPDONE plex

已转换的 Plex 处于 SNAPDONE 状态，可以立即用于创建快照卷。
注意：卷中最后一个完整的常规 Plex、不完整的常规 Plex 或脏区日志记录 (DRL)
日志 Plex 无法转换为快照 Plex。
请参见第 292 页的“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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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多个快照
为了使同时创建多个卷的快照更容易，快照选项接受多个卷名作为其参数，例如：
# vxassist [-g diskgroup] snapshot volume1 volume2 ...

默认情况下，第一个快照卷命名为 SNAP-volume，随后的每个快照命名为
SNAPnumber-volume，其中，number 是唯一的序列号，而 volume 是为其创建快
照的卷的名称。通过使用选项 -o name=pattern 可以改写此默认模式，如
vxassist(1M) 手册页所述。例如，模式 SNAP%v-%d 颠倒名称中 number 和 volume
成分的顺序。
要为单个磁盘组中的全部卷创建快照，请指定 vxassist 的选项 -o allvols：
# vxassist -g diskgroup -o allvols snapshot

此操作要求卷上的全部 snapstart 操作都已完成。如果磁盘组中有任何卷没有
SNAPDONE 状态的完整快照 Plex，则此操作将失败。
注意：vxsnap 命令提供了创建多个快照的类似功能。

重新挂接快照卷
快照合并操作将卷的快照副本与原始卷合并。一个或多个快照 Plex 从快照卷中分离
并重新挂接到原始卷。如果快照卷的所有快照 Plex 都进行了快照合并，则该快照卷
将被删除。 此任务重新同步卷中的数据，以使 Plex 保持一致。
快照合并操作不能应用于 RAID-5 卷，除非已通过添加 DCO 和 DCO 卷将它们转换
为特殊的分层卷布局。
请参见第 349 页的“添加 0 版本的 DCO 和 DCO 卷”。
要提高快照合并操作的效率，可在创建快照之前在卷上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要将某个快照 Plex 与原始卷合并，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snapback snapshot

其中： snapshot 是卷的快照副本。
要将快照卷中的所有快照 Plex 与原始卷合并，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o allplexes snapback snapshot

要将快照卷中指定数量的 Plex 与原始卷合并，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snapback nmirror=number 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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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mirror 属性指定快照卷中将被重新挂接的镜像数。
当快照 Plex 已重新挂接而且它们的数据已重新同步后，就可以在其他 snapshot 操
作中使用它们。
默认情况下，原始卷中的数据用于更新已重新挂接的快照 Plex。 相反，要从副本卷
复制数据，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o resyncfromreplica snapback snapshot

警告：在执行快照合并操作之前，始终卸载快照卷（如果已装入）。此外，在使用
resyncfromreplica 选项之前，必须卸载与主节点卷对应的文件系统。

将 Plex 添加到快照卷
如果希望快照合并操作后在快照卷中保留现有 Plex，您可以创建用于快照合并的附
加快照 Plex。
将 Plex 添加到快照卷

1

使用以下 vxprint 命令发现快照卷的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 DCO 卷的名称：
# DCONAME=`vxprint [-g diskgroup] -F%dco_name snapshot`
# DCOVOL=`vxprint [-g diskgroup] -F%log_vol $DCONAME`

2

使用 vxassist mirror 命令创建现有快照卷及其 DCO 卷的镜像：
# vxassist -g diskgroup mirror snapshot
# vxassist -g diskgroup mirror $DCOVOL

DCO 卷中的新 Plex 需要与快照中的新数据 Plex 一起使用。

3

使用 vxprint 命令查找附加快照 Plex 的名称：
# vxprint -g diskgroup snapshot

4

使用 vxprint 命令查找附加 DCO Plex 的记录 ID：
# vxprint -g diskgroup -F%rid $DCOVOL

5

使用 vxedit 命令将新数据 Plex 的 dco_plex_rid 字段设置新 DCO Plex 的名
称：
# vxedit -g diskgroup set dco_plex_rid=dco_plex_rid new_plex

新数据 Plex 现在已准备好用于执行快照合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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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快照卷
可以永久断开快照和其原始卷之间的链接，使快照卷成为一个独立的卷。使用如下
命令来分离快照卷 snapshot：
# vxassist snapclear snapshot

显示快照信息
vxassist snapprint 命令显示原始卷与它们各自的副本（快照副本）之间的关联：
# vxassist snapprint [volume]

此命令的输出显示在下例中：
# vxassist -g mydg snapprint v1
V NAME
SS SNAPOBJ
DP NAME

USETYPE
NAME
VOLUME

LENGTH
LENGTH
LENGTH

%DIRTY
%DIRTY

v
ss
dp
dp

fsgen
SNAP-v1
v1
v1

20480
20480
20480
20480

4
0
0

fsgen
v1

20480
20480

0

v1
SNAP-v1_snp
v1-01
v1-02

v SNAP-v1
ss v1_snp

# vxassist -g mydg snapprint v2
V NAME
SS SNAPOBJ
DP NAME

USETYPE
NAME
VOLUME

LENGTH
LENGTH
LENGTH

%DIRTY
%DIRTY

v v2
ss -dp v2-01

fsgen
SNAP-v2
v2

20480
20480
20480

0
0

v SNAP-v2
ss --

fsgen
v2

20480
20480

0

在本示例中，在卷 v1 上启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在卷 v2 上启用了非持久性快
速重新同步。以 v、dp 和 ss 开头的行分别表示卷、分离 Plex 和快照 Plex。%DI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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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指明相对于原始卷已经变脏的快照 Plex 或分离 Plex 的百分比。注意，没有任
何 snap 对象与卷 v2 或与它的快照卷 SNAP-v2 关联。
如果指定了卷，而且没有为该卷启用任何快速重新同步映射，则 snapprint 命令将
显示错误消息。

添加 0 版本的 DCO 和 DCO 卷
要使卷的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生效，必须使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 DCO 卷与该卷
关联。 在将 DCO 对象和 DCO 卷添加到某个卷后，可以在该卷上启用持久性快速重
新同步功能。
注意：要使用快速重新同步功能，需要具备快速重新同步许可证密钥。即使没有许
可证，仍然可以配置 DCO 对象和 DCO 卷，使快照对象与原始卷和快照卷关联。
本节中的过程介绍如何添加版本 0 的布局 DCO。 版本 0 的 DCO 布局支持传统（第
三镜像断开）快照，使用 vxassist 命令管理这些快照。 版本 0 的 DCO 布局不支持
完整空间或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向现有卷添加 DCO 对象和 DCO 卷

1

确保包含现有卷的磁盘组至少具有磁盘组版本 90。要检查磁盘组的版本，请执
行下列操作：
# vxdg list diskgroup

根据需要，将磁盘组升级到最新版本：
# vxdg upgrade dis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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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闭原始卷上的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如果当前已启用该功能）：
# vxvol [-g diskgroup] set fastresync=off volume

如果不能确定哪些卷启用了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请使用下面的命令获得这
些卷的列表。
注意：在某些 shell 中，! 字符是特殊字符。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在 bash shell 中
对该字符进行换码。
# vxprint [-g diskgroup] -F "%name" \
-e "v_fastresync=on && \!v_hasdcolog"

3

将 DCO 和 DCO 卷添加到现有卷（该卷可能已启用脏区日志记录 (DRL)）：
# vxassist [-g diskgroup] addlog volume logtype=dco \
[ndcomirror=number] [dcolen=size] [storage_attributes]

对于非分层卷，镜像 DCO 卷中的默认 Plex 数等于数据卷中的 Plex 数或 2（以
小的为准）。对于分层卷，默认的 DCO Plex 数始终是 2。如果需要，可以使用
ndcomirror 属性指定一个不同的数字。建议配置的 DCO Plex 数与卷中现有的
数据和快照 Plex 数相同。例如，将 DCO 添加到三路镜像卷时，可指定
ndcomirror=3。
每个 Plex 的默认大小为 132 块。可以使用 dcolen 属性指定一个不同的 size。
如果指定了 Plex 大小，则必须是 33 块的整数倍（从 33 块到最多 2112 块）。
可以指定 vxassist-style 存储属性来定义能或不能用于 DCO 卷的 Plex 的磁
盘。
请参见第 350 页的“为版本为 0 的 DCO Plex 指定存储”。

为版本为 0 的 DCO Plex 指定存储
如果包含卷及其快照的磁盘要移动或要拆分成不同的磁盘组，包含它们各自 DCO
Plex 的磁盘必须能够伴随它们。默认情况下，VxVM 尝试将版本 0 的 DCO Plex 放
在父卷的数据 Plex 所在的磁盘上。然而，如果这些磁盘中没有足够的可用空间，这
可能无法实现。这种情况下，VxVM 将使用磁盘组中其他磁盘上的可用空间。如果
DCO Plex 放在用于存放其他卷的 Plex 的磁盘上，则当您随后试图将卷移动到其他
磁盘组时，可能导致出现问题。
可以使用存储属性显式指定用来存储 DCO Plex 的磁盘。如有可能，指定与配置卷
的磁盘相同的磁盘。
例如，要将含有在 mydg05 和 mydg06 上的 Plex（每个 Plex 大小为 264 块）的 DCO
对象和 DCO 卷添加到磁盘组 mydg 中的卷 myvol，请使用以下命令：

管理卷快照
添加 0 版本的 DCO 和 DCO 卷

# vxassist -g mydg addlog myvol logtype=dco dcolen=264 mydg05 mydg06

要查看与卷关联的 DCO 对象和 DCO 卷的详细信息，请使用 vxprint 命令。下面是
名为 vol1 的卷的部分 vxprint 输出（为清楚起见，省略了 TUTIL0 和 PUTIL0
列）：
TY
v
pl
sd
pl
sd
dc
v
pl
sd
pl
sd

NAME
vol1
vol1-01
disk01-01
vol1-02
disk02-01
vol1_dco
vol1_dcl
vol1_dcl-01
disk03-01
vol1_dcl-02
disk04-01

ASSOC
fsgen
vol1
vol1-01
vol1
vol1-02
vol1
gen
vol1_dcl
vol1_dcl-01
vol1_dcl
vol1_dcl-02

KSTATE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LENGTH
1024
1024
1024
1024
1024
132
132
132
132
132

PLOFFS
0
0
0
0

STATE ...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

在上述输出中，DCO 对象显示为 vol1_dco，DCO 卷显示为 vol1_dcl，它包含两
个 Plex，分别是 vol1_dcl-01 和 vol1_dcl-02。
如果需要，可使用 vxassist move 命令将 DCO Plex 重定位到不同的磁盘。例如，
以下命令将卷 vol1 的 DCO 卷 vol1_dcl 的 Plex 从 disk03 和 disk04 移动到 disk07
和 disk08。
注意：在某些 shell 中，! 字符是特殊字符。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在 bash shell 中对该
字符进行换码。
# vxassist -g mydg move vol1_dcl \!disk03 \!disk04 disk07 disk08

请参见第 545 页的“在磁盘组之间移动 DCO 卷”。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删除 0 版本的 DCO 和 DCO 卷
要从卷中分离 0 版本的 DCO 对象、DCO 卷和任何快照对象，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 log volume logtype=dco

这将完全删除 DCO 对象、DCO 卷和任何快照对象。还具有关闭卷的快速重新同步
的效果。
另外，使用 vxdco 命令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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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co [-g diskgroup] [-o rm] dis dco_obj

卷的 DCO 对象 dco_obj 的默认名称通常是通过将字符串 _dco 追加到父卷的名称来
构成的。 要查找关联 DCO 对象的名称，请对卷使用 vxprint 命令。
要从磁盘组 mydg 中的卷 myvol 中分离而不是删除 DCO 对象、DCO 卷和任何快照对
象，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co -g mydg dis myvol_dco

这种形式的命令使 DCO 对象与卷分离，但不销毁该卷或 DCO 对象。如果指定 -o
rm 选项，则还将删除 DCO 对象、DCO 卷及其 Plex 以及任何快照对象。
警告：分离 DCO 和 DCO 卷将在卷上禁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当对所有剩余快照
进行快照合并时，必须对它们进行完全重新同步。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dco(1M) 手册页。

重新挂接 0 版本的 DCO 和 DCO 卷
如果没有通过指定 vxdco 的 -o rm 选项删除 0 版本的 DCO 对象和 DCO 卷，则可以
使用以下命令将它们重新挂接到父卷：
# vxdco [-g diskgroup] att volume dco_obj

例如，要将 DCO 对象 myvol_dco 重新挂接到卷 myvol，请使用此命令：
# vxdco -g mydg att myvol myvol_dco

请参见 vxdco(1M) 手册页。

17
管理存储检查点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存储检查点

■

存储检查点管理

■

存储检查点空间管理注意事项

■

从存储检查点还原

■

存储检查点配额

关于存储检查点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提供在准确即时点快速创建文件系统持久映像的存储检
查点功能。通过识别和维护自上次更改存储检查点或备份以来使用写入时复制技术
更改的文件系统块，存储检查点可极大减少 I/O 开销。
请参见第 297 页的“写入时复制”。
存储检查点提供：
■

在重新启动和崩溃后保留信息。

■

通过保留文件系统元数据、目录层次结构和用户数据，数据能够立即可写。

存储检查点实际上是文件系统管理和控制的数据对象。因为存储检查点是有相关名
称的数据对象，所以您可以创建、删除和重命名存储检查点。
请参见第 296 页的“存储检查点的工作方式”。
不像基于磁盘的镜像技术那样需求单独的存储空间，存储检查点使用与文件系统相
同的空闲空间，可以最小化对磁盘空间的使用。
创建已装入文件系统的存储检查点之后，还可以在文件系统上继续创建、删除和更
新文件，这不会影响存储检查点的逻辑映像。存储检查点不仅保留文件系统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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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目录层次结构），而且保留用户数据，因为它在捕获文件系统映像时就存
在。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法使用存储检查点。例如，它们可用于：
■

创建可以备份到磁带的文件系统的稳定映像。

■

提供已装入的文件系统磁盘备份，在意外删除情况下，最终用户可以还原自己
的文件。在主目录、设计或电子邮件环境中，这特别有用。

■

在安装修补程序之前，创建应用程序的二进制副本，以允许出现问题时进行还
原。

■

创建文件系统的磁盘上备份，可用作传统的基于磁带备份的补充，从而提供更
快的备份和还原功能。

■

通过将存储检查点装入为可写检查点，在主文件集的即时点映像上测试新的软
件，而不损害当前主文件集中的活动数据。

存储检查点管理
存储检查点管理操作需要 fsckptadm 实用程序。
请参见 fsckptadm(1M) 手册页。
您可以使用 fsckptadm 实用程序创建和删除存储检查点、更改属性并确定统计数
据。 每个存储检查点有一个关联名称，使您可以管理存储检查点；此名称不能超过
127 个字符，并且不能包含冒号 (:)。
请参见第 355 页的“创建存储检查点”。
请参见第 356 页的“删除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需要为文件系统分配策略或存储检查点分配策略指定的卷或卷集上的元
数据保留一些空间。如果卷或卷集上没有足够空闲空间来包含元数据，则 fsckptadm
实用程序显示错误。您可以使用取决于文件系统磁盘布局版本的方法大致估计元数
据所需的空间。
# fsckptadm -v info '' /mnt0
UNNAMED:
ctime
mtime

=
=

Thu 3 Mar 2005 7:00:17 PM PST
Thu 3 Mar 2005 7:00:17 PM PST

flags
= largefiles, mounted
# of inodes
= 23872
# of blocks
= 27867
.
.
.
# of overlay bmaps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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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kfs -m /dev/vx/rdsk/sharedg/vol0
# mkfs -F vxfs -o \
bsize=1024,version=9,inosize=256,logsize=65536,\
largefiles /dev/vx/rdsk/sharedg/vol0

对于磁盘布局版本 7，inode 数量乘以 1 个字节，再加上 1 MB 或 2 MB，便获得所
需近似空间数。如上所述，您可以使用 fsckptadm 实用程序确定 inode 数量。使用
磁盘布局版本 5 的示例输出，元数据所需的近似空间数刚好超过 1 MB 或 2 MB
（23,872 x 1 字节，再加上 1 MB 或 2 MB）。
使用 fsvoladm 命令确定卷集是否有足够的空闲空间。
请参见 fsvoladm(1M) 手册页。
下面的示例列出了卷集，并以用户友好单位显示存储大小：
# fsvoladm -H list /mnt0
devid
0
1

size
20 GB
30 TB

used
10 GB
10 TB

avail
10 GB
20 TB

name
vol1
vol2

创建存储检查点
下例显示了 /mnt0 上名为 thu_7pm 的无数据存储检查点的创建过程，并列出了 /mnt0
文件系统上所有存储检查点：
# fsckptadm -n create thu_7pm /mnt0
# fsckptadm list /mnt0
/mnt0
thu_7pm:
ctime
= Thu 3 Mar 2005 7:00:17 PM PST
mtime
= Thu 3 Mar 2005 7:00:17 PM PST
flags
= nodata, largefiles

下例显示了 /mnt0 上名为 thu_8pm 的可移除存储检查点的创建过程，并列出了 /mnt0
文件系统上所有存储检查点：
# fsckptadm -r create thu_8pm /mnt0
# fsckptadm list /mnt0
/mnt0
thu_8pm:
ctime
= Thu 3 Mar 2005 8:00:19 PM PST
mtime
= Thu 3 Mar 2005 8:00:19 PM PST
flags
= largefiles, removable
thu_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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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ime
mtime
flags

= Thu 3 Mar 2005 7:00:17 PM PST
= Thu 3 Mar 2005 7:00:17 PM PST
= nodata, largefiles

删除存储检查点
您可以通过指定 fsckptadm 命令的删除关键字来删除存储检查点。具体而言，您可
以使用同步或异步方法删除存储检查点；异步方法是默认方法。同步方法完全删除
存储检查点，并且向文件系统返回所有块，然后完成 fsckptadm 操作。异步方法仅
仅是将存储检查点标记为要删除，并且导致 fsckptadm 立即返回。此后，独立内核
线程完成删除操作，并且释放存储检查点使用的空间。
在此示例中，/mnt0 是使用版本 9 磁盘布局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此示例显示了
名为 thu_8pm 的存储检查点的异步删除过程，以及名为 thu_7pm 的存储检查点的同
步删除过程。此示例还列出了指定存储检查点被删除之后 /mnt0 文件系统上仍保留
的所有存储检查点：
# fsckptadm remove thu_8pm /mnt0
# fsckptadm list /mnt0
/mnt0
thu_7pm:
ctime
= Thu 3 Mar 2005 7:00:17 PM PST
mtime
= Thu 3 Mar 2005 7:00:17 PM PST
flags
= nodata, largefiles
# fsckptadm -s remove thu_7pm /mnt0
# fsckptadm list /mnt0
/mnt0

访问存储检查点
可以使用带有以下装入选项的 mount 命令装入存储检查点：-o ckpt=ckpt_name。
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装入存储检查点时注意下列规则：
■

默认情况下，存储检查点装入为只读存储检查点。如果您必须写入存储检查点，
请使用 -o rw 选项装入。

■

如果存储检查点当前装入为只读的存储检查点，您可以使用 -o remount 选项将
其重新装入为可写的存储检查点。

■

要装入文件系统的存储检查点，请首先装入文件系统。

■

要卸载文件系统，请首先卸载它的所有存储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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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如果您为备份目的创建存储检查点，则不要将其装入为可写的存储检查点。
如果您意外写入存储检查点，将丢失时间点映像。
如果已存在较旧的存储检查点，则对可写存储检查点执行写入活动时会生成复制操
作，而且会提高较旧存储检查点中的空间使用率。
存储检查点装入到特殊伪设备上。 系统名称空间中没有此伪设备；装入存储检查点
时，此设备由系统内部创建并使用。 在卸载存储检查点后，伪设备也被删除。 伪设
备名称由文件系统设备名称附加存储检查点名称组成，其中使用冒号字符 (:) 作为分
隔符。
例如，如果名为 may_23 的存储检查点属于驻留在特殊设备 /dev/vx/dsk/fsvol/vol1
的文件系统，则存储检查点伪设备名称是：
/dev/vx/dsk/fsvol/vol1:may_23
■

要在目录 /fsvol_may_23 上装入名为 may_23 的存储检查点，作为只读存储检
查点，请键入：
# mount -F vxfs -o ckpt=may_23 /dev/vx/dsk/fsvol/vol1:may_23 \
/fsvol_may_23

注意：必须已经装入 vol1 文件系统，才能装入存储检查点。

■

要重新装入名为 may_23 的存储检查点，作为可写的存储检查点，请键入：
# mount -F vxfs -o ckpt=may_23,remount,rw \
/dev/vx/dsk/fsvol/vol1:may_23 /fsvol_may_23

■

要在系统启动时自动装入此存储检查点，请在 /etc/fstab 文件中加入以下条
目：

Device-Special-File

Mount-Point

fstype

options

/dev/vx/dsk/fsvol/
vol1
/dev/vx/dsk/fsvol/
vol1:may_23

/fsvol

vxfs

defaults

/fsvol_may_23

vxfs

ckpt=may_23 0

■

backupfrequency
0

passnumber
0
0

要装入集群文件系统的存储检查点，您还必须使用 -o cluster 选项：
# mount -F vxfs -o cluster,ckpt=may_23 \
/dev/vx/dsk/fsvol/vol1:may_23 /fsvol_may_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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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储检查点所属的文件系统也是在集群范围装入的，则您只能装入集群范
围的存储检查点。 同样，如果存储检查点所属的文件系统是本地装入的，则您
只能本地装入存储检查点。
可以使用 umount 命令卸载存储检查点。
# umount /fsvol_may_23
# umount /dev/vx/dsk/fsvol/vol1:may_23

注意：因为伪设备是实际文件系统的一部分，您不需要对存储检查点伪设备运行
fsck 实用程序。

将数据存储检查点转换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不包含实际文件数据。相反，此类存储检查点包含指示创建存储
检查点以来所有已更改块的位置的标记集合。
请参见第 299 页的“存储检查点的类型”。
您可以使用同步或异步方法将数据存储检查点转换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异步方法
是默认方法。在同步转换中，fsckptadm 等待所有文件进行“无数据”状态的转换
进程，然后完成操作。在异步转换中，fsckptadm 立即返回，并将存储检查点标记
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即使存储检查点的数据块没有立即返回到文件系统中空闲块
池中。存储检查点在后台取消分配它的所有文件数据块，最终将其返回到文件系统
中的空闲块池。
如果文件系统中所有更旧的存储检查点是无数据存储检查点，则使用同步方法将数
据存储检查点转换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如果文件系统中有更旧的数据存储检查
点，使用异步方法标记您想要延迟转换的存储检查点。在这种情况下，实际转换将
一直延迟到存储检查点在文件系统中成为最旧的存储检查点，或者所有更旧的存储
检查点已经转换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注意：您无法将无数据存储检查点转换为数据存储检查点，因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只记录块更改的位置，没有保存文件数据块的内容。

显示数据存储检查点与无数据存储检查点之间的区别
下例显示数据存储检查点与无数据存储检查点之间的区别。
注意：无数据存储检查点不包含实际文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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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存储检查点之间的区别

1

创建文件系统并且将其装入 /mnt0，如下例所示：
# mkfs -F vxfs /dev/vx/rdsk/dg1/test0
version 9 layout
134217728 sectors, 67108864 blocks of size 1024, log \
size

65536 blocks, largefiles supported

# mount -F vxfs /dev/vx/rdsk/dg1/test0 /mnt0

2

使用已知内容创建一个小文件，如下例所示：
# echo "hello, world" > /mnt0/file

3

创建存储检查点并且将其装入到 /mnt0@5_30pm，如下例所示：
# fsckptadm create ckpt@5_30pm /mnt0
# mkdir /mnt0@5_30pm
# mount -F vxfs -o ckpt=ckpt@5_30pm \
/dev/vx/dsk/dg1/test0:ckpt@5_30pm /mnt0@5_30pm

4

检查原始文件和存储检查点文件的内容：
# cat /mnt0/file
hello, world
# cat /mnt0@5_30pm/file
hello, world

5

更改原始文件的内容：
# echo "goodbye" > /mnt0/file

6

检查原始文件和存储检查点文件的内容。在创建存储检查点时，原始文件包含
最新的数据，同时存储检查点文件仍然包含数据：
# cat /mnt0/file
goodbye
# cat /mnt0@5_30pm/file
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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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卸载存储检查点，将存储检查点转换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并且重新装入存储
检查点：
# umount /mnt0@5_30pm
# fsckptadm -s set nodata ckpt@5_30pm /mnt0
# mount -F vxfs -o ckpt=ckpt@5_30pm \
/dev/vx/dsk/dg1/test0:ckpt@5_30pm /mnt0@5_30pm

8

检查两个文件的内容。原始文件必须包含最新的数据：
# cat /mnt0/file
goodbye

您可以遍历和读取无数据存储检查点的目录；但是，文件没有包含数据，仅包
含指示自从创建存储检查点以来更改的文件块的标记：
# ls -l /mnt0@5_30pm/file
-rw-r--r--

1 root

other 13 Jul 13 17:13 \

# cat /mnt0@5_30pm/file
cat: read erro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转换多个存储检查点
处理同一文件系统中较旧的存储检查点时，您可以将存储检查点转换为无数据存储
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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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多个存储检查点

1

创建文件系统并将其装入 /mnt0 中：
# mkfs -F vxfs /dev/vx/rdsk/dg1/test0
version 9 layout
13417728 sectors, 67108864 blocks of size 1024, log \
size 65536 blocks largefiles supported
# mount -F vxfs /dev/vx/dsk/dg1/test0 /mnt0

2

在此文件系统中创建 4 个数据存储检查点，记下创建顺序，并列出它们：
# fsckptadm create oldest /mnt0
# fsckptadm create older /mnt0
# fsckptadm create old /mnt0
# fsckptadm create latest /mnt0
# fsckptadm list /mnt0
/mnt0
latest:
ctime
mtime
flags
old:
ctime
mtime
flags
older:
ctime
mtime
flags
oldest:
ctime
mtime
flags

3

=
=
=

Mon 26 Jul 11:56:55 2004
Mon 26 Jul 11:56:55 2004
largefiles

=
=
=

Mon 26 Jul 11:56:51 2004
Mon 26 Jul 11:56:51 2004
largefiles

=
=
=

Mon 26 Jul 11:56:46 2004
Mon 26 Jul 11:56:46 2004
largefiles

=
=
=

Mon 26 Jul 11:56:41 2004
Mon 26 Jul 11:56:41 2004
largefiles

尝试将 latest 存储检查点同步转换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因为比 latest 存
储检查点早的存储检查点是数据存储检查点，名称为 old、older 和 oldest 存
储检查点，所以尝试将失败：
# fsckptadm -s set nodata latest /mnt0
UX:vxfs fsckptadm: ERROR: V-3-24632: Storage Checkpoint
set failed on latest. File exist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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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可以以延迟或异步方式将 latest 存储检查点转换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 fsckptadm set nodata latest /mnt0

5

列出存储检查点，如下例所示。 您将看到 latest 存储检查点被标记为将来转
换。
# fsckptadm list /mnt0
/mnt0
latest:
ctime
mtime
flags
old:
ctime
mtime
flags
older:
ctime
mtime
flags
oldest:
ctime
mtime
flags

= Mon 26 Jul 11:56:55 2004
= Mon 26 Jul 11:56:55
= nodata, largefiles, delayed
= Mon 26 Jul 11:56:51 2004
= Mon 26 Jul 11:56:51 2004
= largefiles
= Mon 26 Jul 11:56:46 2004
= Mon 26 Jul 11:56:46 2004
= largefiles
= Mon 26 Jul 11:56:41 2004
= Mon 26 Jul 11:56:41 2004
= largefiles

创建延迟的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您可以将存储检查点创建为延迟的无数据存储检查点。创建过程将检测是否存在较
旧的数据存储检查点，并将存储检查点创建为延迟的无数据存储检查点。以下示例
过程删除名为 latest 的现有存储检查点，并将该存储检查点重新创建为延迟的无
数据存储检查点。

管理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管理

创建延迟的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1

删除 latest 存储检查点。
# fsckptadm remove latest /mnt0
# fsckptadm list /mnt0
/mnt0
old:
ctime
mtime
flags
older:
ctime
mtime
flags
oldest:
ctime
mtime
flags

2

= Mon 26 Jul 11:56:51 2004
= Mon 26 Jul 11:56:51 2004
= largefiles
= Mon 26 Jul 11:56:46 2004
= Mon 26 Jul 11:56:46 2004
= largefiles
= Mon 26 Jul 11:56:41 2004
= Mon 26 Jul 11:56:41 2004
= largefiles

重新创建 latest 存储检查点作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 fsckptadm -n create latest /mnt0
# fsckptadm list /mnt0
/mnt0
latest:
ctime
mtime
flags
old:
ctime
mtime
flags
older:
ctime
mtime
flags
oldest:
ctime
mtime
flags

= Mon 26 Jul 12:06:42 2004
= Mon 26 Jul 12:06:42 2004
= nodata, largefiles, delayed
= Mon 26 Jul 11:56:51 2004
= Mon 26 Jul 11:56:51 2004
= largefiles
= Mon 26 Jul 11:56:46 2004
= Mon 26 Jul 11:56:46 2004
= largefiles
= Mon 26 Jul 11:56:41 2004
= Mon 26 Jul 11:56:41 2004
= large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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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oldest 存储检查点转换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因为文件系统中没有包含数
据的较旧存储检查点。
注意：此步骤可以同步完成。
# fsckptadm -s set nodata oldest /mnt0
# fsckptadm list /mnt0
/mnt0
latest:
ctime
mtime
flags
old:
ctime
mtime
flags
older:
ctime
mtime
flags
oldest:
ctime
mtime
flags

= Mon 26 Jul 12:06:42 2004
= Mon 26 Jul 12:06:42 2004
= nodata, largefiles, delayed
= Mon 26 Jul 11:56:51 2004
= Mon 26 Jul 11:56:51 2004
= largefiles
= Mon 26 Jul 11:56:46 2004
= Mon 26 Jul 11:56:46 2004
= largefiles
= Mon 26 Jul 11:56:41 2004
= Mon 26 Jul 11:56:41 2004
= nodata, large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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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删除 older 和 old 存储检查点。
# fsckptadm remove older /mnt0
# fsckptadm remove old /mnt0
# fsckptadm list /mnt0
/mnt0
latest:
ctime
mtime
flags
oldest:
ctime
mtime
flags

= Mon 26 Jul 12:06:42 2004
= Mon 26 Jul 12:06:42 2004
= nodata, largefiles
= Mon 26 Jul 11:56:41 2004
= Mon 26 Jul 11:56:41 2004
= nodata, largefiles

注意：删除 older 和 old 存储检查点之后，latest 存储检查点自动被转换为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因为剩余的唯一更旧存储检查点 (oldest) 已经是无数据存
储检查点。

启用和禁用存储检查点可见性
通过 ckptautomnt 装入选项可以启用存储检查点可见性，该选项可以设置为下列三
个值之一： off、ro 或 rw。 由于启用存储检查点可见性会阻止手动装入克隆，因
此默认值为 off。 将此选项设置为 ro 会导致以只读方式自动装入所有克隆，而设
置为 rw 会导致以读/写方式自动装入所有克隆。
如果采用现有存储检查点（而非主文件集）中的存储检查点，.checkpoint 中的源
存储检查点的目录用作装入点。例如，要采用在 /mnt 中装入的文件系统内的存储
检查点 clone1 的存储检查点，请使用下面的命令：
# fsckptadm create clone2 /mnt/.checkpoint/clone1

以下示例通过以读/写方式自动装入所有克隆，启用存储检查点可见性：
# mount -F vxfs -o ckptautomnt=rw /dev/vx/dsk/dg1/vol1 /mnt1

存储检查点空间管理注意事项
当包含存储检查点的文件系统用尽空间时，删除或重写文件之类的操作可能失败。
如果系统不能分配足够的空间，操作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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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应用程序通常为其文件预先分配存储，并且可能不会预料写入操作失败。 在
create 或 mkdir 等用户操作期间，如果文件系统空间不足，将删除可移除的存储
检查点。 这确保应用程序可以继续运行，而不会因磁盘空间不足而中断。 在此
ENOSPC 条件下，将自动删除不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Symantec 建议您仅创建可移
除的存储检查点。 但是，在执行某些管理操作（如使用 fsadm 命令、使用 qiomkfile
命令，以及使用 fsckptadm 命令创建存储检查点）的过程中，即使文件系统空间用
尽，也不会删除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内核自动删除存储检查点时，它应用下列策略：
■

尽可能少地删除存储检查点，以完成操作。

■

不选择不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

仅当不再有数据存储检查点时，才选择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

首先删除最旧的存储检查点。

■

删除存储检查点，即使该检查点已装入也是如此。 对这种已删除的存储检查点
执行的新操作将失败并显示相应的错误代码。

■

如果最早的存储检查点不可删除，则会选择删除最早的可删除存储检查点。 在
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将数据推送到不可删除的存储检查点，此操作可能失败
并导致文件系统标记为 FULLFSCK。 要避免发生这种情况，Symantec 建议您
仅创建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从存储检查点还原
备份和还原应用程序可以使用一致和未损坏的文件系统上可装入的数据存储检查点
来还原单个文件或整个文件系统。 从存储检查点装还原可有助于恢复错误修改的文
件，但是通常不能从硬件故障或其他文件系统完整性问题恢复。
注意：对于硬件或其他完整性问题，必须由来自其他介质的备份补充存储检查点。
可以通过将整个文件从已装入存储检查点复制到主文件集来还原文件。 要还原整个
文件系统，您可以使用 fsckpt_restore 命令将可装入的数据存储检查点指定为主
文件集。
请参见 fsckpt_restore(1M) 手册页。
使用 fsckpt_restore 命令从存储检查点还原文件系统时，创建存储检查点以后对
文件系统所做的所有更改将永久丢失。 保留的唯一存储检查点和数据是创建选定存
储检查点时或之前创建的那些存储检查点和数据。 调用 fsckpt_restore 时不能装
入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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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应用程序还可以使用 fsckpt_fbmap (3) 库函数仅还原已修改的文件数据部
分，从而非常高效地还原各个文件。
您只能将存储检查点还原到具有磁盘布局版本 6 或更高版本的文件系统。

从存储检查点还原文件的示例
以下示例将您主目录中驻留的 MyFile.txt 文件从存储检查点 CKPT1 还原到设备
/dev/vx/dsk/dg1/vol-01。 设备的装入点是 /home。
从存储检查点还原文件

1

创建 /home 的存储检查点 CKPT1。
$ fckptadm create CKPT1 /home

2

在目录 /home/checkpoints/mar_4 中装入存储检查点 CKPT1。
$ mount -F vxfs -o ckpt=CKPT1 /dev/vx/dsk/dg1/vol- \
01:CKPT1 /home/checkpoints/mar_4

3

从您的主目录删除文件 MyFile.txt。
$ cd /home/users/me
$ rm MyFile.txt

4

转至 /home/checkpoints/mar_4/users/me 目录，其中包含您的主目录映像。
$ cd /home/checkpoints/mar_4/users/me
$ ls -l
-rw-r--r--

5

1

me

staff

14910

Mar 4

17:09

MyFile.txt

将文件 MyFile.txt 复制到您的主目录。
$ cp MyFile.txt /home/users/me
$ cd /home/users/me
$ ls -l
-rw-r--r--

1 me

staff

14910

Mar 4

18:21

MyFile.txt

下例从存储检查点 CKPT3 还原文件系统。还原之前列出的文件集显示未命名的根文
件集和六个存储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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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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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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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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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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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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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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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

C
K
P
T
1

管理存储检查点
从存储检查点还原

从存储检查点还原文件系统

1

运行 fsckpt_restore 命令。
# fsckpt_restore -l /dev/vx/dsk/dg1/vol2
/dev/vx/dsk/dg1/vol2:
UNNAMED:
c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26 PM PST
m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26 PM PST
flags
= largefiles, file system root
CKPT6:
c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5 PM PST
m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5 PM PST
flags
= largefiles
CKPT5:
c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4 PM PST
m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4 PM PST
flags
= largefiles, nomount
CKPT4:
c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3 PM PST
m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3 PM PST
flags
= largefiles
CKPT3:
c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6 PM PST
m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6 PM PST
flags
= largefiles
CKPT2:
c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0 PM PST
m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0 PM PST
flags
= largefiles
CKPT1:
c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29 PM PST
m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29 PM PST
flags
= nodata, large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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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此示例中，选择存储检查点 CKPT3 作为新的根文件集：
Select Storage Checkpoint for restore operation
or <Control/D> (EOF) to exit
or <Return> to list Storage Checkpoints: CKPT3
CKPT3:
c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1 PM PST
m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6 PM PST
flags
= largefiles
UX:vxfs fsckpt_restore: WARNING: V-3-24640: Any file system
changes or Storage Checkpoints made after
Thu 08 May 2004 06:28:31 PM PST will be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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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键入 y 从 CKPT3 还原文件系统：
Restore the file system from Storage Checkpoint CKPT3 ?
(ynq) y
(Yes)
UX:vxfs fsckpt_restore: INFO: V-3-23760: File system
restored from CKPT3

如果此时列出了文件集，它显示以前的“未命名”根文件集和 CKPT6、CKPT5
和 CKPT4 已被删除，并且 CKPT3 现在是主文件集。 默认情况下，CKPT3 现在是
要装入的文件集。
C
K
P
T
3

4

C
K
P
T
2

C
K
P
T
1

运行 fsckpt_restore 命令。
# fsckpt_restore -l /dev/vx/dsk/dg1/vol2
/dev/vx/dsk/dg1/vol2:
CKPT3:
c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1 PM PST
m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6 PM PST
flags
= largefiles, file system root
CKPT2:
c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0 PM PST
m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30 PM PST
flags
= largefiles
CKPT1:
c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29 PM PST
mtime
= Thu 08 May 2004 06:28:29 PM PST
flags
= nodata, largefiles
Select Storage Checkpoint for restore operation
or <Control/D> (EOF) to exit
or <Return> to list Storage Check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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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检查点配额
VxFS 为 fsckptadm 命令界面提供管理存储检查点配额的选项。存储检查点配额对
主文件集的所有存储检查点使用的空间量设置下列限制：
VxFS 为 fsckptadm 命令界面提供管理存储检查点配额的选项。存储检查点配额对
主文件集的所有存储检查点使用的块数量设置下列限制：
硬限制

不能超出的绝对限制。 如果超出硬限制，对任何存储检查点的所有进一
步分配将失败，但保留现有存储检查点。

软限制

必须低于硬限制。 如果超出软限制，则无法创建新存储检查点。 使用
的块数必须在软限制之下返回，然后才能创建更多存储检查点。 会生成
警报和控制台消息。

在违反硬限制情况下，可以通过为 fsckptadm 实用程序指定或不指定 -f 选项来制
定多种解决方案。
请参见 fsckptadm(1M) 手册页。
指定或不指定 -f 选项有下列作用：
■

如果不指定 -f 选项，则删除一个或多个可移除存储检查点以释放空间使得操作
成功。 这是默认的解决方案。

■

如果指定了 -f 选项，对任何存储检查点的所有进一步分配将失败，但保留现有
存储检查点。
注意：有时如果另一进程打开该文件时删除文件，则删除进程被延迟到最后关
闭时间。因为文件的删除可能触发数据向“下游”存储检查点（即下一个旧的
存储检查点）的推进，因此可能出现文件集硬限制配额违规的情况。 在此情况
下，放松硬限制以防止 inode 被标记为“损坏”。 对于一些异步 inode 操作，
情况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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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FileSnap 创建

■

使用 FileSnap

■

使用 FileSnap 创建文件的时间点副本

■

fsadm -S shared、du 和 df 命令的逻辑大小输出比较

FileSnap 创建
创建同一个文件的 FileSnap 的单线程每分钟可以创建一万个以上的快照。FileSnap
可用于通过克隆虚拟机黄金映像来快速置备新的虚拟机；其中，黄金映像在 VxFS
文件系统或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SFCFS) 文件系统中
存储为文件，可用作虚拟环境的数据存储。

使用 FileSnap
表 18-1 提供了可用于管理 FileSnap 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命令的列表。
表 18-1
命令

功能

fiostat

fiostat 命令有一个用于显示每个时间间隔的统计数据的 -S shared
选项。不使用此选项时，此命令将显示整个时间间隔的累积统计数据。

fsadm

fsadm 命令有一个用于报告文件系统中共享块的使用情况的 -S 选项。
可以使用此选项来确定已通过 FileSnap 实现的存储节省成果，以及在
所有文件均为完整副本的情况下需要多少实际存储。
请参见 fsadm_vxfs(1M) 手册页。

374

管理 FileSnap
使用 FileSnap 创建文件的时间点副本

命令

功能

fsmap

fsmap 命令有一个 -c 选项。该选项用于报告某个文件占用的物理块总
数的计数，以及其中的多少块可能并非专用于给定文件。
请参见 fsmap (1) 手册页。

mkfs

使用 mkfs 命令并通过指定 -o version=9 来创建磁盘布局版本 9 文
件系统。VxFS 在内部维护有关共享扩展区引用的延迟操作的列表，此
列表的大小 (rcqsize) 默认为一个作为文件系统大小的函数的值，但在
创建文件系统时可以更改。
请参见 mkfs_vxfs(1M) 手册页。

vxfilesnap

使用 vxfilesnap 命令可创建文件、文件集或目录中的文件的快照。
还可以使用 vxfilesnap 命令将较早版本的文件还原为当前文件。
请参见 vxfilesnap(1) 手册页。

vxtunefs

vxtunefs 命令支持一个选项，该选项用于在文件系统上启用迟缓写入
时复制可调参数 lazy_copyonwrite，以提高性能。
请参见 vxtunefs(1M) 手册页。

使用 FileSnap 创建文件的时间点副本
使用 FileSnap 获取最佳性能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写入时复制开销。通过启用
“迟缓写入时复制”功能可达到此目的。“迟缓写入时复制”功能易于启用，通常
会带来性能的显著提高。如果“迟缓写入时复制”功能对于所考虑的用例而言并非
可行选择，则高效地分配源文件可能会减少写入时复制的需要。

使用 FileSnap 置备虚拟桌面
虚拟桌面基础结构 (VDI) 操作系统引导映像是一个很好的 FileSnap 用例。 可能会发
生更改的引导映像部分是用户配置文件、页文件（或 UNIX/Linux 的交换区）和应
用程序数据。 您应该将此类数据从引导映像中分离出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取消共
享。 您应该为主引导映像文件分配单个扩展区。

使用 FileSnap 置备虚拟桌面的示例
下列示例使用一个 4 GB 的主引导映像，其中包含将由所有快照共享的单个扩展区。
# touch /vdi_images/master_image
# /opt/VRTS/bin/setext -r 4g -f chgsize /vdi_images/master_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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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_image 文件可作为磁盘设备提供给用于安装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安装并配

置操作系统后，该文件即已准备好用于快照。

使用 FileSnap 优化写入密集型应用程序
生成虚拟机以执行某些写入密集型任务时，可能会发生大量的取消共享。Symantec
建议通过启用“迟缓写入时复制”功能优化性能。如果用例不允许启用“迟缓写入
时复制”功能，则可通过细致规划来减少取消共享的出现次数。减少取消共享最简
单的方法是将应用程序数据分离到引导映像以外的文件。 如果由于应用程序的性质
而无法使用该方法，则可执行类似于以下示例的操作。

使用 FileSnap 优化写入密集型应用程序的示例
假设引导映像和应用程序数据所需的磁盘空间为 20 GB。其中，只有 4 GB 供操作系
统使用，剩余的 16 GB 是供应用程序写入的空间。每个虚拟机实例需要的任何数据
或二进制文件仍可能属于共享扩展区的前 4 GB。由于大多数写入都应发生在 16 GB
部分，因此应以适当的方式分配主映像，使 16 GB 的空间不被共享，如下列命令中
所示：
# touch /vdi_images/master_image
# /opt/VRTS/bin/setext -r 4g -f chgsize /vdi_images/master_image
# dd if=/dev/zero of=/vdi_images/master_image seek=16777215 \
bs=1024 count=1

最后一个命令将在文件末尾创建一个 16 GB 的间隙。因为未向间隙分配任何扩展
区，因此对间隙的写入不需要取消共享。

使用 FileSnap 即时创建多个数据副本
为了生成报告、进行挖掘和测试而创建一个或多个生产数据副本是很常见的。 在这
些情况下，会频繁地使用最新数据更新数据副本，并且始终存在数据的一个或多个
副本。FileSnap 可用于即时创建多个副本。 由于在更新期间可能会发生数据的取消
共享，使用原始数据的应用程序的性能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 即使删除了所有
FileSnap，这种对性能的轻微影响也仍可能会存在。 不过，您很少会看到全部
FileSnap 被删除，因为这些用例通常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都会有一个或多个副本。

fsadm -S shared、du 和 df 命令的逻辑大小输出比较
fsadm -S shared、du 和 df 命令对 FileSnap 的大小报告不同的值。fsadm -S
shared 命令将此大小显示为“逻辑大小”，它是占用的逻辑空间（以 KB 为单位），

同时描述独占块和共享块。此值表示文件系统没有任何共享块时所需的实际磁盘空
间。fsadm -S shared 命令的值与 du -sk 命令的输出不同，因为 du 命令不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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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S 结构文件占用的块。因此，du -sk 命令的输出小于 fsadm -S shared 命令
报告的逻辑大小输出。
以下示例显示 fsadm -S shared、du 和 df 命令的输出：
# mkfs -F vxfs -o version=9 /dev/vx/rdsk/dg/vol3
version 9 layout
104857600 sectors, 52428800 blocks of size 1024, log size 65536 blocks
rcq size 4096 blocks
largefiles supported
# mount -F vxfs /dev/vx/dsk/dg/vol3 /mnt
# df -k /mnt
Filesystem
1K-blocks
/dev/vx/dsk/dg1/vol3 52428800

Used
83590

Available Use% Mounted on
49073642 1%
/mnt

# /opt/VRTS/bin/fsadm -S shared /mnt
Mountpoint
/mnt

Size(KB)
52428800

Available(KB)
49073642

Used(KB)
83590

Logical_Size(KB) Shared
83590
0%

# du -sk /mnt
0

/mnt

# dd if=/dev/zero of=/mnt/foo bs=1024 count=10
10+0 records in
10+0 records out
10240 bytes (10 kB) copied, 0.018901 seconds, 542 kB/s
# vxfilesnap /mnt/foo /mnt/foo.snap
# df -k /mnt
Filesystem
1K-blocks
/dev/vx/dsk/dg1/vol3 52428800
#

20

Available Use% Mounted on
49073632 1%
/mnt

/opt/VRTS/bin/fsadm -S shared /mnt

Mountpoint
/mnt
#

Used
83600

du -sk /mnt
/mnt

Size(KB)
52428800

Available(KB)
49073632

Used(KB)
83600

Logical_Size(KB) Shared
836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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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快照文件系统备份

■

快照文件系统性能

■

关于快照文件系统磁盘结构

■

快照和存储检查点的区别

■

创建快照文件系统

■

创建快照文件系统的示例

快照文件系统备份
在快照文件系统创建之后，快照将在捕获的文件系统上维护一个一致的数据备份。
可以使用用于备份标准文件系统结构树的备份程序（如 cpio）而不对快照文件系统
进行修改，因为快照呈现和捕获的文件系统相同的数据。访问文件系统磁盘结构的
备份程序（如 vxdump）则要求一些修改以处理快照文件系统。
VxFS 实用程序可识别快照文件系统并可修改其行为，从而可在快照上以与在标准
文件系统上相同的方式运行。对于通常用于读取原始磁盘映像的其他备份程序，如
果不更改备份过程，则不能在快照上运作。
这类其他备份程序可使用 fscat 命令来获取整个文件系统的原始映像，该映像与在
创建快照的那个时刻通过在包含捕获的文件系统的磁盘设备上运行 dd 命令可获得
的映像相同。snapread ioctl 使用与 read 系统调用相类似的参数，其返回结果与在
创建快照的那个时刻通过在包含捕获的文件系统磁盘设备上执行读操作获得的结果
相同。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快照文件系统将提供捕获的文件系统所有活动已完成的
一致映像 - 它是对整个文件系统的即时读取。这与通过活动文件系统磁盘设备上的
dd 或 read 命令获得的结果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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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文件系统性能
快照文件系统提供了最佳化的快照性能，但其代价是降低了向所捕获的文件系统进
行写入的性能。从快照文件系统读取数据的吞吐量通常几乎接近于从标准 VxFS 文
件系统读取数据。
从捕获的文件系统读取数据的性能通常不受影响。但通常向所捕获的文件系统进行
写入的时间平均为没有快照时的二至三倍。这是因为对数据块进行初始写入需要读
取旧数据、将数据写入快照，然后将新数据写入所捕获的文件系统。如果同一个所
捕获的文件系统有多个快照，写入将更慢。只有首次对块执行写入操作会遇到此延
迟，在首次写入操作之后，写入意向日志或 inode 更新之类的操作便会继续以正常
速度执行。
如果所捕获的文件系统处于繁忙状态，则会影响对快照文件系统的读取，因为与所
捕获的文件系统相关的磁盘 I/O 会减慢对快照的读取速度。
快照的整体影响取决于应用程序的读写比例以及混合的 I/O 操作。例如，据测试在
所捕获的文件系统上运行联机事务处理 (OLTP) 工作负载的数据库应用程序比未被
捕获的文件系统慢大约 15% 至 20%。

关于快照文件系统磁盘结构
快照文件系统包括：
■

超级块

■

位映射表

■

块映射表

■

从所捕获的文件系统复制的数据块

下图所示为快照文件系统的磁盘结构。
图 19-1

快照磁盘结构
超级块

位映射表

块映射表

数据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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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超级块类似于标准 VxFS 文件系统的超级块，但其幻数不同，并且有许多字
段不适用。
所捕获的文件系统的每个块在位映射表中都有一个对应位。最初，位映射表中的所
有项均为零。设置位表示相应的块已从所捕获的文件系统复制到快照。在这种情况
下，块映射表中相应的位置指示复制的块。
所捕获的文件系统的每个块在块映射表中都有一个对应项。最初，所有项均为零。
当块从所捕获的文件系统复制到快照时，块映射表中的对应项将发生更改，用以包
含快照文件系统中保存来自所捕获的文件系统的数据的块数。
从数据块区域的起始位置开始，用从所捕获的文件系统复制的数据填充数据块。

快照和存储检查点的区别
快照和存储检查点都用于创建文件系统的时间点映像，且仅更新发生更改的数据
块，但这两种技术却有显著的区别：
表 19-1

快照和存储检查点的区别

快照

存储检查点

需要单独的存储设备

和原始文件系统在同一设备上

只读

可以为只读或读写

临时存在

持续存在

卸载后不再存在

可独自存在和被装载

跟踪文件级的块变化

跟踪文件系统中每个文件的块变化

存储检查点还有助于实现另外两项 Veritas 功能：块级增量备份和存储回滚，它们
广泛用于备份数据库。
请参见第 353 页的“关于存储检查点”。

创建快照文件系统
可通过使用 mount 命令的 -o snapof= 选项创建快照文件系统。如果您装入的设备
不能识别其磁盘标签上的设备大小，或者，如果您需要小于整个设备的大小，可能
还需要使用 -o snapsize= 选项。
必须使快照文件系统足够大，以便容纳当快照文件系统存在时可能写入的捕获的文
件系统上的任何块。如果快照因用尽块而无法存放复制的数据，快照将被禁用，且
访问快照文件系统的进一步尝试将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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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动较少的时间段（如晚上和周末），快照通常大约需要所捕获的文件系统的百
分之二至百分之六的块。在活动频繁的时间段，快照通常大约需要所捕获的文件系
统的百分之十五的块。大多数文件系统在一天中需要的数据不会超过 15%。以上近
似百分比对于更大的文件系统来说可能偏小，而对于更小的文件系统则可能偏大。
可根据一些特性（如文件系统用途以及备份持续时间）为快照分配块。
警告：用于快照的设备上的所有现有数据都将被覆盖。
创建快照文件系统
◆

使用 -o snapof= 选项装入文件系统：
# mount -F vxfs -o snapof=special,snapsize=snapshot_size \
snapshot_special snapshot_mount_point

创建快照文件系统的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vxdump 实用程序用于确定 /dev/vx/dsk/fsvol/vol1 快照是否装
入为 /backup/home，并完成相应的工作，以便通过装入点获取快照数据。
这是一些典型的示例，示例中使用位于 /dev/vx/dsk/fsvol/vol1 的快照文件系
统，其装入点为 /backup/home，对包含 300,000 个块的名为 /home 的文件系统进
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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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快照文件系统创建备份

1

要备份在上周之内进行了更改的文件，请使用 cpio：
# mount -F vxfs -o snapof=/home,snapsize=100000 \
/dev/vx/dsk/fsvol/vol1 /backup/home
# cd /backup
# find home -ctime -7 -depth -print | cpio -oc > /dev/rmt/0m
# umount /backup/home

2

对 /dev/vx/dsk/fsvol/vol1 进行级别 3 的备份，并收集当前目录中发生了更
改的文件：
# vxdump 3f - /dev/vx/dsk/fsvol/vol1 | vxrestore -xf -

3

执行对 /home（位于磁盘 /dev/vx/dsk/fsvol/vol1）的完全备份，并使用 dd
控制通过 vxdump 阻止在磁带设备上进行输出：
# mount -F vxfs -o snapof=/home,snapsize=100000 \
/dev/vx/dsk/fsvol/vol1 /backup/home
# vxdump f - /dev/vx/dsk/fsvol/vol1 | dd bs=128k > \
/dev/rmt/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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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了解 Storage Foundation
中的存储优化解决方案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精简置备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中的精简优化解决方案

■

关于 SmartMove

■

关于精简回收功能

■

确定何时回收自动精简回收 LUN 上的空间

■

自动回收的工作原理

关于精简置备
精简置备是一项存储阵列功能，可通过按需分配和回收存储来优化存储利用率。 利
用精简置备功能，阵列仅在需要存储空间时才将空闲存储池中的存储空间分配给应
用程序。 精简置备功能可解决可用阵列容量利用率低的问题。管理员无需评估某个
应用程序需要多大的存储。相反，精简置备功能允许管理员为主机置备较大的精简
LUN 或精简回收 LUN。 应用程序写入数据时，阵列上空闲池中的物理存储会分配
给精简置备 LUN。
精简置备 LUN 有两种类型：支持精简的 LUN 和支持精简回收的 LUN。这两种类型
的 LUN 均提供根据需要从空闲池分配存储空间的功能。 例如，文件系统创建或更
改文件时，将分配存储空间。 不过，删除文件后不会将此存储空间释放到空闲池
中。 因此，精简置备 LUN 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为“密集”LUN，因为文件系统会
开始纳入数据已删除的未使用空闲空间。 支持精简回收的 LUN 能够将曾使用过的
存储空间释放到空闲存储池中，从而解决这一问题。 此操作称为精简存储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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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精简回收的 LUN 不会自动执行回收。 使用 LUN 的服务器必须启动回收。 管
理员可以手动启动回收，或者通过计划的回收操作启动回收。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了多项功能来支持精简置备和精简回收，以及优化精简置
备阵列的存储利用率。
请参见第 386 页的“关于 SmartMove”。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中的精简优化解决方案
基于阵列的选项（如“精简存储”和“精简置备”）可帮助存储管理员解决他们在
存储管理方面面临的难题。 这些难题包括置备存储、迁移数据以最大程度地提高存
储利用率，以及保持最高存储利用率。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了多项功能，这些
功能可以与阵列功能一起用来解决这些难题。
表 20-1 列出了与精简存储有关的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和优点。
表 20-1

Storage Foundation 中的精简存储解决方案

功能

说明

优势

SmartMove

SmartMove 功能仅移动或复 最大程度地利用精简存储。
制 Veritas File System 所使用
请参见第 386 页的“关于
的块。
SmartMove”。
提高复制操作的性能。
实现从密集 LUN 到精简置备
的 LUN 的迁移。
请参见第 391 页的“迁移到精简
置备”。

精简磁盘发现

Storage Foundation 针对精简 识别并显示精简磁盘的精简属
存储设备提供了发现功能。
性。

精简回收

使用精简回收命令可以回收文 提高存储利用率并进一步节省
件系统、磁盘、磁盘组或磁盘 存储空间。
阵列级别的空间。
请参见第 387 页的“关于精简回
收功能”。

关于 SmartMove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了用于优化移动和复制操作的 SmartMove 实用程序。
SmartMove 实用程序利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了解的有关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存储的信息。 VxVM 通过 VxFS 了解哪些块包含数据。 VxVM 执
行复制或移动数据的操作时，SmartMove 使该操作可以仅复制或移动文件系统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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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块。 此功能可提高同步、镜像和复制操作的性能，因为它可以减少复制的块
数。SmartMove 仅适用于装入到 VxVM 卷上的 VxFS 文件系统。如果文件系统未
装入，此实用程序将无法查看文件系统的使用情况。
SmartMove 不用于具有即时快照的卷。
此外，还可以使用 SmartMove 操作将数据从密集存储迁移到精简置备存储。由于
SmartMove 仅复制文件系统所使用的块，因此迁移过程将生成精简置备 LUN。

用于精简置备的 SmartMove
Storage Foundation 使用 SmartMove 功能进行精简置备。 使用 SmartMove 可以
将存储空间从密集存储迁移到精简存储。 SmartMove 提供了保留精简置备意向的
功能。
如果不使用 SmartMove，磁盘之间的同步会复制分配给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整个存储空间。同步或重新同步卷、Plex
或子磁盘会导致在精简磁盘上分配未使用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常操作将使
存储空间越来越“密集”。使用 SmartMove，磁盘同步仅复制文件系统级别实际正
在使用的块。此行为可避免同步或重新同步磁盘时分配未使用的空间。磁盘保持精
简状态。
默认情况下，将为所有磁盘启用 SmartMove 功能。 要利用精简置备，必须为精简
磁盘至少启用 SmartMove。

关于精简回收功能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支持在具有精简回收能力的阵列中回收未使用的存储。
Storage Foundation 可自动发现支持精简回收的 LUN。
可以在精简阵列支持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上安装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VxVM 卷的大小是空闲存储池支持的虚拟大小。 创建或
更改文件后，会将存储空间从阵列实际分配给文件系统。如果文件系统上的文件被
删除或大小缩小，则会释放文件系统使用的相应空间。但是，并不会从物理分配中
删除相应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分配给文件系统的物理空间将大于文件系统所使
用的实际空间。 精简 LUN 最终将变为“密集”LUN，因为分配的物理空间接近
LUN 的大小。
精简回收功能提供了将这些未使用的空间释放回精简池的功能。Storage Foundation
使用 VxFS 分配表识别未使用的块。 VxVM 将关于未使用块的这一信息映射到磁
盘，从而使 VxVM 能够将这些块返回到空闲池。如果未装入 VxFS 文件系统，VxVM
将无法查看文件系统的空间使用率。因此，执行回收时必须已装入文件系统。可以
在磁盘组、LUN、磁盘阵列或文件系统上执行回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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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卷或删除 Plex 时，VxVM 会自动回收空间。自动回收采用异步方式进行，这样
不会立即在阵列级别回收空间。磁盘将标记为暂停回收。回收完成之前，不能将磁
盘从 VxVM 中删除。您可以控制自动回收的时间安排和频率。

确定何时回收自动精简回收 LUN 上的空间
如果将某个精简 LUN 用作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磁盘，则仅在应用程序写入时
分配空间。 创建文件并将文件写入到文件系统中时，会从可用存储池分配存储空
间。 但是，从文件系统中删除数据后不会自动将此存储空间释放到空闲池中。 因
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浪费的存储空间（已分配但不用于支持应用程序数据的存储
空间）量越来越大，所有精简 LUN 都会越来越“密集”。
作为存储管理员，您需要确定何时触发精简回收。精简回收过程可能非常耗时，具
体取决于文件系统的大小和碎片等各种因素。这一决策是在可以回收的空间量与回
收操作将花费的时间之间取得平衡。
可能适用的注意事项如下：
■

对于装入到 VxVM 卷的 VxFS 文件系统，应比较文件系统利用率与实际物理分
配大小以确定是否需要回收。 如果文件系统利用率远远小于物理分配大小，则
表示存在大量潜在可回收的空间。您可能需要触发文件系统回收。如果文件系
统利用率接近物理分配大小，则表示物理分配使用情况良好。您可能不需要触
发回收。
请参见第 398 页的“显示精简回收 LUN 上的 VxFS 文件系统利用率”。

■

存储池利用率达到某个阈值时，阵列会发出通知。您可以评估能否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回收空间以释放存储池中的更多空间。

■

将自动回收已删除的卷。您可以自定义自动回收计划。
请参见第 405 页的“配置自动回收”。

自动回收的工作原理
在精简回收阵列上，不再使用的存储空间需要由阵列进行回收。Storage Foundation
将自动针对如下管理操作回收阵列上的空间：
■

删除卷。

■

删除镜像。

■

缩小卷。

■

删除日志。

■

使用 init=zero 选项创建或增大卷。

在阵列上回收存储的过程可在阵列上集中进行。 为避免对阵列的常规 I/O 造成任何
影响，Storage Foundation 以异步方式执行回收操作。磁盘将标记为暂停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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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relocd（或 recovery）后台驻留程序将在以后异步回收标记为回收的磁盘。默认

情况下，vxrelocd 后台驻留程序将在每天 22:10 运行一次，并回收一天中已删除的
卷或 Plex 上的存储空间。
要显示暂停回收的磁盘，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rint -z

您可以配置自动回收以便立即回收，也可以计划异步回收。
请参见第 405 页的“配置自动回收”。
此外，还可以手动触发磁盘、磁盘组或磁盘阵列的回收。 此操作还会回收标记为暂
停回收的所有磁盘。
请参见第 402 页的“回收磁盘、磁盘组或磁盘阵列上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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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将数据从密集存储迁移到
精简存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SmartMove 迁移到精简存储

■

迁移到精简置备

关于使用 SmartMove 迁移到精简存储
如果密集 LUN 上有现有数据，则可使用 SmartMove 功能将该数据迁移到精简 LUN。
迁移过程仅将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所使用的块复制到精简 LUN。SmartMove
功能利用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中哪些块包含数据有关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信息。因此，仅当 VxVM 卷位于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上时，
迁移功能才可用。
要将数据迁移到精简 LUN，请按建议的过程操作。
请参见第 391 页的“迁移到精简置备”。

迁移到精简置备
SmartMove™ 功能可以从传统的 LUN 迁移到精简置备的 LUN 上，同时在迁移过程
中删除未使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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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检查是否已启用 SmartMove 功能。
# vxdefault list
KEYWORD
usefssmartmove
...

CURRENT-VALUE
all

DEFAULT-VALUE
all

如果输出显示当前值为 none，请为所有磁盘或精简磁盘配置 SmartMove。
请参见第 562 页的“配置 SmartMove”。

2

将新的精简 LUN 添加到现有磁盘组。输入以下命令：
# vxdisksetup -i da_name
# vxdg -g datadg adddisk da_name

其中：da_name 是 VxVM 中的磁盘访问名称。

3

要标识具有 thinonly 或 thinrclm 属性的 LUN，请输入：
# vxdisk -o thin list

4

将新的精简 LUN 作为新的 Plex 添加到卷中。
注意： 必须装入 VxFS 文件系统才能获得 SmartMove 功能的优点。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添加 LUN：
■

对 vxassist 命令使用默认设置：
# vxassist -g datadg mirror datavol da_name

■

指定 vxassist 命令选项以加快完成速度。-b 选项用于在后台复制块。以下
命令可提高 I/O 吞吐量：
# vxassist -b -oiosize=1m -t thinmig -g datadg mirror \
datavol da_name

要查看命令的状态，请使用 vxtask 命令：
# vxtask list
TASKID PTID TYPE/STATE
PCT
PROGRESS
211
ATCOPY/R 10.64% 0/20971520/2232320 PLXATT vol1 vol1-02 xivdg smartmove
212
ATCOPY/R 09.88% 0/20971520/2072576 PLXATT vol1 vol1-03 xivdg smartmove
219
ATCOPY/R 00.27% 0/20971520/57344 PLXATT vol1 vol1-04 xivdg smart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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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task monitor 211
TASKID PTID TYPE/STATE
PCT
PROGRESS
211
ATCOPY/R 50.00% 0/20971520/10485760 PLXATT vol1 vol1-02
211
ATCOPY/R 50.02% 0/20971520/10489856 PLXATT vol1 vol1-02
211
ATCOPY/R 50.04% 0/20971520/10493952 PLXATT vol1 vol1-02
211
ATCOPY/R 50.06% 0/20971520/10498048 PLXATT vol1 vol1-02
211
ATCOPY/R 50.08% 0/20971520/10502144 PLXATT vol1 vol1-02
211
ATCOPY/R 50.10% 0/20971520/10506240 PLXATT vol1 vol1-02
■

xivdg
xivdg
xivdg
xivdg
xivdg
xivdg

smartmove
smartmove
smartmove
smartmove
smartmove
smartmove

指定 vxassist 命令选项可减少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以下命令完成的时间会
很长：
# vxassist -oslow -g datadg mirror datavol da_name

5

删除旧的 LUN 之前先测试新 LUN 的性能（可选）。
若要测试性能，请使用以下步骤：
■

确定哪个 Plex 与精简 LUN 相对应：
# vxprint -g datadg

TY
dg
dm
dm

NAME
datadg
THINARRAY0_02
STDARRAY1_01

ASSOC
datadg
THINARRAY0_02
STDARRAY1_01

KSTATE
-

LENGTH
83886080
41943040

PLOFFS
-

STATE
-OHOTUSE

TUTIL0 PUTIL0
-

v
pl
sd
pl
sd

datavol
datavol-01
STDARRAY1_01-01
datavol-02
THINARRAY0_02-01

fsgen
datavol
datavol-01
datavol
datavol-02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41943040
41943040
41943040
41943040
41943040

0
0

ACTIVE
ACTIVE
ACTIVE
-

-

示例输出表明精简 LUN 与 Plex datavol-02 对应。
■

将所有读取操作引导至这些 LUN：
# vxvol -g datadg rdpol prefer datavol datavol-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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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删除原始非精简 LUN。
注意：在某些 shell 中，! 字符是特殊字符。此示例显示了如何在 bash shell 中
将其转义。
# vxassist -g datadg remove mirror datavol \!STDARRAY1_01
# vxdg -g datadg rmdisk STDARRAY1_01
# vxdisk rm STDARRAY1_01

7

增大文件系统和卷，使用更大的精简 LUN：
# vxresize -g datadg -x datavol 40g da_name

22
使用精简回收功能维护精
简存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在精简回收阵列上回收存储

■

标识精简 LUN 和精简回收 LUN

■

显示精简回收 LUN 上的 VxFS 文件系统利用率

■

回收文件系统上的空间

■

回收磁盘、磁盘组或磁盘阵列上的空间

■

关于回收日志文件

■

使用 vxtask 命令监视精简回收

■

配置自动回收

在精简回收阵列上回收存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支持在具有精简回收能力的阵列和 LUN 上回收未使用
的存储。Storage Foundation 可以回收装入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
上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中的块。
只有具有 thinrclm 属性的 LUN 支持精简回收功能。 VxVM 会从具有精简能力的
存储阵列中自动发现支持精简回收的 LUN。 您可以列出主机上已知具有 thin 或
thinrclm 属性的设备。
请参见第 397 页的“标识精简 LUN 和精简回收 LUN ”。
关于支持精简回收功能的存储阵列列表，请参见 Symantec 硬件兼容性列表 (HCL)：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7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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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设备不支持精简回收。
可通过下列方式使用精简回收功能：
■

删除卷时，自动回收空间。由于它是异步的，因此可能不会立即看到回收的空
间。

■

使用 vxdisk 命令对磁盘组、LUN 或磁盘阵列执行回收操作。
请参见第 402 页的“回收磁盘、磁盘组或磁盘阵列上的空间”。

■

使用 fsadm 命令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上执行回收操作。
请参见第 400 页的“回收文件系统上的空间”。

关于磁盘、磁盘组或磁盘阵列的精简回收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在精简置备阵列上回收未用空间的功能，而不需要停止应
用程序 I/O。必须装入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
您可以在一个或多个磁盘、磁盘组或磁盘阵列上触发联机精简回收。 回收进程在指
定存储中扫描具有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的 VxVM 卷。 对于 VxFS 文件系统不再使
用的以前分配的任何空间，将分析每个卷。 未用空间释放到精简阵列上的可用存储
池。 回收跳过没有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的所有卷。 回收进程还会释放标记为暂停
的回收的所有卷或 Plex 的空间。
完全回收进程还会在指定存储中扫描位于 VxVM 卷之外的可用空间。
当在大量 LUN 或某个磁盘阵列或磁盘组上回收精简存储时，精简回收会需要很长
时间。 与其他长时间运行的操作一样，VxVM 为回收操作创建一个任务。 您可以
使用 vxtask 命令监视回收操作。
请参见第 404 页的“使用 vxtask 命令监视精简回收”。

关于精简回收文件系统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支持在精简存储 LUN 上回收空闲的存储。可使用 fsadm
命令回收空闲的存储。您可以执行默认回收或积极回收。如果您的文件系统已使用
了很长时间，且必须对其执行回收，Symantec 建议您运行积极回收。积极回收将
压缩分配的块，进而创建可能被回收的更大的闲置块。
请参见 fsadm_vxfs(1M) 手册页。
只有在 VxVM 卷上装入的文件系统才支持精简回收。
在 RAID5 卷上装入的文件系统不支持精简回收。
Veritas File System 也支持使用 vxfs_ts_reclaim() API 对部分文件系统进行回收。
请参见 vxfs_ts_reclaim(3) 手册页以及《Veritas File System 程序员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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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精简回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根据文件系统的大小，可能需要花几个小时的
时间才能完成。精简回收不保证回收 100% 的空闲空间。
您可以在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命令 vxdisk reclaim 时使用
vxtask list 命令来跟踪精简回收过程的进度。
请参见 vxtask(1M) 和 vxdisk(1M) 手册页。
您可以使用 VxVM 命令来管理精简回收。

标识精简 LUN 和精简回收 LUN
使用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Storage Foundation 可自动发现已
在主机上识别为 thin 或 thinrclm 的精简设备。 DMP 使用 Veritas 阵列支持库
(ASL) 识别特定于供应商的精简属性，并将设备相应地声明为 thin 或 thinclm。
归类为 thin 的精简设备支持精简置备。 Veritas 精简回收仅适用于设置了 thinrclm
属性的设备。 在执行精简回收之前，请确定系统是否将 LUN 识别为 thinrclm 主
机。
要标识主机上已知具有 thin 或 thinrclm 属性的设备，请使用 vxdisk -o thin
list 命令。 vxdisk -o thin list 命令还报告磁盘大小以及阵列上分配的物理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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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 thin 和 thinrclm LUN
◆

要标识主机已知的所有 thin 或 thinrclm LUN，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o thin list
DEVICE
SIZE(mb)
hitachi_usp0_065a 10000
hitachi_usp0_065b 10000
hitachi_usp0_065c 10000
hitachi_usp0_065d 10000
.
.
.
hitachi_usp0_0660 10000
emc_clariion0_48 30720
emc_clariion0_49 30720
emc_clariion0_50 30720
emc_clariion0_51 30720

PHYS_ALLOC(mb)
84
110
74
50

672
N/A
N/A
N/A
N/A

GROUP
-

thindg
-

TYPE
thinrclm
thinrclm
thinrclm
thinrclm

thinrclm
thin
thin
thin
thin

在输出中，SIZE 列显示磁盘的大小。PHYS_ALLOC 列显示阵列端上的物理分
配。 TYPE 指示阵列是 thin 还是 thinrclm。
请参见 vxdisk(1M) 手册页。

显示精简回收 LUN 上的 VxFS 文件系统利用率
Storage Foundation 可以发现 thin 或 thinrclm 设备，并显示其上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的磁盘空间使用情况。VxFS 文件系统必须装入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 利用率信息可帮助您决定何时执行文件系统的精简
回收。
请参见第 388 页的“确定何时回收自动精简回收 LUN 上的空间”。
要报告装入到 VxVM 卷的 VxFS 文件系统的磁盘空间利用率，请使用 vxdisk -o
thin -o fssize list 命令。 此命令显示当前包含文件且正由 VxFS 文件系统使用
的磁盘空间的量。 该利用率不包括任何分配给文件系统但已通过删除文件释放的空
间。 如果有多个已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使用该设备，文件系统利用率列将显示综
合空间利用率。
以下限制适用于用于显示文件系统利用率的命令：
■ -o fssize

选项不显示缓存对象或即时快照所使用的空间。

■

不支持 RAID5 格式。

■

如果 VxFS 文件系统未装入，或设备同时具有已装入和卸载的 VxFS 文件系统，
则不会显示任何信息。 文件系统利用率 (FS_USAGE) 列显示一个短划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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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显示所有 thin 或 thinrclm LUN 的大小和利用率，也可以指定某个磁盘阵列
名称或设备名称。 如果指定一个或多个设备或磁盘阵列，此命令将仅显示指定设备
的空间利用率。 如果指定的设备不是 thin 设备或 thinrclm 设备，也会列出该设
备，但 FS_USAGE 列将显示短划线 (-)。
如果 VxFS 文件系统跨越多个设备，则必须指定所有设备才能显示整个文件系统的
利用率。 如果仅指定其中部分设备，文件系统利用率将不完整。 此命令将忽略所有
未指定的设备的文件系统利用率。
注意：命令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具体取决于文件系统大小、碎片级别和其
他因素。 此命令创建一个任务，您可以使用 vxtask 命令对其进行监视。
命令输出显示以下信息。
SIZE

磁盘的大小；即提供给文件系统的大小。 此大小表示虚拟大
小，而不是设备上使用的实际物理空间。

PHYS_ALLOC

阵列端的物理分配。 此大小表示在应用程序写入文件系统时
分配的物理空间。 删除或更改文件后，该物理空间将保持已
分配状态，直到执行回收为止。 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大小包
括部分未使用的空间。

FS_USAGE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正在使用的物理空间。
VxFS 文件系统必须已装入到 VxVM 卷。 此信息仅针对精简
置备 (thin) LUN 或精简回收 (thinrclm) LUN 显示。

GROUP

包含磁盘的磁盘组。

TYPE

精简设备的类型 - 支持精简置备 (thin) 或支持精简回收
(thinrclm)。 仅当您在命令行中明确指定磁盘名称时，vxdisk
-o thin list 命令才会显示密集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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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所有精简 LUN 上的文件系统利用率
◆

要显示系统已知的所有 thin 或 thinrclm LUN 上的文件系统利用率，请使用
以下命令：
$ vxdisk -o thin,fssize [-u unit] list

其中： unit 是显示的大小单位。例如：
$ vxdisk -o thin,fssize -u m list
DEVICE
emc0_428a
emc0_428b
emc0_4287
emc0_4288
emc0_4289
xiv0_030f
xiv0_0307
xiv0_0308
xiv0_0309
xiv0_0310

SIZE
16384.00m
16384.00m
16384.00m
16384.00m
16384.00m
16384.00m
16384.00m
16384.00m
16384.00m
16384.00m

PHYS_ALLOC FS_USAGE GROUP TYPE
6335.00m
610.00m
mydg thinrclm
3200.00m
22.00m
mydg thinrclm
6233.00m
617.00m
mydg thinrclm
1584.00m 1417.00m
mydg thinrclm
2844.00m 1187.00m
mydg thinrclm
2839.00m 1223.00m
xivdg thinrclm
666.00m
146.00m
xivdg thinrclm
667.00m
147.00m
xivdg thinrclm
3.00m
thinrclm
30.00m
thinrclm

或者，要显示某个特定 LUN 或磁盘阵列上的文件系统利用率，请按以下形式
使用该命令：
$ vxdisk -o thin,fssize list [-u unit] disk|enclosure

例如：
$ vxdisk -o thin,fssize list emc0
DEVICE
emc0_428a
emc0_428b
emc0_4287
emc0_4288
emc0_4289

SIZE(mb)
16384
16384
16384
16384
16384

PHYS_ALLOC(mb)
6335
6335
6335
1584
2844

FS_USAGE(mb)
610
624
617
617
1187

回收文件系统上的空间
表 22-1 列出了用于管理精简回收的 fsadm 命令选项。

GROUP
mydg
mydg
mydg
mydg
mydg

TYPE
thinrclm
thinrclm
thinrclm
thinrclm
thinrc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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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管理精简回收的 fsadm 选项

表 22-1
选项

说明

-o aggressive | -A

启动精简存储积极回收。SSD 设备上不支持
积极回收。

-o analyse|analyze

启动分析回收选项。

-o auto

启动自动回收选项。

-o ssd

在能调整的基础 SSD 设备上启动 TRIM 命令。

-o thin

在能精简回收的基础设备上启动精简回收。

-P

执行多线程精简存储回收。默认情况下，
fsadm 命令执行单线程精简存储回收。要使
用多线程精简存储回收，阵列必须支持多个
并行回收操作。

-R

对 VxFS 文件系统上的精简存储 LUN 执行空
闲存储回收。

请参见 fsadm_vxfs(1M) 手册页。
执行积极空间回收

1

确保已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请参见 mount(1M) 手册页。
如果必须装入 VxFS 文件系统，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2

将空闲存储积极回收到在 /mnt1 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上的精简存储 LUN 中：
# /opt/VRTS/bin/fsadm -R -o aggressive /mnt1

执行空间回收

1

确保已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请参见 mount(1M) 手册页。
如果必须装入 VxFS 文件系统，请参见 mount_vxfs(1M) 手册页。

2

在 /mnt1 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上执行空间回收：
# /opt/VRTS/bin/fsadm -F vxfs -R /m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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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磁盘、磁盘组或磁盘阵列上的空间
可使用 vxdisk reclaim 命令在一个或多个磁盘、磁盘组或磁盘阵列上触发联机精
简回收。默认情况下，vxdisk reclaim 命令对 VxVM 卷位于“装入”的 VxFS 文
件系统上的磁盘执行精简回收。回收会跳过未装入 VxFS 文件系统的磁盘。 RAID-5
卷或即时快照不支持精简回收。
Storage Foundation 将回收事件的统计信息记录在 /etc/vx/log/reclaim_log 文
件中。
请参见第 403 页的“关于回收日志文件”。
回收磁盘上的空间
◆

使用以下命令触发回收：
# vxdisk reclaim [disk...]

例如，在 LUN hitachi_usp0_065a 和 hitachi_usp0_065b 上触发回收：
# vxdisk reclaim hitachi_usp0_065a hitachi_usp0_065b

在上例中，假设 hitachi_usp0_065a 包含具有 VxFS 文件系统的 VxVM 卷 vol1。
如果 VxFS 文件系统未装入，命令将跳过 hitachi_usp0_065a 的回收。 命令扫
描 hitachi_usp0_065b，并回收所有未使用的空间。
在磁盘上执行积极空间回收
◆

使用以下命令触发回收：
# vxdisk -o full reclaim [disk...]

例如，在 LUNs hitachi_usp0_065a 上触发回收：
# vxdisk -o full reclaim hitachi_usp0_065a

在上例中，假设 hitachi_usp0_065a 包含已装入 VxFS 文件系统的 VxVM 卷
vol1。 使用 -o full 选项，上述命令在 vol1 以外扫描 hitachi_usp0_065a 中未
使用的空间，并回收找到的所有未使用的空间。 例如，如果子磁盘之间存在空
间，则会将其回收。
回收磁盘组上的空间
◆

使用以下命令触发回收：
# vxdisk reclaim diskgroup

例如，在磁盘组 oradg 上触发回收：
# vxdisk reclaim ora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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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磁盘阵列上的空间
◆

使用以下命令触发回收：
# vxdisk reclaim enclosure

例如，在磁盘阵列 EMC_CLARiiON0 上触发回收：
# vxdisk reclaim EMC_CLARiiON0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为特定设备关闭精简回收：
# vxdisk set reclaim=off disk

请参见 vxdisk(1M) 手册页。

关于回收日志文件
Storage Foundation 记录 /etc/vx/log/reclaim_log 文件中回收事件的统计信息。
表 22-2 介绍了回收日志文件中的字段。
对于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回收日志记录仅针对本地节点有效。
表 22-2

回收日志文件字段

LOG 字段

说明

START_TIME

回收任务的开始时间。

DURATION

完成回收任务所需的时间。

DISKGROUP

与子磁盘关联的磁盘组名称。 对于 TYPE=GAP，磁盘组值可能为 NULL
值。

VOLUME

与子磁盘关联的卷。如果卷与子磁盘不关联，则该值为 NULL。

DISK

与子磁盘关联的磁盘。

SUBDISK

执行回收操作的子磁盘名称。

OFFSET

子磁盘的起始偏移。

LEN

子磁盘的总长度。

PA_BEFORE

回收任务前的物理分配。

PA_AFTER

回收任务后的物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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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字段

说明

TYPE

回收操作的类型。 值可为下列值之一：

STATUS

■

GAP：回收子磁盘之间的间隙

■

SD ：回收子磁盘

■

FULL：回收不含 DG 的磁盘上的完整 LUN

■

VXFS ：回收已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

回收操作是否成功。
如果出现故障，则 STATUS 也显示错误代码。
当删除卷或 plex 等对象时，状态记录为“暂停”。

使用 vxtask 命令监视精简回收
精简回收可能是非常耗时的密集型操作，具体取决于磁盘大小和要回收的空间量。
与其他长时间运行的任务一样，您可以使用 vxtask 命令监视此操作。
监视精简回收

1

对磁盘、磁盘组或磁盘阵列照常启动精简回收。
# vxdisk reclaim diskgroup| disk| enclosure

例如：
# vxdisk reclaim dg100

2

要监视回收状态，请在另一个会话中运行以下命令：
# vxtask monitor

TASKID
1258
1259
1263
1258
1258
1263
1259

PTID
-

TYPE/STATE
PCT
PROGRESS
RECLAIM/R 17.28% 65792/33447328/5834752
RECLAIM/R 25.98% 0/20971520/5447680
RECLAIM/R 25.21% 0/20971520/5287936
RECLAIM/R 25.49% 0/20971520/3248128
RECLAIM/R 27.51% 0/20971520/3252224
RECLAIM/R 25.23% 0/20971520/5292032
RECLAIM/R 26.00% 0/20971520/5451776

RECLAIM
RECLAIM
RECLAIM
RECLAIM
RECLAIM
RECLAIM
RECLAIM

vol4
vol2
vol3
vol4
vol4
vol3
vol2

dg100
dg100
dg100
dg100
dg100
dg100
dg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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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多个任务，则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显示这些任务。

3
# vxtask list
TASKID
1258
1259
1263

PTID
-

TYPE/STATE
PCT
PROGRESS
RECLAIM/R 17.28% 65792/33447328/5834752 RECLAIM vol4 dg100
RECLAIM/R 25.98% 0/20971520/5447680
RECLAIM vol2 dg100
RECLAIM/R 25.21% 0/20971520/5287936
RECLAIM vol3 dg100

使用以上输出中的任务 ID 监视该任务：

4

# vxtask monitor 1258
TASKID
1258
1258
1258
1258
.
.
.

PTID
-

TYPE/STATE
PCT
PROGRESS
RECLAIM/R 17.28% 65792/33447328/5834752 RECLAIM vol4 dg100
RECLAIM/R 32.99% 65792/33447328/11077632 RECLAIM vol4 dg100
RECLAIM/R 45.55% 65792/33447328/15271936 RECLAIM vol4 dg100
RECLAIM/R 50.00% 0/20971520/10485760
RECLAIM vol4 dg100

运行 vxtask list 命令时，vxdisk reclaim 命令在另一个会话中运行。
请参见 vxtask(1M) 手册页。

配置自动回收
vxrelocd 后台驻留程序跟踪需要回收的磁盘。默认情况下，vxrelocd 后台驻留程

序在每天 22:10 点运行，并回收一天中已删除卷上的存储。
要控制回收计划，请使用下面的可调参数：
reclaim_on_delete_wait_period

指定在 VxVM 回收存储空间的过程中删除了
卷或 plex 之后所经过的天数。 该值是介于 -1
和 367 之间的整数。
默认值为 1，这意味着将在下一天删除该卷。
值 -1 表示立即回收存储。
值 367 表示不会自动回收存储空间。 只能使
用 vxdisk reclaim 命令手动回收存储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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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laim_on_delete_start_time

VxVM 开始回收已删除的卷的每天时间。 该
值是采用 24 小时制的每天时间。 (hh:mm)
默认值为 22:10。

使用 vxdefault 命令更改可调参数。请参见 vxdefault(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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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使用 SmartTier 进行存
储分层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martTier

■

SmartTier 策略如何用于共享扩展区

■

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的 SmartTier

关于 SmartTier
SmartTier 会将数据存储与数据使用要求进行匹配。进行数据匹配之后，可以根据
由存储或数据库管理员 (DBA) 确定的数据使用要求和其他要求对数据进行重定位。
在一段时间内会保留越来越多的数据，其中的一些数据可能不常使用。不常使用的
数据仍然需要占用大量的磁盘空间。使用 SmartTier，数据库管理员可以在管理数
据时将不常用的数据移到速度较慢、价格较低的磁盘上。该功能还允许将经常访问
的数据存储在速度较快的磁盘上以加快检索速度。
分层存储是指将不同类型的数据分配给不同的存储类型，以此提高性能和降低成
本。对于 SmartTier，存储级别用于指定构成特定层的磁盘。有以下两种定义存储
级别的常用方法：
■

性能、存储或成本级别： 最常用级别由速度快、价格高的磁盘构成。数据不再
定期需要时，可以将该数据移动到由速度较慢、价格较低的磁盘组成的另一级
别中。

■

恢复级别： 每个级别都包括非镜像卷、镜像卷和 n 路镜像卷。
例如，数据库通常由数据、索引和日志组成。可以使用三路镜像来设置数据，
因为数据至关重要。可以使用两路镜像来设置索引，因为尽管索引很重要，但
可以重新创建。不必每天都重做日志并存档，但重做日志并存档对数据库恢复
很重要，也应当建立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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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Tier 是一项 VxFS 功能，使用该功能可以根据创建的规则从不同存储层分配
文件存储空间。与当前的分层存储方法相比，SmartTier 是种更为灵活的选择。静
态存储分层 (Static Storage Tiering) 的过程包括将应用程序文件一次性手动分配给
存储级别，长期不变。层级存储管理解决方案通常要求先将文件迁移回文件系统名
称空间，然后才能执行应用程序访问请求，这导致了延迟和运行时开销。与之相
反，SmartTier 允许组织：
■

通过将文件动态移动到其优化存储层（文件的值随时间发生更改）来优化存储
资产

■

自动在存储层之间移动数据，无须更改用户或应用程序访问文件的方式

■

根据管理员设置的策略自动迁移数据，消除通常与数据移动关联的分层存储和
停机时间的操作需求

注意：SmartTier 是扩展和重命名的功能，先前称为 Dynamic Storage Tiering
(DST)。
SmartTier 策略控制初始文件位置以及现有文件的重定位情况。这些策略使应用了
这些策略的文件将在文件系统卷集的特定子集上创建和扩展，称为放置级别。文件
在满足指定命名、定时、访问率以及存储容量相关的条件时，将被重定位到其他放
置级别的卷中。
除了预设策略外，可以在必要时通过 SmartTier 将文件手动移动到速度较快或较慢
的存储。还可以运行列出活动策略、显示文件活动、显示卷使用情况或显示文件统
计数据的报告。
SmartTier 利用了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中包括的两项关键技术：对多卷文
件系统的支持，以及文件系统管理的存储内基于策略的文件自动放置。多卷文件系
统占用两个或多个虚拟存储卷，因此允许单个文件系统跨越多个可能异构的物理存
储设备。例如，第一个卷可能驻留在 EMC Symmetrix DMX 轴，第二个卷可能驻留
在 EMC CLARiiON 轴。通过提供唯一命名空间，多卷对用户和应用程序是透明的。
但是此多卷文件系统仍然可识别每个卷的标识，从而可以控制单个文件的存储位
置。与基于策略的文件自动放置结合使用时，多卷文件系统会提供一个理想的分层
存储工具，该工具将自动移动数据，对应用程序和用户无任何停机时间需求。
在数据库环境中，访问时间规则可能适用于某些文件。但是，某些数据文件在每次
访问后都会更新，因此不能使用访问时间规则。SmartTier 提供了将部分和全部文
件重定位到辅助层的机制。
要使用 SmartTier，必须使用下列功能管理存储：
■

VxFS 多卷文件系统

■

VxVM 卷集

■

卷标记

■

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 管理

了解使用 SmartTier 进行存储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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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 管理

关于 VxFS 多卷文件系统
多卷文件系统是占用两个或更多虚拟卷的文件系统。 卷的集合称为卷集，它由属于
单个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磁盘组的磁盘或磁盘阵列 LUN 组成。 多卷
文件系统提供单个命名空间，这样使多个卷的存在对用户和应用程序是透明的。 为
便于管理，每个卷均保持单独的标识，从而可以控制单个文件定向到的位置。
请参见第 423 页的“关于多卷文件系统”。
此功能仅在满足以下要求的文件系统上可用：
■

最小磁盘组版本是 140。

■

对于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最小文件系统布局版本是 7。

■

对于子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最小文件系统布局版本是 8。

要将现有的 VxFS 系统转换为 VxFS 多卷文件系统，必须将单个卷转换为卷集。
请参见第 427 页的“将单卷文件系统转换为多卷文件系统”。
VxFS 卷管理实用程序（fsvoladm 实用程序）可用于管理 VxFS 卷。 fsvoladm 实用
程序执行管理任务，如添加卷、删除卷、调整卷的大小、封装卷，以及在指定 Veritas
File System 中的卷上设置、清除或查询标志。
有关使用此实用程序的其他信息，请参见 fsvoladm (1M) 手册页。

关于 VxVM 卷集
卷集允许用单个逻辑对象表示多个卷。卷集不能为空。所有进出基础卷的 I/O 都通
过卷集的 I/O 接口进行定向。卷集功能支持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多卷增强
功能。该功能使文件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基础卷的不同性能特性和可用性特
性。 例如，可以将文件系统元数据存储在冗余较高的卷上，而将用户数据存储在性
能较好的卷上。

关于卷标记
通过将卷标记与 VxVM 卷相关联，可以使该卷成为放置类的一部分。 为了便于进
行文件放置，VxFS 会将放置类中的所有卷都视为是等效的，并在它们之间平衡空
间分配。 一个卷可以具有多个与之关联的标记。 如果一个卷具有多个标记，则该卷
属于多个放置类，并受与任何放置类相关的分配和重定位策略约束。
警告：对卷使用多个标记时应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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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类是多卷文件系统的卷集中给定卷的 SmartTier 属性。 此属性是一个字符串，
称为卷标记。

SmartTier 文件管理
多卷 VxFS 文件系统的管理员可以通过 SmartTier 定义放置策略，控制初始文件位
置以及在哪些情况下重定位现有文件，从而管理卷集中各个卷上的文件放置。 这些
放置策略导致应用了这些策略的文件将在文件系统卷集的特定子集上创建和扩展，
称为文件放置级别。 文件在满足指定命名、定时、访问率以及存储容量相关的条件
时，将被重定位到其他放置类的卷中。
基于文件的移动：
■

管理员可以在创建新文件之前根据文件扩展名来创建文件分配策略，这将在创
建数据库期间在相应的层上创建数据文件。

■

管理员还可为数据库文件或任意类型的文件创建文件重定位策略，这将会根据
文件的使用频率来重定位文件。

SmartTier 子文件对象管理
多卷 VxFS 文件系统的管理员可以通过 SmartTier 管理文件对象的放置以及各个卷
上的全部文件。
使用基于子文件的移动，您可以：
■

按照命令，将一组指定装入中属于指定范围内的一组文件移动到所需层组。

■

使用自动功能移动文件的区段，以实现下列目的：
■

监视一组文件以收集 I/O 统计数据

■

定期收集并保留集群范围内的统计数据（如果适用）

■

根据文件访问所需层组的相对频率定期强制执行注册范围内的文件集

■

跟踪这些范围内的历史移动

SmartTier 策略如何用于共享扩展区
SmartTier 强制操作忽略共享扩展区的移动。 例如，假设文件 A 包含一些属于设备
1 的共享扩展区和专用扩展区。如果用户设置一个策略，该策略要求必须将文件 A
的所有扩展区分配到设备 2，则 SmartTier 强制操作会将所有非共享扩展区从设备
1 移到设备 2。但是，SmartTier 强制操作会忽略共享扩展区的移动。 因此，文件
A 仍包含属于设备 1 的共享扩展区。即使在成功执行 SmartTier 强制操作后也是如
此。
另一方面，以文件 A 的名义执行的所有后续新分配都将遵守预设 SmartTier 策略。
由于写入时复制或取消共享操作需要新分配，因此 SmartTier 强制操作遵守该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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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如果文件 A 上的写入操作将数据写入到共享扩展区，则将从设备 2 执行包含
在写入时复制操作中的新分配。此行为遵守预设 SmartTier 策略。

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的 SmartTier
Veritas Cluster Server 不提供用于卷集的捆绑代理。 如果卷或卷集出现问题，则这
些问题只能在 DiskGroup 和 Mount 资源级别上检测到。
DiskGroup 代理使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磁盘组联机、脱机并对其进行
监控。 此代理使用 VxVM 命令。 如果 StartVolumes 和 StopVolumes 属性的值都
为 1，DiskGroup 代理在磁盘组的导入和逐出操作期间使卷联机和脱机。使用卷集
时，将包含卷的 DiskGroup 资源的 StartVolumes 和 StopVolumes 属性设置为 1。
如果文件系统是在卷集上创建的，请使用 Mount 资源装入卷集。
Mount 代理使文件系统或 NFS 客户端装入点联机、脱机并对其进行监控。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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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管理卷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卷集

■

创建卷集

■

向卷集中添加卷

■

从卷集中删除卷

■

列出卷集的详细信息

■

停止和启动卷集

■

管理组件卷的原始设备节点

关于卷集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使用卷集实现其多卷支持功能和 SmartTier 功能。
请参见第 409 页的“关于 SmartTier”。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提供 vxvset 命令来创建和管理卷集。
请参见 vxvset(1M) 手册页。
卷集有以下限制：
■

一个卷集中最多可配置 2048 个卷。

■

一个卷集上仅支持一个 Veritas File System。

■

卷集中的第一个卷（索引为 0）必须大于总卷大小除以 4000 之后的得数、VxFS
意向日志的大小以及 1MB 这三者的总和。258 MB 或者更大的卷应该完全足够。

■

不支持往来于卷集的原始 I/O。

■

在某些情况下支持往来于卷集的组成卷的原始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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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19 页的“管理组件卷的原始设备节点”。
■

不支持调整具有已卸载的文件系统的卷集的大小。

■

对即时快照执行下列 vxsnap 操作时，可以用卷集代替卷：addmir、dis、make、
prepare、reattach、refresh、restore、rmmir、split、syncpause、
syncresume、syncstart、syncstop、syncwait 和 unprepare。如果卷集中的
每个卷都有足够的 Plex，则卷集支持用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的第三镜像断开使
用模型。
有关快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

卷集的完整空间快照本身必须是具有与父卷集相同的卷数和卷索引编号的卷集。
应用于独立卷和独立卷的快照之间的限制同样也适用于父卷集和快照卷集中对
应的卷。

创建卷集
要创建供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使用的卷集，使用如下命令：
# vxvset [-g diskgroup] -t vxfs make volset
volume

其中，volset 是卷集的名称，volume 是卷集中第一个卷的名称。-t vxfs 选项创建
配置为由 VxFS 使用的卷集。必须在运行命令之前创建卷。vxvset 将不自动创建
卷。
例如，要在磁盘组 mydg 中创建一个名为 myvset 且包含卷 vol1 的卷集，可使用如
下命令：
# vxvset -g mydg -t vxfs make myvset vol1

向卷集中添加卷
创建了包含一个卷的卷集后，可以使用如下命令向卷集中添加更多的卷：
# vxvset [-g diskgroup] [-f] addvol volset
volume

例如，要将卷 vol2 添加到卷集 myvset 中，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vset -g mydg addvol myvset v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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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如果要添加的卷或卷集中的任何卷是快照或快照的父卷，则必须指定 -f（强
制）选项。如果操作中涉及的任何卷已经位于快照链中，则使用该选项可能会导致
快照层次结构出现不一致。

从卷集中删除卷
要从卷集中删除组成卷，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vset [-g diskgroup] [-f] rmvol volset
volume

例如，以下命令删除卷集 myvset 中的卷 vol1 和 vol2：
# vxvset -g mydg rmvol myvset vol1
# vxvset -g mydg rmvol myvset vol2

删除最后一个卷会删除卷集。
警告：如果要删除的卷或卷集中的任何卷是快照或快照的父卷，则必须指定 -f（强
制）选项。如果操作中涉及的任何卷已经位于快照链中，则使用该选项可能会导致
快照层次结构出现不一致。

列出卷集的详细信息
要列出卷集的组成卷的详细信息，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vset [-g diskgroup] list [volset]

如果没有指定卷集的名称，此命令将列出磁盘组中所有卷集的详细信息，如以下示
例所示：
# vxvset -g mydg list
NAME
set1
set2

GROUP
mydg
mydg

NVOLS
3
2

CONTEXT
-

要列出卷集中每个卷的详细信息，请将卷集的名称指定为命令的参数：
# vxvset -g mydg list set1
VOLUME
vol1

INDEX
0

LENGTH
12582912

KSTATE
ENABLED

CON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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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
vol3

1
2

12582912
12582912

ENABLED
ENABLED

-

上下文字段包含应用程序为卷或卷集设置的、用以标记其用途的所有字符串的详细
信息。

停止和启动卷集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停止并重新启动卷集。例如，集内的卷可能已经分离，如
下所示：
# vxvset -g mydg list set1
VOLUME
vol1
vol2
vol3

INDEX
0
1
2

LENGTH
12582912
12582912
12582912

KSTATE
DETACHED
ENABLED
ENABLED

CONTEXT
-

要停止并重新启动一个或多个卷集，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vset [-g diskgroup] stop volset ...
# vxvset [-g diskgroup] start volset ...

对于前面给出的示例，对组件卷运行这些命令的结果如下所示：
# vxvset -g mydg stop set1
# vxvset -g mydg list set1
VOLUME
vol1
vol2
vol3

INDEX
0
1
2

LENGTH
12582912
12582912
12582912

KSTATE
DISABLED
DISABLED
DISABLED

CONTEXT
-

LENGTH
12582912
12582912
12582912

KSTATE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CONTEXT
-

# vxvset -g mydg start set1
# vxvset -g mydg list set1
VOLUME
vol1
vol2
vol3

INDEX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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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组件卷的原始设备节点
为了防备意外的文件系统以及数据损坏，默认情况下将组件卷的设备节点配置为在
/dev/vx/rdsk/diskgroup 和 /dev/vx/dsk/diskgroup 目录中不含原始和块条目。
这样，将会防止应用程序直接读取或写入卷集的组件卷。
如果某些应用程序（例如 Symantec NetBackup™ 软件的原始卷备份与还原功能）
需要通过访问 /dev/vx/rdsk/diskgroup 目录中的原始设备节点来读取或写入组成
卷，则通过为 vxvset 命令指定额外的命令行选项可以提供这种支持。不支持访问
卷集的组成卷的块设备节点。
警告：只有已知卷集的组件卷的数据在访问过程中不会另行更改时，才应对该卷的
原始设备节点执行写入或读取操作。
可以通过单个操作来创建或删除卷集的组成卷的所有原始设备节点。可以按需自动
为添加到卷集中的任意卷创建原始设备节点，以及继承现有设备节点的访问模式。
组成卷的原始设备节点可以被配置为只读或读写。卷集的组成卷的所有原始设备节
点都共享该模式。只读访问模式意味着无法写入原始设备，但是并不禁止使用 ioctl
界面或 VxFS 写入从而更新元数据。读写访问模式允许通过原始设备直接写入。可
以按需修改卷集的原始设备节点的访问模式。
原始设备节点及其访问模式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依然保留。
应注意该功能的下列局限性：
■

磁盘组版本不得低于 140。

■

只支持访问专用磁盘组的卷集组成卷的所有原始设备节点；不支持访问集群的
共享磁盘组的卷集组成卷的所有原始设备节点。

创建卷集时启用原始设备访问
若要在创建卷集时启用原始设备访问，请按如下格式使用 vxvset make 命令：
# vxvset [-g diskgroup] -o makedev=on \
[-o compvol_access={read-only|read-write}] \
[-o index] [-c "ch_addopt"] make vset
vol [index]
-o makedev=on 选项在创建卷集的同时为组成卷启动原始设备节点创建。默认设置

为 off。
如果指定了 -o compvol_access=read-write 选项，每个组成卷的原始设备都允许
执行写入操作。如果值被设成 read-only，每个组成卷的原始设备允许执行只读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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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定了 -o makedev=on 选项但没有指定 -o compvol_access 选项，默认访问
模式就是 read-only。
如果随后再利用 vxvset addvol 命令把卷添加到卷集之中，而且 makedev 属性值
当前被设置成 on，就将在 /dev/vx/rdsk/diskgroup 中创建新的原始设备节点。
访问模式由 compvol_access 属性的当前设置确定。
下面的示例将在磁盘组 mydg 中创建卷集 myvset1，其中包含卷 myvol1，且原始设
备访问启用了读写模式：
# vxvset -g mydg -o makedev=on -o compvol_access=read-write \
make myvset1 myvol1

显示卷集的原始设备访问设置
可以使用 vxprint -m 命令来显示卷集的当前设置。如果 makedev 属性被设置成
on，输出中将显示以下字符串之一：
vset_devinfo=on:read-only

只读模式下的原始设备节点。

vset_devinfo=on:read-write

读写模式下的原始设备节点。

如果 makedev 被设置为 off，就不会显示字符串。
如果 vxprint -m 命令的输出被馈入给 vxmake 命令，以此来重新创建卷集，必须
把 vset_devinfo 属性设置成 off。利用 vxvset set 命令，采用必要的访问模式来
重新启用原始设备访问。
请参见第 420 页的“控制现有卷集的原始设备访问”。

控制现有卷集的原始设备访问
若要为现有卷集启用或禁用原始设备节点访问，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vset [-g diskgroup] [-f] set makedev={on|off} vset

可以把 makedev 属性指定给 vxvset set 命令以此来为卷集的组件卷创建
(makedev=on) 或删除 (makedev=off) 原始设备节点。如果任意组成卷被打开，可以
指定 -f（强制）选项把属性设置成 off。
指定 makedev=off 将从 /dev/vx/rdsk/diskgroup 目录删除现有原始设备节点。
如果 makedev 属性被设置成 off，并使用 mknod 命令创建原始设备节点，如果没有
把 makedev 值设成 on，您就不能与这些节点交换信息。
在卷集上设置 compvol_access 的语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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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vset [-g diskgroup] [-f] set \
compvol_access={read-only|read-write} vset

可以把 compvol_access 属性指定给 vxvset set 命令，修改卷集的组件卷的访问
模式。如果任意组成卷被打开，可以指定 -f （强制）选项把属性设置成
read-only。
下面的示例在磁盘组 mydg 的卷集 myvset2 上设置 makedev=on 与
compvol_access=read-only 属性：
# vxvset -g mydg set makedev=on myvset2

后面的示例在卷集 myvset2 上设置 compvol_access=read-write 属性：
# vxvset -g mydg set compvol_access=read-write myvset2

最后的示例删除卷集 myvset2 的原始设备节点访问：
# vxvset -g mydg set makedev=off myvse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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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多卷文件系统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多卷文件系统

■

关于卷类型

■

使用多卷支持实现的功能

■

创建多卷文件系统

■

将单卷文件系统转换为多卷文件系统

■

向多卷文件系统添加卷和从多卷文件系统中删除卷

■

卷封装

■

报告文件扩展区

■

负载平衡

■

将多卷文件系统转换为单卷文件系统

关于多卷文件系统
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一起使用时，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提供对多卷
文件系统的支持。使用多卷支持 (MVS)，可在多个卷上创建单个文件系统，每个卷
都有其各自的属性。例如，可将元数据放置在镜像存储，将文件数据放置在性能较
好的卷类型上，例如 RAID-1+0（条带和镜像）。卷必须与卷集位于相同的磁盘组
上，且该卷不能已成为其他卷集的成员。
MVS 功能还允许文件系统驻留在不同类型的设备上，因此无论是廉价的磁盘还是昂
贵的阵列都可以支持文件系统。使用 MVS 管理接口，可控制将哪些数据放置在哪
些卷类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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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只有使用磁盘布局版本 7 或更高版本的文件系统才提供多卷文件系统支持。

关于卷类型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使用两种卷类型，其中一种只包含数据，称为 dataonly，
另一种可包含元数据或数据，称为 metadataok。
数据是指文件系统中常规文件和指定数据流的直接扩展区，这些扩展区包含用户数
据。
元数据是指不属于常规文件或指定数据流扩展区的所有扩展区。 这包括貌似常规文
件但又不是常规文件的特定文件，如文件更改日志文件。
通过卷可用性标志设置可指定卷是 dataonly 还是 metadataok。 可使用 fsvoladm
命令设置、清除和列出卷可用性标志。
请参见 fsvoladm(1M) 手册页。

使用多卷支持实现的功能
使用多卷支持可实现以下功能：
■

可在多个级别上选择控制文件的存储位置，以便将特定文件或文件层次结构分
配到不同的卷。此项功能适用于 Veritas File System SmartTier 功能。

■

将 VxFS 意向日志放置到其自身卷上，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磁盘头的移动，从而提
高性能。此项功能可用于从 Veritas QuickLog™ 功能迁移。

■

分隔存储检查点，以便将分配给存储检查点的数据与文件系统的其余部分隔开。

■

将元数据与文件数据分隔开。

■

封装卷，使卷在文件系统中以文件的形式显示。这对在原始卷上运行的数据库
特别有用。

■

保证在 dataonly 卷不可用时，不会导致 metadataok 卷也不可用。
请参见第 424 页的“卷可用性”。

要使用多卷文件系统功能，必须安装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且必须能够访问卷
集功能。卷集功能是单独进行授权的。

卷可用性
MVS 保证在 dataonly 卷不可用时，不会导致 metadataok 卷也不可用。 这样，即
使在缺少一个或多个组件 dataonly 卷的情况下，用户也可以装入多卷文件系统。
卷类型根据是否允许在卷上使用元数据进行区分。 dataonly 卷上的 I/O 错误不影响
对任何其他卷的访问。 所有不访问缺失的 dataonly 卷的 VxFS 操作将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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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出了一些不访问缺失的 dataonly 卷并正常工作的 VxFS 操作：
■

装入多卷文件系统，无论文件系统是只读还是读取/写入。

■

内核操作。

■

执行 fsck 重放。 如果相应卷为 dataonly，则记录的写入转换为常规写入。

■

执行完全 fsck。

■

使用不访问缺失卷上的数据的所有其他命令。

如果缺少 dataonly 卷，则下面一些操作可能失败：
■

读取或写入文件数据，如果文件的数据扩展区是通过缺失的 dataonly 卷进行分
配。

■

使用 vxdump 命令。

只有使用版本 7 或更高版本磁盘布局的文件系统支持卷可用性。
注意：如果卷具有不同的可用性属性，请勿使用 ioerror=disable 或
ioerror=wdisable 装入选项装入多卷系统。Symantec 建议在集群装入和本地装入
时均使用 ioerror=mdisable 装入选项。

创建多卷文件系统
创建多卷文件系统时，所有卷均为 dataonly，但卷 0 除外，该卷用于存储档案系
统的元数据。不能将零卷的卷可用性标志设置为 dataonly。
由于无法从 dataonly 卷分配元数据，因此应使用 metadataok 卷分配足够的元数
据空间。 如果可用的元数据空间不足，则发生文件系统空间不足错误，即使 df 命
令显示在文件系统中有空闲空间也是如此。 fsvoladm 命令可用于查看每个卷上的
空闲空间并设置卷的可用性标志。
除非另外指定，否则 VxFS 命令在多卷文件系统上发挥的作用与在单卷文件系统上
发挥的作用相同。

创建多卷文件系统的示例
以下步骤是创建多卷文件系统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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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多卷文件系统

1

创建卷集后，可通过将卷集名称指定为 mkfs 的参数来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 mkfs -F vxfs /dev/vx/rdsk/dg1/myvset
version 9 layout
327680 sectors, 163840 blocks of size 1024,
log size 1024 blocks largefiles supported

创建文件系统后，VxFS 将从卷集中的不同卷分配空间。

2

使用 fsvoladm 命令列出卷集的组件卷：
# mount -F vxfs /dev/vx/dsk/dg1/myvset /mnt1
# fsvoladm -H list /mnt1
devid
0
1

3

size
20 GB
30 TB

used
10 GB
10 TB

avail
10 GB
20 TB

name
vol1
vol2

通过向卷集添加卷然后将卷添加到文件系统来添加新卷：
# vxassist -g dg1 make vol5 50m
# vxvset -g dg1 addvol myvset vol5
# fsvoladm add /mnt1 vol5 50m
# fsvoladm -H list /mnt1
devid
0
1

size
20 GB
30 TB

used
10 GB
10 TB

avail
10 GB
20 TB

name
vol1
vol2

多卷文件系统
将单卷文件系统转换为多卷文件系统

4

使用 fsvoladm 命令列出卷可用性标志：
# fsvoladm queryflags /mnt1
volname
vol1
vol2
vol3
vol4
vol5

5

flags
metadataok
dataonly
dataonly
dataonly
dataonly

使用 fsvoladm 命令增加文件系统中的元数据空间：
# fsvoladm clearflags dataonly /mnt1 vol2
# fsvoladm queryflags /mnt1
volname
vol1
vol2
vol3
vol4
vol5

flags
metadataok
metadataok
dataonly
dataonly
dataonly

将单卷文件系统转换为多卷文件系统
以下步骤可将磁盘组 dg1 中单卷 vol1 上传统的单卷文件系统 /mnt1 转换为多卷文
件系统。
转换单卷文件系统

1

确定卷的磁盘组版本：
# vxdg list dg1 | grep version: | awk '{ print $2 }'
105

2

如果版本低于 110，请升级磁盘组：
# vxdg upgrade dg1

3

确定文件系统的磁盘布局版本：
# vxupgrade /mnt1
Versi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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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磁盘布局版本低于 7，请升级到版本 8。例如，如果磁盘布局版本为 6，请
升级到版本 8，如下所示：
# vxupgrade -n 7 /mnt1
# vxupgrade -n 8 /mnt1

5

卸载文件系统：
# umount /mnt1

6

将卷转换为卷集：
# vxvset -g dg1 make vset1 vol1

7

编辑 /etc/fstab 文件，将卷设备名称 vol1 替换为卷集名称 vset1。

8

装入文件系统：
# mount -F vxfs /dev/vx/dsk/dg1/vset1 /mnt1

9

如果需要，创建卷并将其添加到卷集：
# vxassist -g dg1 make vol2 256M
# vxvset -g dg1 addvol vset1 vol2

10 在所有没有标记的卷上设置放置类标记：
# vxassist -g dg1 settag vol1 vxfs.placement_class.tier1
# vxassist -g dg1 settag vol2 vxfs.placement_class.tier2
# vxvoladm -g dg1 settag vol1 vxfs.placement_class.tier1
# vxvoladm -g dg1 settag vol2 vxfs.placement_class.tier2

向多卷文件系统添加卷和从多卷文件系统中删除卷
使用 fsvoladm 命令可以执行下列功能：
■

向多卷文件系统添加卷

■

从多卷文件系统中删除卷

使用 fsck 命令可以执行以下功能：
■

强制在多卷文件系统中删除卷

使用 vxassist 命令可以执行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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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卷文件系统中移动卷 0

向多卷文件系统添加卷
使用 fsvoladm add 命令可向多卷文件系统添加卷。
向多卷文件系统添加卷
◆

向多卷文件系统添加新卷：
# fsvoladm add /mnt1 vol2 256m

从多卷文件系统中删除卷
使用 fsvoladm remove 命令从多卷文件系统中删除卷。如果要删除的卷是任何分配
策略中的唯一卷，则 fsvoladm remove 命令将失败。
从多卷文件系统中删除卷
◆

从多卷文件系统中删除卷：
# fsvoladm remove /mnt1 vol2

强制在多卷文件系统中删除卷
如果必须从文件系统中强制删除卷，例如，如果卷永久损坏并且您希望清除已丢失
的卷的空悬指针，请使用 fsck -o zapvol=volname 命令。zapvol 选项执行全面
文件系统检查并删除涉及指定卷的所有 inode。fsck 命令打印该命令破坏的所有文
件的 inode 编号；不打印文件名。如果在 dataonly 卷上使用 zapvol 选项，则只对
常规文件产生影响。但是，如果在 metadataok 卷上使用，则可能破坏结构文件并
导致文件系统不可恢复。因此，在 metadataok 卷上应小心使用 zapvol 选项。

在多卷文件系统中移动卷 0
不能从多卷文件系统中删除卷 0，但是，可以使用 vxassist move 命令将卷 0 移至
其他存储。vxassist 命令可创建必要的临时镜像并在操作结束时清理镜像。
移动卷 0
◆

移动卷 0：
# vxassist -g mydg move vol1 \!my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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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封装
多卷文件系统支持封装现有原始卷并使卷内容以文件形式显示在文件系统中。
卷的封装包括以下操作：
■

将卷添加到现有卷集。

■

使用 fsvoladm 将卷添加到文件系统。

封装卷
以下示例说明了如何封装卷。
封装卷

1

列出卷：
# vxvset -g dg1 list myvset
VOLUME
vol1
vol2

INDEX
0
1

LENGTH
102400
102400

STATE
ACTIVE
ACTIVE

CONTEXT
-

卷集包含两个卷。

2

创建另外一个卷并将 passwd 文件复制到第三个卷：
# vxassist -g dg1 make dbvol 100m
# dd if=/etc/passwd of=/dev/vx/rdsk/dg1/dbvol count=1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第三个卷将用于演示如何以文件形式对卷进行访问，具体内容稍后说明。

3

在卷集上创建一个文件系统：
# mkfs -F vxfs /dev/vx/rdsk/dg1/myvset
version 9 layout
204800 sectors, 102400 blocks of size 1024,
log size 1024 blocks
largefiles supported

4

装入卷集：
# mount -F vxfs /dev/vx/dsk/dg1/myvset /mnt1

5

将新卷添加到卷集：
# vxvset -g dg1 addvol myvset db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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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封装 dbvol：
# fsvoladm encapsulate /mnt1/dbfile dbvol 100m
# ls -l /mnt1/dbfile
-rw------- 1 root other 104857600 May 22 11:30 /mnt1/dbfile

7

检查 dbfile 内容，以查看是否可以文件形式对其进行访问：
# head -2 /mnt1/dbfile
root:x:0:1:Super-User:/:/sbin/sh
daemon:x:1:1::/:

写入到原始卷的 passwd 文件现在在新文件上可见。
注意：如果已封装文件以任何方式更改（例如，如果因分配策略或调整卷大小
而导致文件被扩展、截短或移动，亦或者卷封装有偏差），则文件无法解封
装。

解封装卷
以下示例说明了如何解封装卷。
解封装卷

1

列出卷：
# vxvset -g dg1 list myvset
VOLUME
vol1
vol2
dbvol

INDEX
0
1
2

LENGTH
102400
102400
102400

STATE
ACTIVE
ACTIVE
ACTIVE

CONTEXT
-

卷集包含三个卷。

2

解封装 dbvol：
# fsvoladm deencapsulate /mnt1/dbfile

报告文件扩展区
多卷文件系统功能通过 fsmap 和 fsvmap 命令提供了文件到卷映射和卷到文件映射
的功能。fsmap 命令可报告数据扩展区的卷名、逻辑偏移和大小，或者报告与多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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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上的某个文件关联的间接扩展区的卷名和大小。fsvmap 命令将卷映射到在
这些卷上包含扩展区的文件中。
请参见 fsmap(1M) 和 fsvmap(1M) 手册页。
执行 fsmap 命令，要求对各指定文件或目录具有 open() 权限。 在报告特定卷上包
含扩展区的文件的列表时，要求具有 root 权限。

报告文件扩展区的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了 fsmap 和 fsvmap 命令的典型用法。
使用 fsmap 命令
◆

使用 find 命令以递归方式降序排列目录，并对文件列表运行 fsmap：
# find . | fsmap Volume
vol2
vol1

Extent Type
Data
Data

File
./file1
./file2

使用 fsvmap 命令

1

报告多个卷上的文件的扩展区：
# fsvmap /dev/vx/rdsk/fstest/testvset vol1 vol2
vol1
vol1
vol1
vol1
vol2
vol2

2

/.
/ns2
/ns3
/file1
/file1
/file2

报告在所有存储检查点中的单个卷上包含数据或元数据的文件的扩展区，并指
示卷是否包含文件系统元数据：
# fsvmap -mvC /dev/vx/rdsk/fstest/testvset vol1
Meta
Data
Data
Data
Data
Meta

Structural
UNNAMED
UNNAMED
UNNAMED
UNNAMED
UNNAMED

vol1
vol1
vol1
vol1
vol1
vol1

//volume has filesystem metadata//
/.
/ns2
/ns3
/file1
/fi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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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平衡
可以定义具有平衡分配顺序的分配策略，并将其指派给其分配必须在指定卷集合中
进行随机分发的文件。 每个与这些文件相关的扩展区都有最大大小限制，这在分配
策略中定义为必需的块大小。 如果没有被填满或被禁用的卷，则扩展区分配几乎相
等。
可将负载平衡分配策略指派到各个文件或文件系统中的所有文件。 虽然目的是在卷
之间平衡数据扩展区，但如果需要可将负载平衡策略指派为元数据策略，而无需任
何限制。
注意：如果文件既包含固定的扩展区大小设置也包含负载平衡分配策略，则可预期
到某项行为。 如果分配策略中的块大小比固定的扩展区大小大很多，则文件的所有
扩展区都受块大小限制。例如，如果块大小为 16 MB 且固定的扩展区大小为 3 MB，
则满足两种情况的最大扩展区为 15 MB。 如果固定的扩展区大小大于块大小，则所
有扩展区限制为固定的扩展区大小。例如，如果块大小为 2 MB 且固定的扩展区大
小为 3 MB，则文件所有的扩展区限制为 3 MB。

定义和指派负载平衡分配策略
以下示例定义了负载平衡策略并向文件 /mnt/file.db 指派该策略。
定义和指派策略

1

通过指定 -o balance 和 -c 选项定义策略：
# fsapadm define -o balance -c 2m /mnt loadbal vol1 vol2 vol3 vol4

2

指派策略：
# fsapadm assign /mnt/filedb loadbal meta

重新平衡扩展区
可以通过严格强制执行分配策略来重新平衡扩展区。 通常，向策略添加卷或从策略
中删除卷，或者对块大小进行修改时，需要重新平衡。 从卷集中删除卷时，会将被
删除的卷中的所有扩展区自动重定位到策略中的其他卷。
通过添加两个新卷、删除现有卷并强制实施重新平衡策略，以下示例可重新定义包
含四个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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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平衡扩展区

1

通过指定 -o balance 和 -c 选项定义策略：
# fsapadm define -o balance -c 2m /mnt loadbal vol1 vol2 vol4 \
vol5 vol6

2

强制执行策略：
# fsapadm enforcefile -f strict /mnt/filedb

将多卷文件系统转换为单卷文件系统
由于可在多卷文件系统的卷之间重定位数据，因此可通过将所有文件系统数据移动
到单个卷上将多卷文件系统转换为传统的单卷文件系统。对于要尝试使用多卷文件
系统或 SmartTier 功能但又不希望永久使用多卷文件系统的用户，此类转换非常有
用。
请参见第 437 页的“关于 SmartTier”。
此操作有三个限制：
■

单个卷必须是卷集中第一个卷

■

第一个卷必须有足够空间来存储所有数据和文件系统元数据

■

卷不能包含任何限制数据移动的分配策略

以下步骤可在磁盘组 dg1 的卷 vol1 上将卷集 vset1 中现有的多卷文件系统 /mnt1
转换为单卷文件系统 /mnt1。
注意：步骤 5、6、7 和 8 是可选的，如果要删除卷集对象的包装器，则可以执行这
些步骤。
转换为单卷文件系统

1

确定卷集中第一个卷（识别为设备编号 0）是否有足够容量接收来自其他要删
除卷的数据：
# df /mnt1
/mnt1

2

(/dev/vx/dsk/dg1/vol1):16777216 blocks

如果第一个卷中容量不足，则将该卷增大到足够大小：
# fsvoladm resize /mnt1 vol1 150g

3443528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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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删除所有现有的分配策略：
# fsppadm unassign /mnt1

4

删除卷集中所有卷（第一个卷除外）：
# fsvoladm remove /mnt1 vol2
# vxvset -g dg1 rmvol vset1 vol2
# fsvoladm remove /mnt1 vol3
# vxvset -g dg1 rmvol vset1 vol3

删除卷之前，文件系统会尝试重定位该卷上的文件。 成功重定位需要使用另一
卷上的空间，任何分配策略都无法将这些 PIN 文件强制定位到该卷。 命令的完
成时间与必须重定位的数据量成正比。

5

卸载文件系统：
# umount /mnt1

6

从卷集中删除卷：
# vxvset -g dg1 rmvol vset1 vol1

7

编辑 /etc/fstab 文件，将卷集名称 vset1 替换为设备名称 vol1。

8

装入文件系统：
# mount -F vxfs /dev/vx/dsk/dg1/vol1 /m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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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管理 SmartTier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martTier

■

支持的 SmartTier 文档类型定义

■

放置类

■

管理放置策略

■

文件放置策略语法

■

文件放置策略规则

■

计算 I/O 温度和访问温度

■

文件放置策略规则语句中的多重条件

■

文件放置策略规则和语句顺序

■

文件放置策略和扩展文件

■

将 SmartTier 用于固态磁盘

■

子文件重定位

关于 SmartTier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通过 SmartTier 功能使用多层联机存储，该功能作用于
多卷文件系统的顶部。多卷文件系统是占用两个或更多虚拟卷的文件系统。 卷的集
合称为卷集。 卷集由属于单个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磁盘组的磁盘或
磁盘阵列 LUN 组成。 多卷文件系统提供单个命名空间，这样使多个卷的存在对用
户和应用程序是透明的。 为便于管理，每个卷均保持单独的标识，从而可以控制单
个文件定向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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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23 页的“关于多卷文件系统”。
注意：4.1 版本与最新版本之间的某些命令已更改或已删除，使放置策略管理更加
用户友好。下列命令已删除： fsrpadm、fsmove 和 fssweep。 fsapadm 命令的
queryfile、queryfs 和 list 选项的输出现在按名称而不是编号打印分配顺序。
在以前的 VxFS 5.x 版本中，SmartTier 称为 Dynamic Storage Tiering。
多卷 VxFS 文件系统的管理员可以通过 SmartTier 定义放置策略，从而管理卷集中
各个卷上文件的放置以及文件各个部分的放置。放置策略控制初始文件位置以及重
定位现有文件的情况。 这些放置策略导致应用了这些策略的文件将在文件系统卷集
的特定子集上创建和扩展，称为文件放置级别。 文件在满足指定命名、定时、访问
率以及存储容量相关的条件时，将被重定位到其他放置类的卷中。
通过将卷标记与 VxVM 卷相关联，可以使该卷成为放置类的一部分。 为了便于进
行文件放置，VxFS 会将放置类中的所有卷都视为是等效的，并在它们之间平衡空
间分配。 一个卷可以具有多个与之关联的标记。 如果一个卷具有多个标记，则该卷
属于多个放置类，并受与任何放置类相关的分配和重定位策略约束。 对卷使用多个
标记时应小心谨慎。
请参见第 439 页的“放置类”。
VxFS 对放置类没有容量、性能、可用性或者其他方面的约束。 可以向任何放置类
添加任何卷，不管卷类型如何，或类中还有哪些其他类型的卷。 不过，好的做法是
在相同放置类中放置 I/O 性能和可用性相似的卷。
Symantec 黄皮书 Using SmartTier（《使用 SmartTier》）提供了有关 SmartTier
功能的其他信息，其中包括 SmartTier 的值以及有关使用 SmartTier 的最佳做法。
可以从以下网页下载 Using SmartTier（《使用 SmartTier》）：
http://www.symantec.com/enterprise/yellowbooks/index.jsp

关于使用 SmartTier 压缩文件
您可使用 SmartTier 功能基于放置策略中定义的规则自动压缩和解压缩文件。
SmartTier 可直接从该策略指定的层中，执行所选文件的压缩扩展区或解压缩扩展
区的分配。在重定位到指定存储层的同时，所选文件会相应压缩或解压缩。
您可对整层执行就地压缩，这样会压缩该层上所有文件的所有未压缩扩展区。如果
对此层上的文件执行了写入或者追加（因此导致文件具有部分未压缩扩展区），则
这一操作颇为有用。
SmartTier 使用gzip 作为默认的压缩算法，并使用 1 MB 作为压缩的默认块大小。
这些默认值不可通过 XML 策略文件配置。
SmartTier 可根据放置策略的规定以如下方式压缩和解压缩文件：
■

在多卷文件系统中将文件从一层重定位到另一层时进行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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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卷文件系统中将文件从一层重定位到另一层时进行解压缩

■

在多卷文件系统中进行就地压缩

■

在多卷文件系统中进行就地解压缩

■

在单卷文件系统中进行就地压缩

■

在单卷文件系统中进行就地解压缩

■

在多卷文件系统中压缩整个层

■

在多卷文件系统中解压缩整个层

请参见第 523 页的“关于压缩文件”。

支持的 SmartTier 文档类型定义
表 26-1 介绍了哪些版本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支持特定的 SmartTier 文档
类型定义 (DTD)。
表 26-1

支持的 SmartTier 文档类型定义
DTD 版本

VxFS 版本

1.0

1.1

5.0

支持

不支持

5.1

支持

支持

5.1 SP1

支持

支持

6.0

支持

支持

6.0.1

支持

支持

放置类
放置类是多卷文件系统的卷集中给定卷的 SmartTier 属性。 此属性是一个字符串，
称为卷标记。 卷可以有多个不同标记，其中一个可能是放置类。放置类标记使卷可
通过 SmartTier 区分。
卷标记被组织为分层名称空间，其中层次结构的层次按期间分隔。按照惯例，卷标
记层次结构中的最高层表示使用标记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组件或应用程
序，第二层表示标记的用途。SmartTier 可以识别
xfs.placement_class.class_name 形式的卷标记。前缀 vxfs 将标记标识为与
VxFS 相关联。placement_class 字符串将标记标识为由 SmartTier 使用的文件放
置类。字符串 class_name 表示标记的卷所属的文件放置类的名称。例如，带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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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s.placement_class.tier1 的卷属于放置类 tier1。 管理员使用 vxassist 命令
将标记与卷关联。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SmartTier 策略规则根据放置类而不是各自的卷指定文件放置。属于特殊放置类的
所有卷在文件创建和重定位操作方面是可互换的。根据放置类而不是特定卷指定文
件放置简化了多层存储的管理。
多层存储的管理通过下列方式得以简化：
■

添加或删除卷不需要更改文件放置策略。如果标记值为
vxfs.placement_class.tier2 的卷被添加到文件系统的卷集，则针对 tier2
的所有策略将立即应用于新加卷，而不需要管理操作。同样，卷可以迁移，即
从卷中删除数据，并将从文件系统删除数据而不更改策略。活动策略继续应用
于文件系统的其余卷。

■

文件放置策略并非特定于单个文件系统。文件放置策略可以分配给任何文件系
统，只要其卷集包含标有策略中指定的标记值（放置类）即可。此属性使其可
用于有大量服务器的数据中心，用于定义标准放置策略并通过一个管理操作对
所有服务器统一应用策略。

将卷标记为放置类
以下示例使用 vxassist settag 命令将 vsavola 卷标记为放置类 tier1，将 vsavolb
标记为放置类 tier2，将 vsavolc 标记为放置类 tier3，并将 vsavold 标记为放置
类 tier4。
标记卷
◆

将卷标记为放置类
# vxassist -g cfsdg settag vsavola vxfs.placement_class.tier1
# vxassist -g cfsdg settag vsavolb vxfs.placement_class.tier2
# vxassist -g cfsdg settag vsavolc vxfs.placement_class.tier3
# vxassist -g cfsdg settag vsavold vxfs.placement_class.tier4

列出放置类
可使用 vxassist listtag 命令列出放置类。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下例列出在 cfsdg 磁盘组的 vsavola 卷中设置的所有卷标记，包括放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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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放置类
列出卷标记，包括放置类：

◆

# vxassist -g cfsdg listtag vsavola

管理放置策略
VxFS 文件放置策略文档包含 VxFS 创建、重定位和删除文件的规则，但是放置策略
不参考特定文件系统或卷。 您可以通过 fsppadm 命令或 GUI 为文件系统分配放置
策略文档，从而创建文件系统的活动文件放置策略。
请参见 fsppadm(1M) 手册页。
注意：不要同时从不同的终端运行 fsppadm 命令。
lost+found 必须存在才能使用 fsppadm 命令。

至多可以随时为 VxFS 文件系统分配一个文件放置策略。文件系统可能未指派文件
放置策略，在这种情况下，VxFS 根据其自己的内部算法为新文件分配空间。
在装有 Storage Foundation Management Server (SFMS) 软件的系统中，文件放置
策略信息存储在 SFMS 数据库中。SFMS 数据库既包含 XML 策略文档和主机列表，
又包含文件系统；每个文档都是文件系统的当前活动策略。更新策略文档后，SFMS
可以将更新后的文档分配给那些当前活动策略基于该文档的所有文件系统。默认情
况下，SFMS 不更新本地创建或修改（即通过控制放置策略的文件系统的主机创建
或修改）的文件系统活动策略。如果 SFMS 管理员强制将放置策略分配给文件系
统，则文件系统的活动放置策略将被重写，并且对放置策略的所有本地更改将丢
失。
您可以查看 /opt/VRTSvxfs/etc 目录中的示例放置策略。这些示例放置策略作为
VxFS depot安装的一部分安装。

指派放置策略
下例使用 fsppadm assign 命令为装入点 /mnt1 中的文件系统指派 XML 策略文档
/tmp/policy1.xml 中的文件放置策略。
指派放置策略
◆

为文件系统指派放置策略：
# fsppadm assign /mnt1 /tmp/policy1.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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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指派放置策略
下例使用 fsppadm unassign 命令取消指派装入点 /mnt1 上文件系统的活动文件放
置策略。
取消指派放置策略
◆

取消文件系统的指派放置策略：
# fsppadm unassign /mnt1

分析强制执行放置策略的空间影响
以下示例使用 fsppadm analyze 命令分析对装入点 /mnt1 强制执行 XML 策略文档
/tmp/policy1.xml 中的文件放置策略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有必要，此命令构建 I/O
温度数据库。
分析强制执行放置策略的空间影响
◆

分析对装入点 /mnt1 强制执行 XML 策略文档 /tmp/policy1.xml 中的文件放
置策略所产生的影响：
# fsppadm analyze -F /tmp/policy1.xml -i /mnt1

查询哪些文件将受强制执行放置策略的影响
下例使用 fsppadm query 命令生成将受强制执行放置策略影响的文件的列表。 该
命令提供有关文件当前驻留位置、文件将重定位至的位置，以及应用至文件的放置
策略中规则的详细信息。
查询哪些文件将受强制执行放置策略的影响
◆

查询将受到影响的文件：
# fsppadm query /mnt1/dir1/dir2 /mnt2 /mnt1/dir3

强制执行放置策略
对文件系统强制执行放置策略需要为该文件系统指派策略。您必须先指派放置策
略，然后才能强制执行策略。
请参见第 441 页的“指派放置策略”。
强制执行操作记录在装入点的 lost+found 目录中的一个隐藏文件
.__fsppadm_enforce.log 中。此日志文件包含文件的先前位置、文件的新位置以
及文件的重定位原因之类的详细信息。如果没有此文件，则强制执行操作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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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fsppadm_enforce.log 文件。如果已有此文件，则强制执行操作附加到此文

件。.__fsppadm_enforce.log 文件可以像常规文件一样备份或删除。
您可以指定 -F 选项，从而指定现有活动放置策略以外的其他放置策略。此选项可
用于出于维护目的（例如，从文件系统中回收 LUN）强制执行指定放置策略中提供
的规则。
您可以指定 -p 选项，从而指定用于执行 fsppadm 操作的并行线程数量。可以为
io_nice 参数指定一个介于 1 到 100 之间的整数，默认值为 50。如果值为 1，则指
定每次装入 1 个从属线程和 1 个主线程。如果值为 50，则指定每次装入 16 个从属
线程和 1 个主线程。如果值为 100，则指定每次装入 32 个从属线程和 1 个主线程。
您可以指定 -C 选项，以使 fsppadm 命令仅处理在放置策略中指定的期间内在文件
更改日志 (FCL) 文件中记录某些活动统计数据的那些文件。只有当策略的 ACCESSTEMP
或 IOTEMP 元素使用 Prefer 条件时，才可以使用 -C 选项。
您可以指定 -T 选项，从而指定放置类，这些类包含要有选择地扫描和重定位 fsppadm
命令的文件。只有当策略对 IOTEMP 使用 Prefer 条件时，才可以指定 -T 选项。
请参见 fsppadm(1M) 手册页。
下例使用 fsppadm enforce 命令为装入点 /mnt1 上的文件系统强制执行文件放置
策略，并在报告 /tmp/report 中包括访问时间、修改时间和指定路径的文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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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执行放置策略
◆

对文件系统强制执行放置策略：
# fsppadm enforce -a -r /tmp/report /mnt1
Current Current
Class
Volume
tier3
vole
tier3
vole
tier3
vole
tier3
volf
.
.
.
Sweep path
:
Files moved
:
KB moved
:

Relocated
Class
tier3
tier3
tier3
tier3

Tier Name
tier4
tier3
tier2
tier1

Size (KB)
524288
524288
524288
524288

Relocated
Volume
vole
vole
vole
volf

Rule
a_to_z
a_to_z
a_to_z
a_to_z

File
/mnt1/mds1/d1/file1
/mnt1/mds1/d1/file2
/mnt1/mds1/d1/d2/file3
/mnt1/mds1/d1/d2/file4

/mnt1
42
1267

Free Before (KB)
524256
522968
524256
502188

Free After (KB)
524256
522968
524256
501227

验证放置策略
下列示例使用 fsppadm validate 命令对装入的所有文件系统验证放置策略
policy.xml。
对装入的所有文件系统验证放置策略
◆

验证放置策略：
# fsppadm validate /tmp/policy.xml

文件放置策略语法
VxFS 基于属于文件的文件系统元数据中的属性分配和重定位多卷文件系统中的文
件。 放置决策可能基于文件名、驻留目录、上次访问时间、访问频率、文件大小以
及所有权而定。 文件系统的文件放置策略中说明了分配和重定位文件的单个文件系
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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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S 文件放置策略为 VxFS 多卷文件系统的卷中的文件集定义了所需的放置。文件
放置策略指定应该在哪些卷放置类中创建文件，文件应该重定位到备选放置类中卷
上的哪个位置，以及在哪些条件下重定位或删除。 您可以使用 XML 编辑器、文本
编辑器或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创建文件放置策略文档，这些文
档是 XML 文本文件。
请查看 /opt/VRTSvxfs/etc/placement_policy.dtd 文件，以了解放置策略的整
体结构。
请查看 /opt/VRTSfspro/config/placement_policy.dtd 文件，以了解放置策略
的整体结构。

文件放置策略规则
VxFS 文件放置策略包括一个或多个规则。 每个规则应用于一个或多个文件。 在一
个或多个 SELECT 语句中指定应用规则的文件。 SELECT 语句根据以下四个属性中的
一个或多个指定文件：文件的名称或命名模式、文件所在目录、文件所有者的用户
名及其组名称。
文件可能由多个规则指定。 例如，如果一个规则指定目录 /dir 中的文件，另一个
规则指定 user1 拥有的文件，则 user1 拥有的目录 /dir 中的文件由这两个规则指
定。 仅会对文件应用放置策略中第一个显示的规则；随后的规则将被忽略。
您可以定义不包含整个文件系统名称空间的放置策略。 如果创建的文件不是由其文
件系统活动放置策略中的规则指定的，则 VxFS 根据自己的内部算法放置文件。 要
维护对文件放置的完全控制，请在每个放置策略文档（包含按命名模式 * 指定文件
的 SELECT 语句）末尾包括一个 catchall 规则。 此类规则指定尚未由放置策略文档
中较早出现的规则指定的所有文件。
存在两种类型的规则： data 和 ckpt。data 规则类型允许 SmartTier 重定位正常的
数据文件。ckpt 规则类型允许 SmartTier 重定位存储检查点。通过设置规则的
Flags 属性，可以指定规则类型。

SELECT 语句
VxFS 放置策略规则 SELECT 语句指定应用规则的文件集合。
以下 XML 片段说明了 SELECT 语句的一般格式：
<SELECT>
<DIRECTORY Flags="directory_flag_value"> value
</DIRECTORY>
<PATTERN Flags="pattern_flag_value"> value </PATTERN>
<USER> value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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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value </GROUP>
</SELECT>
SELECT 语句可以使用下列选择条件指定文件：
<DIRECTORY>

相对文件系统装入点的完整路径名。
Flags="directory_flag_value" XML 属性必须有 nonrecursive
值，表示仅指定特定目录中的文件，或者 recursive 值，表示指定特
定目录中所有子目录中的文件。Flags 属性是必需属性。
<DIRECTORY> 条件是可选的，并且可指定多次。

<PATTERN>

使用一个通配符 (*) 的准确文件名或模式。例如，模式 abc* 表示名称以
abc 开始的所有文件。模式 abc.* 表示名称是 abc 后有句点和任何扩展
名的所有文件。模式 *abc 表示名称以 abc 结束的所有文件，即使名称
是全部或部分扩展名。模式 *.abc 表示扩展名（句点后的名称）为 abc
的所有名称的文件。模式 ab*c 表示名称以 ab 开始并以 c 结束的所有文
件。 第一个 * 字符被视为通配符，而随后的任何 * 字符则被视为文本
值。 模式不可能包含 /。
通配符可匹配任意字符，包括 .、? 和 [，这不同于 shell 中的通配符用
法。
Flags="pattern_flag_value" XML 属性是可选的，如果指定了该
属性，则只有 recursive 值。仅当模式为目录时，才指定
Flags="recursive"。 如果未指定 Flags，默认属性值为
nonrecursive。 如果指定了 Flags="recursive"，则其中的选择条
件选择 <DIRECTORY> 指定的目录下所有组件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前提
是组件目录与模式相匹配，并且下列任意一个条件为真：
■

指定了 <DIRECTORY> 并且有 recursive 标志。

■

未指定 <DIRECTORY>，并且目录是文件系统中的任何位置。

如果模式包含通配符 (*)，则执行通配符匹配。
<PATTERN> 条件是可选的，并且可指定多次。每个 <PATTERN> 元素
只能指定一个值。
<USER>

文件所有者的用户名。 不能在此名称位置指定用户编号。
<USER> 条件是可选的，并且可指定多次。

<GROUP>

文件所有者的组名称。 不能在组名称位置指定组编号。
<GROUP> 条件是可选的，并且可指定多次。

可以在一个 SELECT 语句中指定任一或所有文件选择条件的一个或多个实例。 如果
一个语句中指定了不同类型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择条件，文件必须满足每个选定
类型的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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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例中，仅为可能的操作选择了驻留在 ora/db 或 crash/dump 目录中，并且所有
者是 user1 或 user2 的文件：
<SELECT>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ora/db</DIRECTORY>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crash/dump</DIRECTORY>
<USER>user1</USER>
<USER>user2</USER>
</SELECT>

规则可能包括多个 SELECT 语句。 如果文件满足 SELECT 语句中的选择条件，则它
符合操作条件。
在下例中，user1 或 user2 拥有的所有文件都符合操作条件，无论驻留在哪些目
录，包括 ora/db 或 crash/dump 目录中的所有文件，无论哪些用户拥有这些文件：
<SELECT>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ora/db</DIRECTORY>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crash/dump</DIRECTORY>
</SELECT>
<SELECT>
<USER>user1</USER>
<USER>user2</USER>
</SELECT>

当 VxFS 创建新文件时，VxFS 以活动放置策略规则的 XML源文件中的显示顺序应
用活动放置策略。 指定要创建的文件的 SELECT 语句的第一个规则确定文件的放置；
不会应用新规则。 同样，重定位文件时，VxFS 代表每个文件扫描活动策略规则，
在到达包含指定该文件的 SELECT 语句的第一个规则时停止扫描。 此操作行为一直
适用，即使规则不产生任何操作也是如此。 以指示应该重定位 30 天非活动的 .dat
文件的策略规则为例，更新的规则指示应该重定位大于 10 MB 的 .dat 文件。 因为
应用了之前的规则，因此不会重定位 10 天非活动的 20 MB .dat 文件。 从不扫描新
规则。
放置策略规则的操作语句应用于规则的 SELECT 语句指定的所有文件。如果文件系
统活动放置策略的任何规则的 SELECT 语句未选定现有文件，则 SmartTier 不会重
定位或删除文件。 如果应用程序创建的文件不是由文件系统活动放置策略的 SELECT
语句指定的，则 VxFS 根据其自己的内部算法放置文件。 如果此操作行为不适用，
文件系统活动放置策略所依据的策略文档中的最后一个规则应该将
<PATTERN>*</PATTERN> 指定为其 SELECT 语句和 CREATE 语句（为其他规则未选择
的文件指定所需放置类）中的唯一选择条件。

447

448

管理 SmartTier
文件放置策略规则

CREATE 语句
文件放置策略规则中的 CREATE 语句指定一个或多个卷放置类，在此类卷上，应由
VxFS 为在创建文件时应用规则的新文件分配空间。 您只能在 CREATE 语句中指定
放置类，而不是单个卷名称。
文件放置策略规则至多可能包含一条 CREATE 语句。 如果规则没有包含 CREATE 语
句，则 VxFS 根据其内部算法放置规则的 SELECT 语句指定的文件。 然而，不含
CREATE 语句的规则可以用于重定位或删除规则的 SELECT 语句指定的现有文件。
以下 XML 片段说明了 CREATE 语句的一般格式：
<CREATE>
<ON Flags="flag_value">
<DESTINATION>
<CLASS> placement_class_name </CLASS>
<BALANCE_SIZE Units="units_specifier"> chunk_size
</BALANCE_SIZE>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additional_placement_class_specifications
</DESTINATION>
</ON>
</CREATE>
CREATE 语句包括单个 <ON> 子句，其中一个或多个 <DESTINATION> XML 元素为最

初文件分配指定放置类（按首选项降序顺序）。如果可用空间许可，VxFS 在指定
的第一个类的卷上，为应用规则的新文件分配空间。 如果在第一个类的任何卷上无
法分配空间，则如果可用空间允许的话，VxFS 在指定的第二个类的卷上分配空间，
依此类推。
如果无法在任何指定的放置类的任何卷上分配空间，则创建文件操作将失败，并显
示 ENOSPC 错误，即使文件系统的卷集的其他位置有足够可用空间时也是如此。 此
问题的解决方式可以是在 <ON> 子句中指定值为 "any" 的 Flags 属性。 如果在 CREATE
语句中指定了<ON Flags="any">，则 VxFS 首先尝试为指定放置类中应用规则的新
文件分配空间。 如果无法执行此操作，VxFS 转而使用其内部空间分配算法，因此
文件分配不会失败，除非文件系统的卷集的所有位置都没有可用空间。
Flags="any" 属性与 catchall 规则不同，该属性仅应用于规则中的 SELECT 语句指

定的文件，其涵盖面可能小于 catchall 规则的 <PATTERN>*</PATTERN> 文件选择规
范。
除了 <CLASS> 子元素中指定的放置类名称之外，<DESTINATION> XML 元素可能包
含 <BALANCE_SIZE> 子元素。 存在 B<BALANCE_SIZE> 元素表示空间分配应该按指
定大小的块分布在放置类的多个卷上。例如，如果包含三个卷的放置类指定了 1 MB
的平衡大小，则 VxFS 将新文件或扩展文件的第 1 个 MB 空间分配在类的第 1 个卷
上，第 2 个 MB 分配在第 2 个卷上，第 3 个 MB 分配在第 3 个卷上，第 4 个 MB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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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在第 1 个卷上，依此类推。 使用 <BALANCE_SIZE> XML 标记中的 Units 属性，
可以按以下单位指定平衡大小值：
bytes

字节

KB

千字节

MB

兆字节

GB

吉字节

<BALANCE_SIZE> 元素将数据库文件的分配分布在放置类中的多个卷上。原则上，

将数据分配在多个卷的每个文件中，也将在多个卷中分配 I/O 负载。
下例中的 CREATE 语句指定，如果有可用空间，应该在 tier1 卷上创建应用规则的
文件，否则在 tier2 任一卷上创建。如果无法在 tier1 和 tier2 卷上分配空间，则
无法创建文件，即使 tier3 卷上有可用空间也是如此。
<CREATE>
<ON>
<DESTINATION>
<CLASS>tier1</CLASS>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CLASS>tier2</CLASS>
<BALANCE_SIZE Units="MB">1</BALANCE_SIZE>
</DESTINATION>
</ON>
</CREATE>

为 tier2 卷上的空间分配指定了 1 MB 的 <BALANCE_SIZE> 元素值。 对于 tier2 卷
上分配的文件，第 1 个 MB 应分配到第 1 个卷，第 2 个 MB 应分配到第 2 个卷，依
此类推。

RELOCATE 语句
文件放置策略规则的 RELOCATE 操作语句指定在文件系统的定期扫描期间，VxFS 对
指定文件采取的操作，以及在何种情况下才应该采取该操作。 fsppadm enforce 命
令用于扫描全部或部分文件系统，以查找根据扫描时的活动放置策略中的规则应该
重定位的文件。
请参见 fsppadm(1M) 手册页。
fsppadm enforce 命令按路径名称顺序扫描文件系统。对于每个文件，VxFS 在活

动放置策略中标识第一条适用的规则，这与根据规则的 SELECT 语句确定的相同。
如果文件驻留在规则的 RELOCATE 语句之一的 <FROM> 子句指定的卷上，并且如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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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满足语句的 <WHEN> 子句指定的重定位条件，则文件被计划重定位至 <TO> 子句
中列出的第一个、有文件可用空间的放置类中。 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导致
的扫描运行完成后，才能重定位任何文件。
以下 XML 片段说明了 RELOCATE 语句的一般格式：
<RELOCATE>
<FROM>
<SOURCE>
<CLASS> placement_class_name </CLASS>
</SOURCE>
<SOURCE> additional_placement_class_specifications
</SOURCE>
</FROM>
<TO>
<DESTINATION>
<CLASS> placement_class_name </CLASS>
<BALANCE_SIZE Units="units_specifier">
chunk_size
</BALANCE_SIZE>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additional_placement_class_specifications
</DESTINATION>
</TO>
<WHEN> relocation_conditions </WHEN>
</RELOCATE>
RELOCATE 语句包含下列子句：

– 包含一组放置类的可选子句，如果文件满足 <WHEN> 子句中指定的条
件，应该从这些放置类的卷重定位指定文件。<FROM> 子句中列出的放置类顺序
没有优先级。如果应用规则的文件位于任何指定放置类中的卷上，则文件被认
为要重定位。
如果 RELOCATE 语句包含 <FROM> 子句，VxFS 仅考虑重定位此子句中指定的放
置类中驻留的文件。 如果没有 <FROM>，则重定位合格的文件，无论文件驻留在
哪里。

■ <FROM>

– 指示合格的文件应该被重定位至的放置类。不同于 FROM 子句中列出的
源位置，<TO> 子句中的放置类指定了优先级顺序。如果可能，文件重定位至在
第一个指定放置类中的卷上，如果第一个不可用，则重定位至第二个，依此类
推。
RELOCATE 语句的 <TO> 子句包含一系列 <DESTINATION> XML 元素，指定 VxFS
将合格的文件重定位至其卷的放置类。放置类按优先级顺序指定。 只要有可用

■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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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VxFS 将合格文件重定位至指定的第一个放置类中的卷上。 <DESTINATION>
元素可能包含可选的 <BALANCE_SIZE> 修饰符子元素。<BALANCE_SIZE> 修饰符
指示，重定位的文件应该按指定大小的块，分布在目标放置类的多个卷上。例
如，如果包含三个卷的放置类指定了 1 MB 的平衡大小，则 VxFS 将文件第 1 个
MB 重定位至第 1 个卷上，第 2 个 MB 重定位至第 2 个卷上，第 3 个 MB 重定位
至第 3 个卷上，第 4 个 MB 重定位至第 1 个卷上，依此类推。 使用
<BALANCE_SIZE> XML 标记中的 Units 属性，可以按平衡大小值指定块值，也可
以以字节数 (Units="bytes")、千字节 (Units="KB")、兆字节 (Units="MB") 或
吉字节(Units="GB") 指定块值。
<BALANCE_SIZE> 元素将数据库文件的分配分布在放置类中的多个卷上。原则

上，将数据分配在多个卷的每个文件中，也将在多个卷中分配 I/O 负载。
对于多卷文件系统，可以使用 <TO> 子句指定 compress 标志或 uncompress 标
志。compress 将使 SmartTier 压缩文件的扩展区，并同时将相应文件重定位到
<DESTINATION> 元素所指定的层。SmartTier 将压缩整个文件并将该文件重定
位到目标层，即使该文件跨多个层。uncompress 标志将使 SmartTier 解压缩文
件的扩展区，并同时将相应文件重定位到 <DESTINATION> 元素所指定的层。
以下 XML 片段指定了 compress 标志：
<TO Flags="compress">
<DESTINATION>
<CLASS> tier4 </CLASS>
</DESTINATION>
</TO>

以下 XML 片段指定了 uncompress 标志：
<TO Flags="uncompress">
<DESTINATION>
<CLASS> tier4 </CLASS>
</DESTINATION>
</TO>

– 可选子句，指示应该在什么条件下重定位应用规则的文件。指定期间
无法访问或无法修改的文件，在达到特定大小、特定 I/O 温度或访问温度时，可
能会被重定位。 如果 RELOCATE 语句不包含 <WHEN> 子句，则应用规则的文件无
条件重定位。
RELOCATE 语句中可能包括 <WHEN> 子句，指定仅当满足任一或所有四类条件，
才应该重定位文件。如果文件满足一个或多个条件，则文件可以指定为重定位。

■ <WHEN>

下面是可以为 <WHEN> 子句指定的条件：
<ACCAGE>

如果文件在指定期间或非相对于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的
指定期间处于非活动状态，则符合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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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AGE>

如果文件在指定期间或非相对于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的
指定期间未修改，则符合此条件。

<SIZE>

如果文件超出或低于指定大小，或位于指定大小范围内，则符合此
条件。

<IOTEMP>

如果文件超出或低于指定 I/O 温度，或位于指定 I/O 温度范围内，
则符合此条件。 文件的 I/O 温度是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之
前、在 <PERIOD> 元素指定的期间，文件 I/O 活动的计量尺度。
请参见第 481 页的“计算 I/O 温度和访问温度”。

<ACCESSTEMP>

如果文件超出或低于指定平均访问温度，或位于指定访问温度范围
内，则符合此条件。 文件的访问温度类似于其 I/O 温度，使用对文
件的 I/O 请求数量计算访问温度（而不是传输的字节数）除外。

注意：由于 NFS 高速缓存，使用 <IOTEMP> 和 <ACCESSTEMP> 在用作 NFS 服务器的
VxFS 服务器上放置数据不会非常有效。 NFS 客户端缓存以及 NFS 的工作方式会导
致 I/O 从 NFS 客户端启动，而不会产生 NFS 服务器端 I/O。因此，在服务器端进行
的任何温度测量都不会正确反映放置策略指定的 I/O 行为。
如果将该服务器单独用作 NFS 服务器，则或许可以通过适当地调整或降低温度阈值
来缓解此问题。 但是，调整阈值并非总是能够达到所需的效果。 此外，如果将同一
装入点同时用于 NFS 导出以及本地装入，则由于 NFS 缓存偏差，基于温度的放置
决策不会非常有效。
以下 XML 片段说明了 RELOCATE 语句中 <WHEN> 子句的一般格式：
<WHEN>
<ACCAGE Units="units_valu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access_ag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access_age</MAX>
</ACCAGE>
<MODAGE Units="units_valu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modification_ag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modification_age</MAX>
</MODAGE>
<SIZE " Units="units_valu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siz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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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_size</MAX>
</SIZE>
<IOTEMP Type="read_write_preference" Prefer="temperature_preferenc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I/O_temperatur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I/O_temperature</MAX>
<PERIOD Units="days_or_hours"> days_or_hours_of_interest </PERIOD>
</IOTEMP>
<ACCESSTEMP Type="read_write_preference"
Prefer="temperature_preferenc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access_temperatur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access_temperature</MAX>
<PERIOD Units="days_or_hours"> days_or_hours_of_interest </PERIOD>
</ACCESSTEMP>
</WHEN>

访问时间 (<ACCAGE>) 元素参考自上次访问文件以来的时间量。 VxFS 将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的时间减去上次访问文件的时间 atime，得出访问时间。 <ACCAGE>
子句中的 <MIN> 和 <MAX> XML 元素分别表示重定位访问时间阈值的最小值和最大
值。这些元素是可选的，但是必须包括至少一个元素。 使用 Units XML 属性，可
以通过以下单位指定 <MIN> 和 <MAX> 元素：
hours

小时

days

天。 一天被视为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之前 24 小时。

<MIN> 和 <MAX> 元素都需要 Flags 属性来指示其操作。

对于 <MIN>，可以指定下列 Flags 属性值：
gt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大于指定时间间隔。

eq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等于指定时间间隔。

gteq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大于或等于指定时间间隔。

对于 <MAX>，可以指定下列 Flags 属性值：
lt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小于指定时间间隔。

lteq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小于或等于指定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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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WHEN> 子句中包括 <MIN> 元素，将使得 VxFS 重定位应用非活动时间超过指
定时间间隔的规则的文件。此类规则通常将非活动文件重定位至成本较低的存储
层。 相反，包括 <MAX> 将导致重定位指定时间间隔之内访问过的文件。 它通常用
于将已重新开始活动的非活动文件移动到更高性能或更加可靠的存储。同时包括
<MIN> 和 <MAX> 将使得 VxFS 重定位访问时间位于这两个值之间的文件。
修改时间重定位条件 <MODAGE> 类似于访问时间，用于计算的文件的 POSIX mtime
值除外。 如果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文件会被定期访问，您通常会指定 <MODAGE>条件，
使得最近修改的文件重定位至更高性能或更加可靠的存储层。
如果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文件大小值在 <MIN> 和 <MAX> 重定位条件指
定的范围外，则文件大小重定位条件 <SIZE> 将导致文件重定位。 同时指定这两个
条件将使得 VxFS 计划重定位大小位于两值之间的文件。 使用 Units 属性，可以按
以下单位指定阈值文件大小：
bytes

字节

KB

千字节

MB

兆字节

GB

吉字节

指定 I/O 温度重定位条件
如果就在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之前的指定期间内，文件的 I/O 温度高于或低
于指定的值，I/O 温度重定位条件 <IOTEMP> 将导致文件被重定位。 文件的 I/O 温
度是针对文件的读、写或者全部 I/O 活动的度量方法，并按照文件的大小进行了规
格化处理。 I/O 温度越高，表示应用程序活动级别越高；I/O 温度越低，表示应用
程序活动级别越低。 VxFS 计算文件 I/O 温度的方法是：将指定期间的文件传输
（读、写或者读写之和）字节数除以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的文件大小。
请参见第 481 页的“计算 I/O 温度和访问温度”。
与其他文件重定位条件一样，<IOTEMP> 使用 <MIN> 元素指定较低的阈值，使用
<MAX> 元素指定较高阈值，或者同时使用这两个值指定一个范围。 然而，I/O 温度
是无量纲的，因此不指定单位。
VxFS 计算文件 I/O 温度的时间段为：从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到 <PERIOD>
元素中指定的过去天数或小时数，其中一天为 24 小时。 默认时间单位为天数。 通
过将 <PERIOD> 元素的 Units 属性设置为 hours，可以将小时数指定为时间单位。
Symantec 建议您仅在使用固态磁盘 (SSD) 时指定小时数。
请参见第 491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 SmartTier 频繁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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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星期三下午两点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并且您希望 VxFS 查看星
期一下午两点到星期三下午两点这一期间（为期 2 天）的文件 I/O 活动，则应指定
以下 <PERIOD> 元素：
<PERIOD> 2 </PERIOD>

如果您希望 VxFS 查看从运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前 3 个小时到运行该命令这一
期间的文件 I/O 活动，则应指定以下 <PERIOD> 元素：
<PERIOD Units="hours"> 3 </PERIOD>

由于磁盘空间由文件更改日志 (FCL) 使用，因此 <PERIOD> 元素中指定的时间不应
该超出一到两周。
请参见第 628 页的“关于文件更改日志文件”。
相对于访问时间，I/O 温度是更软性的 I/O 活动度量方法。 使用访问时间，对文件
的一次访问将文件 atime 值重置为当前时间。 相反，随着文件未被访问的时间增
多，文件的 I/O 温度也逐渐降低，如果文件被定期访问，文件的 I/O 温度也逐渐升
高。 例如，如果 10 MB 的新文件在星期一被完全读取 5 次，并且 fsppadm enforce
在午夜运行，此文件两天的 I/O 温度将是 5，并且它的访问时间（以天为单位）将
是 0。 如果此文件在星期二被读取一次，则午夜时间文件的访问时间（以天为单
位）为 0，它两天的 I/O 温度将下降为 3。 如果此文件在星期三被读取一次，午夜
时间文件的访问时间为 0，但是它两天的 I/O 温度将下降为 1，因为星期一的 I/O 影
响将消失。
如果文件放置策略的目的是将文件放入正确位置，例如放入顶层存储设备，只要文
件在被访问，访问时间就更适合作为重定位条件。 然而，如果因为文件上的 I/O 负
载降低而希望重定位文件，则 I/O 温度更适合。
向上重定位的情况与此类似。 如果由于不经常被访问而被重定位至更低层存储设备
的文件重新进行应用程序活动，则将这些文件重定位至顶层设备可能是适当的。 如
果策略规则使用 <MAX> 值较低的访问时间（即 fsppadm enforce 的运行间隔）作
为重定位条件，将使得此时间间隔内未被访问一次的文件被重定位。 相反，使用带
<MIN> 值的 I/O 温度将仅重定位在兴趣期间有持续活动量的文件。

Prefer 属性
可以为 <IOTEMP> 和 <ACCESSTEMP> 条件的 Prefer 属性指定一个值，这将为重定位
文件提供优先顺序。 Prefer 属性可以使用两个值：low 或 high。如果您指定 low，
则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将先重定位 I/O 温度较低的文件，然后再重定位 I/O
温度较高的文件。 如果您指定 low，则 VxFS 将先重定位 I/O 温度较高的文件，然
后再重定位 I/O 温度较低的文件。 Symantec 建议您仅在使用固态磁盘 (SSD) 时指
定 Prefer 属性值。
请参见第 490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优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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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同一个策略内不同的 RELOCATE 语句的 <IOTEMP> 和 <ACCESSTEMP> 条件中使
用不同的 <PERIOD> 元素。
下列放置策略片段提供了 Prefer 条件的示例：
<RELOCATE>
...
<WHEN>
<IOTEMP Type="nrbytes" Prefer="high">
<MIN Flags="gteq"> 3.4 </MIN>
<PERIOD Units="hours"> 6 </PERIOD>
</IOTEMP>
</WHEN>
</RELOCATE>

如果有多个文件的 I/O 温度都超过了给定的最小值，则会先对温度较高的文件进行
RELOCATE 操作，然后再对温度较低的文件执行该操作。

平均 I/O 活动条件
Average 条件用于指定 I/O 温度的值，即由 <PERIOD> 元素指定的时间内发生的每

文件活动与较长时段内发生的整体文件系统活动相比的比率。RELOCATE 条件中的
<PERIOD> 元素指定扫描时间之前的小时数或天数。在该时间内，收集的 I/O 统计数
据用于处理要扫描的文件。 因为 I/O 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变化，所以应在长度
大于 <PERIOD> 值本身（默认情况下为 24 小时）的持续时间内收集平均 I/O 活动。
这样做可以计算整个文件系统的平均温度。 Symantec 建议您仅在使用固态磁盘
(SSD) 时指定 Average 属性值。
请参见第 490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平均 I/O 活动”。
下列放置策略片段提供了 Average 条件的示例：
<RELOCATE>
...
<WHEN>
<IOTEMP Type="nrbytes" Prefer="high" Average="*">
<MIN Flags="gteq"> 1.5 </MIN>
<PERIOD Units="hours"> 6 </PERIOD>
</IOTEMP>
</WHEN>
</RELOCATE>

在该片段中，VxFS 将重定位过去 6 小时内其读取 IOTEMP 为过去 24 小时内整个文
件系统中所有活动文件的读取 IOTEMP 的 1.5 倍的任何文件。 与绝对值相比，此
Average 条件更直观且更易于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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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以下公式可计算给定文件的读取 IOTEMP：
IOTEMP = (bytes of the file that are read in the PERIOD) /
(PERIOD in hours * size of the file in bytes)

也会相应地计算写入和读取/写入 IOTEMP。
使用以下公式可计算平均读取 IOTEMP：
Average IOTEMP = (bytes read of all active files in the last h hours) /
(h * size of all the active files in bytes)

h 默认情况下为 24 小时。 也会相应地计算平均写入和读取/写入 IOTEMP。
在示例片段中，值 1.5 是过去 24 小时内整个文件系统上（更确切地说，是扫描时其
活动在文件更改日志 (FCL) 文件中仍然可用的所有活动 inode 上）的平均读取
IOTEMP 的倍数。 这样，过去 6 小时内文件的读取 IOTEMP 活动会针对过去 24 小
时平均活动的读取 IOTEMP 的 1.5 倍进行比较，以做出重定位决策。 使用此方法，
您将无需为 <IOTEMP> 或 <ACCESSTEMP> 条件提供特定数字，而只需指定 Average
温度的倍数。 保持此平均时段的长度大于指定的 <PERIOD> 值可使文件活动中任何
高峰期和低峰期的影响规范化。
也可以将 Average 条件与 <ACCESSTEMP> 条件一起使用。 用途和用法均相同。
您可以决定平均值的类型，具体取决于您是使用 <IOTEMP> 还是使用 <ACCESSTEMP>
条件来指定 Average 条件。 Average 条件可以是以下任何类型，具体取决于使用的
条件：
■

读取 Average IOTEMP

■

写入 Average IOTEMP

■

读写 Average IOTEMP

■

读取 Average ACCESSTEMP

■

写入 Average ACCESSTEMP

■

读写 Average ACCESSTEMP

默认的 Average 是 24 小时的平均温度，这是通过将 FCL 文件中过去 24 小时内提
供的所有温度的总和除以 FCL 文件中仍存在其此类 I/O 统计数据的文件的个数得出
的。 可以通过指定 <PLACEMENT_POLICY> 元素中的 AveragePeriod 属性来覆盖该
小时数。 Symantec 建议您仅在使用固态磁盘 (SSD) 时指定 AveragePeriod 属性
值。
使用以下示例语句将导致收集并计算 30 小时（而不是默认的 24 小时）内的平均文
件系统活动：
<PLACEMENT_POLICY Name="Policy1" Version="5.1" AveragePerio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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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CATE 语句示例
下例说明一个无条件重定位语句，它是 RELOCATE 策略规则语句最简单的形式：
<RELOCATE>
<FROM>
<SOURCE>
<CLASS>tier1</CLASS>
</SOURCE>
</FROM>
<TO>
<DESTINATION>
<CLASS>tier2</CLASS>
</DESTINATION>
</TO>
</RELOCATE>

只要空间允许，在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规则的 SELECT 语句指定的放置
类 tier1 的卷上驻留的文件，将无条件重定位至放置类 tier2 的卷上。 例如，此
类规则可能用于创建和访问新文件，但很少访问现有文件（在文件被处理后）的应
用程序。 CREATE 语句会指定 tier1 卷上的创建，推测该卷应该有高性能或高可用
性，或同时有高性能和高可用性。fsppadm enforce 的每个实例将自上次运行后创
建的文件重定位至 tier2 卷。
下例说明 RELOCATE 语句更全面的形式，该语句将访问时间用作文件从 tier1 卷重
定位至 tier2 卷的条件。 此规则用于将非活动文件重定位至 tier2 卷，从而维护
tier1 卷中的空闲空间：
<RELOCATE>
<FROM>
<SOURCE>
<CLASS>tier1</CLASS>
</SOURCE>
</FROM>
<TO>
<DESTINATION>
<CLASS>tier2</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SIZE Units="MB">
<MIN Flags="gt">1</MIN>
<MAX Flags="lt">1000</MAX>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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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AGE Units="days">
<MIN Flags="gt">30</MIN>
</ACCAGE>
</WHEN>
</RELOCATE>

对于规则 SELECT 语句指定的文件，如果其大小在 1 MB 与 1000 MB 之间，并且 30
天未被访问，则文件从 tier1 卷重定位到 tier2 卷。 VxFS 以扫描文件系统目录结
构树时遇到文件的顺序来重定位合格的文件。 VxFS 计算出已计划重定位的文件将
完全占用 tier2 卷，则停止计划合格文件的重定位。
下例说明可能的伴随规则：基于文件的 I/O 温度将文件从 tier2 卷重定位到 tier1
卷。 此规则可以用于当应用程序对文件的活动增加时将因为没有活动被重定位至
tier2 卷的文件返回至 tier1 卷。 使用 I/O 温度而不是访问时间作为重定位条件，
将减少重定位应用程序实际上没有频繁使用的文件的机会。 除非最近两天时间段内
文件有持续的活动，否则此规则不会造成文件重定位。
<RELOCATE>
<FROM>
<SOURCE>
<CLASS>tier2</CLASS>
</SOURCE>
</FROM>
<TO>
<DESTINATION>
<CLASS>tier1</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IOTEMP Type="nrbytes">
<MIN Flags="gt">5</MIN>
<PERIOD>2</PERIOD>
</IOTEMP>
</WHEN>
</RELOCATE>

如果 tier2 上驻留的文件的 I/O 温度就在上述 fsppadm enforce 命令执行两天时
间内上升到 5 之上，此规则会将这些文件重新定位至 tier1 卷。 VxFS 以扫描文件
系统目录结构树时遇到文件的顺序来重定位合格的文件。 如果 tier1 卷被完全占
用，VxFS 停止计划合格文件的重定位。
VxFS 文件放置策略能控制文件在任意个放置类中的放置。 下例说明一个规则：在
tier2 卷被完全占用的情况下，将低 I/O 温度的文件从 tier1 卷重定位至 tier2
卷，然后重定位至 tier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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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CATE>
<FROM>
<SOURCE>
<CLASS>tier1</CLASS>
</SOURCE>
</FROM>
<TO>
<DESTINATION>
<CLASS>tier2</CLASS>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CLASS>tier3</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IOTEMP Type="nrbytes">
<MAX Flags="lt">4</MAX>
<PERIOD>3</PERIOD>
</IOTEMP>
</WHEN>
</RELOCATE>

此规则重定位三天内 I/O 温度低于 4 并且在 tier1 卷上驻留的文件。 如果 VxFS 计
算出已重定位的文件将完全占用 tier2 卷，VxFS 将合格文件重定位至 tier3 卷。
VxFS 扫描文件系统目录结构树时遇到合格文件时，将重定位该文件。
RELOCATE 语句中的 <FROM> 子句是可选的。如果没有此子句，VxFS 评估规则 SELECT

语句指定的文件的重定位，无论文件位于哪个卷，无论何时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 下列示例说明一个根据文件大小重定位文件的策略规则片段，不管文件驻留
在何处，无论何时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
<RELOCATE>
<TO>
<DESTINATION>
<CLASS>tier1</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SIZE Units="MB">
<MAX Flags="lt">10</MAX>
</SIZE>
</WHEN>
</RELOCATE>
<RELO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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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DESTINATION>
<CLASS>tier2</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SIZE Units="MB">
<MIN Flags="gteq">10</MIN>
<MAX Flags="lt">100</MAX>
</SIZE>
</WHEN>
</RELOCATE>
<RELOCATE>
<TO>
<DESTINATION>
<CLASS>tier3</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SIZE Units="MB">
<MIN Flags="gteq">100</MIN>
</SIZE>
</WHEN>
</RELOCATE>

此规则将小于 10 MB 的文件重定位至 tier1 卷，10 MB 和 100 MB 之间的文件重定
位至 tier2 卷，大于 100 MB 的文件重定位至 tier3 卷。 VxFS 将重定位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已经不在 DESTINATION 放置类的卷中的所有合格文件。
下例执行压缩，并同时将 tier2 中扩展名为 dbf 且被访问时间在 30 天以前的所有
文件重定位到 tier4：
<SELECT Flags="Data">
<PATTERN> *.dbf </PATTERN>
</SELECT>
<RELOCATE>
<FROM>
<SOURCE>
<CLASS> tier2 </CLASS>
</SOURCE>
</FROM>
<TO Flags="compress">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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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tier4 </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ACCAGE Units="days">
<MIN Flags="gt">30</MIN>
</ACCAGE>
</WHEN>
</RELOCATE>

下例执行解压缩，并同时将 tier3 中扩展名为 dbf 且被访问时间在 1 小时前的所有
文件重定位到 tier1：
<SELECT Flags="Data">
<PATTERN> *.dbf </PATTERN>
</SELECT>
<RELOCATE>
<FROM>
<SOURCE>
<CLASS> tier3 </CLASS>
</SOURCE>
</FROM>
<TO Flags="uncompress">
<DESTINATION>
<CLASS> tier1 </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ACCAGE Units="hours">
<MIN Flags="gt">1</MIN>
</ACCAGE>
</WHEN>
</RELOCATE>

DELETE 语句
DELETE 文件放置策略规则语句的格式和功能非常类似于 RELOCATE 语句，只不过前

者没有 <TO> 子句。基于文件放置策略的删除可能被视为重定位至固定目的地。
注意：用 DELETE 语句时应小心。
以下 XML 片段说明了 DELETE 语句的一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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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
<FROM>
<SOURCE>
<CLASS> placement_class_name </CLASS>
</SOURCE>
<SOURCE>
additional_placement_class_specifications
</SOURCE>
</FROM>
<WHEN> relocation_conditions </WHEN>
</DELETE>
DELETE 语句包含下列子句：
<FROM>

包含一组放置类的可选子句，如果文件满足 <WHEN> 子句中指定的条
件，应该从这些放置类中的卷删除指定文件。 <FROM> 子句中列出的放
置类顺序没有优先级。如果应用规则的文件位于任何指定放置类中的卷
上，则文件被删除。 如果 DELETE 语句不含 <FROM> 子句，则 VxFS 删
除合格文件，无论文件位于哪个文件系统卷。

<WHEN>

可选子句，指示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删除应用规则的文件。 DELETE 语句
中 <WHEN> 子句的形式与 RELOCATE 语句中 <WHEN> 子句的形式相同。
如果 DELETE 语句不含 <WHEN> 子句，则无条件删除规则 SELECT 语句
和 <FROM> 子句（如果有）中指定的文件。

DELETE 语句示例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使用 DELETE 语句：
<DELETE>
<FROM>
<SOURCE>
<CLASS>tier3</CLASS>
</SOURCE>
</FROM>
</DELETE>
<DELETE>
<FROM>
<SOURCE>
<CLASS>tier2</CLASS>
</SOURCE>
</FROM>
<WHEN>
<ACCAGE Units="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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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Flags="gt">120</MIN>
</ACCAGE>
</WHEN>
</DELETE>

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第一个 DELETE 语句无条件删除规则 SELECT 语句
指定的、 tier3 卷上驻留的文件。 DELETE 语句中没有 <WHEN> 子句表示无条件删除
指定的文件。
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如果文件在 120 天内未被访问，第二个 DELETE 语
句删除应用规则的、tier2 卷上驻留的文件。

COMPRESS 语句
文件放置策略规则中的 COMPRESS 语句用于指定在多卷或单卷文件系统上进行的就
地文件压缩。放置策略将分配给选定的文件，从 <FROM> 子句的 <SOURCE> 元素中指
定的同一层中分配压缩后的扩展区。即使文件跨多个层，SmartTier 也会对整个文
件进行就地压缩。
注意：SmartTier 并不安排压缩活动。如果您未将您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与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 进行集成，则您必须使用一些方法（例
如通过 cron 作业进行安排）来自动完成压缩活动。
以下 XML 片段说明了 COMPRESS 语句的一般形式：
<COMPRESS>
<FROM>
<SOURCE>
<CLASS> placement_class_name </CLASS>
</SOURCE>
<SOURCE> additional_placement_class_specifications
</SOURCE>
</FROM>
<WHEN> compression_conditions </WHEN>
</COMPRESS>
COMPRESS 语句包含下列子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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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包含一组放置类的可选子句，如果文件满足 <WHEN> 子句中指定的条
件，应该从这些放置类的卷中压缩指定的文件。<FROM> 子句中列出的
放置类顺序没有优先级。如果该规则适用的文件位于任何指定放置类中
的卷上，则会考虑对该文件进行压缩。
如果 COMPRESS 语句包含 <FROM> 子句，VxFS 仅考虑压缩此子句中所
指定放置类中的卷上驻留的文件。如果不存在 <FROM> 子句，则会对符
合条件的文件进行压缩，而不管这些文件位于何处。

<WHEN>

可选子句，指示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压缩该规则适用的文件。可能会压缩
在指定时段内未被访问或修改过、达到特定大小或者达到特定 I/O 温度
或访问温度水平的文件。如果 COMPRESS 语句不包含 <WHEN> 子句，
则会无条件地压缩该规则适用的文件。
COMPRESS 语句中可能包括 <WHEN> 子句，用以指定仅当满足任一或所
有四类条件时，才应该压缩文件。如果文件满足一项或多项条件，则可
以指定对该文件进行压缩。

下面是可以为 <WHEN> 子句指定的条件：
<ACCAGE>

如果文件在指定期间或非相对于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的
指定期间处于非活动状态，则符合此条件。

<MODAGE>

如果文件在指定期间或非相对于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的
指定期间未修改，则符合此条件。

<SIZE>

如果文件超出或低于指定大小，或位于指定大小范围内，则符合此
条件。

<IOTEMP>

如果文件超出或低于指定 I/O 温度，或位于指定 I/O 温度范围内，
则符合此条件。 文件的 I/O 温度是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之
前、在 <PERIOD> 元素指定的期间，文件 I/O 活动的计量尺度。
请参见第 481 页的“计算 I/O 温度和访问温度”。

<ACCESSTEMP>

如果文件超出或低于指定平均访问温度，或位于指定访问温度范围
内，则符合此条件。 文件的访问温度类似于其 I/O 温度，使用对文
件的 I/O 请求数量计算访问温度（而不是传输的字节数）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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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由于 NFS 高速缓存，使用 <IOTEMP> 和 <ACCESSTEMP> 在用作 NFS 服务器的
VxFS 服务器上放置数据不会非常有效。 NFS 客户端缓存以及 NFS 的工作方式会导
致 I/O 从 NFS 客户端启动，而不会产生 NFS 服务器端 I/O。因此，在服务器端进行
的任何温度测量都不会正确反映放置策略指定的 I/O 行为。
如果将该服务器单独用作 NFS 服务器，则或许可以通过适当地调整或降低温度阈值
来缓解此问题。 但是，调整阈值并非总是能够达到所需的效果。 此外，如果将同一
装入点同时用于 NFS 导出以及本地装入，则由于 NFS 缓存偏差，基于温度的放置
决策不会非常有效。
以下 XML 片段说明了 COMPRESS 语句中的 <WHEN> 子句的一般形式：
<WHEN>
<ACCAGE Units="units_valu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access_ag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access_age</MAX>
</ACCAGE>
<MODAGE Units="units_valu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modification_ag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modification_age</MAX>
</MODAGE>
<SIZE " Units="units_valu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siz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size</MAX>
</SIZE>
<IOTEMP Type="read_write_preference" Prefer="temperature_preferenc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I/O_temperatur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I/O_temperature</MAX>
<PERIOD Units="days_or_hours"> days_or_hours_of_interest </PERIOD>
</IOTEMP>
<ACCESSTEMP Type="read_write_preference"
Prefer="temperature_preferenc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access_temperatur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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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_access_temperature</MAX>
<PERIOD Units="days_or_hours"> days_or_hours_of_interest </PERIOD>
</ACCESSTEMP>
</WHEN>

访问时间 (<ACCAGE>) 元素参考自上次访问文件以来的时间量。 VxFS 将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的时间减去上次访问文件的时间 atime，得出访问时间。 <ACCAGE>
子句中的 <MIN> 和 <MAX> XML 元素，分别表示决定是否进行压缩的最小和最大访
问时间阈值。这些元素是可选的，但是必须包括至少一个元素。 使用 Units XML
属性，可以通过以下单位指定 <MIN> 和 <MAX> 元素：
hours

小时

days

天。 一天被视为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之前 24 小时。

<MIN> 和 <MAX> 元素都需要 Flags 属性来指示其操作。

对于 <MIN>，可以指定下列 Flags 属性值：
gt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大于指定时间间隔。

eq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等于指定时间间隔。

gteq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大于或等于指定时间间隔。

对于 <MAX>，可以指定下列 Flags 属性值：
lt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小于指定时间间隔。

lteq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小于或等于指定时间间隔。

如果在 <WHEN> 子句中包括 <MIN> 元素，将使得 VxFS 压缩该规则适用且持续非活
动时间长于指定时间间隔的文件。此类规则通常用于将非活动文件压缩到成本较低
的存储层。相反，包括 <MAX> 将导致压缩在指定时间间隔内访问过的文件。它通常
用于将已重新开始活动的非活动文件移动到更高性能或更加可靠的存储。同时包括
<MIN> 和 <MAX> 将使得 VxFS 压缩访问时间位于这两个值之间的文件。
修改时间压缩条件 <MODAGE> 与访问时间类似，只不过在计算时使用的是文件的
POSIX mtime 值。如果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经常访问最近修改过的文件，那么通常
可以指定 <MODAGE> 条件以使得这些文件压缩至性能更高或更加可靠的存储层。
如果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文件大小分别大于或小于在 <MIN> 和 <MAX>
压缩条件中指定的值，则文件大小压缩条件 <SIZE> 将导致这些文件被压缩。同时
指定这两个条件将使得 VxFS 安排对大小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文件进行压缩。使用
Units 属性，可以按以下单位指定阈值文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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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tes

字节

KB

千字节

MB

兆字节

GB

吉字节

指定 I/O 温度压缩条件
如果就在发出 fsppadm enforce 命令前，文件的 I/O 温度高于或低于指定值的持续
时间达到了指定的期限，I/O 温度压缩条件 <IOTEMP> 将导致这些文件被压缩。文件
的 I/O 温度是针对文件的读、写或者全部 I/O 活动的度量方法，并按照文件的大小
进行了规格化处理。 I/O 温度越高，表示应用程序活动级别越高；I/O 温度越低，
表示应用程序活动级别越低。 VxFS 计算文件 I/O 温度的方法是：将指定期间的文
件传输（读、写或者读写之和）字节数除以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的文件大
小。
请参见第 481 页的“计算 I/O 温度和访问温度”。
与其他文件压缩条件一样，可以使用 <MIN> 元素为 <IOTEMP> 指定一个下限阈值，
使用 <MAX> 元素为其指定一个上限阈值，或者同时使用这两个元素将其指定为一个
范围。然而，I/O 温度是无量纲的，因此不指定单位。
VxFS 计算文件 I/O 温度的时间段为：从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到 <PERIOD>
元素中指定的过去天数或小时数，其中一天为 24 小时。 默认时间单位为天数。 通
过将 <PERIOD> 元素的 Units 属性设置为 hours，可以将小时数指定为时间单位。
Symantec 建议您仅在使用固态磁盘 (SSD) 时指定小时数。
请参见第 491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 SmartTier 频繁扫描”。
例如，如果星期三下午两点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并且您希望 VxFS 查看星
期一下午两点到星期三下午两点这一期间（为期 2 天）的文件 I/O 活动，则应指定
以下 <PERIOD> 元素：
<PERIOD> 2 </PERIOD>

如果您希望 VxFS 查看从运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前 3 个小时到运行该命令这一
期间的文件 I/O 活动，则应指定以下 <PERIOD> 元素：
<PERIOD Units="hours"> 3 </PERIOD>

由于磁盘空间由文件更改日志 (FCL) 使用，因此 <PERIOD> 元素中指定的时间不应
该超出一到两周。
请参见第 628 页的“关于文件更改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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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访问时间，I/O 温度是更软性的 I/O 活动度量方法。 使用访问时间，对文件
的一次访问将文件 atime 值重置为当前时间。 相反，随着文件未被访问的时间增
多，文件的 I/O 温度也逐渐降低，如果文件被定期访问，文件的 I/O 温度也逐渐升
高。 例如，如果 10 MB 的新文件在星期一被完全读取 5 次，并且 fsppadm enforce
在午夜运行，此文件两天的 I/O 温度将是 5，并且它的访问时间（以天为单位）将
是 0。 如果此文件在星期二被读取一次，则午夜时间文件的访问时间（以天为单
位）为 0，它两天的 I/O 温度将下降为 3。 如果此文件在星期三被读取一次，午夜
时间文件的访问时间为 0，但是它两天的 I/O 温度将下降为 1，因为星期一的 I/O 影
响将消失。
如果文件放置策略的目的是将文件放入正确位置，例如放入顶层存储设备，那么只
要文件在被访问，访问时间就更适合作为压缩条件。不过，如果因为文件上的 I/O
负载降低而希望压缩文件，则 I/O 温度更适合。
向上压缩的情况与此类似。如果由于不经常被访问而被压缩至更低层存储设备的文
件恢复了应用程序活动，则将这些文件压缩至顶层设备可能是合适的。如果策略规
则使用 <MAX> 值较低的访问时间（即 fsppadm enforce 的运行间隔）作为压缩条
件，将使得在此时间间隔内哪怕仅被访问一次的文件也会被压缩。相反，如果策略
使用带 <MIN> 值的 I/O 温度，则仅压缩在相关期限内一直有持续活动量的文件。

Prefer 属性
可以为 <IOTEMP> 和 <ACCESSTEMP> 条件的 Prefer 属性指定一个值，这将为文件的
压缩操作指定优先顺序。Prefer 属性可以使用两个值：low 或 high。如果您指定
low，则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将先压缩 I/O 温度较低的文件，再压缩 I/O 温
度较高的文件。如果您指定 high，则 VxFS 将先压缩 I/O 温度较高的文件，再压缩
I/O 温度较低的文件。Symantec 建议您仅在使用固态磁盘 (SSD) 时指定 Prefer 属
性值。
请参见第 490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优先机制”。
可以在同一个策略内不同的 COMPRESS 语句的 <IOTEMP> 和 <ACCESSTEMP> 条件中使
用不同的 <PERIOD> 元素。
下列放置策略片段提供了 Prefer 条件的示例：
<COMPRESS>
...
<WHEN>
<IOTEMP Type="nrbytes" Prefer="high">
<MIN Flags="gteq"> 3.4 </MIN>
<PERIOD Units="hours"> 6 </PERIOD>
</IOTEMP>
</WHEN>
</COM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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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多个文件的 I/O 温度都超过了给定的最小值，则会先对温度较高的文件进行
COMPRESS 操作，然后再对温度较低的文件执行该操作。

平均 I/O 活动条件
Average 条件用于指定 I/O 温度的值，即由 <PERIOD> 元素指定的时间内发生的每

文件活动与较长时段内发生的整体文件系统活动相比的比率。COMPRESS 条件中的
<PERIOD> 元素指定扫描时间之前的小时数或天数。在该时间内，收集的 I/O 统计数
据用于处理要扫描的文件。 因为 I/O 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变化，所以应在长度
大于 <PERIOD> 值本身（默认情况下为 24 小时）的持续时间内收集平均 I/O 活动。
这样做可以计算整个文件系统的平均温度。 Symantec 建议您仅在使用固态磁盘
(SSD) 时指定 Average 属性值。
请参见第 490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平均 I/O 活动”。
下列放置策略片段提供了 Average 条件的示例：
<COMPRESS>
...
<WHEN>
<IOTEMP Type="nrbytes" Prefer="high" Average="*">
<MIN Flags="gteq"> 1.5 </MIN>
<PERIOD Units="hours"> 6 </PERIOD>
</IOTEMP>
</WHEN>
</COMPRESS>

在该片段中，VxFS 将压缩过去 6 小时内读取 IOTEMP 为过去 24 小时内整个文件系
统中所有活动文件的读取 IOTEMP 的 1.5 倍的任何文件。与绝对值相比，此 Average
条件更直观且更易于指定。
使用以下公式可计算给定文件的读取 IOTEMP：
IOTEMP = (bytes of the file that are read in the PERIOD) /
(PERIOD in hours * size of the file in bytes)

也会相应地计算写入和读取/写入 IOTEMP。
使用以下公式可计算平均读取 IOTEMP：
Average IOTEMP = (bytes read of all active files in the last h hours) /
(h * size of all the active files in bytes)

h 默认情况下为 24 小时。也会相应地计算平均写入和读取/写入 IOTEMP。
在示例片段中，值 1.5 是过去 24 小时内整个文件系统上（更确切地说，是扫描时其
活动在文件更改日志 (FCL) 文件中仍然可用的所有活动 inode 上）的平均读取
IOTEMP 的倍数。 因此，会通过将文件在过去 6 小时内的读取 IOTEMP 活动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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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24 小时内平均活动的 1.5 倍进行比较，来作出压缩决定。使用此方法，您将无需
为 <IOTEMP> 或 <ACCESSTEMP> 条件提供特定数字，而只需指定 Average 温度的倍
数。 保持此平均时段的长度大于指定的 <PERIOD> 值可使文件活动中任何高峰期和
低峰期的影响规范化。
也可以将 Average 条件与 <ACCESSTEMP> 条件一起使用。 用途和用法均相同。
您可以决定平均值的类型，具体取决于您是使用 <IOTEMP> 还是使用 <ACCESSTEMP>
条件来指定 Average 条件。 Average 条件可以是以下任何类型，具体取决于使用的
条件：
■

读取 Average IOTEMP

■

写入 Average IOTEMP

■

读写 Average IOTEMP

■

读取 Average ACCESSTEMP

■

写入 Average ACCESSTEMP

■

读写 Average ACCESSTEMP

默认的 Average 是 24 小时的平均温度，这是通过将 FCL 文件中过去 24 小时内提
供的所有温度的总和除以 FCL 文件中仍存在其此类 I/O 统计数据的文件的个数得出
的。 可以通过指定 <PLACEMENT_POLICY> 元素中的 AveragePeriod 属性来覆盖该
小时数。 Symantec 建议您仅在使用固态磁盘 (SSD) 时指定 AveragePeriod 属性
值。
使用以下示例语句将导致收集并计算 30 小时（而不是默认的 24 小时）内的平均文
件系统活动：
<PLACEMENT_POLICY Name="Policy1" Version="5.1" AveragePeriod="30">

COMPRESS 语句示例
下面的示例压缩多卷文件系统 tier2 上所有带 dbf 扩展名且在过去 30 天内未被访
问过的文件：
<SELECT Flags="Data">
<PATTERN> *.dbf </PATTERN>
</SELECT>
<COMPRESS>
<FROM>
<SOURCE>
<CLASS> tier2 </CLASS>
</SOURC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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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CCAGE Units="days">
<MIN Flags="gt">30</MIN>
</ACCAGE>
</WHEN>
</COMPRESS>

由规则的 SELECT 语句指定且在 fsppadm enforce 命令执行时位于放置类 tier2 中
的卷上的文件将就地压缩。每次实例化 fsppadm enforce 时都将压缩自上次在
tier2 卷上运行以来创建的文件。
下面的示例压缩单个卷上所有带 dbf 扩展名且已有一分钟时间未被访问过的文件。
<SELECT Flags="Data">
<PATTERN> *.dbf </PATTERN>
</SELECT>
<COMPRESS>
<WHEN>
<ACCAGE Units="minutes">
<MIN Flags="gt">1</MIN>
</ACCAGE>
</WHEN>
</COMPRESS>

对于单个卷，不需要使用任何 <FROM> 子句。在 fsppadm enforce 命令执行时由规
则的 SELECT 语句指定的文件将就地压缩。每次实例化 fsppadm enforce 时都将压
缩自上次在该卷上运行以来创建的文件。
下面的示例压缩 tier3 上的所有文件：
<SELECT Flags="Data">
<PATTERN> * </PATTERN>
</SELECT>
<COMPRESS>
<FROM>
<SOURCE>
<CLASS> tier3 </CLASS>
</SOURCE>
</FROM>
</COMPRESS>

此规则就地压缩 fsppadm enforce 命令执行时位于 tier3 上的所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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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MPRESS 语句
文件放置策略规则中的 UNCOMPRESS 语句用于指定在多卷和单卷文件系统上进行的
就地文件解压缩。放置策略将分配给选定的文件，从 <FROM> 子句的 <SOURCE> 元素
中指定的层中分配解压缩后的扩展区。
如果某一文件只是部分地压缩，那么只能选择对该文件进行就地压缩，之后在下次
强制执行期间将对该文件进行解压缩，然后再对它进行重定位。
注意：SmartTier 并不安排解压缩活动。如果您未将您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与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 进行集成，则您必须使用一些方法（例
如通过 cron 作业进行安排）来自动完成解压缩活动。
以下 XML 片段说明了 UNCOMPRESS 语句的一般形式：
<UNCOMPRESS>
<FROM>
<SOURCE>
<CLASS> placement_class_name </CLASS>
</SOURCE>
<SOURCE> additional_placement_class_specifications
</SOURCE>
</FROM>
<WHEN> uncompression_conditions </WHEN>
</UNCOMPRESS>
UNCOMPRESS 语句包含下列子句：
<FROM>

包含一组放置类的可选子句，如果文件满足 <WHEN> 子句中指定的条
件，应该从这些放置类的卷中解压缩指定的文件。<FROM> 子句中列出
的放置类顺序没有优先级。如果该规则适用的文件位于任何指定放置类
中的卷上，则会考虑对该文件进行解压缩。
如果 UNCOMPRESS 语句包含 <FROM> 子句，VxFS 仅考虑解压缩此子句
中所指定放置类中的卷上驻留的文件。如果不存在 <FROM> 子句，则会
对符合条件的文件进行解压缩，而不管这些文件位于何处。

<WHEN>

可选子句，指示应该在什么条件下解压缩该规则适用的文件。可能会解
压缩在指定时段内未被访问或修改过、达到特定大小或者达到特定 I/O
温度或访问温度水平的文件。如果 UNCOMPRESS 语句不包含 <WHEN>
子句，则会无条件地解压缩该规则适用的文件。
UNCOMPRESS 语句中可能包括 <WHEN> 子句，用以指定仅当满足任一
或所有四类条件时，才应该解压缩文件。如果文件满足一项或多项条
件，则可以指定对该文件进行解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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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可以为 <WHEN> 子句指定的条件：
<ACCAGE>

如果文件在指定期间或非相对于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的
指定期间处于非活动状态，则符合此条件。

<MODAGE>

如果文件在指定期间或非相对于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的
指定期间未修改，则符合此条件。

<SIZE>

如果文件超出或低于指定大小，或位于指定大小范围内，则符合此
条件。

<IOTEMP>

如果文件超出或低于指定 I/O 温度，或位于指定 I/O 温度范围内，
则符合此条件。 文件的 I/O 温度是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之
前、在 <PERIOD> 元素指定的期间，文件 I/O 活动的计量尺度。
请参见第 481 页的“计算 I/O 温度和访问温度”。

<ACCESSTEMP>

如果文件超出或低于指定平均访问温度，或位于指定访问温度范围
内，则符合此条件。 文件的访问温度类似于其 I/O 温度，使用对文
件的 I/O 请求数量计算访问温度（而不是传输的字节数）除外。

注意：由于 NFS 高速缓存，使用 <IOTEMP> 和 <ACCESSTEMP> 在用作 NFS 服务器的
VxFS 服务器上放置数据不会非常有效。 NFS 客户端缓存以及 NFS 的工作方式会导
致 I/O 从 NFS 客户端启动，而不会产生 NFS 服务器端 I/O。因此，在服务器端进行
的任何温度测量都不会正确反映放置策略指定的 I/O 行为。
如果将该服务器单独用作 NFS 服务器，则或许可以通过适当地调整或降低温度阈值
来缓解此问题。 但是，调整阈值并非总是能够达到所需的效果。 此外，如果将同一
装入点同时用于 NFS 导出以及本地装入，则由于 NFS 缓存偏差，基于温度的放置
决策不会非常有效。
以下 XML 片段说明了 UNCOMPRESS 语句中的 <WHEN> 子句的一般形式：
<WHEN>
<ACCAGE Units="units_valu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access_ag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access_age</MAX>
</ACCAGE>
<MODAGE Units="units_valu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modification_ag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modification_age</MAX>
</MOD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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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 " Units="units_valu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siz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size</MAX>
</SIZE>
<IOTEMP Type="read_write_preference" Prefer="temperature_preferenc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I/O_temperatur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I/O_temperature</MAX>
<PERIOD Units="days_or_hours"> days_or_hours_of_interest </PERIOD>
</IOTEMP>
<ACCESSTEMP Type="read_write_preference"
Prefer="temperature_preference">
<MIN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in_access_temperature</MIN>
<MAX Flags="comparison_operator">
max_access_temperature</MAX>
<PERIOD Units="days_or_hours"> days_or_hours_of_interest </PERIOD>
</ACCESSTEMP>
</WHEN>

访问时间 (<ACCAGE>) 元素参考自上次访问文件以来的时间量。 VxFS 将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的时间减去上次访问文件的时间 atime，得出访问时间。 <ACCAGE>
子句中的 <MIN> 和 <MAX> XML 元素，分别表示决定是否进行解压缩的最小和最大
访问时间阈值。这些元素是可选的，但是必须包括至少一个元素。 使用 Units XML
属性，可以通过以下单位指定 <MIN> 和 <MAX> 元素：
hours

小时

days

天。 一天被视为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之前 24 小时。

<MIN> 和 <MAX> 元素都需要 Flags 属性来指示其操作。

对于 <MIN>，可以指定下列 Flags 属性值：
gt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大于指定时间间隔。

eq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等于指定时间间隔。

gteq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大于或等于指定时间间隔。

对于 <MAX>，可以指定下列 Flags 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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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小于指定时间间隔。

lteq

上次访问时间必须小于或等于指定时间间隔。

如果在 <WHEN> 子句中包括 <MIN> 元素，将使得 VxFS 解压缩该规则适用且持续非
活动时间长于指定时间间隔的文件。此类规则通常用于将非活动文件解压缩到成本
较低的存储层。相反，包括 <MAX> 将导致解压缩在指定时间间隔内访问过的文件。
它通常用于将已重新开始活动的非活动文件移动到更高性能或更加可靠的存储。同
时包括 <MIN> 和 <MAX> 将使得 VxFS 解压缩访问时间位于这两个值之间的文件。
修改时间解压缩条件 <MODAGE> 与访问时间类似，只不过在计算时使用的是文件的
POSIX mtime 值。如果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经常访问最近修改过的文件，那么通常
可以指定 <MODAGE> 条件以使得这些文件解压缩至性能更高或更加可靠的存储层。
如果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文件大小分别大于或小于在 <MIN> 和 <MAX>
解压缩条件中指定的值，则文件大小解压缩条件 <SIZE> 将导致这些文件被解压缩。
同时指定这两个条件将使得 VxFS 安排对大小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文件进行解压缩。
使用 Units 属性，可以按以下单位指定阈值文件大小：
bytes

字节

KB

千字节

MB

兆字节

GB

吉字节

指定 I/O 温度解压缩条件
如果就在发出 fsppadm enforce 命令前，文件的 I/O 温度高于或低于指定值的持续
时间达到了指定的期限，I/O 温度解压缩条件 <IOTEMP> 将导致这些文件被解压缩。
文件的 I/O 温度是针对文件的读、写或者全部 I/O 活动的度量方法，并按照文件的
大小进行了规格化处理。 I/O 温度越高，表示应用程序活动级别越高；I/O 温度越
低，表示应用程序活动级别越低。 VxFS 计算文件 I/O 温度的方法是：将指定期间
的文件传输（读、写或者读写之和）字节数除以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的文
件大小。
请参见第 481 页的“计算 I/O 温度和访问温度”。
与其他文件解压缩条件一样，可以使用 <MIN> 元素为 <IOTEMP> 指定一个下限阈值，
使用 <MAX> 元素为其指定一个上限阈值，或者同时使用这两个元素将其指定为一个
范围。然而，I/O 温度是无量纲的，因此不指定单位。
VxFS 计算文件 I/O 温度的时间段为：从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到 <PERIOD>
元素中指定的过去天数或小时数，其中一天为 24 小时。 默认时间单位为天数。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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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将 <PERIOD> 元素的 Units 属性设置为 hours，可以将小时数指定为时间单位。
Symantec 建议您仅在使用固态磁盘 (SSD) 时指定小时数。
请参见第 491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 SmartTier 频繁扫描”。
例如，如果星期三下午两点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并且您希望 VxFS 查看星
期一下午两点到星期三下午两点这一期间（为期 2 天）的文件 I/O 活动，则应指定
以下 <PERIOD> 元素：
<PERIOD> 2 </PERIOD>

如果您希望 VxFS 查看从运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前 3 个小时到运行该命令这一
期间的文件 I/O 活动，则应指定以下 <PERIOD> 元素：
<PERIOD Units="hours"> 3 </PERIOD>

由于磁盘空间由文件更改日志 (FCL) 使用，因此 <PERIOD> 元素中指定的时间不应
该超出一到两周。
请参见第 628 页的“关于文件更改日志文件”。
相对于访问时间，I/O 温度是更软性的 I/O 活动度量方法。 使用访问时间，对文件
的一次访问将文件 atime 值重置为当前时间。 相反，随着文件未被访问的时间增
多，文件的 I/O 温度也逐渐降低，如果文件被定期访问，文件的 I/O 温度也逐渐升
高。 例如，如果 10 MB 的新文件在星期一被完全读取 5 次，并且 fsppadm enforce
在午夜运行，此文件两天的 I/O 温度将是 5，并且它的访问时间（以天为单位）将
是 0。 如果此文件在星期二被读取一次，则午夜时间文件的访问时间（以天为单
位）为 0，它两天的 I/O 温度将下降为 3。 如果此文件在星期三被读取一次，午夜
时间文件的访问时间为 0，但是它两天的 I/O 温度将下降为 1，因为星期一的 I/O 影
响将消失。
如果文件放置策略的目的是将文件放入正确位置，例如放入顶层存储设备，那么只
要文件在被访问，访问时间就更适合作为解压缩条件。不过，如果因为文件上的 I/O
负载降低而希望解压缩文件，则 I/O 温度更适合。
向上解压缩的情况与此类似。如果由于不经常被访问而被解压缩至更低层存储设备
的文件恢复了应用程序活动，则将这些文件解压缩至顶层设备可能是合适的。如果
策略规则使用 <MAX> 值较低的访问时间（即 fsppadm enforce 的运行间隔）作为
解压缩条件，将使得在此时间间隔内哪怕仅被访问一次的文件也会被解压缩。相
反，如果策略使用带 <MIN> 值的 I/O 温度，则仅解压缩在相关期限内一直有持续活
动量的文件。

Prefer 属性
可以为 <IOTEMP> 和 <ACCESSTEMP> 条件的 Prefer 属性指定一个值，这将为文件的
解压缩操作指定优先顺序。Prefer 属性可以使用两个值：low 或 high。如果您指
定 low，则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将先解压缩 I/O 温度较低的文件，再解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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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温度较高的文件。如果您指定 high，则 VxFS 将先解压缩 I/O 温度较高的文件，
再解压缩 I/O 温度较低的文件。Symantec 建议您仅在使用固态磁盘 (SSD) 时指定
Prefer 属性值。
请参见第 490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优先机制”。
可以在同一个策略内不同的 UNCOMPRESS 语句的 <IOTEMP> 和 <ACCESSTEMP> 条件中
使用不同的 <PERIOD> 元素。
下列放置策略片段提供了 Prefer 条件的示例：
<UNCOMPRESS>
...
<WHEN>
<IOTEMP Type="nrbytes" Prefer="high">
<MIN Flags="gteq"> 3.4 </MIN>
<PERIOD Units="hours"> 6 </PERIOD>
</IOTEMP>
</WHEN>
</UNCOMPRESS>

如果有多个文件的 I/O 温度都超过了给定的最小值，则会先对温度较高的文件进行
UNCOMPRESS 操作，然后再对温度较低的文件执行该操作。

平均 I/O 活动条件
Average 条件用于指定 I/O 温度的值，即由 <PERIOD> 元素指定的时间内发生的每

文件活动与较长时段内发生的整体文件系统活动相比的比率。UNCOMPRESS 条件中
的 <PERIOD> 元素指定扫描时间之前的小时数或天数。在该时间内，收集的 I/O 统
计数据用于处理要扫描的文件。 因为 I/O 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变化，所以应在
长度大于 <PERIOD> 值本身（默认情况下为 24 小时）的持续时间内收集平均 I/O 活
动。 这样做可以计算整个文件系统的平均温度。 Symantec 建议您仅在使用固态磁
盘 (SSD) 时指定 Average 属性值。
请参见第 490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平均 I/O 活动”。
下列放置策略片段提供了 Average 条件的示例：
<UNCOMPRESS>
...
<WHEN>
<IOTEMP Type="nrbytes" Prefer="high" Average="*">
<MIN Flags="gteq"> 1.5 </MIN>
<PERIOD Units="hours"> 6 </PERIOD>
</IO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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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UNCOMPRESS>

在该片段中，VxFS 将解压缩过去 6 小时内读取 IOTEMP 为过去 24 小时内整个文件
系统中所有活动文件的读取 IOTEMP 的 1.5 倍的任何文件。与绝对值相比，此
Average 条件更直观且更易于指定。
使用以下公式可计算给定文件的读取 IOTEMP：
IOTEMP = (bytes of the file that are read in the PERIOD) /
(PERIOD in hours * size of the file in bytes)

也会相应地计算写入和读取/写入 IOTEMP。
使用以下公式可计算平均读取 IOTEMP：
Average IOTEMP = (bytes read of all active files in the last h hours) /
(h * size of all the active files in bytes)

h 默认情况下为 24 小时。也会相应地计算平均写入和读取/写入 IOTEMP。
在示例片段中，值 1.5 是过去 24 小时内整个文件系统上（更确切地说，是扫描时其
活动在文件更改日志 (FCL) 文件中仍然可用的所有活动 inode 上）的平均读取
IOTEMP 的倍数。 因此，会通过将文件在过去 6 小时内的读取 IOTEMP 活动与过
去 24 小时内平均活动的 1.5 倍进行比较，来作出解压缩决定。使用此方法，您将无
需为 <IOTEMP> 或 <ACCESSTEMP> 条件提供特定数字，而只需指定 Average 温度的
倍数。 保持此平均时段的长度大于指定的 <PERIOD> 值可使文件活动中任何高峰期
和低峰期的影响规范化。
也可以将 Average 条件与 <ACCESSTEMP> 条件一起使用。 用途和用法均相同。
您可以决定平均值的类型，具体取决于您是使用 <IOTEMP> 还是使用 <ACCESSTEMP>
条件来指定 Average 条件。 Average 条件可以是以下任何类型，具体取决于使用的
条件：
■

读取 Average IOTEMP

■

写入 Average IOTEMP

■

读写 Average IOTEMP

■

读取 Average ACCESSTEMP

■

写入 Average ACCESSTEMP

■

读写 Average ACCESSTEMP

默认的 Average 是 24 小时的平均温度，这是通过将 FCL 文件中过去 24 小时内提
供的所有温度的总和除以 FCL 文件中仍存在其此类 I/O 统计数据的文件的个数得出
的。 可以通过指定 <PLACEMENT_POLICY> 元素中的 AveragePeriod 属性来覆盖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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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数。 Symantec 建议您仅在使用固态磁盘 (SSD) 时指定 AveragePeriod 属性
值。
使用以下示例语句将导致收集并计算 30 小时（而不是默认的 24 小时）内的平均文
件系统活动：
<PLACEMENT_POLICY Name="Policy1" Version="5.1" AveragePeriod="30">

UNCOMPRESS 语句示例
下面的示例就地解压缩多卷文件系统 tier3 上所有带 dbf 扩展名且在过去 60 分钟
内被访问过的文件：
<SELECT Flags="Data">
<PATTERN> *.dbf </PATTERN>
</SELECT>
<UNCOMPRESS>
<FROM>
<SOURCE>
<CLASS> tier3 </CLASS>
</SOURCE>
</FROM>
<WHEN>
<ACCAGE Units="minutes">
<MIN Flags="gt">60</MIN>
</ACCAGE>
</WHEN>
</UNCOMPRESS>

下面的示例就地解压缩单个卷上所有带 dbf 扩展名且在过去 1 分钟内被访问过的文
件：
<SELECT Flags="Data">
<PATTERN> *.dbf </PATTERN>
</SELECT>
<UNCOMPRESS>
<WHEN>
<ACCAGE Units="minutes">
<MIN Flags="gt">1</MIN>
</ACCAGE>
</WHEN>
</UNCOM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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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I/O 温度和访问温度
VxFS SmartTier 的一项重要应用是：自动实现非活动文件到成本更低的存储的重
定位过程。 如果文件没有在 <ACCAGE> 元素中指定的时间段被访问，则文件系统的
扫描应该将文件安排为重定位至更低层的存储。 但是，自上次访问以来的时间不足
以作为基于活动的重定位过程的唯一条件。
自上次访问以来的时间不足以作为基于活动的重定位过程的唯一条件的原因是：
■

访问时间是二进制格式的计量结果。 计算自上次访问文件以来的时间的方法是：
从文件的元数据中的 POSIX atime 减去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的时间。 如
果文件在 fsppadm enforce 命令之前打开，自上次访问以来的时间是一天，即
使它可能前一个月处于非活动状态也是如此。 如果策略规则的目的是将非活动
文件重定位到更低层的卷，它将对碰巧是在 <ACCAGE> 参数值定义的时间间隔内
要访问的文件执行错误操作。

■

对于重要活动的恢复，访问时间并非一个好的指示器。 将 ACCAGE（自上次访问
以来的时间）用作将非活动文件重定位至更低层卷的条件，可能无法调度某些
应该执行的重定位操作，但是至少此方法会减少必要的重定位操作。将 ACCAGE
用作重定位已活动的但先前非活动文件的条件，效果会更差，因为此方法很可
能安排没有保证的重定位活动。 如果策略规则的目的是使得最近发生了 I/O 活
动的文件被重定位至更高执行级别、或许更大故障容差的存储，ACCAGE 是过于
粗略的过滤器。 例如，在指定 tier2 卷中最近三天已被访问的文件应该重定位
至 tier1 卷的规则中，没有对单个用户浏览的文件和应用程序实际频繁使用的
文件加以区分。

SmartTier 通过实施 I/O 温度概念和访问温度概念来克服这些缺陷。 文件的 I/O 温
度等于指定时间段内文件传入或传出的字节数除以文件大小。例如，如果文件在
fsppadm enforce 操作时占用 1 MB 存储，并且文件中数据在最后三天被完全读取
或写入 15 次，则 VxFS 计算其三天的平均 I/O 温度等于 5（15 MB I/O ÷ 1 MB 文件
大小 ÷ 3 天）。
同样，文件的平均访问温度是：指定期间（以 24 小时为单位）内对文件所做的读
或写请求的数量除以期间数。 不同于 I/O 温度，访问温度与文件大小无关。 在 2 天
期间内有 20 个 I/O 请求的大文件的平均访问温度与 2 天期间内有 20 个 I/O 请求的
小文件的平均访问温度相同。
如果文件系统的活动放置策略包括所有 <IOTEMP> 或 <ACCESSTEMP> 子句，VxFS 开
始强制实施策略，方法是使用文件系统的 FCL 文件中的信息，计算策略中指定的最
长 <PERIOD> 期间文件系统中所有文件的平均 I/O 活动。 忽略了较短的指定期间。
VxFS 使用这些计算方法评估文件是否适合基于 I/O 温度的重定位和删除操作。
请参见第 628 页的“关于文件更改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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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 FCL 已关闭，则基于 I/O 温度的重定位将不准确。 当调用 fsppadm
enforce 命令时，如果 FCL 已关闭，此命令将显示警告。
顾名思义，文件更改日志记录关于对 VxFS 文件系统中文件所做更改的信息。 除记
录创建、删除、扩展之外，FCL 还定期逐个文件地获取 I/O 活动（读和写的字节数）
的累计数量。 每次打开或关闭文件时，都在 FCL 中记录文件的 I/O 活动，并且定期
获取关于长时间处于打开状态的文件的信息。
如果文件系统的活动文件放置策略包含 <IOTEMP> 子句，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
令将从扫描 FCL 以提取策略兴趣期间的 I/O 活动信息开始。 兴趣期间是执行 fsppadm
enforce 命令的时间间隔，此时间减去活动策略中任何 <PERIOD> 元素中指定的最
大间隔值。
对于最大间隔期间有 I/O 活动的文件，VxFS 计算读、写和总计数据传输（读写之
和）的大约数量，方法是从最新文件 FCL 记录中的 I/O 量减去最旧文件 FCL 记录中
的 I/O 量。 然后，将文件的 I/O 活动量除以 Tscan 中的文件大小，得出每个文件的
I/O 温度。 除以文件大小将隐性确定重定位较大文件比重定位较小文件消耗更多 I/O
资源。 使用此算法要求：较大文件必须有更多文件活动，以便于达到指定的 I/O 温
度，从而可以有资格使用重定位的资源成本。
由于该计算方法采用了多种方式的近似估算，因此更加易于计算，更重要的是，可
以无偏差地估计相对最近 I/O 活动量，并可以基于此活动量进行合理的重定位决策。
文件重定位和删除决策可以基于读、写或总计 I/O 活动。
以下 XML 片段说明了使用策略规则中的 IOTEMP 指定从 tier1 卷到 tier2 卷的低
活动量文件重定位：
<RELOCATE>
<FROM>
<SOURCE>
<CLASS>tier1</CLASS>
</SOURCE>
</FROM>
<TO>
<DESTINATION>
<CLASS>tier2</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IOTEMP Type="nrwbytes}">
<MAX Flags="lt">3</MAX>
<PERIOD Units="days">4</PERIOD>
</IO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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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RELOCATE>

此片段指定应用规则的文件的 I/O 温度在 4 天期间内下降至 3 以下，则应该将其从
tier1 卷重定位至 tier2 卷。 Type="nrwbytes}" XML 属性指定数据传输活动总
计，这是计算中应使用的读写字节数的总和。例如，紧接着 fsppadm enforce 扫描
之前 4 天内经过不到 150 MB 传输量的 50 MB 文件应该是重定位的备选文件。 VxFS
考虑兴趣期间没有经过任何活动、I/O 温度为零的文件。 VxFS 以扫描文件系统目
录结构树时遇到文件的顺序来重定位合格的文件。
使用 I/O 温度或访问温度而不是活动二进制表示法（例如 POSIX atime 或 mtime），
可以最小化不重定位仅兴趣期间偶尔访问的文件的可能性。 传输（传入或传出）字
节数很小的大文件 I/O 温度很低，因此是重定位至 tier2 卷的备选文件，即使传输
活动就在最近发生。
但是，将较高的 I/O 温度或访问温度用作文件重定位条件源自向上重定位：根据先
前因非活动或温度低而重定位至更低层存储层次结构的文件，检测 I/O 活动量的增
加级别，并将其重定位至更高层存储层次结构中。
以下 XML 片段说明活动级别据上述条件增加时，文件从 tier2 卷重定位至 tier1
卷。
<RELOCATE>
<FROM>
<SOURCE>
<CLASS>tier2</CLASS>
</SOURCE>
</FROM>
<TO>
<DESTINATION>
<CLASS>tier1</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IOTEMP Type="nrbytes">
<MAX Flags="gt">5</MAX>
<PERIOD Units="days">2</PERIOD>
</IOTEMP>
</WHEN>
</RELOCATE>
<RELOCATE> 语句指定：如果使用读取字节数计算出 tier2 卷上的文件 I/O 温度在

2 天内超过 5，则该文件将被重定位至 tier1 卷。在兴趣期间写入文件的字节数不
在此计算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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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O 温度而不是活动二进制标识作为文件重定位条件，使得管理员可以精细地
控制自动重定位条件，以便于根据应用程序的需要调节策略。 例如，除非文件的
I/O 活动持续进行，否则在向上重定位语句的 <PERIOD> 元素中指定较大值将阻止文
件重定位。 或者，指定较高温度值和较短期间值往往会基于文件 I/O 活动的短期强
度重定位文件。
I/O 温度和访问温度使用 sqlite3 数据库构建在 inode 上编制索引的临时表。 此临
时表用于根据 I/O 温度和访问温度过滤文件。 此临时表存储在装入点的 lost+found
目录中驻留的数据库文件 .__fsppadm_fcliotemp.db 中。

文件放置策略规则语句中的多重条件
在某些情况下，文件放置策略规则语句可能包含影响其操作行为的多个子句。 一般
来说，当规则语句包含给定类型的多个子句时，为了语句生效，必需满足所有子
句。 使用多个子句时可能要注意四种情况。

SELECT 语句子句中的多重文件选择条件
在一个 SELECT 语句中，一个类型的所有选择条件子句被视为选择列表。 文件仅需
满足要指定类型的一个条件。
在以下示例中，将选择任何 db/datafiles、db/indexes 和 db/logs 目录（都与系
统装入点相关）中的文件：
<SELECT>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db/datafiles</DIRECTORY>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db/indexes</DIRECTORY>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db/logs</DIRECTORY>
</SELECT>

此示例与不同类型的选择条件子句的处理方式正好相反。 当 SELECT 语句包括多重
文件选择条件，则文件必须满足每个类型的一个条件，以便于应用规则操作语句。
在以下示例中，要被指定为进行可能的操作，文件必须位于 db/datafiles、
db/indexes 或 db/logs 目录之一，并且被 DBA_Manager、MFG_DBA 或 HR_DBA 之
一拥有：
<SELECT>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db/datafiles</DIRECTORY>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db/indexes</DIRECTORY>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db/logs</DIRECTORY>
<USER>DBA_Manager</USER>
<USER>MFG_DBA</USER>
<USER>HR_DBA</USER>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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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规则包括多个 SELECT 语句，文件只需满足其中一个语句即可供选择进行操作。
此属性可用于指定文件选择的备用条件。
在以下示例中，要被指定为进行可能的操作，文件只需位于 db/datafiles、
db/indexes 或 db/logs 目录之一，或者被 DBA_Manager、MFG_DBA 或 HR_DBA 之
一拥有：
<SELECT>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db/datafiles</DIRECTORY>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db/indexes</DIRECTORY>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db/logs</DIRECTORY>
</SELECT>
<SELECT>
<USER>DBA_Manager</USER>
<USER>MFG_DBA</USER>
<USER>HR_DBA</USER>
</SELECT>

CREATE 语句的 <ON> 子句中多个放置类和 RELOCATE 语句的 <TO>
子句中的多个放置类
CREATE 语句的 <ON> 子句和 RELOCATE 语句的 <TO> 子句都可以使用多个
<DESTINATION> XML 元素指定以优先级排序的放置类列表。如果可能，VxFS 将列

表中第一个放置类中的卷用于指定的文件创建或重定位目的。 如果在列出的第一个
类中卷的空闲空间不足，或者如果文件系统的卷集不含该放置类的任何卷，则如果
可能，VxFS 使用列出的第二个类中的卷。 如果列出的第二个类中没有卷可用，如
果可能，使用列出的第三个类使中的卷，依此类推。
下例说明了 CREATE 语句的 <ON> 子句中指定的三个放置类：
<CREATE>
<ON>
<DESTINATION>
<CLASS>tier1</CLASS>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CLASS>tier2</CLASS>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CLASS>tier3</CLASS>
</DESTINATION>
</ON>
</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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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语句中，如果有空间可用，VxFS 将为规则 SELECT 语句指定的、tier1 卷上新
创建的文件分配空间。 如果 tier1 卷上没有足够的空闲空间，则 VxFS 尝试在 tier2
卷上分配空间。 如果 tier2 卷上没有足够的空闲空间，则 VxFS 尝试在 tier3 卷上
分配空间。 如果三个指定的放置类中任意一个的卷上都没有足够空间可分配，则分
配将失败，并显示 ENOSPC 错误，即使文件系统卷集包括的其他放置类中的卷确有
足够的空间时也如此。
RELOCATE 语句中的 <TO> 子句的行为与此相似。如果可能，VxFS 将合格文件重定

位至在第一个指定放置类中的卷上；如果不可能，则重定位至第二个指定放置类中
的卷上，依此类推。 如果无法满足任何目的地条件，例如，如果所有指定类都被完
全占用，则不对合格文件进行重定位，但是这种情况下不提示错误。

RELOCATE 和 DELETE 语句的 <FROM> 子句中多个放置类
RELOCATE 和 DELETE 语句的 <FROM> 子句可以包括多个源放置类。但是，不同于
<ON> 和 <TO> 子句，<FROM> 子句没有暗示顺序或优先级。 如果合格文件位于 <FROM>

子句中指定的任何放置类中的卷上，它被重定位或删除，无论类的 <FROM> 子句列
表中的放置类位置。

RELOCATE 和 DELETE 语句中 <WHEN> 子句中的多个条件
RELOCATE 和 DELETE 语句的 <WHEN> 子句可包括多个重定位条件。可以指定
<ACCAGE>、<MODAGE>、<SIZE> 和 <IOTEMP> 中的一个，也可以指定所有这些条件。

如果指定了多个条件，要使得选择的文件适合重定位或删除，必须满足指定的所有
条件。
在下例中，选择的文件必须都处于非活动状态，即超过 30 天没有被访问，并且都
大于 100 MB，才能符合重定位或删除条件：
<WHEN>
<ACCAGE Units="days">
<MIN Flags="gt">30</MIN>
</ACCAGE>
<SIZE Units="MB">
<MIN Flags="gt">100</MIN>
</SIZE>
</WHEN>

如果文件满足两个或多个重定位或删除条件之一，则您无法将重定位或删除的规则
写入一个指定的文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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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放置策略规则和语句顺序
可以使用 SmartTie 图形用户界面 (GUI) 创建四种文件放置策略文档中的任意一种。
或者，您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或 XML 编辑器直接创建 XML 策略文档。 GUI 以正确
顺序放置策略规则语句，以实现所需操作。 如果您使用文本编辑器，您有责任排定
策略规则和语句的顺序，以便实现所需操作。
组成放置策略的规则可能以任何顺序出现，但是在文件分配和 fsppadm enforce 重
定位扫描期间，SELECT 语句指定文件的第一个规则是评估该文件的唯一规则。 因
此，在文件放置策略文档中，旨在代替文件特殊类一般适用操作的规则的优先级应
该高于一般规则。
以下 XML 片段说明可能导致潜在意外结果的错误规则放置：
<?xml version="1.0"?>
<!DOCTYPE FILE_PLACEMENT_POLICY SYSTEM "placement.dtd">
<FILE_PLACEMENT_POLICY Version="5.0">
<RULE Name="GeneralRule">
<SELECT>
<PATTERN>*</PATTERN>
</SELECT>
<CREATE>
<ON>
<DESTINATION>
<CLASS>tier2</CLASS>
</DESTINATION>
</ON>
</CREATE>
other_statements
</RULE>
<RULE Name="DatabaseRule">
<SELECT>
<PATTERN>*.db</PATTERN>
</SELECT>
<CREATE>
<ON>
<DESTINATION>
<CLASS>tier1</CLASS>
</DESTINATION>
</ON>
</CREATE>
other_statements
</RULE>
</FILE_PLACEMENT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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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Rule 规则指定：应该在 tier2 卷上创建在文件系统上创建的、
<PATTERN>*</PATTERN> 指定的所有文件。 DatabaseRule 规则指定：名称包括 .db
扩展名的文件应该在 tier1 卷上创建。GeneralRule 规则应用于文件系统上创建的
所有文件，包括以 *.db 模式命名的文件，因此 DatabaseRule 规则不会应用于任何
文件。可以通过交换两个规则的顺序来弥补此缺陷。 如果 DatabaseRule 是策略文
档中的第一个规则，则 VxFS 在确定何处放置符合名称模式 *.db 的新文件时，首先
遇到此规则，并为这些文件在 tier1 卷上正确分配空间。 对于没有应用
DatabaseRule 规则的文件，VxFS 记下扫描此策略，并根据 GeneralRule 规则的
CREATE 语句中的规定分配空间。
放置策略规则中的语句有相同注意事项。 VxFS 按顺序处理文件，当遇到适合文件
的语句时，它代表文件停止处理。 这可能会导致意外的操作。
以下 XML 片段说明了规则中的 RELOCATE 语句和 DELETE 语句，如果文件在 30 天
内未被访问，将被重定位，如果文件在 90 天内未被访问，将被删除：
<RELOCATE>
<TO>
<DESTINATION>
<CLASS>tier2</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ACCAGE Units="days">
<MIN Flags="gt">30</MIN>
</ACCAGE>
</WHEN>
</RELOCATE>
<DELETE>
<WHEN>
<ACCAGE Units="days">
<MIN Flags="gt">90</MIN>
</ACCAGE>
</WHEN>
</DELETE>

由于 RELOCATE 语句写入位置在 DELETE 语句之前，文件永远不会被删除，这是因为
RELOCATE 语句中 <WHEN> 子句应用于至少 30 天内未被访问的所有选定文件。 这包
括那些 90 天内未被访问的文件。 如果 VxFS 识别到应用于该文件的语句，则停止
根据文件放置策略处理文件，因此 DELETE 语句从不会发生。 此例说明 RELOCATE
和 DELETE 语句的一般要点，指定在文件放置策略文档中，涵盖面较窄的条件应该
先于涵盖面更广的条件。 GUI 自动为它创建的策略设置正确的语句顺序。

管理 SmartTier
文件放置策略和扩展文件

文件放置策略和扩展文件
在使用活动文件放置策略的 VxFS 文件系统中，文件驻留卷所在的放置类是其元数
据的一部分，它在创建时挂接，并在重定位时更新。 当应用程序扩展文件时，如果
可能，VxFS 在文件占用的卷上分配增量空间。 如果不能分配，VxFS 在同一放置类
中的其他卷上分配空间。 例如，如果文件在 tier1 卷上创建，然后重定位至 tier2
卷，则重定位之前的文件扩展在 tier1 卷上分配空间，重定位之后的文件扩展在
tier2 上分配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文件重定位后，为其分配的所有空间（包括扩
展获得的空间）将重定位至 tier2 卷。

将 SmartTier 用于固态磁盘
SmartTier 放置策略通过下列功能支持基于 SSD 的层：
■

允许使用细粒度的温度，例如，允许将小时作为 <IOTEMP> 和 <ACCESSTEMP> 条
件的单位
请参见第 489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细粒度的温度”。

■

支持 <IOTEMP> 和 <ACCESSTEMP> 条件的 Prefer 属性
请参见第 490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优先机制”。

■

提供一种基于平均 I/O 活动来进行重定位的机制
请参见第 490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平均 I/O 活动”。

■

降低扫描的密度并减少其持续时间，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资源（例如内存、CPU
和 I/O 带宽）的影响
请参见第 491 页的“用于固态磁盘的 SmartTier 频繁扫描”。

■

快速标识冷文件
请参见第 491 页的“快速识别用于固态磁盘的冷文件”。

为了获得这些优势，必须根据 DTD 的最新版本修改现有的放置策略并再次分配该
策略。 不过，现有放置策略会继续像以前一样运行。 如果您不使用这些新功能，则
不需要更新放置策略。

用于固态磁盘的细粒度的温度
在增强固态磁盘 (SSD) 功能之前，SmartTier 功能以天为粒度计算温度值。“天”
粒度是至少一天的时间内每天的 I/O 活动。 因此，对于 <IOTEMP> 和 <ACCESSTEMP>
条件，<PERIOD> 元素必须以天为单位。 使用 SSD，可能需要基于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在较短的持续时间内测量的 I/O 活动，在当天做出重定位决策。 因
此，现在可以将 <IOTEMP> 和 <ACCESSTEMP> 条件的 Units 属性值指定为“小时”。
请参见第 454 页的“指定 I/O 温度重定位条件”。
下列放置策略片段提供了一个将 4 小时指定为时间段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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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CATE>
...
<WHEN>
<IOTEMP Type="nwbytes">
<MIN Flags="gteq"> 2 </MIN>
<PERIOD Units="hours"> 4 </PERIOD>
</IOTEMP>
</WHEN>
</RELOCATE>

用于固态磁盘的优先机制
现在可以为 <IOTEMP> 和 <ACCESSTEMP> 条件的 Prefer 属性指定一个值，这将为重
定位文件提供优先顺序。
请参见第 455 页的“Prefer 属性”。
对于基于固态磁盘 (SSD) 的层，您可能需要在 I/O 活动显著增长时立即将文件重定
位到 SSD。 但是，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将文件重定位到 SSD 后，只要 I/O
活动仍然比较活跃，就将文件保留在 SSD 上以避免频繁的页面换入换出现象，可能
是十分有益的。 在决定将文件移出 SSD 之前，需要监视该活动一段时间，这段时
间的长度大于您将文件重定位到 SSD 时监视该活动的时间长度。
下列放置策略片段提供了 Prefer 条件的示例：
<RELOCATE>
...
<WHEN>
<IOTEMP Type="nrbytes" Prefer="high">
<MIN Flags="gteq"> 3.4 </MIN>
<PERIOD Units="hours"> 6 </PERIOD>
</IOTEMP>
</WHEN>
</RELOCATE>

如果有多个文件的 I/O 温度都超过了给定的最小值，则会先对温度较高的文件进行
RELOCATE 操作，然后再对温度较低的文件执行该操作。 这在使用 SSD 的情况下特
别有用，因为 SSD 十分昂贵且大小受限。 因此，通常需要对最活跃的文件使用
SSD。

用于固态磁盘的平均 I/O 活动
在固态磁盘 (SSD) 增强功能可供使用之前，当在 SmartTier 放置策略中使用
ACCESSTEMP 条件和 IOTEMP 条件时，需要指定该温度的绝对值。 但是，获得这样的
绝对数字十分困难，需要您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试验并观察数据访问模式。 而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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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由于更改访问模式而需要更改此值。 因此，可能需要重复试
验。 为了便于构建基于 ACCESSTEMP 和 IOTEMP 的策略，已引入了一个新条件：
Average。
请参见第 456 页的“平均 I/O 活动条件”。

用于固态磁盘的 SmartTier 频繁扫描
可以将 Units 属性值指定为 hours，这样，I/O 统计信息收集时间段的长度可以远
远小于以前版本中 I/O 统计信息收集时间段的长度。不使用固态磁盘 (SSD) 时，可
以只将 Units 属性值指定为 days，这可能足以满足您的需要。 但是，在使用 SSD
的环境中需要小于一天的 PERIOD，因为候选文件及其活动级别可能会在一天内更
改。因此，SmartTier 必须更频繁地扫描，这将导致主机系统上的扫描负载较高。
您必须同时满足下列存在冲突的要求：
■

将温度收集时间段降低到小时级别。

■

减少更频繁的扫描对资源（例如 CPU、I/O 和内存）的影响。

以下方案是一种用于减少频繁扫描的影响的方法示例：
■

运行带有 -C 选项的 fsppadm 命令，以仅锁定在文件更改日志 (FCL) 中显示了任
何活动的文件，从而将扫描范围仅限于 PERIOD 内处于活动状态的文件。
请参见第 491 页的“快速识别用于固态磁盘的冷文件”。

■

频繁扫描（例如每隔几小时扫描一次）。 频繁地进行扫描可能会减少 VxFS 所
接触并记录在文件更改日志 (FCL) 文件中的 inode 数，从而限制每次扫描的持续
时间。 因此，VxFS 自上次扫描以来收集到 FCL 文件中的更改将提供有关活动
较少的文件的详细信息。

■

使用 <IOTEMP> 和 <ACCESSTEMP> 条件可以更积极地将文件提升到 SSD，而将冷
文件保留在 SSD 中。

快速识别用于固态磁盘的冷文件
如果冷文件继续保持非活动状态，则放置机制通常会将这些冷文件保留在固态磁盘
(SSD) 中。 这将导致在活动文件需要移入到 SSD 时缺少放置这些活动文件的空间，
从而导致存储的使用效率较低。 一种用于标识冷文件的 SSD 增强功能可快速解决
此问题。
该增强功能是一种方法，可在 SmartTier 文件系统的特定层上快速标识文件，以便
这些文件在必要时可进行重定位。 该方法包括一个映射，将存储设备与位于这些存
储设备上的文件的 inode 相关联。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在以下时间内更新文件位置映射：
■

SmartTier 自己的文件进行重定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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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文件系统的文件更改日志 (FCL) 中是否有在 SmartTier 范围之外做出的更改
时。

这两种更新均发生在通常计划定期运行的 SmartTier 重定位扫描期间。 但是，您也
可以通过运行带有 -T 选项的 fsppadm 命令来随时更新文件位置映射。
在处理任何其他文件之前处理活动文件时，-C 选项十分有用。 为了获得最佳结果，
请结合指定 -T 选项与 -C 选项。 同时指定 -T 选项和 -C 选项将导致 fsppadm 命令
首先迁移所有冷文件，以便 SSD 层中可以有空间来容纳将通过 -C 选项移到 SSD 层
的任何活动文件。 结合指定 -C 与 -T 选项可限制扫描的范围，这样会减少消耗的时
间和资源，从而允许频繁扫描以满足动态放置数据的需要。
请参见第 442 页的“强制执行放置策略”。
请参见 fsppadm(1M) 手册页。
有了映射的帮助，您可以将扫描限制为只对 SSD 层上的文件和 VxFS 在 FCL 中记录
的活动文件执行（而不是扫描整个文件系统）。 此方案可实现在减少扫描负载的同
时降低温度时间粒度。

使用固态磁盘时的示例放置策略
下列片段是一个可以与基于固态磁盘 (SSD) 的层一起使用的放置策略。
<?xml version="1.0"?>
<!DOCTYPE PLACEMENT_POLICY SYSTEM "/opt/VRTSvxfs/etc/placement_policy.dtd">
<PLACEMENT_POLICY Version="5.0" Name="SSD_policy">
<RULE Flags="data" Name="all_files">
<COMMENT>
The first two RELOCATEs will do the evacuation
out of SSDs to create room for any relocations
into the SSDs by the third RELOCATE. The parameters
that can be tuned are basically values for PERIOD and
the values of MIN and/or MAX as the per the case.
The values for MIN and MAX are treated as multiples of
average activity over past 24 hour period.
</COMMENT>
<SELECT>
<PATTERN> * </PATTERN>
</SELECT>
<CREATE>
<COMMENT>
create files on ssdtier, failing which
create them on other tiers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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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STINATION Flags="any">
<CLASS> ssdtier </CLASS>
</DESTINATION>
</ON>
</CREATE>
<RELOCATE>
<COMMENT>
Move the files out of SSD if their last 3 hour
write IOTEMP is more than 1.5 times the last
24 hour average write IOTEMP. The PERIOD is
purposely shorter than the other RELOCATEs
because we want to move it out as soon as
write activity starts peaking. This criteria
could be used to reduce SSD wear outs.
</COMMENT>
<FROM>
<SOURCE>
<CLASS> ssdtier </CLASS>
</SOURCE>
</FROM>
<TO>
<DESTINATION>
<CLASS> nonssd_tier </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IOTEMP Type="nwbytes" Average="*">
<MIN Flags="gt"> 1.5 </MIN>
<PERIOD Units="hours"> 3 </PERIOD>
</IOTEMP>
</WHEN>
</RELOCATE>
<RELOCATE>
<COMMENT>
OR move the files out of SSD if their last 6 hour
read IOTEMP is less than half the last 24 hour
average read IOTEMP. The PERIOD is longer,
we may want to observe longer periods
having brought the file in. This avoids quickly
sending the file out of SSDs o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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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FROM>
<SOURCE>
<CLASS> ssdtier </CLASS>
</SOURCE>
</FROM>
<TO>
<DESTINATION>
<CLASS> nonssd_tier </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IOTEMP Type="nrbytes" Average="*">
<MAX Flags="lt"> 0.5 </MAX>
<PERIOD Units="hours"> 6 </PERIOD>
</IOTEMP>
</WHEN>
</RELOCATE>
<RELOCATE>
<COMMENT>
OR move the files into SSD if their last 3 hour
read IOTEMP is more than or equal to 1.5 times
the last 24 hour average read IOTEMP AND
their last 6 hour write IOTEMP is less than
half of the last 24 hour average write IOTEMP
</COMMENT>
<TO>
<DESTINATION>
<CLASS> ssd_tier </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IOTEMP Type="nrbytes" Prefer="high" Average="*">
<MIN Flags="gteq"> 1.5 </MIN>
<PERIOD Units="hours"> 3 </PERIOD>
</IOTEMP>
<IOTEMP Type="nwbytes" Average="*">
<MAX Flags="lt"> 0.5 </MAX>
<PERIOD Units="hours"> 3 </PERIOD>
</IOTEMP>
</WHEN>
</RELO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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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PLACEMENT_POLICY>

在该放置策略中，如果有可用空间，则会在 SSD 层上创建新文件；如果没有可用空
间，则会在其他位置创建新文件。 强制执行该策略时，当前 SSD 中给定时间段内
其写入活动已增加到超过阈值或其读取活动已降低到低于阈值的文件会从 SSD 中移
出。 前两个 RELOCATE 会捕获此意向。 但是，会将给定时间段内其读取活动增加
到超过阈值且其写入活动未超过阈值的文件移入 SSD 中，而对读取活动较活跃的文
件给予优先权。
下图说明了示例放置策略的行为：

其 I/O 活动属于浅灰色区域的文件比较适合移到 SSD 存储。 这些文件的写入活动较
少，因而对损耗级别的影响较小，并且 SSD 写入时间越少时影响越小。 这些文件
的读取活动密集，也会使这些文件适合放置到 SSD 上，因为读取活动不会导致对损
耗级别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并且从 SSD 进行读取时的速度较快。 相反，其 I/O 活动
属于深灰色区域的文件比较适合从 SSD 存储中移出，因为其写入活动较多，或者其
读取活动较少。 写入活动较多将导致 SSD 的损耗级别较高，并且文件系统的性能
将会因 SSD 的写入速度较慢而受到负面影响。 读取活动较少意味着针对这些文件
您不会从 SSD 更快的读取速度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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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文件重定位
子文件重定位功能将指定文件的数据范围重定位到指定目标层。在给定装入的指定
节点上，一次只允许重定位一个实例。
可通过使用 fsppadm subfilemove 命令移动子文件数据。使用此框架的应用程序
会通过某一外部调度机制按所需间隔定期调用 fsppadm subfilemove 命令以实现
重定位。在集群文件系统情形下，如果要分发负载，则应用程序可能需要在集群的
每个节点上调用 subfilemove。此外，如果应用程序需要在这些节点或装入上进行
子文件重定位，应用程序还必须安排对新的装入和重新引导启动此重定位。
在集群情形下，由于可从多个节点执行强制操作，即使每个节点调度为以相同的间
隔收集统计数据也是如此，因此各节点将数据保留到数据库的操作可能彼此略微不
同步。由于强制操作应当在统计数据收集之后执行，因此 Symantec 建议将每个节
点上的强制操作调度为滞后几分钟执行，这样所有节点都可以按该时间完成统计数
据同步。多数情况下，5 分钟的滞后时间就已足够。
注意：在使用子文件重定位功能时，不能使用 SmartTier 压缩文件。

将文件的子文件数据移到特定目标层
请参见 fsppadm(1M) 手册页。
下例将文件 test.dbf 中偏移 64 MB 至 96 MB 的总共 32 MB 的数据从其现有层移
到 tier2：
# cat /var/tmp/list
test.dbf 67108864 100663296 tier2
# fsppadm subfilemove -f /var/tmp/list /mou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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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热重定位

■

热重定位的工作机制

■

为热重定位配置系统

■

显示备用磁盘信息

■

将磁盘标记为热重定位备用磁盘

■

将磁盘从热重定位备用磁盘对象中删除

■

从热重定位使用中排除磁盘

■

使磁盘可供热重定位使用

■

将热重定位功能配置为只使用备用磁盘

■

移动重定位的子磁盘

■

修改热重定位的行为

关于热重定位
如果卷发生磁盘 I/O 故障（例如，由于磁盘发生无法纠正的错误），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可以分离故障中所涉及的 Plex。I/O 在该 Plex 上停止，但在卷的
其他 Plex 上继续。
如果磁盘彻底损坏，VxVM 可将该磁盘从所在的磁盘组中分离出来。该磁盘上的所
有 Plex 都被禁用。如果分离时磁盘上有任何未镜像的卷，这些卷也被禁用。
明显的磁盘故障可能不是由物理磁盘介质或磁盘控制器中的故障引起的，而可能是
由中间组件或辅助组件（如电缆、主机总线适配器或电源）的故障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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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VM 中的热重定位功能自动检测磁盘故障，并用电子邮件将故障通知给系统管理
员和其他指定用户。热重定位还尝试使用备用磁盘和空闲磁盘空间来还原冗余，并
保持对镜像卷和 RAID-5 卷的访问能力。
请参见第 498 页的“热重定位的工作机制”。
如果禁用了热重定位或您未看到电子邮件，可以使用 vxprint 命令或图形用户界面
检查磁盘的状态。也可在控制台上或系统消息文件中查看驱动程序错误消息。
必须手动删除和替换发生故障的磁盘。
请参见第 608 页的“删除和替换磁盘”。
有关发生硬件故障后恢复卷及其数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故障排除指南》。

热重定位的工作机制
通过热重定位，系统可以对冗余（镜像或 RAID-5）VxVM对象的 I/O 故障自动做出
反应，并还原冗余和对这些对象的访问。VxVM 检测对象上的 I/O 故障并将受影响
的子磁盘重定位到指定的备用磁盘，或磁盘组内的空闲空间。随后，VxVM 重构故
障前已存在的对象，使其再次成为冗余的并且可以访问。
当发生部分磁盘故障（即故障只影响磁盘上的某些子磁盘）时，磁盘上发生故障的
那部分区域的冗余数据会被重定位。而未受影响的那部分区域上的卷仍然可以访
问。
只对出错磁盘上的冗余（镜像或 RAID-5）子磁盘执行热重定位。不对出错磁盘的
非冗余子磁盘进行重定位，但通知系统管理员所发生的故障。
当发生故障时，热重定位在默认情况下启用并生效，无需系统管理员的干预。
热重定位后台驻留程序 vxrelocd 检测并对表示为下列故障类型的 VxVM 事件做出
反应：
磁盘故障

当 VxVM 对象出现 I/O 故障时，通常能检测到此类故障。VxVM 尝试
纠正此错误。如果无法纠正此错误，VxVM 将尝试访问磁盘专用区域中
的配置信息。如果不能访问专用区域，便认为该磁盘发生故障。

Plex 故障

当 Plex 中存在无法纠正的 I/O 错误时（此错误将影响 Plex 中的子磁
盘），通常能检测到这类故障。对于镜像卷，Plex 被分离。

RAID-5 子磁盘故障 当存在无法纠正的 I/O 错误时，通常能检测到这类故障。子磁盘被分
离。

当 vxrelocd 检测到这样的故障时，将执行下列步骤：
通过电子邮件通知系统管理员（和其他指定用户）发生的故障以及受
影响的 VxVM 对象。

■ vxrelo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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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00 页的“部分磁盘故障邮件消息”。
请参见第 501 页的“完全磁盘故障邮件消息”。
请参见第 510 页的“修改热重定位的行为”。
接着确定是否任何子磁盘都可被重定位。vxrelocd 在发生故障的磁
盘组中已被保留为热重定位备用磁盘（标记为 spare）的磁盘上查找合适的空
间。然后它重定位这些子磁盘以使用此空间。

■ vxrelocd

■

如果没有可用的备用磁盘或者需要额外的空间，vxrelocd 使用同一磁盘组中磁
盘上的空闲空间，被排除用于热重定位的磁盘（标记为 nohotuse）除外。当
vxrelocd 已重定位这些子磁盘后，它将每个被重定位的子磁盘重新挂接到它的
Plex。

■

最后，vxrelocd 启动适当的恢复过程。例如，对于镜像卷，恢复涉及镜像重新
同步，对于 RAID-5 卷则涉及数据恢复。它还通知系统管理员已执行的热重定位
和恢复操作。

如果不可能进行热重定位，vxrelocd 将通知系统管理员而不采取进一步操作。
警告：热重定位不保证重定位后的数据布局或性能与重定位之前相同。管理员应检
查在发生热重定向后是否需要进行任何配置更改。
在下列情况中，不可能对故障子磁盘进行重定位：
■

故障子磁盘位于非冗余卷（即各类型的非镜像和非 RAID-5 卷）上。

■

在磁盘组中没有足够的备用磁盘或空闲磁盘空间。

■

仅有的可用空间位于已包含出错中 Plex 的一个镜像的磁盘上。

■

唯一可用空间位于已包含 RAID-5 日志 Plex 或者其中一个健康子磁盘的磁盘上。
RAID-5 Plex 中出现故障的子磁盘不能重定位。

■

如果镜像卷将脏区日志 (DRL) 日志子磁盘作为其数据 Plex 的一部分，则无法重
定位属于该 Plex 的故障子磁盘。

■

如果 RAID-5 卷日志 Plex 或镜像卷 DRL 日志 Plex 发生故障，则在别处创建一
个新的日志 Plex。不需要重定位日志 Plex 的故障子磁盘。

请参见 vxrelocd(1M) 手册页。
图 27-1 说明了当 RAID-5 卷的单个子磁盘发生故障时的热重定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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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

RAID-5 卷中的子磁盘热重定位的示例

a 磁盘组包含五个磁盘。 在其中四个磁盘上配置
两个 RAID-5 卷。 有一个备用磁盘可用于热重定位。
mydg01

mydg02

mydg03

mydg01-01

mydg02-01

mydg03-01

mydg02-02

mydg03-02

mydg04
mydg04-01

mydg05

备用磁盘

b 有一个 RAID-5 卷中的子磁盘 mydg02-01 发生故障。 热重定位功能用它在
备用磁盘上创建的子磁盘 mydg05-01 替换该子磁盘，然后
启动修复 RAID-5 卷的操作。
mydg01

mydg02

mydg03

mydg01-01

mydg02-01

mydg03-01

mydg02-02

mydg03-02

mydg04

mydg05

mydg04-01

mydg05-01

c RAID-5 修复操作使用在子磁盘 mydg01-01 和 mydg03-01 上保留的数据和奇偶校验信息，
在子磁盘mygd05-01 上重新创建
子磁盘 mydg02-01的数据和奇偶校验。
mydg01
mydg01-01

mydg02

mydg03

mydg02-01

mydg03-01

mydg02-02

mydg03-02

mydg04

mydg05

mydg04-01

mydg05-01

部分磁盘故障邮件消息
如果因故障而分离 Plex 或磁盘时已启用了热重定位，将向 root 用户发送指出出错
对象的邮件。 如果发生部分磁盘故障，邮件将指出出错的 Plex。 例如，如果包含
镜像卷的磁盘发生故障，您会收到如下列示例中所示的邮件信息：
To: root
Subject: Volume Manager failures on host teal
Failures have been detected by th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failed plexes:
home-02
src-02

可向 root 以外的用户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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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10 页的“修改热重定位的行为”。
可以通过使用此命令确定在以上示例消息中导致故障的磁盘：
# vxstat -g mydg -s -ff home-02 src-02
-s 选项查找有关单个子磁盘的信息，而 -ff 选项显示出错的读取和写入操作的数

目。 下列信息是典型的输出显示：

TYP NAME
sd mydg01-04
sd mydg01-06
sd mydg02-03
sd mydg02-04

FAILED
READS
WRITES
0
0
0
0
1
0
1
0

此示例显示读取磁盘 mydg02 的子磁盘 mydg02-03 和 mydg02-04 时的故障。
热重定位操作自动重定位受影响的子磁盘，并启动任何必要的恢复过程。 但是，如
果无法进行重定位，或热重定位功能是关闭的，必须调查问题并尝试恢复 Plex。 电
缆故障可能导致这些错误，所以请检查连接磁盘和系统的电缆。 如果电缆有明显的
问题，纠正它们并使用此命令恢复 Plex：
# vxrecover -b -g mydg home src

此命令在后台启动对出错的 Plex 的恢复（在操作完成前再次出现命令提示）。 如
果稍后出现错误消息，或者 Plex 再次分离并且没有明显的电缆故障，请替换磁盘。
请参见第 608 页的“删除和替换磁盘”。

完全磁盘故障邮件消息
如果磁盘彻底损坏，并且启用了热重定位，邮件消息将列出发生故障的磁盘和使用
该磁盘的所有 Plex。 例如，您会收到如下例所示的邮件：
To: root
Subject: Volume Manager failures on host teal
Failures have been detected by th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failed disks:
mydg02
failed plexes:
home-02
src-02
mkting-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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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ing disks:
mydg02

此消息表明，故障已将 mydg02 分离。 磁盘被分离后，无法对它进行 I/O 操作。
Plex home-02、src-02 和 mkting-01 也被分离（可能是由于磁盘故障）。
该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电缆错误。
请参见第 500 页的“部分磁盘故障邮件消息”。
如果不是电缆错误，请替换磁盘。
请参见第 608 页的“删除和替换磁盘”。

如何选择用于重定位的空间
备用磁盘在可以用于替换目的之前，必须初始化并作为备用磁盘放在磁盘组中。 如
果在故障发生时没有任何已指定为备用磁盘的磁盘，VxVM 会自动使用发生故障的
磁盘组中任何可用的空闲空间。 如果没有足够的备用磁盘空间，则使用备用空间和
空闲空间的组合。
在选择重定位空间时，热重定位保留重定位的子磁盘所属的 VxVM 对象的冗余特
性。 例如，热重定位确保不会将出错 Plex 中的子磁盘重定位到包含该出错 Plex 的
镜像的磁盘上。 如果使用任何可用的备用磁盘和/或空闲空间都不能保留冗余，则
不会发生热重定位。 如果系统不能重定位，则将通知系统管理员，并且不采取进一
步的操作。
在合格的磁盘上，热重定位尝试使用“最靠近”出错磁盘的磁盘。 “靠近程度”值
取决于控制器、目标和出错磁盘的磁盘号。 对于出错磁盘，同一控制器上的磁盘比
不同控制器上的磁盘要近。 相同目标上的磁盘比不同目标上的磁盘更近。
如果有可能，热重定位会尝试将故障驱动器上的所有子磁盘移到同一个目标磁盘
上。
当发生热重定位时，出错的子磁盘从配置数据库中被删除，而 VxVM 则确保不会将
出错子磁盘所使用的磁盘空间作为空闲空间回收。

为热重定位配置系统
通过指定备用磁盘或使磁盘上的空闲空间可用于热重定位，可以控制在发生磁盘故
障时如何将磁盘空间用于重定位子磁盘。 如果空闲空间和备用磁盘空间合起来仍不
够用或者不满足冗余约束，则不重定位子磁盘。
确定哪些磁盘是备用磁盘或已从热重定位中排除。
请参见第 503 页的“显示备用磁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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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每个磁盘组中指定一个或多个磁盘作为热重定位备用磁盘，以便为热重定位
做准备。
请参见第 503 页的“将磁盘标记为热重定位备用磁盘”。
如果需要，可将磁盘从用作热重定位备用磁盘的磁盘中删除
请参见第 504 页的“将磁盘从热重定位备用磁盘对象中删除”。
如果在发生故障时没有备用可用，或者备用上没有足够的空间，则将自动使用发生
故障的同一磁盘组中磁盘上的空闲空间，除非它已从热重定位使用对象中排除。
请参见第 505 页的“从热重定位使用中排除磁盘”。
请参见第 506 页的“使磁盘可供热重定位使用”。
根据被重定位的子磁盘的具体位置，可以选择在发生热重定位后将子磁盘移动到其
他位置。
请参见第 507 页的“将热重定位功能配置为只使用备用磁盘”。
重定位成功后，可删除和替换故障磁盘。
请参见第 608 页的“删除和替换磁盘”。

显示备用磁盘信息
使用以下命令显示有关可用于重定位的备用磁盘的信息：
# vxdg [-g diskgroup] spare

以下为示例输出：
GROUP DISK
mydg mydg02

DEVICE
c0t2d0

TAG
c0t2d0

OFFSET
0

LENGTH
658007

FLAGS
s

其中，mydg02 是 mydg 磁盘组中唯一指定为备用磁盘的磁盘。 LENGTH 字段指示
mydg02 上当前可用于重定位的备用空间的大小。
也可用此命令显示有关当前被指定为备用磁盘的磁盘信息：
■ vxdisk list
■ vxprint
■

列出磁盘信息，并用 spare 标志显示备用磁盘。

列出磁盘和其他信息，并用 SPARE 标志显示备用磁盘。

此 vxdiskadm 主菜单中的 list 菜单项列出所有磁盘（包括备用磁盘）。

将磁盘标记为热重定位备用磁盘
通过将冗余子磁盘重定位到其他磁盘，热重定位使系统得以自动对 I/O 故障做出反
应。之后，热重定位还原受影响的 VxVM 对象和数据。如果已将某磁盘指定为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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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的备用磁盘，则将故障磁盘中的子磁盘重定位到该备用磁盘。否则，将使用磁
盘组中任何合适的空闲空间。
要将磁盘指定为热重定位备用磁盘，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edit [-g diskgroup] set spare=on diskname

其中 diskname 是磁盘介质名称。
例如，要将 mydg01 指定为磁盘组 mydg 中的备用磁盘，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edit -g mydg set spare=on mydg01

可以使用 vxdisk list 命令确认该磁盘现在是否是备用磁盘；mydg01 应当用 spare
标志列出。
现在磁盘组中的任何 VM 磁盘都可以在发生故障时将该磁盘用作备用磁盘。如果磁
盘发生故障，则将自动进行热重定位（如果可能的话）。系统将用电子邮件通知您
所发生的故障和重定位。重定位成功后，可能需要替换故障磁盘。
可以使用 vxdiskadm 将磁盘指定为热重定位备用磁盘

1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Mark a disk as a spare for a disk group
(将磁盘标记为磁盘组的备用磁盘)”。

2

在下面的提示中，输入磁盘介质名称（如 mydg01）：
Enter disk name [<disk>,list,q,?] mydg01

将磁盘标记为备用磁盘时，将显示下面的通知：
VxVM NOTICE V-5-2-219 Marking of mydg01 in mydg as a spare disk
is complete.

3

在下面的提示中，指出是希望添加更多的磁盘作为备用 (y) 还是返回到 vxdiskadm
主菜单 (n)：
Mark another disk as a spare? [y,n,q,?] (default: n)

现在磁盘组中的任何 VM 磁盘都可以在发生故障时将该磁盘用作备用磁盘。如
果磁盘发生故障，将自动进行热重定位（如果可能的话）。系统将用电子邮件
通知您所发生的故障和重定位。重定位成功后，可能需要替换故障磁盘。

将磁盘从热重定位备用磁盘对象中删除
尽管某磁盘被指定为备用磁盘，但该磁盘上的空间并不用于它的磁盘组中 VxVM 对
象的创建。如果必要，可以通过将备用磁盘从热重定位磁盘池中删除的方式，释放
备用磁盘供常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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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备用磁盘从热重定位池中删除，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edit [-g diskgroup] set spare=off diskname

其中 diskname 是磁盘介质名称。
例如，要将 mydg01 设置成磁盘组 mydg 中的正常磁盘，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edit -g mydg set spare=off mydg01

可以使用 vxdiskadm 从热重定位池删除磁盘

1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Turn off the spare flag on a disk (关闭
磁盘上的备用标志)”。

2

在下面的提示中，输入备用磁盘的磁盘介质名称（如 mydg01）：
Enter disk name [<disk>,list,q,?] mydg01

显示如下确认信息：
VxVM NOTICE V-5-2-143 Disk mydg01 in mydg no longer marked as
a spare disk.

3

在下面的提示中，指出是希望禁用更多的备用磁盘 (y) 还是返回到 vxdiskadm
主菜单 (n)：
Turn off spare flag on another disk? [y,n,q,?] (default: n)

从热重定位使用中排除磁盘
要从热重定位使用对象中排除磁盘，请使用此命令：
# vxedit [-g diskgroup] set nohotuse=on diskname

其中 diskname 是磁盘介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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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diskadm 将磁盘从热重定位使用对象中排除

1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Exclude a disk from hot-relocation use
(从热重定位使用对象中排除磁盘)”。

2

在下面的提示中，输入磁盘介质名称（如 mydg01）：
Enter disk name [<disk>,list,q,?] mydg01

显示如下确认信息：
VxVM INFO V-5-2-925 Excluding mydg01 in mydg from hotrelocation use is complete.

3

在下面的提示中，指出是希望从热重定位中排除更多磁盘 (y) 还是返回到
vxdiskadm 主菜单 (n)：
Exclude another disk from hot-relocation use? [y,n,q,?]
(default: n)

使磁盘可供热重定位使用
当备用空间不足以重定位故障子磁盘时，热重定位将自动使用空闲空间。通过指定
热重定位不得涉及的空闲磁盘，可以限制热重定位对该空闲空间的使用。如果磁盘
先前从热重定位使用对象中被排除，可以撤消该排除并将磁盘重新添加到热重定位
池。
要使磁盘可供热重定位使用，请使用此命令：
# vxedit [-g diskgroup] set nohotuse=off disk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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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diskadm 让磁盘可用于热重定位

1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Make a disk available for hot-relocation
use (使磁盘可供热重定位使用)”。

2

在下面的提示中，输入磁盘介质名称（如 mydg01）：
Enter disk name [<disk>,list,q,?] mydg01

显示如下确认信息：
V-5-2-932 Making mydg01 in mydg available for hot-relocation
use is complete.

3

在下面的提示中，指出是希望从热重定位中排除更多磁盘 (y) 还是返回到
vxdiskadm 主菜单 (n)：
Make another disk available for hot-relocation use? [y,n,q,?]
(default: n)

将热重定位功能配置为只使用备用磁盘
如果希望 VxVM 只将备用磁盘用于热重定位，请将下一行添加到文件
/etc/default/vxassist：
spare=only

如果在标记为备用的磁盘上找不到足够的存储空间，则重定位将失败。 非备用磁盘
上的任何空闲空间均不能使用。

移动重定位的子磁盘
当发生热重定位时，子磁盘重定位到磁盘组中的备用磁盘和/或可用的空闲空间。子
磁盘的新位置所提供的性能或数据布局与进行热重定位之前可能有所不同。可以移
动被重定位的子磁盘（在完成热重定位后）以提高性能。
也可将重定位的子磁盘移出备用磁盘，从而保持备用磁盘空间空闲以供以后热重定
位使用。移动子磁盘的另一个原因是重建热重定位发生前的配置。
在热重定位期间，发送给 root 用户的其中一条电子邮件消息显示在下列示例中：
To: root
Subject: Volume Manager failures on host teal
Attempting to relocate subdisk mydg02-03 from Plex hom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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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_offset 0 length 1164 dm_name mydg02 da_name c0t5d0.
The available Plex home-01 will be used to recover the data.

此邮件包含重定位前子磁盘的信息，可用于确定重定位后将子磁盘移向何处。
下面的实例消息显示子磁盘重定位后新位置：
To: root
Subject: Attempting VxVM relocation on host teal
Volume home Subdisk mydg02-03 relocated to mydg05-01,
but not yet recovered.

在移动任何重定位的子磁盘前，先修复或替换故障磁盘。
请参见第 608 页的“删除和替换磁盘”。
一旦完成此项工作，即可将重定位的子磁盘移回原始磁盘，如后面几节中所述。
警告：在移动子磁盘的操作中，RAID-5 卷是非冗余的。

使用 vxunreloc 移动重定位子磁盘
VxVM 热重定位允许系统自动对子磁盘级别的冗余 VxVM 对象上的 I/O 故障做出反
应，然后采取必要的操作使该对象重新可用。 此机制可以检测子磁盘上的 I/O 故
障、重定位子磁盘并恢复与子磁盘关联的 Plex。 在替换磁盘后，vxunreloc 允许将
系统恢复到磁盘发生故障前的配置。vxunreloc 允许将热重定位的子磁盘移回到由
于故障而替换的磁盘上。
当调用 vxunreloc 时，必须指定被热重定位的子磁盘最初驻留的磁盘介质的名称。
当 vxunreloc 移动子磁盘时，它将磁盘移动到原始偏移。 如果试图解除重定位到
比原始出错磁盘小的磁盘上，vxunreloc 只会返回错误消息。
vxunreloc 提供一个选项，可将子磁盘移动到与它们最初被重定位的磁盘不同的磁
盘上。 vxunreloc 还提供一个选项，可将子磁盘解除重定位到不同的偏移，只要目
标磁盘足以容纳所有的子磁盘。
如果 vxunreloc 无法将子磁盘替换回相同的原始偏移，可以使用一个强制选项，它
使您无需使用原始偏移便可将子磁盘移至指定磁盘。
请参见 vxunreloc(1M) 手册页。
下面各节中的示例演示了 vxunreloc 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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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热重定位的子磁盘移回其原始磁盘
假设 mydg01 发生故障，并且重定位了所有子磁盘。 在替换 mydg01 后，vxunreloc
可用于将所有被热重定位的子磁盘移回 mydg01。
# vxunreloc -g mydg mydg01

将热重定位的子磁盘移至不同的磁盘
此 vxunreloc 实用程序提供的 -n 选项可将子磁盘移动到与它们最初被重定位的磁
盘不同的磁盘上。
假设 mydg01 发生故障，并且其上驻留的所有子磁盘都已被热重定位到其他磁盘上。
vxunreloc 提供的一个选项可将重定位的子磁盘移动到与它们最初被重定位的磁盘
不同的磁盘上。 磁盘修复后，可使用不同的名称（例如，mydg05）重新添加到磁盘
组。 如果希望将所有热重定位的子磁盘移回新磁盘，可使用此命令：
# vxunreloc -g mydg -n mydg05 mydg01

目标磁盘上的存储容量至少应等于原始磁盘上处于使用状态的空间大小。 如果没有
足够的空间，解除重定位操作将失败，并且不会移动任何子磁盘。

强制被热重定位的子磁盘接受不同的偏移
默认情况下，vxunreloc 尝试将被热重定位的子磁盘移动到原来的偏移位置。 但
是，如果有任何子磁盘已经占据目标磁盘上的部分或全部区域，则 vxunreloc 将失
败。 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两个选择：
■

将现有子磁盘移动到其他位置，然后重新运行 vxunreloc。

■

使用 vxunreloc 提供的 -f 选项将子磁盘移动到目标磁盘，但是要使用 vxunreloc
查找磁盘上的空间。 只要目标磁盘足够大，使磁盘上用于存储子磁盘的区域能
容纳所有子磁盘，则所有热重定位的子磁盘都将被“解除重定位”，而不使用
原始偏移。

假设 mydg01 发生故障，并且已经重定位子磁盘，而您希望将被热重定位的子磁盘
移动到已经有一些子磁盘的 mydg05 上。 可以使用强制选项将热重定位的子磁盘移
动到 mydg05，但不是移到与原来完全相同的偏移位置：
# vxunreloc -g mydg -f -n mydg05 mydg01

检查从磁盘热重定位的子磁盘
即使子磁盘由于多次磁盘故障而被多次热重定位，它仍然可以被解除重定位而回到
其原始位置。 例如，如果 mydg01 发生故障并将一个名为 mydg01-01 的子磁盘移到
mydg02，然后 mydg02 也发生磁盘故障，其上驻留的所有子磁盘（包括热重定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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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磁盘上的该子磁盘）都将被再次移动。 如果 mydg02 被替换，则 mydg02 的
vxunreloc 操作将不对被热重定位的子磁盘 mydg01-01 进行任何操作。 但是，若
在 vxunreloc 操作前替换 mydg01，并且此后立即运行 vxunreloc，则会将 mydg01-01
移回 mydg01。
在修复或替换了发生故障的磁盘后，可以使用 vxunreloc 将所有的热重定位子磁盘
移回磁盘。 当热重定位子磁盘后，它的原始磁盘介质名称和在该磁盘内的偏移保存
在配置数据库中。 当使用 vxunreloc 将子磁盘移回原始磁盘或新磁盘上时，这些
信息将被删除。 原始磁盘介质名称和原始偏移保存在子磁盘记录中。 要输出 mydg
磁盘组中从 mydg01 热重定位的所有子磁盘，请使用此命令：
# vxprint -g mydg -se 'sd_orig_dmname="mydg01"'

出错后重新启动 vxunreloc
vxunreloc 分三个阶段移动子磁盘：

在指定的目标磁盘上创建与要被解除重定位的子磁盘一样多的子磁
盘。 字符串 UNRELOC 放在每个子磁盘记录的comment字段中。

■ vxunreloc

创建子磁盘是一项全有或全无操作。 如果 vxunreloc 无法成功创建所有子磁
盘，则一个子磁盘也不创建，然后退出。
■ vxunreloc
■

将数据从每个子磁盘中移到目标磁盘上对应的新建子磁盘。

当子磁盘的所有数据移动已成功完成时，vxunreloc 将目标磁盘（其 comment
字段当前被设置为 UNRELOC）上每个子磁盘的 comment 字段设置为空字符串。

目标磁盘上所有子磁盘的 comment 字段保持标记为 UNRELOC，直到第 3 阶段完成。
如果它的执行被中断，vxunreloc 可以随后重新使用前一执行中在目标磁盘上创建
的子磁盘，但是不使用移动到目标磁盘上的任何数据。
如果子磁盘的数据移动失败，则 vxunreloc 将显示错误消息并退出。 确定导致移
动失败的问题，并在重新执行 vxunreloc 之前将其修复。
如果系统在目标磁盘上创建新子磁盘后停机，而此时还没有移动所有数据，请在系
统重新引导时重新执行 vxunreloc。
警告：不要修改子磁盘记录注释字段中的字符串 UNRELOC。

修改热重定位的行为
只要 vxrelocd 进程在运行，热重定位就是打开的。通常都应让热重定位处于打开
状态，以便在发生故障时可以利用此功能。但是，如果您选择禁用热重定位（也许
是因为不希望把空闲磁盘空间用于重定位），可以对调用 vxrelocd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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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n/init.d/vxvm-recover 启动文件进行编辑，从而禁止在系统启动时启动
vxrelocd。

如果热重定位后台驻留程序已禁用，则已删除卷的自动存储回收功能也会被禁用。
可按如下方式改变 vxrelocd 的行为：

1

要阻止 vxrelocd 启动，可在启动文件中将调用它的项注释掉：
# nohup vxrelocd root &

2

默认情况下，当检测到故障和执行重定位操作时，vxrelocd 向 root 用户发送
电子邮件。通过按如下方式添加适当的用户名，可以指示 vxrelocd 通知其他
用户：
# nohup vxrelocd root user1 user2 &

3

要减小恢复对系统性能造成的影响，可以指示 vxrelocd 增加卷中每个区域的
恢复之间的延迟时间，如下列示例所示：
# nohup vxrelocd -o slow[=IOdelay] root &

这里的可选 IOdelay 值表示所需的延迟（以毫秒为单位）。延迟的默认值是 250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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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删除结果

■

重复数据删除支持

■

重复数据删除用例

■

重复数据删除功能的限制

关于重复数据删除
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可通过对文件系统上的块进行比较，消除数据所使用的重复块。
当重复数据删除功能找到重复块时，它会删除所使用的空间并改为创建一个指向公
用块的指针。如果您更改重复的文件，使这些文件不再共享同一块，则会将更改后
的块保存到磁盘而不是指向指针。您可以在文件系统中执行处理后的定期重复数据
删除，这样无需 CPU 开销中的任何连续成本便可消除重复数据。可以根据需要验证
数据是否重复，然后有效安全地消除重复项。 重复数据删除进程可执行下列任务：
■

扫描文件系统是否存在更改

■

为数据设置指纹

■

标识重复项

■

在确认重复项后消除这些重复项

通过重复数据删除所获得的空间节省量因数据而异。 对不同的数据执行重复数据删
除操作会产生不同的空间节省量。
使用 fsdedupadm 命令执行重复数据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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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fsdedupadm(1M) 手册页。
重复数据删除操作需要 Enterprise 许可证。

关于重复数据删除块大小
重复数据删除块大小也称为重复数据删除粒度，它是用来计算指纹的单位。 有效块
大小的范围为 4k 到 128k，它们是 2 的乘方。设置此大小后，更改块大小的唯一方
法是在文件系统中删除并重新启用重复数据删除功能。
由于块大小对重复数据删除以及资源要求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应谨慎选择该大小。
该大小直接影响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的指纹记录的数量以及存储这些记录所需的临
时空间。 较小的块大小会产生大量的指纹，因此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需要大量空
间。
虽然执行重复数据删除后所节省的存储量主要取于数据集以及数据集中重复数据的
分配，但块大小也会对节省量具有显著影响。 您必须了解数据集才能在执行重复数
据删除后获得最佳结果。 一个通用的经验规则是块大小越小，所节省的存储量就越
多。 块大小越小，所产生的细粒指纹就越多，这通常会导致识别出更多的重复数
据。 不过，较小的块会产生与数据库大小、重复数据删除时间以及更重要的碎片相
关的额外成本。 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大小可能会比小块大小大得多。 较高的碎片程
度通常会产生较多的文件系统元数据，因此可能需要较多的存储空间。 重复数据删
除数据库所占用的空间以及增加的文件系统元数据可能会减少通过重复数据删除所
获得的节省量。 此外，碎片还可能会对性能带来负面影响。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重复数据删除算法通过整合多个连续重复块来尽量减少碎片。
较大的块大小通常会带来较小的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大小、较快的重复数据删除速
度以及较少的碎片。 这些益处有时会以牺牲存储节省量为代价。 如果您有大量大小
较小的重复文件，仍可以选择大于文件大小的块大小。 较大的块大小不会影响小于
块大小的文件的重复数据删除。 在这种情况下，将按整个文件计算指纹，并且仍对
文件执行重复数据删除。
Symantec 建议块大小为 16k 或 16k 以上。
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所占用的空间是文件系统中的数据量和重复数据删除块大小的
函数。 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所占用的空间会随着时间段内文件系统新数据的添加而
增长。 排序指纹等临时使用需要额外的存储。 在此类工作完成后，可以释放临时存
储。 要使重复数据删除成功完成，应确保提供足够的空闲空间。 如果文件系统空闲
空间低于 15% 左右，则重复数据删除可能无法启动。 对于较小的块大小，重复数
据删除有时需要 15% 以上的空闲空间。 通常，使用较大的块大小会显著减少所占
用的空间。 Symantec 建议对 4k 块使用大约 20% 的空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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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数据删除和文件系统性能
在确定重复数据后，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重复数据删除使用共享扩展区来保
存存储。 共享扩展区可以显著提高某些类型应用程序的读取性能。 这些优点是对驻
留在共享扩展区的数据创新使用文件系统页面缓存的结果。
FileSnap 功能说明包含有关共享扩展区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01 页的“关于 FileSnap”。
一般来说，通过多个文件读取驻留在共享扩展区的数据的任何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
集都应该具有较好的读取性能。

关于重复数据删除调度程序
重复数据删除调度程序是在所有节点上运行的后台驻留程序，它负责按照用户指定
的计划对数据执行重复数据删除。 当您在文件系统上启用重复数据删除时，将在节
点上自动启动调度程序；但如果先前停止了调度程序，则此后必须手动启动调度程
序。每个文件系统都可以具有其自己的计划。给定文件系统的计划和其他配置信息
存储在文件系统中。 配置文件的位置为 lost+found/dedup/local_config。
调度程序每 30 分钟查看一次该配置文件中是否存在任何更改，并在存在任何更改
时合并这些更改。 此定期检查还会查找新装入的文件系统。 您可以通过重新启动调
度程序来立即合并配置更改。
当使用调度程序对文件系统的数据自动执行重复数据删除时，文件更改日志 (FCL)
功能会对文件系统中的更改进行评估。 如果调度重复数据删除的频率太低（以天为
单位），则可能导致 FCL 回转，从而导致 FCL 功能错过对文件系统的更改。
Symantec 建议您在系统活动较少时调度重复数据删除。 这确保调度程序不会干扰
系统的常规工作负载。

重复数据删除
使用 fsdedupadm 命令执行重复数据删除操作。 利用 fsdedupadm 命令可执行下列
功能：
功能

命令语法

启用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 fsdedupadm enable [-c chunk_size] [-q] mount_point
功能。
禁用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 fsdedupadm disable [-q] mount_point
功能。
查询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 fsdedupadm list mount_point|all
功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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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命令语法

对文件系统启动重复数据删
除。

fsdedupadm start [-s] [-q] mount_point

对文件系统停止重复数据删
除。

fsdedupadm stop [-q] mount_point

查询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 fsdedupadm status mount_point|all
状态。
启用或禁用共享扩展区跳过。 fsdedupadm skipshared {true|false} mount_point
设置将运行调度的重复数据删 fsdedupadm setnodelist nodelistmount_point|all
除作业的节点。
为文件系统设置重复数据删除 fsdedupadm setschedule timemount_point
调度。
对文件系统启动重复数据删除 fsdedupadm dryrun [-o threshold=#] mount_point
演习。
在文件系统上删除重复数据删 fsdedupadm remove mount_point
除配置文件和重复数据删除数
据库。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fsdedupadm(1M) 手册页。

在文件系统上启用和禁用重复数据删除
在使用任何重复数据删除功能之前，必须通过使用 fsdedupadm enable 命令在文
件系统上启用重复数据删除。
以下示例在装入到 /mnt1 的文件系统上启用重复数据删除，并为重复数据删除指定
4096 字节的块大小：
# /opt/VRTS/bin/fsdedupadm enable -c 4096 /mnt1

通过使用 fsdedupadm disable 命令，可以在文件系统上禁用重复数据删除。
以下示例在装入到 /mnt1 的文件系统上禁用重复数据删除：
# /opt/VRTS/bin/fsdedupadm disable /m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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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
通过使用 fsdedupadm setschedule 命令，可以设置对文件系统自动执行重复数据
删除的计划。 您可以指定两种计划选项类别： 运行周期和类型周期。 计划粒度仅
限于每天的时间和每月日期。 当设置计划时，fsdedupadm 命令将应用任何相关的
文件更改日志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628 页的“文件更改日志管理界面”。
在设置计划之前，必须在文件系统上启用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516 页的“在文件系统上启用和禁用重复数据删除”。
您可以将重复数据删除计划在每小时或每隔指定小时数以及每天或每隔指定天数运
行。此外，您还可以将实际重复数据删除计划在每次经过计划的时间或经过计划的
时间已达指定次数时运行。当未运行重复数据删除时，重复数据删除运行仅更新数
据库中的指纹。
计划命令无法累积。 如果在出于任何原因正在运行以前的重复数据删除进程的过程
中启动了重复数据删除计划，即将发生的重复数据删除将被丢弃，并显示一条警告
消息。
通过为计划指定由双引号引起来的空字符串 ("")，即可删除计划。
请参见 fsdedupadm(1M) 手册页。
在安排任务之前，必须启动 fsdedupschd 后台驻留程序：
# /sbin/init.d/fsdedupschd start

在下面的示例中，文件系统 /vx/fs1 的重复数据删除将在午夜完成，并每隔一天执
行一次：
# fsdedupadm setschedule "0 */2" /vx/fs1

在下面的示例中，文件系统 /vx/fs1 的重复数据删除将在每天执行两次，一次在午
夜执行，另一次在中午执行：
# fsdedupadm setschedule "0,12 *" /vx/fs1

在下面的示例中，文件系统 /vx/fs1 的重复数据删除将在每天执行四次，但只有第
四次重复数据删除运行才会实际删除文件系统中的重复数据。 其余三次运行将执行
扫描和处理。 此选项不仅会在系统中，还会跨集群分配负荷。
# fsdedupadm setschedule "0,6,12,18 * 4" /vx/fs1

以下示例从文件系统 /vx/fs1 中删除重复数据删除计划：
# fsdedupadm setschedule "" /vx/f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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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重复数据删除演习
您可以执行演习以便确定重复数据删除所节省的空间，而不必实际修改文件系统。
在执行演习之前，必须在文件系统上启用重复数据删除。您可以在以前未执行过重
复数据删除的文件系统上执行演习。
请参见第 516 页的“在文件系统上启用和禁用重复数据删除”。
下面的命令启动对文件系统 /mnt1 的重复数据删除演习：
# fsdedupadm dryrun /mnt1

您可以指定 fsdedupadm，以便通过指定 -o threshold 选项来执行实际重复数据删
除。 此种情况下，如果所需节省空间达到指定阈值，fsdedupadm 命令则会执行实
际重复数据删除操作。
下面的命令启动对文件系统 /mnt1 的重复数据删除演习，并在所需节省空间超过阈
值 60% 时执行实际重复数据删除：
# fsdedupadm dryrun -o threshold=60 /mnt1

指定 -o threshold 选项会导致 fsdedupadm 命令采用存储检查点，并对文件系统
启用文件更改日志。

查询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状态
通过使用 fsdedupadm status 命令可以查询文件系统的重复数据删除状态。
在查询重复数据删除状态之前，必须在文件系统上启用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516 页的“在文件系统上启用和禁用重复数据删除”。
下面的命令查询文件系统 /mnt1 的重复数据删除状态：
# fsdedupadm status /mnt1

下面的命令查询所有正在运行的重复数据删除作业的重复数据删除状态：
# fsdedupadm status all

启动和停止重复数据删除调度程序后台驻留程序
重复数据删除调度程序后台驻留程序 fsdedupschd 的状态在重新启动后保持不变。
如果在重新启动之前启动了 fsdedupschd 后台驻留程序，则在重新启动后该后台驻
留程序会自动重新启动。如果在重新启动之前停止了 fsdedupschd 后台驻留程序，
则在重新启动后该后台驻留程序会保持停止状态。 默认 fsdedupschd 后台驻留程
序状态为停止。
在启动或停止调度程序后台驻留程序之前，必须在文件系统上启用重复数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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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16 页的“在文件系统上启用和禁用重复数据删除”。
以下命令用于启动 fsdedupschd 后台驻留程序：
# /sbin/init.d/fsdedupschd start

以下命令用于停止 fsdedupschd 后台驻留程序：
# /sbin/init.d/fsdedupschd stop

对文件系统执行重复数据删除的示例
下面的示例创建一个文件系统，在该文件系统中创建重复数据，并对该文件系统执
行重复数据删除。
对文件系统执行重复数据删除

1

创建文件系统 fsvol1：
# mkfs -F vxfs /dev/vx/rdsk/fsdg/fsvol1

2

将文件系统装入为 /mnt1：
# mount -F vxfs /dev/vx/dsk/fsdg/fsvol1 /mnt1

3

在 /mnt1 中创建一个临时目录 temp1，并将 file1 文件复制到该目录中：
# mkdir /mnt1/temp1
# cd /mnt1/temp1
# cp /root/file1 .
# /opt/VRTS/bin/fsadm -S shared /mnt1

Mountpoint
/mnt1

Size(KB) Available(KB) Used(KB) Logical_Size(KB) Space_Shared(KB)
4194304 3849468
283852
283852
0%
file1 文件约为 250 MB，如 fsadm 命令的输出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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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创建一个临时目录 temp2，并将同一文件 file1 复制到新目录中：
# mkdir /mnt1/temp2
# cd /mnt1/temp2
# cp /root/file1 .
# /opt/VRTS/bin/fsadm -S shared /mnt1

Mountpoint
/mnt1

Size(KB) Available(KB) Used(KB) Logical_Size(KB) Space_Shared(KB)
4194304 3588700
548740
548740
0%

将同一文件复制到 temp2 后，此时您便具有重复数据。fsadm 命令的输出显示
现在您使用了两次此空间大小。

5

在装入点 /mnt1 上启用重复数据删除：
# /opt/VRTS/bin/fsdedupadm enable -c 4096 /mnt1
# /opt/VRTS/bin/fsdedupadm list /mnt1
Chunksize Enabled Schedule NodeList
Priority
Filesystem
--------------------------------------------------------------------4096
YES
NONE
node1.company1.com low
/mnt1

6

在装入点 /mnt1 中启动重复数据删除运行：
# /opt/VRTS/bin/fsdedupadm start /mnt1
UX:vxfs fsdedupadm: INFO: V-3-20: 0000: deduplication is started
on /mnt1.

7

检查重复数据删除的状态：
# /opt/VRTS/bin/fsdedupadm status /mnt1
Saving Status
Node
Type
Filesystem
--------------------------------------------------------------------74%
COMPLETED node1.company1.com MANUAL
/mnt1
2011/07/04 10:56:05 End detecting duplicates and filesystem changes.
Status 0

8

通过检查正在使用的空间，验证是否已对文件系统执行重复数据删除：
# /opt/VRTS/bin/fsadm -S shared /mnt1

Mountpoint
/mnt1

Size(KB) Available(KB) Used(KB) Logical_Size(KB) Space_Shared(KB)
4194304 3834364
299136
566176
47%

输出显示所用空间几乎与文件系统中仅具有一个 file1 文件副本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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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数据删除结果
数据的本质对决定是否启用重复数据删除至关重要。 数据库或介质文件（例如，
JPEG、MP3 和 MOV）可能不是重复数据删除的最佳备选项，因为它们没有任何重
复数据或只包含很少的重复数据。 虚拟机引导映像文件（vmdk 文件）、用户主目
录和具有多个文件副本的文件系统都是重复数据删除的理想备选项。较小的重复数
据删除块大小通常会节省更多的存储，但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并
且需要更大的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

重复数据删除支持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6.0 和更高版本以及文件系统磁盘布局版本 9 和更改版
本中支持重复数据删除。 可以在 Linux（Red Hat 和 SuSE）、Solaris SPARC、AIX
和 HP-UX Itanium 中使用重复数据删除。

重复数据删除用例
下面的列表包含您希望使用重复数据删除功能的几种情况：
主目录

用户主目录通常含有相同文件或内容相似文件的多个版本，因
此这些主目录具有可以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冗余数据。

源代码目录

源代码存储库通常包含多个含有增量更改的文件。 可以对多个
文件中未发生更改的数据执行重复数据删除。

vmdk 文件

使用 FileSnap 功能克隆多个虚拟机之后，克隆的虚拟机将在其
生存期内受操作系统和安全修补程序的约束。 尽管根据共同源
（即黄金映像）克隆的各个虚拟机因此类活动而与源有所差异，
但这些虚拟机之间存在大量相同内容。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
将失去节省的初始存储。 对添加到这些文件的新块执行重复数
据删除可节省存储。

重复数据删除功能的限制
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存在下列限制：
■

已删除重复数据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的完全备份所需目标空
间可能与尚未删除重复数据的文件系统所需的一样多。例如，如果有 2 TB 的数
据在执行重复数据删除后占用文件系统中 1 TB 的磁盘空间，并假设备份目标不
执行任何重复数据删除，则此数据需要 2 TB 的目标空间才能备份文件系统。 同
样，在还原此类文件系统时，文件系统上也必须具有 2 TB 的空间才能还原完整
的数据。 不过，可以对此新还原的文件系统重新执行重复数据删除，从而重新
获得空间节省量。 在文件系统完全还原后，Symantec 建议使用 fsdedup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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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ove 命令删除所有现有重复数据删除配置，然后使用 fsdedupadm enable 命

令重新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删除仅限于卷的主文件集。

■

重复数据删除功能不支持装入的克隆文件系统和快照文件系统。

■

在从备份还原数据后，必须对还原的数据执行重复数据删除以重新获得通过重
复数据删除提供的任何空间节省量。

■

如果使用跨平台数据共享功能在不同的平台之间转换数据，则必须删除重复数
据删除配置文件和数据库，重新启用重复数据删除，并在转换后重新启动重复
数据删除。 以下示例显示必须运行的命令，必须按所示顺序运行这些命令：
# /opt/VRTS/bin/fsdedupadm remove /mnt1
# /opt/VRTS/bin/fsdedupadm enable /mnt1
# /opt/VRTS/bin/fsdedupadm start /mnt1

■

由于 FlashBackup 不支持磁盘布局版本 8 和 9，不能将 NetBackup 的
FlashBackup 功能与重复数据删除功能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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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压缩文件

■

使用 vxcompress 命令压缩文件

■

压缩文件和其他命令的交互

■

压缩文件与其他功能的交互

■

压缩文件和应用程序的交互

■

压缩文件的用例

关于压缩文件
压缩文件可减少文件使用的空间，同时保持文件的可访问性，并且对应用程序是透
明的。压缩文件的外观和行为与未压缩文件的外观和行为几乎完全相同： 压缩文件
具有与未压缩文件相同的名称，且可以像未压缩文件那样进行读写。 读取仅导致在
内存中解压缩数据；磁盘上的文件副本仍保留为压缩状态。 相反，在写入之后，将
在磁盘上解压缩新数据。
只能压缩用户数据。 无法压缩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元数据。
压缩文件后，inode 编号不会发生更改，并且在压缩之前打开的文件描述符在压缩
之后仍然有效。
压缩是文件的属性。 因此，举例来说，如果压缩目录中的所有文件，稍后复制到该
目录的所有文件都不会自动压缩。您可以随时压缩新文件，只需再次在目录中压缩
文件即可。
应使用 vxcompress 命令压缩文件。
请参见第 525 页的“使用 vxcompress 命令压缩文件”。
请参见 vxcompress(1)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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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压缩文件，您必须具有安装了磁盘布局版本 9 或更高版本的 VxFS 文件系统。
注意：在将压缩文件备份到磁带时，备份程序会将数据存储为未压缩格式。文件将
在内存中解压缩，随后写入磁带。当您备份压缩文件时，这会导致 CPU 使用率和内
存使用率增加。

关于压缩文件格式
压缩文件是带有压缩扩展区的文件。 vxcompress 调用压缩文件的所有扩展区。不
过，写入到该文件将导致解压缩受影响的扩展区；结果可能是生成含有压缩扩展区
和未压缩扩展区的文件。

关于文件压缩属性
当使用 vxcompress 命令压缩文件时，vxcompress 会将以下信息附加到 inode：
■

压缩算法

■

压缩强度，介于 1 至 9 之间的数字

■

压缩块大小

此信息称为文件压缩属性。 这些属性的用途是收集用于创建压缩文件的参数。 然
后，此信息可供备份程序读取。
文件压缩属性确保特定压缩文件只能使用一种压缩类型和强度。 使用不同属性重新
压缩文件将失败。 要更改文件压缩属性，您必须首先显式解压缩文件，然后使用新
选项重新压缩它们，即使已解压缩所有扩展区也是如此。
文件压缩属性不会指明是否已压缩所有扩展区。 某些扩展区可能无法压缩，而其他
区域乃至所有扩展区可能因写入而未压缩，但仍会保留文件压缩属性。 只有显式文
件解压缩才能删除这些属性。

关于文件压缩块大小
文件压缩算法按指定块大小（默认为 1 MB）压缩数据。在 inode 中，每个压缩块都
具有其自己的扩展区描述符。如果文件或最后一个扩展区小于压缩块大小，则以较
小大小进行压缩。最大块大小是 1 MB。
含有无法压缩的数据的扩展区仍标记为压缩扩展区。即使无法压缩此类扩展区，将
这些扩展区标记为压缩扩展区可以连续运行压缩，并跳过这些扩展区，从而节省时
间。 共享扩展区无法压缩，并且不会标记为压缩扩展区。由于文件压缩算法查看固
定大小的块，该算法以文件压缩块大小为单位来查找这些无法压缩的扩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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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compress 命令压缩文件
您可以使用 vxcompress 命令压缩文件。 vxcompress 命令执行下列功能：
功能

命令语法

压缩文件或目录树

vxcompress [-r] file_or_dir ...

解压缩文件或目录树

vxcompress -u [-r] file_or_dir ...

报告文件或目录树中压缩所节省的空间

vxcompress {-l|-L} [-r] file_or_dir ...

列出支持的压缩算法

vxcompress -a

请参见 vxcompress(1) 手册页。
您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文件名。 如果指定了 -r 选项，则可以指定目录，并且
vxcompress 命令以递归方式在目录中运行。
您可以使用 vxcompress -t 命令指定文件压缩算法和强度。 默认值算法为 gzip，
这是当前支持的唯一算法。 强度是介于 1 至 9 之间的数字，默认值为 6。强度 1 提
供最快的性能和最少的压缩，而强度 9 提供最慢的性能和最大的压缩。 例如，您可
以将强度为 3 的 gzip 压缩指定为 gzip-3。
当报告文件的压缩详细信息时，vxcompress -l 命令或 vxcompress -L 命令显示
以下信息：
■

压缩算法

■

强度

■

压缩块大小

■

压缩节省的文件数据的百分比

■

压缩的扩展区的百分比
这是文件中压缩的扩展区的百分比，它与扩展区大小无关。 此百分比提供了是
否值得重新压缩该文件的建议。 重新压缩后，百分比始终为 100%。 但是，共
享扩展区算作未压缩扩展区，因此如果文件包含共享扩展区，该百分比将小于
100%。

如果尝试使用 vxcompress 命令压缩文件，并且扩展区包含无法压缩的数据，该命
令仍会将文件标记为已压缩，并将这些扩展区替换为压缩扩展区描述符。
如果重新压缩文件，则不需要指定任何选项和 vxcompress 命令。 该命令自动使用
以前用于压缩文件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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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compress 命令的使用示例
下面的命令使用默认算法和强度 gzip-6 来压缩 file1 文件：
$ vxcompress file1

下面的命令使用最高强度 (9) 的 gzip 算法以递归方式压缩 dir1 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 vxcompress -r -t gzip-9 dir1

下面的命令使用强度为 3 的 gzip 算法来压缩 file2 文件和 dir2 目录下的所有文
件，同时将 vxcompress 命令限制为单一线程，并降低调度优先级：
$ vxcompress -r -t gzip-3 file2 dir1

下面的命令以用户友好单位显示压缩 file1 文件的结果：
$ vxcompress -L file1
%Comp
99%

Physical
1 KB

Logical
159 KB

%Exts
100%

Alg-Str
gzip-6

BSize
1024k

Filename
file1

下面的命令解压缩 file1 文件：
$ vxcompress -u file1

压缩文件和其他命令的交互
表 29-1 介绍压缩文件如何与其他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命令和基本操作系统
命令交互。
表 29-1
命令

与压缩文件的交互

df

df 命令显示文件系统使用的实际块数。此数字包括压缩节省的空间，
但此命令不会明确显示此节省空间。
请参见 df(1) 手册页。

du

du 命令通常使用块计数，因此会隐式显示压缩结果，而 GNU du 命
令具有一个使用文件大小的选项，压缩不会更改文件大小。
请参见 du(1) 手册页。

fsadm -S

fsadm -S compressed 命令可报告因压缩文件而节省的空间。
请参见 fsadm_vxfs(1)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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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与压缩文件的交互

fsmap -p

fsmap 命令可通过 -p 选项报告有关压缩扩展区和未压缩扩展区的信
息。报告的逻辑大小是未压缩数据的大小，而报告的扩展区大小是磁
盘上的压缩数据的大小。 对于压缩扩展区，两个大小可能互不相同。
请参见 fsmap (1) 手册页。

ls -l
ls -s

stat 调用报告的 inode 大小是逻辑大小，如 ls -l 命令所示。 此大
小不受压缩影响。 另一方面，块计数反映使用的实际块数。 同样地，
ls -s 命令显示压缩的结果。
请参见 ls(1) 手册页。

vxdump

vxdump 命令在遇到压缩扩展区时解压缩这些扩展区，这意味着压缩
不会在备份或还原操作后保留压缩。

vxquota

根据因压缩而节省的空间，配额使用会逐渐减少。
请参见 vxquota(1M) 手册页。

压缩文件与其他功能的交互
表 29-2 介绍压缩文件如何与其他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交互。
表 29-2
功能

与压缩文件的交互

跨平台数据共享

如果将磁盘或文件系统从一个支持压缩的平台转换到不支持
压缩且其文件系统包含压缩文件的平台，则 fscdsconv 命
令会显示一条消息，指出某些文件违反了 CDS 限制，并提示
您确认是否要继续转换。 如果继续，转换会成功完成，但在
新平台上将无法访问压缩文件。

文件更改日志

文件更改日志功能不会检测文件压缩和解压缩。

共享扩展区（FileSnap 和重复 不会压缩共享扩展区。
数据删除）
SmartTier

SmartTier 功能不支持压缩。放置策略无法移动现有的压缩
扩展区。新分配的压缩扩展区遵循现有的放置策略。

空间保留 (setext -r)

当压缩文件时，将丢弃通过 setext -r 命令保留的超出文
件末尾的任何空间，解压缩该文件时不会还原这些空间。
setext -r 命令无法用于为压缩文件保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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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与压缩文件的交互

存储检查点

如果文件系统包含压缩文件，并且您创建了该文件系统的存
储检查点，您通常可以通过存储检查点访问这些文件。但
是，您不能压缩和解压缩位于装入的存储检查点中的文件。

压缩文件和应用程序的交互
一般来说，应用程序不会区分压缩文件和未压缩文件，但压缩扩展区的读写速度比
未压缩扩展区的读写速度更慢。 当应用程序读取压缩文件时，文件系统将不按常规
执行预读取以避免此操作可能需要的 CPU 负载。 但是，在读取主文件集时，文件
系统将解压缩整个压缩块（默认大小为 1 MB）并将这些页保留在页面缓存中。 因
此，连续读取文件通常仅产生超过压缩块边界的额外成本。 如果通过存储检查点读
取文件，则情况将有所不同；在此情况下，除了实际请求的数据之外，不会将任何
内容保留在页面缓存中。 为了在通过存储检查点访问压缩文件时获得最佳读取性
能，应用程序应使用与压缩块大小匹配的读取大小。
当写入到压缩扩展区时，由于写入会解压缩扩展区，因此请确保新的未压缩扩展区
中具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和磁盘配额限制。如果您没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写入将失
败，并出现 ENOSPC 错误。 如果您没有足够的磁盘配额，写入将失败，并出现
EDQUOT 错误。
从压缩文件读取数据并将该文件复制到其他位置的应用程序（例如 tar、cpio、cp
或 vi）不会在新数据中保留压缩。 此情况同样适用于某些备份程序。
通过命名空间读取文件数据的备份程序不会发现文件已经过压缩。 备份程序接收未
压缩的数据，并且压缩将丢失。
由于 FlashBackup 不支持磁盘布局版本 8 和 9，不能将 NetBackup 的 FlashBackup
功能与文件压缩功能一起使用。

压缩文件的用例
以下列表包含常见用例类别：
■

压缩的文件和数据库

■

压缩符合指定标准的所有文件

压缩的文件和数据库
压缩文件有助于减少数据库环境中的存储成本。 对于 Oracle 数据库，压缩为减少
存档日志、分区表和偶尔访问的表空间和数据文件的存储成本增加了巨大价值。 数
据库文件的压缩比取决于数据文件中存储的对象的类型。 Oracle 通常将表和索引存
储在数据文件中，此种情况下，压缩比取决于与表和索引中的关键字类型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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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类型。 此外，Oracle 还能够通过安全文件功能将非结构化数据（例如，XML、
电子表格、MS Word 文档和图片）存储在表中。 这些类型的非结构化数据非常适
用于压缩。 对于存档日志，您可以实现高达 90% 的压缩比，对于 Oracle 数据文件
和索引，您可以实现大约 50% 到 65% 的压缩比。
Oracle 数据库文件可以在该数据库处于活动状态时根据需要压缩和解压缩，但这会
对数据库性能产生巨大影响。当 Oracle 数据库处于联机状态并积极处理文件事务
时，压缩不会缩短 I/O 响应时间，但会以无缝方式运行。 压缩以无缝方式与高级
I/O 方法（例如，直接 I/O、异步 I/O、并发 I/O、ODM 和缓存 ODM）协作。 对数
据文件的任何更新和新插入都会导致解压缩与该写入相关的文件部分。 查询会在内
存中解压缩数据，而文件仍会保持压缩状态。
注意：无法压缩 Quick I/O 文件。
您可以以 DBA 用户身份运行 vxcompress 命令。
下列用例适用于数据库：
■

支持的数据库版本和环境

■

压缩存档日志

■

压缩只读表空间

■

压缩偶尔访问的表分区

■

压缩偶尔访问的数据文件

■

在 Oracle 数据库中压缩文件的最佳实践

支持的数据库版本和环境
您可以在 Oracle 10gR2、11gR1 和 11gR2 中使用压缩文件。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SF)、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和 High Availability (SFHA)、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RAC) 和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中支持压缩。在集群环境（例如，SFRAC
和 SFCFSHA）中，Symantec 建议在具有最少负载的节点上压缩文件。在快速故障
转移 SFCFSHA 环境中，Symantec 建议在数据库处于脱机状态的被动节点上压缩
文件。

压缩存档日志
存档日志是恢复数据库所需的关键文件。在繁忙的联机事务处理 (OLTP) 数据库中，
每天会生成数吉字节的存档日志。公司准则通常规定将存档日志保留若干天。Oracle
存档日志是只读文件，并且不会在生成之后更新。Oracle 在恢复时按顺序读取存档
日志。因此，存档日志非常适用于压缩，并且可高度压缩存档日志。
下面的示例过程压缩某一天之前的所有存档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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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某一天之前的所有存档日志

1

作为 Oracle DBA，运行以下查询并获取存档日志位置：
SQL> select destination from v$archive_dest where status = 'VALID'
and valid_now = 'YES';

假定 /oraarch/MYDB 为存档日志目标。

2

压缩某一天之前的所有存档日志：
$ find /oraarch/MYDB -mtime +1 -exec /opt/VRTS/bin/vxcompress {} \;

您可以通过 cron 等调度程序每天运行此步骤。

压缩只读表空间
在大型数据库环境中，常见做法是将没有任何更改的静态表空间保留为只读模式。
只读表空间的主要用途是消除备份和恢复较大的静态数据库部分的需要。只读表空
间还提供了一种保护历史数据的方法，以免用户修改这些数据。将表空间设置为只
读可防止更新表空间中的所有表和对象，而不管用户的更新权限级别如何。这些类
型的只读表空间非常适用于压缩。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月底报告），可能会针对
这些只读表空间执行大型查询。为了使此报告以更快速度运行，您可以根据需要解
压缩表空间，然后再运行每月报告。
在下面的示例中，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将其库存分为两个表空间： winter_items 和
summer_items。在春季季末时，您可以压缩 winter_item 表空间并解压缩
summer_item 表空间。您可以在夏季季末时执行相反操作。下面的示例过程执行这
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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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季节压缩和解压缩表空间

1

使用 SQL 获取每个表空间中的文件的列表，并将结果存储在 summer_files 和
winter_files 文件中：
SQL> select file_name from dba_data_files where
tablespace_name = 'WINTER_ITEM';

将结果存储在 winter_files 文件中。
SQL> select file_name from dba_data_files where
tablespace_name = 'SUMMER_ITEM';

将结果存储在 summer_files 文件中。

2

压缩 winter_files 文件：
$ /opt/VRTS/bin/vxcompress `/bin/cat winter_files`

3

解压缩 summer_files 文件：
$ /opt/VRTS/bin/vxcompress -u `/bin/cat summer_files`

压缩偶尔访问的表分区
分区表是经常用于大型 Oracle 数据库的功能。由于分区有助于并行处理使用并行查
询的事务，因此表分区可改进数据库查询和更新。分区还可以简化数据库维护，并
提高表的可用性。如果分区已关闭，表的相应部分将脱机，而其余表部分仍会保持
联机。在电信环境中，常见做法是根据月份或季度对“call_details”表进行分区。
随着分区使用期限的增加，分区中的内容越来越不活跃。新记录将添加到新分区
中，并且不会更新以前的季度记录。由于电信数据库往往非常大，因此压缩去年的
数据可节省许多空间。
在下面的示例中，假定根据季度对表“CALL_DETAIL”进行分区，并且分区名称为
CALL_2010_Q1、CALL_2010_Q2 和 CALL_2011_Q1，依此类推。您可以在 2011
年第一季度中压缩 CALL_2010_Q1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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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 CALL_2010_Q1 分区

1

使用 SQL 可以检索 CALL_2010_Q1 分区包含的文件名：
SQL> select tablespace_name from dba_tab_partitions
where table_name = 'CALL_DETAIL' and partition_name = 'CALL_2010_Q1';

假定查询返回“TBS_2010_Q1”。

2

将名称存储在 my_compress_files 文件中：
SQL> select file_name from dba_data_files where
tablespace_name = 'TBS_2010_Q1';

将结果存储在 my_compress_files 文件中。

3

压缩文件：
$ /opt/VRTS/bin/vxcompress `/bin/cat my_compress_files`

压缩偶尔访问的数据文件
许多客户数据库都未采用 Oracle 分区功能。如果未采用分区功能，则可以使用
Oracle 目录查询标识不是非常活跃的数据文件。您可以定期查询目录表，并标识和
压缩最不活跃的数据文件，如下面的示例过程所示。
标识并压缩最不活跃的数据文件

1

查询 v$filestat 并标识最不活跃的数据文件：
SQL> select name, phyrds + phywrts 'TOT_IO' from v$datafile d
and v$filestat f where d.file# = f.file# order by TOT_IO;

2

从报告中选择 I/O 活动最少的文件，并压缩这些文件：
$ /opt/VRTS/bin/vxcompress file1 file2 file3 ...

3

定期重新运行查询，确保压缩文件的 I/O 活动未增加。如果 I/O 活动增加，请
解压缩这些文件：
$ /opt/VRTS/bin/vxcompress -u file1 file2 file3 ...

在 Oracle 数据库中压缩文件的最佳实践
即使 Oracle 数据库在压缩文件时正常运行，而未生成任何错误，压缩文件增加的
I/O 也会降低数据库的性能。 请在压缩 Oracle 数据文件时使用下列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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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勿压缩数据库控制文件。

■

切勿压缩 TEMPORARY 表空间包含的文件。

■

切勿压缩 SYSTEM 和 SYSAUX 表空间包含的文件。

■

定期监视压缩文件的 I/O 活动，并在 I/O 活动增加时解压缩文件。

压缩符合指定标准的所有文件
您可以查找符合指定标准的所有文件，并通过管道将结果传输到 vxcompress 命令
以便压缩所有这些文件。 下面的示例压缩 30 天内未修改的 /mnt 中的所有文件：
$ find /mnt -mtime +30 | xargs /opt/VRTS/bin/vxcom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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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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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管理卷和磁盘组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确定默认磁盘组的规则

■

移动卷或磁盘

■

监视和控制任务

■

使用 vxnotify 监视配置更改

■

执行联机重新布局

■

将镜像添加到卷

■

配置 SmartMove

■

删除镜像

■

在卷上设置标记

■

管理磁盘组

■

管理的 plex 和子磁盘

■

控制电源故障超时

■

淘汰存储

确定默认磁盘组的规则
对于接受 -g 选项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命令，应使用该选项来指定
磁盘组。如果不指定磁盘组，VxVM 将按以下顺序应用规则，直到确定磁盘组名
称：
■

使用由环境变量 VXVM_DEFAULTDG 指定的默认磁盘组名称。该变量还可设置为系
统范围的保留磁盘组名称：bootdg、defaultdg 或 no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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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38 页的“显示系统范围的引导磁盘组”。
如果没有定义该变量，则应用以下规则。
■

使用分配给系统范围的默认磁盘组别名 defaultdg 的磁盘组。
请参见第 538 页的“显示和指定系统范围的默认磁盘组”。
如果没有定义此别名，则应用以下规则。

■

如果不提供磁盘组名称即可执行操作（例如对磁盘访问记录的编辑操作），则
执行操作。

如果这些规则无一成功，所请求的操作将失败。
警告：在 VxVM 4.0 以前的版本中，一个命令子集尝试通过搜索命令所作用的对象
名来确定磁盘组。现在已不再支持此功能。依赖于根据对象名确定磁盘组的脚本可
能会失败。

显示系统范围的引导磁盘组
要显示当前定义的系统范围的引导磁盘组，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bootdg

请参见 vxdg(1M) 手册页。

显示和指定系统范围的默认磁盘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允许您定义系统范围的默认磁盘组。
要显示当前定义的系统范围的默认磁盘组，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defaultdg

如果没有定义默认磁盘组，则显示 nodg。
请参见 vxdg(1M) 手册页。
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显示默认磁盘组：
# vxprint -Gng defaultdg 2>/dev/null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存在默认磁盘组，则不显示任何内容。
请参见 vxprint(1M) 手册页。
使用以下命令指定使用别名 defaultdg 的磁盘组的名称：
# vxdctl defaultdg dis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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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iskgroup 是下列项之一：
■

指定的磁盘组名称。
指定磁盘组不必存在于系统上。

■ bootdg

将默认磁盘组设置为与当前定义的系统范围的引导磁盘组相同。
■ nodg

指定不定义默认磁盘组。
请参见 vxdctl(1M) 手册页。

移动卷或磁盘
本节介绍如何移动卷或磁盘。

移动 VM 磁盘上的卷
在关闭或删除磁盘前，可以将该磁盘的数据移到系统上拥有足够空间的其他磁盘
上。
从磁盘中移动卷

1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Move volumes from a disk (从磁盘中移动
卷)”。

2

在出现以下提示时，输入希望移动的卷所在磁盘的磁盘名称，如下所示：
Enter disk name [<disk>,list,q,?] mydg01

现在可以指定卷应移动到的磁盘的列表。在出现提示时，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按 Enter 键将卷移到磁盘组的可用空间中。

■

指定磁盘组中应该使用的磁盘，如下所示：

Enter disks [<disk ...>,list]
VxVM NOTICE V-5-2-283 Requested operation is to move all
volumes from disk mydg01 in group mydg.
NOTE: This operation can take a long time to complete.
Continue with operation? [y,n,q,?] (default: y)

在磁盘中移动卷时，vxdiskadm 程序将显示该操作的状态：
VxVM vxevac INFO V-5-2-24 Move volume volte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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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走全部卷后，vxdiskadm 程序将显示下列成功消息：
VxVM INFO V-5-2-188 Evacuation of disk mydg02 is complete.

3

在以下提示中，指出是想移动另一磁盘上的卷 (y)，还是返回 vxdiskadm 主菜
单 (n):
Move volumes from another disk? [y,n,q,?] (default: n)

在磁盘组之间移动磁盘
要在磁盘组之间移动磁盘，请将磁盘从一个磁盘组中删除，然后将其添加到另一个
磁盘组中。例如，要从磁盘组 salesdg 中移动物理磁盘 c0t3d0（用磁盘名称
salesdg04 挂接），并将其添加到磁盘组 mktdg，请使用下列命令：
# vxdg -g salesdg rmdisk salesdg04
# vxdg -g mktdg adddisk mktdg02=c0t3d0

警告：此过程不保存磁盘上的配置信息和数据。
也可以用命令 vxdiskadm 移动磁盘。在主菜单中选择“Remove a disk (删除磁
盘)”，然后选择 “Add or initialize a disk (添加或初始化磁盘)”。

移动磁盘，并保留这些磁盘上的数据以及 VxVM 对象（例如卷）：
请参见第 546 页的“在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重新组织磁盘组内容
在下列情况下，可能需要重新组织现有磁盘组的内容：
■

由于单位的需求发生变化，需要以不同方式对卷或磁盘进行分组。例如，可能
需要拆分磁盘组以便与各个部门的界限匹配，或者在部门合并后将磁盘组结合
起来。

■

从磁盘组中隔离卷或磁盘，然后在同一台主机或另一台主机上单独处理它们。
这可以用于为备份或决策支持实现脱离主机处理解决方案。

■

在磁盘组专用区域接近写满时缩小磁盘组的配置数据库。该解决方案比试图增
大专用区域的备用方法要简单得多。

■

对容错系统进行联机维护和升级，这些系统可以为此拆分成不同的主机，然后
重新结合。

使用 vxdg 命令可重新组织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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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g 命令提供下列用于重新组织磁盘组的操作：
■

移动操作，在已导入的磁盘组之间移动自包含的 VxVM 对象集。如果要从源磁
盘组中删除所有磁盘，该操作将失败。在移动过程中将保留卷状态。
图 30-1 显示了移动操作。
磁盘组移动操作

图 30-1
源磁盘组

目标磁盘组

移动

源磁盘组

■

移动后

目标磁盘组

拆分操作，从导入的磁盘组中删除自包含的 VxVM 对象集，并将这些对象移动
到新创建的目标磁盘组。如果要从源磁盘组中删除所有磁盘，或者如果已导入
的磁盘组与目标磁盘组同名，该操作将失败。现有的被逐出的磁盘组如果与目
标磁盘组同名，则将被销毁（与 vxdg init 命令情况相同）。

图 30-2 显示了拆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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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组拆分操作

图 30-2

源磁盘组

要分割到新磁盘组的磁盘

源磁盘组

■

分割后

新目标磁盘组

结合操作，从导入的磁盘组中删除所有 VxVM 对象，并将这些对象移动到导入
的目标磁盘组。结合完成后，源磁盘组将被删除。
图 30-3 显示了结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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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组结合操作

图 30-3

源磁盘组

目标磁盘组

结合

结合后

目标磁盘组

这些操作对磁盘或顶层卷等 VxVM 对象执行，并且包括子卷、Plex 和子磁盘等所有
组成对象。要移动的对象必须是自包含的，也就是说，所移动的磁盘不得包含任何
其他不打算移动的对象。
对于站点一致的磁盘组，如果移动的 VxVM 对象在移动后未能满足站点一致性条
件，则所有移动操作（移动、拆分和结合）都会失败。例如，所移动的卷在目标磁
盘组中配置的其中一个站点上可能不具有 Plex。该卷将无法满足目标磁盘组中的
allsites 标志条件。可通过关闭对象上的 allsites 标志，使用 -f（强制）选项让此操
作成功执行。
如果指定要移动的一个或多个磁盘，则磁盘上的所有 VxVM 对象都将被移动。可使
用 -o expand 选项确保 vxdg 移动所有在其上配置了指定对象的磁盘。执行此操作
时要小心，因为结果有时可能出乎意料。可以将 listmove 操作与 vxdg 结合起来使
用，以帮助建立与指定对象集相对应的自包含对象集。
警告：在磁盘组之间移动卷之前，停止所有正在访问卷的应用程序，并卸载所有在
这些卷中配置的文件系统。
如果系统崩溃或硬件子系统发生故障，VxVM 将在系统重新启动或当硬件子系统修
复时尝试完成或撤消未完成的磁盘组重新配置，具体取决于重新配置的进度。如果
其中一个磁盘组因被另一个主机导入，或因已经不存在而无法使用时，必须手动恢
复该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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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故障排除指南》。

磁盘组拆分和结合限制
磁盘组的拆分和结合功能具有以下限制：
■

在移动、拆分或结合操作中涉及的磁盘组必须是 90 版或更高版本。
请参见第 569 页的“升级磁盘组版本”。

■

重新配置涉及的物理磁盘数必须是整数。

■

所移动的对象不得包含打开的卷。

■

不能在 CDS 兼容磁盘组和非 CDS 兼容磁盘组之间移动磁盘。

■

默认情况下，在磁盘组移动、拆分或结合后，VxVM 会自动恢复并启动卷。如
果已禁用自动恢复功能，则会在移动、拆分或结合之后禁用卷。可使用 vxrecover
-m 和 vxvol startall 命令恢复和重新启动卷。
请参见第 576 页的“设置卷自动恢复”。

■

那些已经由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分离的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快照对象不能在
磁盘组之间移动。

■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对象不能在磁盘组之间移动。

■

要成功地移动磁盘组，源磁盘组必须至少包含一个磁盘，以便在移动后可以存
储配置数据库的副本。

■

要成功拆分磁盘组，源磁盘组和目标磁盘组必须都至少包含一个磁盘，以便在
拆分后可以存储配置数据库的副本。

■

要成功移动或结合磁盘组，目标磁盘组中的配置数据库必须能够存放已增大的
磁盘组中所有对象的信息。

■

将卷拆分或移动到另一个磁盘组将更改该卷的记录 ID。

■

如果源磁盘组或目标磁盘组是共享的，则该操作只能在集群的主节点上进行。

■

在集群环境中，移动或结合操作所涉及的磁盘组必须都是专用的或共享的。

■

如果要拆分或移动的缓存对象或卷集使用 ISP 卷，还必须指定包含这些卷的存储
池。

列出可能受移动操作影响的对象
要显示指定对象列表中要移动的 VxVM 对象，请使用此命令：
# vxdg [-o expand] listmove sourcedg targetdg object ...

下面的示例列出在将卷 vol1 从磁盘组 mydg 移动到 newdg 时影响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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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g listmove mydg newdg vol1
mydg01 c0t1d0 mydg05 c1t96d0 vol1 vol1-01 vol1-02 mydg01-01
mydg05-01

但是，由于仅在磁盘 mydg01 上配置了卷 vol1 的一部分，因此以下命令会产生错
误：
# vxdg listmove mydg newdg mydg01
VxVM vxdg ERROR V-5-2-4597 vxdg listmove mydg newdg failed
VxVM vxdg ERROR V-5-2-3091 mydg05 : Disk not moving, but
subdisks on it are

指定 -o expand 选项（如下所示）可确保要移动的一系列对象中包含在 vol1 中配
置的其他磁盘（在本例中为 mydg05）。
# vxdg -o expand listmove mydg newdg mydg01
mydg01 c0t1d0 mydg05 c1t96d0 vol1 vol1-01 vol1-02 mydg01-01 mydg05-01

在磁盘组之间移动 DCO 卷
将父卷（例如快照卷）移到不同的磁盘组时，其 DCO 卷必须一起移动。如果使用命
令 vxassist addlog、vxmake 或 vxdco 为卷设置了 DCO，则必须确保在移动过程
中，包含 DCO 卷 Plex 的磁盘与其父卷一起移动。对卷使用 vxprint 命令可检查与
它关联的 DCO 卷的配置。
如果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卷和它的 DCO，或使用 vxsnap prepare 命令向卷中
添加 DCO，则 DCO Plex 将自动放到不包含父卷的数据 Plex 的磁盘上。在以前的版
本中，为便于执行磁盘组拆分和移动操作，版本为 0 的 DCO Plex 放在与数据 Plex
相同的磁盘中。由于 20 版本的 DCO 除了支持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以外还支持脏区
日志记录 (DRL)，因此将 DCO Plex 与数据 Plex 分离的做法更可取。这样可以提高
进出卷的 I/O 性能，并为 DRL 日志提供恢复能力。
图 30-4 显示了一些由于 DCO Plex 在磁盘组磁盘上的位置而无法拆分磁盘组的实
例。
请参见第 79 页的“卷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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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4

可拆分和不可拆分的磁盘组的示例

卷
数据 Plex

快照
Plex

此磁盘组可以分割，这是因为 DCO
plex 位于专用的磁盘上，因此可以
和包含卷数据的磁盘
一起移动

分割

卷 DCO
Plex

快照
DCO Plex

卷
数据 Plex

快照
Plex

此磁盘组无法分割，这是因为 DCO
Plex 不能随其卷一起移动。
解决方法之一是重定位 DCO Plex。 在
本例中，可使用该磁盘组中的另外一个
磁盘作为交换放置不当
的 DCO Plex 的媒介。 或者，
为提高 DRL 性能和恢复能力，
可将 DCO Plex 分配给专用磁盘。

卷
DCO Plex

卷
DCO Plex
快照
DCO Plex
卷
数据 Plex

快照
Plex

?

分割

此磁盘组可以分割，这是因为 DCO
Plex 可以随其卷一起移动。
但是，您可能并不希望磁盘中
标记为“?” 部分上的
数据也被移动。

?
卷
DCO Plex

快照
DCO Plex

卷1
数据 Plex

卷2
数据 Plex

?

卷1
DCO Plex

快照
Plex

?
快照
DCO Plex

此磁盘组无法分割，
因此这样会分隔
包含
Volume 2 数据 Plex 的磁盘。
可能的解决方案是
把 DCO Plex 的快照重定位到
快照 Plex 磁盘或者可以移动的
其他合适的
磁盘上。

在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要将自包含 VxVM 对象集从导入的源磁盘组移动到导入的目标磁盘组，请使用以下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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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g [-o expand] [-o override|verify] move sourcedg targetdg \
object ...
-o expand 选项确保实际移动的对象包括所有其他含有子磁盘的磁盘，这些子磁盘

与指定的对象或其包含的对象关联。
当移动 EMC 阵列中的授权磁盘时，默认情况下，vxdg 将对移动中涉及的每个磁盘
都执行 EMC 磁盘兼容性检查。如果兼容性检查成功，则进行移动。然后，vxdg 再
次检查以确保自执行兼容性检查以来，配置未发生更改。如果配置已更改，vxdg 将
尝试重新执行整个移动过程。
注意：只有当您使用带有有效 TimeFinder 许可证的 EMC 阵列时，才应使用 -o
override 和 -o verify 选项。如果您指定其中一个选项，但没有满足阵列和许可
证要求，则将显示警告消息，且该操作将被忽略。
-o override 选项用于在移动时不执行任何 EMC 检查。
-o verify 选项返回要移动但未移动的磁盘的访问名。
vxprint 的下列输出显示了磁盘组 rootdg 和 mydg。

该输出包含两个实用程序字段：TUTIL0 和 PUTIL0。VxVM 创建这些字段的目的是
管理不同命令与 Symantec 产品之间的对象和通信。TUTIL0 值是临时的；它们在重
新启动后不会被保留。PUTIL0 值是持久性的；它们将在重新启动后保留。
# vxprint
Disk group: rootdg
TY NAME
ASSOC
dg rootdg
rootdg
dm rootdg02
c1t97d0
dm rootdg03
c1t112d0
dm rootdg04
c1t114d0
dm rootdg06
c1t98d0

KSTATE
-

LENGTH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Disk group: mydg
TY NAME
ASSOC
dg mydg
mydg
dm mydg01
c0t1d0
dm mydg05
c1t96d0
dm mydg07
c1t99d0
dm mydg08
c1t100d0
v vol1
fsgen
pl vol1-01
vol1
sd mydg01-01
vol1-01

KSTATE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LENGTH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2048
3591
3591

PLOFFS
0

STATE
ACTIVE
ACTIVE
-

TUTIL0
-

PUTIL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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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vol1-02
sd mydg05-01

vol1
vol1-02

ENABLED
ENABLED

3591
3591

0

ACTIVE
-

-

-

此命令将通过指定磁盘 mydg01 而指示的自包含对象集从磁盘组 mydg 移动到 rootdg：
# vxdg -o expand move mydg rootdg mydg01

默认情况下，VxVM 在磁盘组移动之后会自动恢复并启动卷。如果已关闭自动恢复
功能，则会在移动之后禁用卷。使用下列命令恢复和重新启动目标磁盘组中的卷：
# vxrecover -g targetdg -m [volume ...]
# vxvol -g targetdg startall

移动后，vxprint 的输出表明不仅 mydg01 而且卷 vol1 和 mydg05 也都移动到
rootdg，磁盘组 mydg 中只留下 mydg07 和 mydg08：
# vxprint
Disk group: rootdg
TY NAME
ASSOC
dg rootdg
rootdg
dm mydg01
c0t1d0
dm rootdg02
c1t97d0
dm rootdg03
c1t112d0
dm rootdg04
c1t114d0
dm mydg05
c1t96d0
dm rootdg06
c1t98d0
v vol1
fsgen
pl vol1-01
vol1
sd mydg01-01
vol1-01
pl vol1-02
vol1
sd mydg05-01
vol1-02

KSTATE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LENGTH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2048
3591
3591
3591
3591

PLOFFS
0
0

STATE
ACTIVE
ACTIVE
ACTIVE
-

TUTIL0
-

PUTIL0
-

Disk group: mydg
TY NAME
ASSOC
dg mydg
mydg
dm mydg07
c1t99d0
dm mydg08
c1t100d0

KSTATE
-

LENGTH
17678493
17678493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下面命令可得到相同的结果：
# vxdg move mydg rootdg mydg01 mydg05
# vxdg move mydg rootdg v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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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分磁盘组
要从导入的源磁盘组删除自包含的 VxVM 对象集并将该对象集移动到新目标磁盘
组，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o expand] [-o override|verify] split sourcedg targetdg \
object ...

请参见第 546 页的“在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vxprint 的下列输出显示了磁盘组 rootdg 的内容。

该输出包含两个实用程序字段 TUTIL0 和 PUTIL0。VxVM 创建这些字段的目的是管
理不同命令与 Symantec 产品之间的对象和通信。TUTIL0 值是临时的；它们在重新
启动后不会被保留。PUTIL0 值是持久性的；它们将在重新启动后保留。
# vxprint
Disk group: rootdg
TY NAME
ASSOC
dg rootdg
rootdg
dm rootdg01
c0t1d0
dm rootdg02
c1t97d0
dm rootdg03
c1t112d0
dm rootdg04
c1t114d0
dm rootdg05
c1t96d0
dm rootdg06
c1t98d0
dm rootdg07
c1t99d0
dm rootdg08
c1t100d0
v vol1
fsgen
pl vol1-01
vol1
sd rootdg01-01 vol1-01
pl vol1-02
vol1
sd rootdg05-01 vol1-02

KSTATE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LENGTH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2048
3591
3591
3591
3591

PLOFFS
0
0

STATE
ACTIVE
ACTIVE
ACTIVE
-

TUTIL0
-

PUTIL0
-

以下命令从 rootdg 中删除 rootdg07 和 rootdg08 以形成新磁盘组 mydg：
# vxdg -o expand split rootdg mydg rootdg07 rootdg08

默认情况下，VxVM 在磁盘组拆分之后会自动恢复并启动卷。如果已关闭自动恢复
功能，则会在拆分之后禁用卷。使用下列命令恢复和重新启动目标磁盘组中的卷：
# vxrecover -g targetdg -m [volume ...]
# vxvol -g targetdg startall

拆分后，vxprint 的输出显示新磁盘组 my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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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print
Disk group: rootdg
TY NAME
ASSOC
dg rootdg
rootdg
dm rootdg01
c0t1d0
dm rootdg02
c1t97d0
dm rootdg03
c1t112d0
dm rootdg04
c1t114d0
dm rootdg05
c1t96d0
dm rootdg06
c1t98d0
v vol1
fsgen
pl vol1-01
vol1
sd rootdg01-01 vol1-01
pl vol1-02
vol1
sd rootdg05-01 vol1-02
Disk group: mydg
TY NAME
ASSOC
dg mydg
mydg
dm rootdg07
c1t99d0
dm rootdg08
c1t100d0

KSTATE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LENGTH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2048
3591
3591
3591
3591

PLOFFS
0
0

STATE
ACTIVE
ACTIVE
ACTIVE
-

TUTIL0
-

PUTIL0
-

KSTATE
-

LENGTH
17678493
17678493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结合磁盘组
要从导入的源磁盘组删除所有 VxVM 对象并将这些对象移动到导入的目标磁盘组，
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o override|verify] join sourcedg targetdg

请参见第 546 页的“在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注意：对于 join 操作，不能将 rootdg 指定为源磁盘组。
vxprint 的下列输出显示了磁盘组 rootdg 和 mydg 的内容。

该输出包含两个实用程序字段 TUTIL0 和 PUTIL0。VxVM 创建这些字段的目的是管
理不同命令与 Symantec 产品之间的对象和通信。TUTIL0 值是临时的；它们在重新
启动后不会被保留。PUTIL0 值是持久性的；它们将在重新启动后保留。
# vxprint
Disk group: rootdg
TY NAME
ASSOC
dg rootdg
rootdg
dm rootdg01
c0t1d0

KSTATE
-

LENGTH
17678493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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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dm
dm
dm
dm

rootdg02
rootdg03
rootdg04
rootdg07
rootdg08

c1t97d0
c1t112d0
c1t114d0
c1t99d0
c1t100d0

Disk group: mydg
TY NAME
ASSOC
dg mydg
mydg
dm mydg05
c1t96d0
dm mydg06
c1t98d0
v vol1
fsgen
pl vol1-01
vol1
sd mydg01-01
vol1-01
pl vol1-02
vol1
sd mydg05-01
vol1-02

-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

-

-

-

KSTATE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LENGTH
17678493
17678493
2048
3591
3591
3591
3591

PLOFFS
0
0

STATE
ACTIVE
ACTIVE
ACTIVE
-

TUTIL0
-

PUTIL0
-

此命令将磁盘组 mydg 与 rootdg 结合：
# vxdg join mydg rootdg

默认情况下，VxVM 在磁盘组结合之后会自动恢复并启动卷。如果已关闭自动恢复
功能，则会在结合之后禁用卷。使用下列命令恢复和重新启动目标磁盘组中的卷：
# vxrecover -g targetdg -m [volume ...]
# vxvol -g targetdg startall

结合后，vxprint 的输出显示磁盘组 mydg 已被删除：
# vxprint
Disk group: rootdg
TY NAME
ASSOC
dg rootdg
rootdg
dm mydg01
c0t1d0
dm rootdg02
c1t97d0
dm rootdg03
c1t112d0
dm rootdg04
c1t114d0
dm mydg05
c1t96d0
dm rootdg06
c1t98d0
dm rootdg07
c1t99d0
dm rootdg08
c1t100d0
v vol1
fsgen
pl vol1-01
vol1

KSTATE
ENABLED
ENABLED

LENGTH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17678493
2048
3591

PLOFFS
-

STATE
ACTIVE
ACTIVE

TUTIL0
-

PUTIL0
-

sd mydg01-01

ENABLED

3591

0

-

-

-

vol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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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vol1-02
sd mydg05-01

vol1
vol1-02

ENABLED
ENABLED

3591
3591

0

ACTIVE
-

-

-

监视和控制任务
VxVM 任务监视器通过监视任务的创建、维护和完成，跟踪系统恢复的进度。任务
监视器使您可以监视任务进度并修改任务的特性，如暂停和恢复速度（例如，减少
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注意：VxVM 只对专用磁盘组支持此功能，而不对 CVM 环境中的共享磁盘组支持
此功能。

指定任务标记
每个任务都被赋予一个唯一的任务标识符。这是任务的数字标识符，可以指定给
vxtask 实用程序以具体标识单个任务。几个 VxVM 实用程序还提供 -t 选项来指定
最长为 16 个字符的字母数字标记。通过将多个任务与相同的标记关联，就能对这
些任务进行分组。
以下实用程序可接受 -t 选项：
■ vxassist
■ vxevac
■ vxmirror
■ vxplex
■ vxrecover
■ vxrelayout
■ vxresize
■ vxsd
■ vxvol

例如，要执行 vxrecover 命令并按组跟踪带有任务标记 myrecovery 的结果任务，
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recover -g mydg -t myrecovery -b mydg05

要跟踪结果任务，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task monitor my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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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vxrecover 调用的实用程序启动的所有任务还将继承自己的任务 ID 和任务标记，
从而建立父子任务关系。
有关支持任务标记的实用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它们各自的手册页。

使用 vxtask 管理任务
可以使用 vxtask 命令对 VxVM 任务的操作进行管理。这些操作包括列出任务、修
改任务状态（暂停、恢复、中止）和修改任务的进度速率。
VxVM 任务表示系统上正在进行的长期操作。每个任务提供有关操作的启动时间、
操作的大小和进度，以及操作进度的状态和速率的信息。 您可以更改任务的状态，
以便对操作的进度进行粗略的控制。若操作支持，可以更改任务进度的速率，从而
对任务进行更精细的控制。
新任务的设置需要一些时间，因此在调用某个命令后，这些任务并非可以立即执
行。对任务执行操作的脚本可能需要巡回检测某个新任务是否存在。
请参见 vxtask(1M) 手册页。

vxtask 操作
vxtask 命令支持下列操作：
abort

停止指定的任务。大多数情况下，操作会像发生 I/O 错误那样“停下
来”，并最大限度地取消此前所做的一切更改。

list

对在系统上运行的每个任务显示一行摘要。-l 选项以长格式输出任务。
-h 选项以层次结构格式输出任务，子任务跟在父任务之后。默认情况
下，输出系统上运行的全部任务。如果包含了 taskid 参数，则输出仅
限于其 taskid 或任务标记与此 taskid 匹配的那些任务。其余的参数
用于过滤任务和限制列出的任务。
■

如果使用 SmartMove 重新同步或同步卷、Plex 或子磁盘，则
vxtask list 将显示操作是否使用 SmartMove。

在 LUN 级别的回收中，vxtask list 命令提供有关在每个 LUN
上执行的回收量的信息。
■ 精简卷上的 init=zero 可能会触发精简卷上的回收，在 vxtask
list 命令中可看到进度。
■

monitor

随着任务信息的更改，不间断地输出有关任务或任务组的信息。这样，
您便可以跟踪任务进度。指定 -l 将输出长列表。默认情况下，输出单
行列表。除了在任务状态更改时输出任务信息外，当任务完成时也产生
输出。当任务完成时，任务状态输出为 EXITED。

pause

暂停正在运行的任务，导致它挂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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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me

使暂停的任务继续进行操作。

set

更改任务的可修改参数。目前，仅有一个可修改参数
slow[=iodelay]，此参数可用于减少复制操作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如果指定 slow，将在这些操作之间引入延迟 iodelay，其默认值为
250 毫秒。指定的 iodelay 值越大，任务进行得越慢，它在给定时间
内占用的系统资源越少。（vxplex、vxvol 和 vxrecover 命令也接
受 slow 属性。）

使用 vxtask 命令
要列出在系统上运行的全部任务，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task list

要以层次结构格式（子任务跟在父任务之后）输出任务，请使用 -h 选项，如下所
示：
# vxtask -h list

要跟踪磁盘组 mydg 中所有暂停的任务以及带 sysstart 标记的任何任务，请使用以
下命令：
# vxtask -g mydg -p -i sysstart list

要列出所有暂停的任务，请使用 vxtask -p list 命令。要继续执行（可以按任务
的 ID 或其标记指定它），请使用 vxtask resume：
# vxtask -p list
# vxtask resume 167

要监视带 myoperation 标记的全部任务，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task monitor myoperation

要使带 recovall 标记的全部任务退出，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task abort recovall

此命令使 VxVM 尝试返回到目前为止的操作进度。例如，中止联机重新布局会导致
VxVM 将卷返回到其原始布局。
请参见第 560 页的“控制重新布局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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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notify 监视配置更改
可以使用 vxnotify 实用程序显示与 vxconfigd 配置后台驻留程序管理的磁盘和配
置更改相关的事件。如果 vxnotify 在启用了 VxVM 集群功能的系统上运行，它将
显示与该系统的集群状态更改相关的事件。vxnotify 实用程序将始终显示请求的
事件类型，直到它被终止，收到指定数量的事件，或指定的时间段已过。
可以检测到的配置事件的示例包括：启用和禁用控制器、路径和 DMP 节点，RAID-5
卷进入退化模式，分离磁盘、Plex 和卷，以及节点加入和离开集群。
例如，以下 vxnotify 命令在磁盘、Plex 和卷分离时显示所有相关信息：
# vxnotify -f

以下命令提供有关集群配置更改（包括共享磁盘组的导入和逐出）的信息：
# vxnotify -s -i

请参见 vxnotify(1M) 手册页。

执行联机重新布局
可以使用 vxassist relayout 命令重新配置卷的布局而不用使其脱机。此命令的
一般格式如下所示：
# vxassist [-b] [-g diskgroup] relayout volume [layout=layout] \
[relayout_options]

如果指定 -b 选项，则对卷进行重新布局将作为后台任务。
支持下列目标布局配置。
concat-mirror

连续镜像

concat

连续

nomirror

连续

nostripe

连续

raid5

RAID-5（共享磁盘组不支持此配置）

span

连续

stripe

条带

请参见第 556 页的“允许执行的重新布局转换”。

555

556

管理卷和磁盘组
执行联机重新布局

例如，以下命令将磁盘组 mydg 中的连续卷 vol02 更改为条带卷。默认情况下，条
带卷具有 2 列，且条带单元大小为 64 KB：
# vxassist -g mydg relayout vol02 layout=stripe

有时，您可能需要在 Plex 上而不是在卷上执行重新布局。
请参见第 559 页的“指定重新布局的 Plex”。

允许执行的重新布局转换
表 30-1 显示了连续卷支持的重新布局转换。
表 30-1

连续卷支持的重新布局转换

重新布局为

从 concat

concat

否。

concat-mirror

否。添加镜像，然后使用 vxassist convert。

mirror-concat

否。添加镜像。

mirror-stripe

否。在重新布局为条带镜像卷之后使用 vxassist convert。

raid5

是。可能已定义了条带宽度和列数。

stripe

是。可能已定义了条带宽度和列数。

stripe-mirror

是。可能已定义了条带宽度和列数。

表 30-2 显示了连续镜像卷支持的重新布局转换。
表 30-2

连续镜像卷支持的重新布局转换

重新布局为

从连续镜像

concat

否。使用 vxassist convert，然后从得到的镜像连续卷中删除不需
要的镜像。

concat-mirror

否。

mirror-concat

否。使用 vxassist convert。

mirror-stripe

否。在重新布局为条带镜像卷之后使用 vxassist convert。

raid5

是。

stripe

是。此重新布局将删除镜像并添加条带化。可能已定义了条带宽度和列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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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布局为

从连续镜像

stripe-mirror

是。可能已定义了条带宽度和列数。

表 30-3 显示了 RAID-5 卷支持的重新布局转换。
表 30-3

镜像条带卷支持的重新布局转换

重新布局为

从镜像条带

concat

是。

concat-mirror

是。

mirror-concat

否。在重新布局为连续镜像卷之后使用 vxassist convert。

mirror-stripe

否。在重新布局为条带镜像卷之后使用 vxassist convert。

raid5

是。可能已更改了条带宽度和列数。

stripe

是。必须更改条带宽度和列数。

stripe-mirror

是。必须更改条带宽度和列数。否则，请使用 vxassist convert。

表 30-4 显示了镜像连续卷支持的重新布局转换。
表 30-4

镜像连续卷支持的重新布局转换

重新布局为

从镜像连续

concat

否。删除不需要的镜像。

concat-mirror

否。使用 vxassist convert。

mirror-concat

否。

mirror-stripe

否。在重新布局为条带镜像卷之后使用 vxassist convert。

raid5

是。可能已定义了条带宽度和列数。在现有的镜像卷中选择一个 Plex，
对它执行重新布局。在重新布局操作结束时，其他 Plex 将被删除。

stripe

是。

stripe-mirror

是。

表 30-5 显示了镜像条带卷支持的重新布局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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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5

镜像条带卷支持的重新布局转换

重新布局为

从镜像条带

concat

是。

concat-mirror

是。

mirror-concat

否。在重新布局为连续镜像卷之后使用 vxassist convert。

mirror-stripe

否。在重新布局为条带镜像卷之后使用 vxassist convert。

raid5

是。可能已更改了条带宽度和列数。

stripe

是。必须更改条带宽度和列数。

stripe-mirror

是。必须更改条带宽度和列数。否则，请使用 vxassist convert。

表 30-6 显示了非镜像条带和分层条带镜像卷支持的重新布局转换。
表 30-6

非镜像条带和分层条带镜像卷支持的重新布局转换

重新布局为

从条带或条带镜像

concat

是。

concat-mirror

是。

mirror-concat

否。在重新布局为连续镜像卷之后使用 vxassist convert。

mirror-stripe

否。在重新布局为条带镜像卷之后使用 vxassist convert。

raid5

是。可能已更改了条带宽度和列数。

stripe

是。必须更改条带宽度和列数。

stripe-mirror

是。必须更改条带宽度和列数。

指定非默认布局
可以指定下列一个或多个重新布局选项来更改默认布局配置：
ncol=number

指定列数。

ncol=+number

指定要添加的列数。

ncol=-number

指定要删除的列数。

stripeunit=size

指定条带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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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这些示例使用 vxassist 来更改磁盘组 dbasedg 中条带卷的条带宽度和列数：
# vxassist -g dbasedg relayout vol03 stripeunit=64k ncol=6
# vxassist -g dbasedg relayout vol03 ncol=+2
# vxassist -g dbasedg relayout vol03 stripeunit=128k

以下示例将连续卷更改为具有 4 列的 RAID-5 卷：
# vxassist -g dbasedg relayout vol04 layout=raid5 ncol=4

指定重新布局的 Plex
如果磁盘组中有足够的磁盘和空间，则可以将任何布局都更改为 RAID-5。要将镜
像卷转换为 RAID-5，必须指定要转换的 Plex。转换完成后，所有其他 Plex 都会被
删除，从而释放其空间以用于其他目的。如果将镜像卷转换为 RAID-5 以外的布局，
则不会删除未转换的 Plex。应通过用 Plex 名取代卷名，来指定要转换的 Plex，如
下所示：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layout plex [layout=layout] \
[relayout_options]

标记重新布局操作
要控制重新布局操作的进度，例如暂停或反转操作，可使用 vxassist 的 -t 选项为
操作指定任务标记。例如，以下重新布局作为后台任务执行并有标记 myconv：
# vxassist -b -g dbasedg -t myconv relayout vol04 layout=raid5 \
ncol=4

请参见第 559 页的“查看重新布局状态”。
请参见第 560 页的“控制重新布局的进度”。

查看重新布局状态
执行联机重新布局操作需要一定的时间。可以使用 vxrelayout 命令获得有关重新
布局操作状态的信息。例如，使用以下命令：
# vxrelayout -g mydg status vol04

显示的输出可能类似于以下内容：
STRIPED, columns=5, stwidth=128--> STRIPED, columns=6,
stwidth=128
Relayout running, 68.58% 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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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示例中，从 5 列到 6 列的条带卷的重新配置过程正在进行中，并且完成了超过
三分之二。
请参见 vxrelayout(1M) 手册页。
如果在启动重新布局时将任务标记指定给了 vxassist，则可以将此标记与 vxtask
命令一起使用以监视重新布局的进度。例如，要监视标记为 myconv 的任务，请输
入以下内容：
# vxtask monitor myconv

控制重新布局的进度
可以使用 vxtask 命令暂时停止 (pause) 重新布局，或者取消 (abort) 重新布局。如
果启动重新布局时在 vxassist 命令中指定了任务标记，则可以使用此标记将该任
务指定给 vxtask。例如，要暂停标记为 myconv 的重新布局操作，请输入：
# vxtask pause myconv

要继续执行操作，请使用 vxtask 命令，如下所示：
# vxtask resume myconv

对于不是使用 vxtask pause 命令停止的重新布局操作（例如，使用了 vxtask
abort 命令停止该任务，转换进程已停止工作，或出现 I/O 故障），可通过在
vxrelayout 中指定 start 关键字来继续重新布局操作，如下所示：
# vxrelayout -g mydg -o bg start vol04

如果使用 vxrelayout start 命令重新启动之前使用 vxtask pause 命令暂停的重
新布局操作，则系统会创建一个无标记的新任务来完成该操作。这样就无法使用最
初的任务标记控制重新布局。
-o bg 选项在后台重新启动重新布局。还可以指定 slow 和 iosize 选项修饰符来控

制重新布局的速度和复制的每个区域的大小。例如，以下命令在每复制 10 MB 字节
的区域之后插入 1000 毫秒（1 秒）的延迟：
# vxrelayout -g mydg -o bg,slow=1000,iosize=10m start vol04

默认的延迟和区域大小的值分别是 250 毫秒和 1 MB 字节。
要反转停止的重新布局操作的方向，请将 reverse 关键字指定给 vxrelayout，如
下所示：
# vxrelayout -g mydg -o bg reverse vol04

这将取消到目前为止对卷所做的更改，并将卷返回到它的原始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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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 vxtask abort 取消重新布局，则转换方向也将反转，并且卷返回到它的
原始配置。
请参见第 553 页的“使用 vxtask 管理任务”。
请参见 vxrelayout(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task(1M) 手册页。

将镜像添加到卷
可以使用 vxassist 命令将镜像添加到卷，如下所示：
#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irror volume

如果指定 -b 选项，则会将同步新镜像作为后台任务。
例如，要在磁盘组 mydg 中创建卷 voltest 的镜像，请使用此命令：
# vxassist -b -g mydg mirror voltest

还可以通过使用下列命令先创建一个 Plex，然后将其挂接到某个卷上，来镜像卷：
# vxmake [-g diskgroup] plex plex sd=subdisk ...
# vxplex [-g diskgroup] att volume plex

镜像全部卷
要将磁盘组中所有的卷镜像到可用的磁盘空间，请使用此命令：
# /etc/vx/bin/vxmirror -g diskgroup -a

要配置 VxVM 以在默认情况下创建镜像卷，请使用此命令：
# vxmirror -d yes

进行此更改后，仍可以通过将 nmirror=1 指定为 vxassist 命令的属性来生成非镜
像卷。例如，要在磁盘组 mydg 中创建非镜像的名为 nomirror 的 20 GB 卷，请使用
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mydg make nomirror 20g nmirror=1

镜像 VM 磁盘上的卷
镜像卷在另一个磁盘上创建卷的一个或多个副本。通过创建卷的镜像副本，可以防
止卷在磁盘发生故障时丢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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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该任务只镜像连续卷。已镜像的卷或者包含位于多个磁盘上的子磁盘的卷将
被忽略
镜像磁盘上的卷

1

确保目标磁盘上的空间量不小于源磁盘的空间量。

2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Mirror volumes on a disk (镜像磁盘上的
卷)”。

3

在出现以下提示时，输入希望镜像的磁盘的磁盘名称：
Enter disk name [<disk>,list,q,?] mydg02

4

在出现以下提示时，输入目标磁盘名称（该磁盘的大小必须与源磁盘相同或比
源磁盘大）：
Enter destination disk [<disk>,list,q,?] (default: any) mydg01

5

在出现以下提示时，按回车键创建镜像：
Continue with operation? [y,n,q,?] (default: y)
vxdiskadm 程序显示镜像操作的状态，如下所示：
VxVM vxmirror INFO V-5-2-22 Mirror volume voltest-bk00
.
.
.
VxVM INFO V-5-2-674 Mirroring of disk mydg01 is complete.

6

在出现以下提示时，指明是要镜像另一磁盘上的卷 (y)，还是返回到 vxdiskadm
主菜单 (n)：
Mirror volumes on another disk? [y,n,q,?] (default: n)

配置 SmartMove
默认情况下，将为所有卷启用 SmartMove 实用程序。仅当需要更改默认行为或先
前已修改该行为时，才必须配置 SmartMove 功能。
SmartMove 有三个值，用于指示是否可以应用 SmartMove。这三个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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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含义

none

根本不使用 SmartMove。

thinonly

仅将 SmartMove 用于可识别精简 LUN。

all

将 SmartMove 用于所有 LUN 类型。
这是默认值。

配置 SmartMove 值

1

要显示当前的 SmartMove 值和默认 SmartMove 值，请键入以下命令：
# vxdefault list
KEYWORD
usefssmartmove
...

2

CURRENT-VALUE
all

DEFAULT-VALUE
all

要设置 SmartMove 值，请键入以下命令：
# vxdefault set usefssmartmove value

其中，value 为 none、thinonly 或 all。

删除镜像
当不再需要某镜像时，可以将其删除以释放磁盘空间。
注意：VxVM 不允许您删除与卷关联的最后一个有效 Plex。
要从卷中删除某镜像，请使用此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 mirror volume

还可使用存储属性指定要删除的存储区。例如，要从卷 vol01 中删除磁盘 mydg01
上的镜像，请输入以下命令。
注意：在某些 shell 中，! 字符是特殊字符。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在 bash shell 中对该
字符进行换码。
# vxassist -g mydg remove mirror vol01 \!mydg01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在特定的磁盘上创建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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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从卷中分离并删除镜像：
# vxplex [-g diskgroup] -o rm dis mirror

例如，要从磁盘组 mydg 中分离并删除名为 vol01-02 的镜像，请使用此命令：
# vxplex -g mydg -o rm dis vol01-02

此命令删除镜像 vol01-02 和所有关联的子磁盘。这等效于分别输入以下命令：
# vxplex -g mydg dis vol01-02
# vxedit -g mydg -r rm vol01-02

在卷上设置标记
卷标记实施 SmartTier 功能。也可以使用与如下所示相同的 vxvm 命令语法，将标
记应用于卷集。
使用以下格式的 vxassist 命令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

在卷上设置一个命名的标记以及可选标记值。

■

替换标记。

■

从卷中删除标记。

# vxassist [-g diskgroup] settag volume|vsettagname[=tagvalue]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placetag volume|vsetoldtagnewtag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tag volume|vsettagname

要列出与卷关联的标记，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listtag [volume|vset]

如果不指定卷名，则显示磁盘组中的所有卷和卷集。TY 字段中的缩写 vt 表示一个
卷集。
以下是一个 listtag 命令示例：
# vxassist -g dg1 listtag vol

若要列出带有指定标记名的卷，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list tag=tagnamevolume

标记名与标记值是区分大小写的字符串，长达 256 个字符。标记名称可以包含以下
ASCII 字符：
■

字母（A 到 Z 和 a 到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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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0 到 9）

■

短划线 (-)

■

下划线 (_)

■

句点 (.)

标记名必须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标记名不能与磁盘组中的磁盘同名。
标记名 site、udid 与 vdid 由系统保留。请勿使用它们。 为了避免与将来产品的
功能发生冲突，标记名不要以如下字符串开头： asl、be、nbu、sf、symc 或 vx。
标记值可以由十进制值为 32 至 127 之间的任意 ASCII 字符组成。如果标记值包含
空格，请采用引号来进行相应的指定，使之免受 shell 命令的干扰，如下所示：
# vxassist -g mydg settag myvol "dbvol=table space 1"
list 操作可以理解带点的标记层次。例如，tag=a.b 列表包括标记名以 a.b 开头的

所有卷。

管理磁盘组
本节介绍如何管理磁盘组。

磁盘组版本
所有磁盘组都有关联的版本号。每个主要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版本
都引入了磁盘组版本。要支持此版本中的新功能，磁盘组的版本必须是最新的。默
认情况下，VxVM 将以最新的磁盘组版本创建磁盘组。例如，Veritas Volume
Manager 6.0 创建 170 版本的磁盘组。
每个 VxVM 版本支持一组特定的磁盘组版本。VxVM 可以导入任意受支持版本的磁
盘组并对其执行操作。然而，操作受到磁盘组版本支持的功能和操作的限制。如果
从早期版本导入磁盘组，则可能无法使用最新功能。如果尝试使用较新版本的 VxVM
的功能，则会收到与以下内容类似的错误消息：
VxVM vxedit ERROR V-5-1-2829 Disk group version doesn't support
feature

您必须将磁盘组显式升级到适当的磁盘组版本才能使用此功能。
请参见第 569 页的“升级磁盘组版本”。
表 30-7 总结了引入并支持特定磁盘组版本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版本。其中
还总结了每个磁盘组版本支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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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7

磁盘组版本规定

VxVM 版本

引入磁盘组版本

支持的新功能

支持磁盘组版本

6.0.1

180

CVM 可用性改进

20、30、40、50、
60、70、80、90、
110、120、130、
140、150、160、170

6.0

170

■

VVR 压缩

VVR 辅助日志记
录
■ CVM 可用性改进
■

5.1SP1

160

■

DCO 版本 30

■

针对同步任务进行
恢复。

■

将自动 Bunker 重
放作为 GCO 故障
转移的一部分
能够在 GCO 接管
期间选择主节点
CVM 可支持超过
32 个节点，最多
支持 64 个
CDS 布局支持大型
LUN (> 1 TB)
vxrootadm 增强功
能

■
■

■
■

不适用

150

SSD 设备支持、ISP
dg 的迁移

20、30、40、50、
60、70、80、90、
110、120、130、
140、150、160

20、30、40、50、
60、70、80、90、
110、120、130、
140、150、160

20、30、40、50、
60、70、80、90、
110、120、130、
14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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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VM 版本

引入磁盘组版本

支持的新功能

5.0、5.0.1

140

■

数据迁移功能

■

DMP 增强

■

EFI 磁盘

■

克隆磁盘的导入

支持磁盘组版本
20、30、40、50、
60、70、80、90、
110、120、130、140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增强
■ 远程镜像（校园集
群）
■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增强功能
■

5.0

130

■

4.1

120

■

4.0

110

VVR 增强功能

20、30、40、50、
60、70、80、90、
110、120、130

A/P 阵列的集群范 20、30、40、50、
围内的自动故障回 60、70、80、90、
复
110、120
■ 将卷迁移到 ISP
■

持久性 DMP 策略

■

共享磁盘组故障策
略

跨平台数据共享
20、30、40、50、
(CDS)
60、70、80、90、
■ 设备发现层 (DDL) 110
2.0
■ 磁盘组配置的备份
与还原
■ 去除作为专用磁盘
组的 rootdg
■

完整空间和优化空
间即时快照
■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 序列裂脑检测
■

■

卷集（VxFS 多设
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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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VM 版本

引入磁盘组版本

支持的新功能

3.2、3.5

90

■

■

Oracle
20、30、40、50、
Resilvering 的集 60、70、80、90
群支持
磁盘组移动、拆分
和结合
设备发现层 (DDL)
1.0
集群中的分层卷支
持
有序分配

■

OS 独立命名支持

■

持久性快速重新同
步
VVR 增强功能

■
■
■

3.1.1

80

■

3.1

70

■

3.0

60

支持磁盘组版本

20、30、40、50、
60、70、80

非持久性快速重新 20、30、40、50、
同步
60、70
■ 顺序 DRL
■

解除重定位

■

VVR 增强功能

■

联机重新布局

■

安全的 RAID-5 子
磁盘移动

20、30、40、60

2.5

50

■

SRVM（现称为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或
VVR）

20、30、40、50

2.3

40

■

热重定位

20、30、40

2.2

30

■

VxSmartSync
Recovery
Accelerator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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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VM 版本

引入磁盘组版本

支持的新功能

2.0

20

■

支持磁盘组版本

脏区日志记录
20
(DRL)
■ 磁盘组配置副本限
制
■ 镜像卷日志
■

新式条带

■

RAID-5 卷

■

恢复检查点

1.3

15

15

1.2

10

10

如果需要在运行旧版本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系统上导入磁盘组，则可以
创建一个使用早期磁盘组版本的磁盘组。
请参见第 570 页的“使用早期磁盘组版本创建磁盘组”。

升级磁盘组版本
所有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都有相关联的版本号。每个 VxVM 版本都支
持一组特定的磁盘组版本，并可以对这些版本的磁盘组进行导入和执行任务。某些
新功能和新任务仅适用于最新版本的磁盘组。
升级时，VxVM 不会自动升级现有磁盘组的版本。如果磁盘组的版本受支持，只要
不试图使用最新版本的功能，就可以按原样使用磁盘组。在升级磁盘组之前，可能
仍会将该磁盘组逐回到从中导入它的版本。
要使用升级后的版本中的功能，必须显式升级现有的磁盘组。没有“降级”工具。
升级磁盘组后，磁盘组将不再与不支持新版本的 VxVM 早期版本兼容。对于在多个
服务器之间共享以进行故障转移或脱离主机处理的磁盘组，请确定所有可能使用该
磁盘组的潜在主机上的 VxVM 版本都支持您要升级到的磁盘组版本。
升级到 Storage Foundation 6.0.1后，必须升级由 ISP 组织的所有现有的磁盘组。
如果不升级版本，则配置查询操作可继续正常工作。不过，配置更改操作无法正常
运行。
要列出磁盘组的版本，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list dgname

还可通过使用带 -l 格式选项的 vxprint 命令确定磁盘组版本。
要将磁盘组升级到当前运行的 VxVM 版本所支持的最高版本，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upgrade dg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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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早期磁盘组版本创建磁盘组
有时您可能需要创建可以在运行早期版本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系统中导入
的磁盘组。在创建磁盘组时必须指定磁盘组版本，因为不能对磁盘组版本进行降
级。
例如，在运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6.0 的系统上创建的磁盘组的默认磁盘组版
本是 170。这样的磁盘组不能导入到运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4.1 的系统中，
因为该系统版本支持的最高磁盘组版本是 120。因此，要在运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6.0 的系统中创建能够由运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4.1 的系统导入的
磁盘组，该磁盘组必须创建为版本 120 或更低的版本。
要创建早期版本的磁盘组，请在 vxdg init 命令中指定 -T version 选项。
例如，要创建可由运行 VxVM 4.1 的系统导入的 120 版的磁盘组，请使用以下命
令：
# vxdg -T 120 init newdg newdg01=c0t3d0

这会创建磁盘组 newdg，该磁盘组可由 Veritas Volume Manager 4.1 导入。注意，
尽管可在 VxVM 4.1 系统上导入该磁盘组，但无法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5.0 和更高版本的功能。

显示磁盘组信息
要显示现有磁盘组的信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dg list
NAME
rootdg
newdg

STATE
enabled
enabled

ID
730344554.1025.tweety
731118794.1213.tweety

若要显示有关特定磁盘组的更详细的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list diskgroup

将此命令应用于名为 mydg 的磁盘组时，输出类似于以下内容：
# vxdg list mydg
Group: mydg
dgid: 962910960.1025.bass
import-id: 0.1
flags:
version: 160
local-activation: read-write
alignment: 512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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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b: on
detach-policy: local
copies: nconfig=default nlog=default
config: seqno=0.1183 permlen=3448 free=3428 templen=12 loglen=522
config disk c0t10d0 copy 1 len=3448 state=clean online
config disk c0t11d0 copy 1 len=3448 state=clean online
log disk c0t10d0 copy 1 len=522
log disk c0t11d0 copy 1 len=522

要验证与特定磁盘关联的磁盘组 ID 和名称（例如，要导入磁盘组），请使用以下
命令：
# vxdisk -s list devicename

该命令输出下列有关指定磁盘的信息。例如，磁盘 c0t12d0 的输出如下：
Disk:
type:
flags:
diskid:
dgname:
dgid:
hostid:
info:

c0t12d0
simple
online ready private autoconfig autoimport imported
963504891.1070.bass
newdg
963504895.1075.bass
bass
privoffset=128

显示磁盘组中的空闲空间
在向系统添加卷和文件系统之前，请确保有足够的空闲磁盘空间来满足需要。
要显示系统中的空闲空间，请使用此命令：
# vxdg free

以下为示例输出：
GROUP
mydg
mydg
newdg
newdg
oradg

DISK
mydg01
mydg02
newdg01
newdg02
oradg01

DEVICE
c0t10d0
c0t11d0
c0t12d0
c0t13d0
c0t14d0

TAG
c0t10d0
c0t11d0
c0t12d0
c0t13d0
c0t14d0

OFFSET
0
0
0
0
0

要显示磁盘组的空闲空间，请使用此命令：
# vxdg -g diskgroup free

此处，可选择使用 -g diskgroup 来指定磁盘组。

LENGTH
4444228
4443310
4443310
4443310
4443310

FLA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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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显示磁盘组 (mydg) 中的空闲空间，请使用下面的命令：
# vxdg -g mydg free

以下示例输出显示以扇区为单位的空闲空间量：
DISK
DEVICE
mydg01 c0t10d0
mydg02 c0t11d0

TAG
c0t10d0
c0t11d0

OFFSET
0
0

LENGTH
4444228
4443310

FLAGS
-

创建磁盘组
必须使一个磁盘组与至少一个磁盘关联。通过使用 vxdiskadm 命令主菜单中的“Add
or initialize one or more disks (添加或初始化一个或多个磁盘)”将磁盘添加

到 VxVM 控制中，可以创建新的磁盘组。要添加到某个磁盘组中的磁盘不能属于现
有磁盘组。磁盘组名称不能包含句点 (.) 字符。
您可以创建一个共享磁盘组。
还可以使用 vxdiskadd 命令创建新磁盘组。此命令对话框类似于先前描述的
vxdiskadm 命令的对话框。
在以下示例中，c1t0d0 是当前尚未分配给磁盘组的磁盘的设备名称。
# vxdiskadd c1t0d0

请参见第 255 页的“向 VxVM 添加磁盘”。
还可以使用以下 vxdg init 命令创建磁盘组：
# vxdg init diskgroup [cds=on|off] diskname=devicename

例如，要在设备 c1t0d0 上创建名为 mktdg 的磁盘组，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dg init mktdg mktdg01=c1t0d0

由设备名称 c1t0d0 指定的磁盘必须已用 vxdiskadd 或 vxdiskadm 进行了初始化。
该磁盘当前不得属于任何磁盘组。
可以使用 cds 属性及 vxdg init 命令指定新磁盘组是否与跨平台数据共享 (CDS) 功
能兼容。新创建的磁盘组默认情况下与 CDS 兼容（相当于指定 cds=on）。 如果要
更改此行为，请在创建新磁盘组之前编辑文件 /etc/default/vxdg，在该文件中设
置属性-值对 cds=off。
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为磁盘组设置该属性：
# vxdg -g diskgroup set cds=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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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在从磁盘组删除最后一个磁盘之前，必须禁用磁盘组。
请参见第 597 页的“禁用磁盘组”。
还有一种可以替代禁用磁盘组的方法，即破坏磁盘组。
请参见第 597 页的“破坏磁盘组”。
如果磁盘不包含子磁盘，可以使用如下命令从它所在的磁盘组内将它删除：
# vxdg [-g diskgroup ] rmdisk diskname

例如，要从磁盘组 mydg 中删除 mydg02，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dg -g mydg rmdisk mydg02

如果尝试删除的磁盘包含子磁盘，则将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VxVM vxdg ERROR V-5-1-552 Disk diskname is used by one or more
subdisks
Use -k to remove device assignment.

使用 -k 选项可删除磁盘，甚至可删除含有子磁盘的磁盘。
请参见 vxdg(1M) 手册页。
警告：使用 vxdg 的 -k 选项会导致数据丢失。
从磁盘所在的磁盘组中删除磁盘后，可以选择使其完全脱离 VxVM 的控制。输入以
下命令：
# vxdiskunsetup devicename

例如，要使磁盘 c1t0d0 脱离 VxVM 的控制，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diskunsetup c1t0d0

可以删除定义有卷的子磁盘的磁盘。例如，可以将所有卷合并到一个磁盘上。如果
使用 vxdiskadm 删除一个磁盘，可选择将卷移出该磁盘。为此，请运行 vxdiskadm
并从主菜单中选择“Remove a disk (删除磁盘)”。
如果该磁盘由某些子卷使用，则显示此消息：
VxVM ERROR V-5-2-369 The following volumes currently use part of
disk mydg02:
home usr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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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s must be moved from mydg02 before it can be removed.
Move volumes to other disks? [y,n,q,?] (default: n)

如果选择 y，则会从该磁盘中移走所有的卷（如果可能）。有些卷可能无法移动。
卷无法移动的最常见原因是：
■

其余磁盘上的空间不足。

■

不能在与卷中现有 Plex 或条带子磁盘不同的磁盘上分配 Plex 或条带子磁盘。

如果 vxdiskadm 无法移动某些卷，则在继续磁盘删除操作之前，可能需要从某些磁
盘中删除一些 Plex 以释放更多的空间。

逐出磁盘组
逐出磁盘组将使系统启用（导入）的磁盘组变得无法访问。如果要将磁盘组中的磁
盘移动到另一个系统，则逐出该磁盘组。
逐出磁盘组

1

停止应用程序在要逐出的磁盘组所配置的卷上执行的所有活动。卸载文件系统
并关闭在卷上配置的数据库。
如果磁盘组包含正在使用（例如，正在由装入的文件系统或数据库使用）的
卷，逐出操作将失败。

2

要停止磁盘组中的卷，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vol -g diskgroup stopall

3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Remove access to (deport) a disk group
(禁止访问 (逐出) 磁盘组)”。

4

在提示符下，输入要逐出的磁盘组的名称。在以下示例中，要逐出的磁盘组的
名称为 newdg：
Enter name of disk group [<group>,list,q,?] (default: list)
newdg

5

如果想删除磁盘组中的磁盘，在此提示处输入 y：
Disable (offline) the indicated disks? [y,n,q,?]

(default: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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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此提示处，按回车键继续操作：
Continue with operation? [y,n,q,?] (default: y)

逐出磁盘组后，vxdiskadm 实用程序会显示以下消息：
VxVM INFO V-5-2-269 Removal of disk group newdg was
successful.

7

在此提示处，指明是希望禁用另外的磁盘组 (y) 还是返回到 vxdiskadm 主菜单
(n)：
Disable another disk group? [y,n,q,?] (default: n)

可使用下面的 vxdg 命令逐出磁盘组：
# vxdg deport diskgroup

导入磁盘组
导入磁盘组使系统可以访问磁盘组。要将磁盘组从一个系统移动到另一个系统，首
先禁用（逐出）原系统上的磁盘组，然后在系统间移动磁盘并启用（导入）磁盘
组。
默认情况下，导入磁盘组时，VxVM 会恢复并启动磁盘组中所有已禁用的卷。要防
止 VxVM 恢复已禁用的卷，请关闭自动恢复功能。例如，在导入磁盘组之后，您可
能要执行一些维护工作，然后再启动卷。
请参见第 576 页的“设置卷自动恢复”。
导入磁盘组

1

要确保被逐出的磁盘组中的磁盘是联机的，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s list

2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Enable access to (import) a disk group
(允许访问 (导入) 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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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此提示处，输入要导入的磁盘组的名称（在本例中为 newdg）：
Select disk group to import [<group>,list,q,?] (default: list)
newdg

导入完成后，vxdiskadm 实用程序将显示以下成功消息：
VxVM INFO V-5-2-374 The import of newdg was successful.

4

在此提示处，指明是要导入另外的磁盘组 (y) 还是返回到 vxdiskadm 主菜单
(n)：
Select another disk group? [y,n,q,?] (default: n)

也可使用以下 vxdg 命令导入磁盘组：
# vxdg import diskgroup

您也可以将磁盘组导入为共享磁盘组。

设置卷自动恢复
默认情况下，导入磁盘组时，VxVM 会恢复并启动磁盘组中所有已禁用的卷。要防
止 VxVM 恢复禁用的卷，请关闭卷自动恢复。例如，在导入磁盘组之后，您可能要
执行一些维护工作，然后再启动卷。
关闭卷自动恢复功能
◆

使用以下 vxdefault 命令可关闭卷自动恢复。
# vxdefault set autostartvolumes off

处理次要编号冲突
磁盘组中要导入的卷设备次要编号可能会与现有的卷设备冲突。在之前的 VxVM 版
本中，此类冲突会导致故障。故障现象是磁盘组导入操作失败，或者对于共享磁盘
组，从属节点无法加入。发生这种情况时，必须手动运行 vxdg reminor 命令来解
决次要编号冲突。自此版本起，VxVM 将能够自动解决次要编号冲突。
如果导入磁盘组时存在次要编号冲突，VxVM 会自动为该磁盘组指派一个新的基本
次要编号，并基于新的基本次要编号重新指定磁盘组中卷的编号。此时无需运行
vxdg reminor 命令来解决次要编号冲突。
为避免共享磁盘组与专用磁盘组之间的任何冲突，次要编号分为共享池和专用池。
VxVM 仅从共享池分配共享磁盘组的次要编号，并且仅从专用池分配专用磁盘组的

管理卷和磁盘组
管理磁盘组

次要编号。如果导入专用磁盘组作为共享磁盘组（反之亦然），则会从正确的池重
新分配设备次要编号。磁盘组会以动态方式重新指定。
默认情况下，专用次要编号的范围为 0-32999，共享次要编号起始于 33000。如果
需要，可以更改此划分。例如，可以将共享次要编号的范围设置为从一个较小的编
号开始。此范围为共享磁盘组提供较多的次要编号，而为专用磁盘组提供较少的次
要编号。
通常情况下，专用池和共享池中的次要编号都已足够使用，所以无需更改此划分。
注意：要使新的划分生效，则在默认值文件中更改可调参数后，必须运行 vxdctl
enable 或重新启动 vxconfigd。所有集群节点上的划分必须完全相同，以便防止出
现节点加入、卷创建或磁盘组导入操作的节点故障。
更改共享次要编号和专用次要编号之间的划分

1

将可调参数 sharedminorstart 添加到默认值文件 /etc/default/vxsf。例
如，要将共享次要编号更改为起始于 20000，则应在 /etc/default/vxsf 文
件中设置以下行：
sharedminorstart=20000

无法将共享次要编号设置为从小于 1000 的数开始，如果将 sharedminorstart
的值设置为 0 到 999，则专用次要编号与共享次要编号之间的划分会设置为
1000。0 值会禁用动态重新编号。

2

运行以下命令：
# vxdctl enable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禁用共享次要编号与专用次要编号之间的划分。例如，为
防止从早期版本升级时更改设备次要编号。在这种情况下，安装新 VxVM depot前
应禁用动态重新编号。
禁用共享次要编号和专用次要编号之间的划分

1

将默认值文件 /etc/default/vxsf 中的可调参数 sharedminorstart 设置为
0（零）。在 /etc/default/vxsf 文件中设置以下行：
sharedminorstart=0

2

运行以下命令：
# vxdctl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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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统间移动磁盘组
磁盘组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可以在系统之间移动。如果将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从一个
系统移动到另一个系统，则该磁盘组即可由第二个系统使用。您无须重新指定配
置。
在系统之间移动磁盘

1

请确认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在目标系统上均可见。这可能需要更改掩码和分
区。

2

在源系统上停止磁盘组中的所有卷，然后用以下命令逐出（禁止本地访问）该
磁盘组：
# vxdg deport diskgroup

3

将所有磁盘移动到目标系统中，并执行必要的步骤（与系统相关）使目标系统
和 VxVM 识别新的磁盘。
该过程可能要求重新启动，重新启动时，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重新启动并
识别新磁盘。如果不重新启动，请使用命令 vxdctl enable 重新启动 vxconfigd
程序，这样 VxVM 也能识别磁盘。

4

用以下命令在目标系统上导入（启用本地访问）磁盘组：
# vxdg import diskgroup

警告：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都必须移动到其他系统。如果不移动，导入将失
败。

5

默认情况下，VxVM 会在磁盘组导入后启用并启动所有已禁用的卷。
请参见第 576 页的“设置卷自动恢复”。
如果自动卷恢复功能已关闭，请通过以下命令启动所有卷：
# vxrecover -g diskgroup -sb

还可以从已崩溃的系统中移出磁盘。这种情况下，不能将磁盘组从源系统中逐
出。当在系统上创建或导入磁盘组时，系统会锁定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
警告：锁定的目的是确保两个系统不会同时使用 SAN 访问的磁盘。如果两个系
统同时访问相同的磁盘，必须使用像 VxVM 的集群功能这样的软件对此进行管
理。否则，存储在磁盘上的数据和配置信息可能会损坏，并可能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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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磁盘时处理错误
当从崩溃的系统或在移动磁盘前未能检测到磁盘组的系统中移动磁盘时，存储在磁
盘上的锁被保留下来，必须先将它清除。系统返回以下错误消息：
VxVM vxdg ERROR V-5-1-587 disk group groupname: import failed:
Disk is in use by another host

下面的消息指出磁盘组不包含任何有效磁盘（而不是磁盘组不包含任何磁盘）：
VxVM vxdg ERROR V-5-1-587 Disk group groupname: import failed:
No valid disk found containing disk group

由于磁盘配置副本中的主机 ID 与 /etc/vx/volboot 文件中存储的主机 ID 不匹配，
可以将磁盘视为无效。
要清除特定设备集上的锁定，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clearimport devicename ...

要在导入过程中清除锁定，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C import diskgroup

警告：对于通过 SAN 识别相同磁盘的系统，在使用 vxdisk clearimport 或 vxdg
-C import 命令时请务必小心。清除锁定将允许同时从多个主机访问这些磁盘，因
此可能导致数据损坏。
如果在上次成功导入磁盘组时所有磁盘都可访问且可见，则可成功导入此磁盘组。
但在某些磁盘不可用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指定 -f 选项来强制导入磁盘组。如果
import 操作失败，就会显示错误消息。
以下错误消息表明发生了致命错误，需要管理员修理硬件或创建新磁盘组，并恢复
磁盘组配置和数据：
VxVM vxdg ERROR V-5-1-587 Disk group groupname: import failed:
Disk group has no valid configuration copies

下列错误消息表明发生了可恢复的错误。
VxVM vxdg ERROR V-5-1-587 Disk group groupname: import failed:
Disk for disk group not found

如果磁盘组中的某些磁盘出现故障，则可通过为 vxdg import 命令指定 -f 选项来
强制导入磁盘组。
# vxdg -f import dis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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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使用 -f 选项时请务必小心。它可能导致从不同的磁盘集两次导入同一磁盘
组。这样会引起磁盘组配置的不一致。
请参见第 592 页的“处理冲突的配置副本”。
由于使用 -f 选项强制导入不完整的磁盘组被视为一次成功的导入，因此以后不指
定该选项时也可能会导入不完整的磁盘组。这可能并不是您所期望的。
您也可以将磁盘组导入为共享磁盘组。
还可使用 vxdiskadm 实用程序执行这些操作。要使用 vxdiskadm 逐出磁盘组，请
从主菜单中选择“Remove access to (deport) a disk group (禁止访问 (逐出)
磁盘组)”。要导入磁盘组，请选择“Enable access to (import) a disk group
(允许访问 (导入) 磁盘组)”。vxdiskadm import 操作查找主机导入锁并询问您是

否要清除找到的锁。它还启动磁盘组中的卷。

为磁盘组保留次要编号
设备次要编号向控制该设备的设备驱动程序唯一标识该设备的某些特性。它通常用
于标识单个设备的某个特性模式，或标识完全受控于单个控制器的各个设备。VxVM
为其控制的每个对象（卷、Plex、子磁盘、磁盘或磁盘组）分配唯一的设备次要编
号。
在系统间移动磁盘组时，在前一个系统上使用的次要编号可能与新系统上的 VxVM
所识别的对象次要编号一致。要解决这个潜在的问题，可以为每个磁盘组分配不同
范围的次要编号。当 VxVM 从磁盘组中的磁盘创建卷对象时，它将使用指定范围的
次要编号。这保证每个卷在重新启动或重新配置之后具有相同的次要编号。然后就
可以在机器间移动磁盘组而不会导致设备编号冲突。
VxVM 为从此磁盘组创建的对象选择次要设备编号，编号从基本次要编号 base_minor
开始。次要编号的范围从该值一直到 16,777,215。请尝试在此范围的顶部附近保留
合理数目的未分配次要编号，以便一旦发生设备次要编号冲突，可以允许进行临时
设备编号重映射。
VxVM 保留次要编号中从 0 到 999 的范围以用于引导磁盘组中的卷。例如，始终为
rootvol 卷分配次要编号 0。
如果您没有为磁盘组指定次要编号范围的基数，VxVM 将随机选择一个。所选数字
最小为 1000，并且是 1000 的倍数，同时能够得到一个包含 1000 个设备编号的可
用范围。所选数字还不能与当前已导入的任何磁盘组的编号范围（包括 1000 个编
号）重叠，也不能与当前已分配的任何卷设备编号重叠。
注意：该默认策略确保可以在一组机器间成功合并少量磁盘组。但是，在使用故障
转移机制自动合并磁盘组的情况下，请选择能够避免重叠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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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现有磁盘组的基本次要编号，请使用 vxprint 命令，如磁盘组 mydg 的下例
所示：
# vxprint -l mydg | grep minors
minors: >=45000
# vxprint -g mydg -m | egrep base_minor
base_minor=45000

要为所创建的磁盘组设置基本卷设备次要编号，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init diskgroup minor=base_minor disk_access_name ...

例如，以下命令创建包含指定磁盘并且基本次要编号为 30000 的磁盘组 newdg：
# vxdg init newdg minor=30000 c1d0t0 c1t1d0

如果磁盘组已经存在，可以使用 vxdg reminor 命令更改它的基本次要编号：
# vxdg -g diskgroup reminor new_base_minor

例如，以下命令将磁盘组 mydg 的基本次要编号更改为 30000：
# vxdg -g mydg reminor 30000

如果卷是打开的，其旧设备号在系统重新启动或者磁盘组被逐出然后重新导入之前
将始终保持有效。如果关闭打开的卷，则可以再次运行 vxdg reminor，以便在不
重新启动或重新导入的情况下使重新编号生效。
集群共享磁盘组就是需要更改基本次要编号的一个例子。共享磁盘组中的卷必须在
所有节点上使用相同的次要编号。如果在节点尝试加入集群时次要编号发生冲突，
则加入将失败。在集群中的节点上使用 reminor 操作可以解决此冲突。在包含一个
以上节点的集群中，应使用在任何节点上都不冲突的基本次要编号。
请参见 vxdg(1M) 手册页。
请参见第 576 页的“处理次要编号冲突”。

平台间的磁盘组兼容性
对于支持跨平台数据共享 (CDS) 功能的磁盘组，次要编号范围的上限在 AIX、
HP-UX、Linux（具有 2.6 版或更高版本的内核）和 Solaris 上被限制为 65,535，以
确保用户可以在这些操作系统之间移植磁盘组。
在内核版本低于 2.6 的 Linux 平台上，每个主要编号的次要编号数被限制为 256 个
（从 0 开始）。这相当于将在系统范围内支持的卷和磁盘的最大数目限制为一个比
其他操作系统平台上所允许的更小的值。 低于 2.6 的 Linux 内核版本所支持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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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通常被限制为几百个。 由于 Linux 上的 VxVM 4.0 实现了扩展式主要编号方案，
因此在有 15 个扩展式主要编号的可用连续块时，最多可以配置 4079 个卷。
VxVM 4.1 以及更高版本在 2.6 版的 Linux 内核上运行，该内核将可为每个主要设
备编号配置的次要设备数从 256 增加为 65,536。 这样，用户就可以在一个系统上
配置大量的卷和磁盘设备。 理论上，在这样的系统上最多可配置的 DMP 数和卷设
备数分别为 65,536 和 1,048,576。 但实际上，可在单个磁盘组中配置的 VxVM 设
备数受专用区域大小的限制。
在内核版本低于 2.6 的 Linux 系统上导入 CDS 兼容磁盘组时，VxVM 会尝试重新分
配卷的次要编号，如果不可行，则会失败。
为确保 CDS 兼容磁盘组可以在操作系统（包括内核版本低于 2.6 的 Linux）之间移
植，请使用以下命令设置磁盘组的 maxdev 属性：
# vxdg -g diskgroup set maxdev=4079

注意：如果在内核版本低于 2.6 的 Linux 上导入这样的磁盘组会导致系统上分配给
卷的次要编号超过 4079 个，或者如果可用的扩展主要编号少于 15 个，VxVM 4.0
仍可能无法导入该磁盘组。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确定 Linux 主机上 VxVM 支持的最大卷数：
# cat /proc/sys/vxvm/vxio/vol_max_volumes
4079

请参见 vxdg(1M) 手册页。

处理带重复标识符的克隆磁盘
可以通过下列方法复制磁盘：创建一个硬件快照（如 EMC BCV™ 或 Hitachi
ShadowCopy™）或克隆，使用 dd 或相似命令复制磁盘，或从已删除的 LUN 先前
使用的空间中生成一个新的 LUN。为避免磁盘 ID 条件重复，VxVM 的默认操作是
禁止导入此类重复的磁盘。
高级磁盘阵列提供硬件工具，供您用来克隆 VxVM 控制之外的现有磁盘。例如，这
些磁盘可能已被创建为磁盘组中现有磁盘的硬件快照或镜像。因此，在克隆磁盘上
也复制了 VxVM 专用区域。如果包含原始磁盘的磁盘组后来被导入进来，VxVM 就
会检测到专用区域中定义了多个磁盘标识相同的磁盘。在 5.0 版之前，如果 VxVM
不能确定哪块磁盘为原始磁盘，它就不能把这些磁盘导入磁盘组之中。重复磁盘需
要重新初始化之后才能导入。
从 5.0 版起，在初始化磁盘或者将磁盘导入到磁盘组时，会给磁盘的专用区域添加
一个唯一磁盘标识符 (UDID)（如果该标识符尚不存在）。无论磁盘何时进入联机状
态，系统都会将设备发现层 (DDL) 已知的当前 UDID 值同磁盘专用区域中设置的
UDID 进行比较。如果 UDID 值不匹配，就会在磁盘上设置 udid_mismatch 标志。

管理卷和磁盘组
管理磁盘组

该标志可以通过 vxdisk list 命令来查看。这样，就可以在与原始 LUN 所在的主
机上导入 LUN 快照。它还允许在单个服务器上同时导入同一 LUN 的多个快照，这
对脱离主机备份和处理可能很有用。
提供了一组新的 vxdisk 与 vxdg 操作，用来处理此类磁盘；方法有两种：将 UDID
的 DDL 值写入磁盘专用区域，或者标记磁盘并指定它是 vxdg import 操作的克隆
磁盘。
显示磁盘 c2t66d0、c2t67d0 与 c2t68d0 采用 udid_mismatch 标志进行标记的
vxdisk list 命令的输出示例如下：
# vxdisk list
DEVICE
c0t06d0
c0t16d0
.
.
.
c2t64d0
c2t65d0
c2t66d0
c2t67d0
c2t68d0

TYPE
auto:cdsdisk
auto:cdsdis

DISK
-

GROUP
-

STATUS
online
online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

-

online
online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udid_mismatch

将新的 UDID 写入磁盘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来更新一个或多个磁盘的唯一磁盘标识符 (UDID)：例如，从已
删除的 LUN 先前使用的空间构建一个新的 LUN 时，这非常有用。
# vxdisk [-f] [-g diskgroup ] updateudid disk ...

此命令使用存储在 DDL 数据库中的 UNID 的当前值来纠正专用区域的值。如果
VxVM 尚未在磁盘上设置 udid_mismatch 标志，则必须指定 -f 选项。
例如，下面的命令更新磁盘 c2t66d0 与 c2t67d0 的 UDID：
# vxdisk updateudid c2t66d0 c2t67d0

导入包含克隆磁盘的磁盘组
默认情况下，已经设置了 udid_mismatch 标志或 clone_disk 标志的磁盘不会被
vxdg import 命令导入，除非磁盘组内的所有磁盘至少设置了其中的一个标志且任
意两个磁盘的 UDID 各不相同。然后可以通过为 vxdg import 命令指定 -o
useclonedev=on 选项来导入克隆磁盘，如以下示例所示：
# vxdg -o useclonedev=on [-o updateid] import my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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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格式的命令只允许导入克隆磁盘。所有非克隆磁盘依然保持未导入状态。
如果对磁盘设置了 clone_disk 标志，则表明磁盘以前导入了设置了 udid_mismatch
标志的磁盘组。
可以指定 -o updateid 选项将新的标识属性写入磁盘之中并对磁盘设置 clone_disk
标志。（还可以利用 vxdisk set clone=on 命令来设置此标志。）但是，如果存
在一个或多个克隆磁盘的副本，导入就会失败。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标
记磁盘组中要导入的所有磁盘：
# vxdisk [-g diskgroup ] settag tagname disk ...

其中，tagname 为长达 128 个字符的字符串，不包括空格与 Tab 符。
例如，如下命令在要导入的多个磁盘上设置标记 my_tagged_disks。
# vxdisk settag my_tagged_disks c2t66d0 c2t67d0

或者，可以更新克隆磁盘的 UDID。
请参见第 583 页的“将新的 UDID 写入磁盘”。
要检查哪些磁盘进行了标记，请使用 vxdisk listtag 命令：
# vxdisk listtag
DEVICE
c0t06d0
c0t16d0
.
.
.
c2t64d0
c2t65d0
c2t66d0
c2t67d0
c2t68d0

NAME
-

VALUE
-

my_tagged_disks
my_tagged_disks
my_tagged_disks
my_tagged_disks
-

-

VM 磁盘专用区域内的配置数据库包含关于磁盘组中对象的持久性配置数据（或元
数据）。该数据库在导入磁盘时由 VxVM 查阅。正被导入的克隆磁盘中至少有一个
必须在其专用区域包含当前配置数据库的副本。
可以使用如下命令确保无论针对磁盘组采用什么样的替换策略，元数据的副本都被
放置到磁盘上：
# vxdisk [-g diskgroup] set disk keepmeta=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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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可以使用如下命令将配置数据库和内核日志的副本放到磁盘组中共享给定
标签的所有磁盘上：
# vxdg [-g diskgroup] set tagmeta=on tag=tagname nconfig=all \
nlog=all

要检查磁盘组中的哪些磁盘包含此配置信息的副本，请使用 vxdg listmeta 命令：
# vxdg [-q] listmeta diskgroup

可以指定 -q 选项以隐藏详细配置信息。
随后就可以导入磁盘组中已标记的磁盘，方法是为 vxdg import 命令指定标记与
-o useclonedev=on 选项：
# vxdg -o useclonedev=on -o tag=my_tagged_disks import mydg

如果已经将非克隆磁盘导入了磁盘组中，可以使用 -n 与 -t 选项为包含克隆磁盘的
磁盘组指定一个临时名称：
# vxdg -t -n clonedg -o useclonedev=on -o tag=my_tagged_disks \
import mydg

请参见第 591 页的“重命名磁盘组”。
要删除磁盘标记，请使用 vxdisk rmtag 命令，如下例所示：
# vxdisk rmtag tag=my_tagged_disks c2t67d0

请参见 vxdisk(1M) 和 vxdg(1M) 手册页。

针对克隆磁盘的操作的示例
下节中包含了可对克隆磁盘执行的操作的示例：
请参见第 585 页的“对带标记的磁盘启用配置数据库副本”。
请参见第 586 页的“导入不带标记的克隆磁盘”。
请参见第 588 页的“导入带标记的克隆磁盘”。

对带标记的磁盘启用配置数据库副本
本例中使用了以下命令来标记 Hitachi TagmaStore 阵列中的某些磁盘：
# vxdisk settag TagmaStore-USP0_28 t1=v1
# vxdisk settag TagmaStore-USP0_28 t2=v2
# vxdisk settag TagmaStore-USP0_24 t2=v2
# vxdisk settag TagmaStore-USP0_25 t1=v1

585

586

管理卷和磁盘组
管理磁盘组

这些标记可利用 vxdisk listtag 命令来查看：
# vxdisk listtag
DEVICE
TagmaStore-USP0_24
TagmaStore-USP0_25
TagmaStore-USP0_28
TagmaStore-USP0_28

NAME
t2
t1
t1
t2

VALUE
v2
v1
v1
v2

以下命令确保了为磁盘组 mydg 中所有标记为 t1 的磁盘维护配置数据库副本和内核
日志副本：
# vxdg -g mydg set tagmeta=on tag=t1 nconfig=all nlog=all

利用以下命令可查看那些此类元数据受到维护的磁盘：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TagmaStore-USP0_10
TagmaStore-USP0_24
TagmaStore-USP0_25
TagmaStore-USP0_26
TagmaStore-USP0_27
TagmaStore-USP0_28

TYPE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mydg02
mydg03
mydg01

GROUP
mydg
mydg
mydg

STATUS
online
online
online tagmeta
online
online
online tagmeta

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来确保为磁盘保留一份元数据副本：
# vxdisk set TagmaStore-USP0_25 keepmeta=always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TagmaStore-USP0_10
TagmaStore-USP0_22
TagmaStore-USP0_23
TagmaStore-USP0_24
TagmaStore-USP0_25
TagmaStore-USP0_28

TYPE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mydg02
mydg03
mydg01

GROUP
mydg
mydg
mydg

STATUS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keepmeta
online

导入不带标记的克隆磁盘
第一个示例将导入 Hitachi TagmaStore 阵列中的克隆磁盘（ShadowImage™ 设
备）。主磁盘（非克隆磁盘） mydg01、mydg02 和 mydg03 已被导入，而克隆磁盘
不带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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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TagmaStore-USP0_3
TagmaStore-USP0_23
TagmaStore-USP0_25
TagmaStore-USP0_30
TagmaStore-USP0_31
TagmaStore-USP0_32

TYPE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mydg02
mydg03
mydg01

GROUP
(mydg)
mydg
mydg
(mydg)
(mydg)
mydg

STATUS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online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要导入克隆磁盘，必须为其分配一个新的磁盘组名称，且必须对其 UDID 进行更新：
# vxdg -n snapdg -o useclonedev=on -o updateid import mydg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TagmaStore-USP0_3
TagmaStore-USP0_23
TagmaStore-USP0_25
TagmaStore-USP0_30
TagmaStore-USP0_31
TagmaStore-USP0_32

TYPE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mydg03
mydg02
mydg03
mydg02
mydg01
mydg01

GROUP
snapdg
mydg
mydg
snapdg
snapdg
mydg

STATUS
online clone_disk
online
online
online clone_disk
online clone_disk
online

注意：所导入的克隆磁盘的状态已从 online udid_mismatch 更改为 online
clone_disk。
在下例中，事先未导入任何磁盘（包括克隆磁盘和非克隆磁盘）：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TagmaStore-USP0_3
TagmaStore-USP0_23
TagmaStore-USP0_25
TagmaStore-USP0_30
TagmaStore-USP0_31
TagmaStore-USP0_32

TYPE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

GROUP
(mydg)
(mydg)
(mydg)
(mydg)
(mydg)
(mydg)

STATUS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online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仅将克隆磁盘导入 mydg 磁盘组：
# vxdg -o useclonedev=on -o updateid import mydg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TagmaStore-USP0_3

TYPE
DISK
auto:cdsdisk mydg03

GROUP
mydg

STATUS
online clone_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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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maStore-USP0_23
TagmaStore-USP0_25
TagmaStore-USP0_30
TagmaStore-USP0_31
TagmaStore-USP0_32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mydg)
(mydg)
mydg02 mydg
mydg01 mydg
(mydg)

online
online
online clone_disk
online clone_disk
online

下一个示例中将从 EMC Symmetrix DMX 阵列中导入克隆磁盘（BCV 设备）。在克
隆磁盘 EMC0_27 从磁盘组中拆分出之前，vxdisk list 命令显示它处于 error
udid_mismatch 状态：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EMC0_1
EMC0_27

TYPE
DISK
auto:cdsdisk EMC0_1
auto
-

GROUP
mydg
-

STATUS
online
error udid_mismatch

symmir 命令用于拆分出 BCV 设备：
# /usr/symcli/bin/symmir -g mydg split DEV001

通过运行 vxdisk scandisks 命令更新 VxVM 有关磁盘的信息之后，克隆磁盘将处
于 online udid_mismatch 状态：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EMC0_1
EMC0_27

TYPE
DISK
auto:cdsdisk EMC0_1
auto:cdsdisk -

GROUP
mydg
-

STATUS
online
online udid_mismatch

以下命令将克隆磁盘导入到新磁盘组 newdg 中，并更新磁盘的 UDID：
# vxdg -n newdg -o useclonedev=on -o updateid import mydg

克隆磁盘的状态现在显示为 online clone_disk：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EMC0_1
EMC0_27

TYPE
DISK
auto:cdsdisk EMC0_1
auto:cdsdisk EMC0_1

GROUP
mydg
newdg

STATUS
online
online clone_disk

导入带标记的克隆磁盘
在本示例中，将从 EMC Symmetrix DMX 阵列导入克隆磁盘（BCV 设备）。主磁盘
（非克隆磁盘）mydg01、mydg02 和 mydg03 已被导入，而现在将导入带 t1 标记的
克隆磁盘。
# vxdisk -o alldg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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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EMC0_4
EMC0_6
EMC0_8
EMC0_15
EMC0_18
EMC0_24

TYPE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GROUP
mydg01 mydg
mydg02 mydg
(mydg)
(mydg)
mydg03 mydg
(mydg)

STATUS
online
online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online udid_mismatch

磁盘标记如下：
# vxdisk listtag
DEVICE
EMC0_4
EMC0_4
EMC0_6
EMC0_8
EMC0_15
EMC0_18
EMC0_24
EMC0_24

NAME
t2
t1
t2
t1
t2
t1
t1
t2

VALUE
v2
v1
v2
v1
v2
v1
v1
v2

要导入标记为 t1 的克隆磁盘，必须为其分配一个新的磁盘组名称，且必须对其
UDID 进行更新：
# vxdg -n bcvdg -o useclonedev=on -o tag=t1 -o updateid import mydg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EMC0_4
EMC0_6
EMC0_8
EMC0_15
EMC0_18
EMC0_24

TYPE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GROUP
mydg01 mydg
mydg02 mydg
mydg03 bcvdg
(mydg)
mydg03 mydg
mydg01 bcvdg

STATUS
online
online
online clone_disk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online clone_disk

由于克隆盘 EMC0_15 没有标记为 t1，因此未予以导入。注意：所导入的克隆磁盘
的状态已从 online udid_mismatch 更改为 online clone_disk。
默认情况下，所导入的克隆磁盘的状态将显示为 online clone_disk。使用如下所
示的 vxdisk set 命令可将其删除：
# vxdisk set EMC0_8 clone=off
# vxdisk -o alldg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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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EMC0_4
EMC0_6
EMC0_8
EMC0_15
EMC0_18
EMC0_24

TYPE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GROUP
mydg01 mydg
mydg02 mydg
mydg03 bcvdg
(mydg)
mydg03 mydg
mydg01 bcvdg

STATUS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online clone_disk

在下例中，事先未导入任何磁盘（包括克隆磁盘和非克隆磁盘）：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EMC0_4
EMC0_6
EMC0_8
EMC0_15
EMC0_18
EMC0_24

TYPE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

GROUP
(mydg)
(mydg)
(mydg)
(mydg)
(mydg)
(mydg)

STATUS
online
online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online udid_mismatch

仅将标记为 t1 的克隆磁盘导入 mydg 磁盘组：
# vxdg -o useclonedev=on -o tag=t1 -o updateid import mydg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EMC0_4
EMC0_6
EMC0_8
EMC0_15
EMC0_18
EMC0_24

TYPE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DISK
mydg03
mydg01

GROUP
(mydg)
(mydg)
mydg
(mydg)
(mydg)
mydg

STATUS
online
online
online clone_disk
online udid_mismatch
online
online clone_disk

由于上例中的克隆磁盘 EMC0_15 没有标记为 t1，因此未予以导入。

使用 EMC CLARiiON SNAPSHOT LUN 时的注意事项
如果需要将主 LUN 的快照 LUN 导入与原始 LUN 相同的主机，请注意以下限制。
如果使用的是启用了阵列卷 ID (AVID) 的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 (EBN)，将快照 LUN
导入原始主机之前，于设备发现期间关闭名称持久性。
要关闭名称持久性，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dladm set namingscheme=ebn persistence=no use_avid=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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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L 识别 LUN 后，请使用以下命令打开名称持久性：
# vxddladm set namingscheme=ebn persistence=yes use_avid=yes

重命名磁盘组
每个系统只能有一个使用给定名称的磁盘组。 不能导入或逐出在目标系统中存在同
名磁盘组的磁盘组。 为避免此问题，VxVM 允许在导入或逐出过程中重命名磁盘
组。
要在导入过程中重命名磁盘组，请使用此命令：
# vxdg [-t] -n newdg import diskgroup

如果包含 -t 选项，则导入是临时的，重新引导后即不存在。 这种情况下，磁盘组
的存储名称在其原始主机上保持不变，但导入主机将该磁盘组识别为 newdg。 如果
不使用 -t 选项，则名称更改将是永久的。
例如，此命令在导入时将磁盘组 mydg 临时重命名为 mytempdg：
# vxdg -t -n mytempdg import mydg

若要在逐出过程中重命名磁盘组，请使用此命令：
# vxdg [-h hostname] -n newdg deport diskgroup

在逐出过程中重命名时，可以指定 -h hostname 选项将锁分配给备用主机。 这样
可确保当备用主机重新引导时自动导入磁盘组。
例如，此命令将磁盘组 mydg 重命名为 myexdg，并将其逐出到主机 jingo：
# vxdg -h jingo -n myexdg deport mydg

不能使用此方法重命名活动的引导磁盘组，因为引导磁盘组包含正在由装入的文件
系统（例如 /）使用的卷。 要重命名引导磁盘组，请从 LVM 根磁盘（而不是 VxVM
根磁盘）引导系统。 然后可以使用上述方法重命名引导磁盘组。
请参见第 615 页的“根目录可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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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临时将引导磁盘组 bootdg 从一台主机移到另一台主机（例如，用于根卷的修复
工作），然后再将其移回：

1

在原始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标识要导入的 bootdg 磁盘组的磁盘组 ID：
# vxdisk -g bootdg -s list
dgname: rootdg
dgid: 774226267.1025.tweety

在本例中，管理员已选择将引导磁盘组命名为 rootdg。 此磁盘组的 ID 为
774226267.1025.tweety。
此过程假设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均可被这两台主机访问。

2

关闭原始主机。

3

在导入主机上，使用如下命令导入并重命名 rootdg 磁盘组：
# vxdg -tC -n newdg import diskgroup
-t 选项指定一个临时导入名称，而 -C 选项清除导入锁。 -n 选项为导入的
rootdg 指定一个备用名称，以免与现有的 rootdg 冲突。diskgroup 是导入的

磁盘组的磁盘组 ID（例如 774226267.1025.tweety）。
如果此时发生重新引导或系统崩溃，则临时导入的磁盘组将变为未导入，需要
重新导入。

4

对导入的磁盘组执行必要的操作后，使用此命令将其逐回原始主机：
# vxdg -h hostname deport diskgroup

这里，hostname 是要返回的 rootdg 所在的系统的名称（可以使用命令 uname
-n 确认此系统名称）。
此命令将导入的磁盘组从执行导入的主机中删除，并将锁返回到它的原始主
机。 然后，原始主机在下次重新引导时自动导入它的引导磁盘组。

处理冲突的配置副本
如果将不完整的磁盘组导入多个不同的系统，则可能导致磁盘组配置副本中出现不
一致，这时可能需要手动解决问题。 本节以及后面各节说明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
以及如何纠正。 （分割的集群中出现这种情况通常称为序列裂脑）。

集群中的序列裂脑情况举例
本节举例说明集群中的共享磁盘组的序列裂脑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在集群和非集群
配置中，如果磁盘组被部分导入到不同的系统，则集群中的专用磁盘组的配置副本
之间也可能会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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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集群（也称作伸展集群或远程镜像配置）通常由双节点集群组成，其中的每个
集群组件（服务器、交换机和存储）位于单独的建筑物中。
图 30-5 显示了一个双节点集群，其中的节点 0、光纤通道交换机和磁盘阵列 enc0
位于建筑物 A 中，而节点 1、另一个交换机和磁盘阵列 enc1 位于建筑物 B 中。
双节点校园集群的典型布局

图 30-5

节点 0

节点 1
冗余专用
网络

光纤通道交换机

磁盘阵列

enc0

建筑物 A

enc1

建筑物 B

光纤通道连通性是多重冗余的，在各个节点和各个磁盘阵列之间实现了冗余循环访
问。和平常一样，这两个节点也是通过冗余专用网络链接的。
当专用（非共享）磁盘组被导入到节点 0，而节点 1 被配置为故障转移节点时，集
群中通常会发生序列裂脑情况。
如果节点之间的网络连接被切断，则两个节点都认为另一个节点已终止。（这通常
是集群中发生裂脑的原因）。如果一个磁盘组跨越磁盘阵列 enc0 和 enc1，则该磁
盘组的每个部分都将失去与另一部分的连接。节点 0 继续更新磁盘组中它能够访问
的那部分中的磁盘。作为故障转移节点运行的节点 1 导入磁盘组的另一部分（设置
了 -f 选项时），然后开始更新它能够看到的磁盘。
还原网络链接后，无论是尝试将丢失的磁盘重新挂接到节点 0 上的磁盘组，还是尝
试将整个磁盘组重新导入任一节点，操作都会失败。VxVM 在这些磁盘上的所有磁
盘组配置数据库中增大了每个导入磁盘的磁盘介质记录中的序列 ID，同时还增大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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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导入磁盘的专用区域中的序列 ID。存储在配置数据库中的值代表磁盘组希望磁盘
具有的序列 ID。存储在磁盘专用区域中的序列 ID 被认为是其实际 ID 值。当挂接的
磁盘的实际序列 ID 与导入的磁盘组的磁盘组配置数据库中的序列 ID 不匹配时，
VxVM 将检测是否存在序列裂脑情况。
如果由于物理连接断开或电源故障造成磁盘组中的某些磁盘丢失，而这些磁盘已被
另一主机导入，则在该主机中将分别更新这些磁盘的配置数据库副本中的序列 ID
以及各个磁盘的专用区域中的序列 ID。以后将这些磁盘重新导入原始共享磁盘组
时，这些磁盘的实际序列 ID 与磁盘组其他磁盘上的配置副本中的预期值不相符。
根据拆分磁盘组的不同部分所发生的情况，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配置数据库之间不
一致的问题：
■

如果磁盘组中的其他磁盘未导入另一台主机，VxVM 将通过使用已更新 ID 值
（显示为 vxdg list diskgroup 命令输出中的 update_id）最大的那个磁盘上
的配置数据库版本来解决序列 ID 值的冲突。
图 30-6 显示了一个可以自动由 VxVM 解决的示例序列裂脑状态。
可以自动解决的序列裂脑情况的示例

图 30-6

部分磁盘组
导入到主机 X 中

磁盘 B 未导入

磁盘 A

磁盘 B

磁盘 A = 1

磁盘 B = 0

配置
数据库
应为 A = 1
应为 B = 0

配置
数据库
应为 A = 0
应为 B = 0

1. 磁盘 A 导入到单独的
主机上。 磁盘 B 未导入。 仅更新
磁盘 A 上的
实际和所需序列 ID。

导入共享磁盘组
磁盘 A
磁盘 A = 1
配置
数据库
应为 A = 1
应为 B = 0

■

磁盘 B
磁盘 B = 0
配置
数据库
应为 A = 1
应为 B = 0

2. 磁盘组重新导入到
群集中。 磁盘 A
上的配置副本用于纠正
磁盘 B 上的配置副本，
因为磁盘 A 上的更新 ID
的实际值最大。

如果其他磁盘也导入到另一主机上，则无法确定哪个磁盘具有配置数据库的权
威副本。
图 30-7 显示了 VxVM 不能自动解决的真实序列裂脑情况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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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自动解决的真实序列裂脑情况的示例

图 30-7

部分磁盘组
导入到主机 X 中

部分磁盘组
导入到主机 Y 中

磁盘 A
磁盘 A = 1
配置
数据库
应为 A = 1
应为 B = 0

磁盘 B
磁盘 B = 1
配置
数据库
应为 A = 0
应为 B = 1

1. 磁盘 A 和磁盘 B
分别导入到单独的主机中。
每个磁盘上的实际序列 ID
和所需序列 ID 分别得到
更新。

共享磁盘组导入失败
磁盘 A
磁盘 A = 1
配置
数据库
应为 A = 1
应为 B = 0

磁盘 B
磁盘 B = 1
配置
数据库
应为 A = 0
应为 B = 1

2. 磁盘组无法 重新
导入到集群中。 这是
因为每个数据库中 的实际
序列 ID 和所需 序列
ID 不一致。 您必须选择
要使用的配置数据库。

这种情况下，磁盘组导入将失败，vxdg 实用程序在退出前输出如下错误消息：

VxVM vxconfigd NOTICE V-5-0-33 Split Brain. da id is 0.1, while dm id
is 0.0 for DM mydg01
VxVM vxdg ERROR V-5-1-587 Disk group newdg: import failed: Serial
Split Brain detected. Run vxsplitlines

即使为 vxdg 指定了 -f 标志，导入操作也不会成功。
尽管通常可以通过选择具有最高配置 ID 值（在 vxdg list diskgroup| grep
config 命令输出中显示为 seqno 的值）的配置数据库的版本来解决这种冲突，但
这种方法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效。
请参见第 595 页的“纠正发生冲突的配置信息”。

纠正发生冲突的配置信息
要消除冲突的配置信息，必须确定哪个磁盘包含磁盘组配置数据库的正确版本。为
此，可以运行 vxsplitlines 命令以显示磁盘组中每个磁盘上的实际序列 ID 和配置
数据库的所需序列 ID。对于每个磁盘，此命令还显示 vxdg 命令，当您选择磁盘上
的配置数据库副本作为用于导入磁盘组的权威副本时，必须运行 vxdg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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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磁盘组的版本号必须至少为 110。
以下内容选自对磁盘组 newdg 运行 vxsplitlines 后显示的输出：
# vxsplitlines -v -g newdg
VxVM. vxsplitlines NOTICE V-0-0-0 There are 2 pools
All the disks in the first pool have the same config copies
All the disks in the second pool may not have the same config copies

要查看某个磁盘中的配置副本，请输入以下命令：
# /etc/vx/diag.d/vxprivutil dumpconfig private path

要使用某个磁盘中的配置副本导入磁盘组，请输入以下命令：
# /usr/sbin/vxdg (-s) -o selectcp=diskid import newdg
Pool 0
DEVICE DISK DISK ID DISK PRIVATE PATH
newdg1 sdp 1215378871.300.vm2850lx13 /dev/vx/rdmp/sdp5
newdg2 sdq 1215378871.300.vm2850lx13 /dev/vx/rdmp/sdp5
Pool 1
DEVICE DISK DISK ID DISK PRIVATE PATH
newdg3 sdo 1215378871.294.vm2850lx13 /dev/vx/rdmp/sdo5

如果不指定 -v 选项，此命令的输出将如下所示：
# vxsplitlines -g mydg listssbinfo
VxVM vxdg listssbinfo NOTICE V-0-0-0 There are 2 pools
All the disks in the first pool have the same config copies
All the disks in the second pool may not have the same config copies
Number of disks in the first pool: 1
Number of disks in the second pool: 1

要使用第一个池中的配置副本导入磁盘组，请输入以下命令：
# /usr/sbin/vxdg (-s) -o selectcp=1221451925.395.vm2850lx13 import mydg

要使用第二个池中的配置副本导入磁盘组，请输入以下命令：
# /usr/sbin/vxdg (-s) -o selectcp=1221451927.401.vm2850lx13 import mydg

在本例中，磁盘组有四个磁盘并且被一分为二，每边各有两个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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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为 vxsplitlines 指定 -c 选项，输出有关磁盘上的配置副本中按磁盘访问名称
指定的每个磁盘 ID 的详细信息：
# vxsplitlines -g newdg -c c2t6d0
DANAME(DMNAME)
c2t5d0( c2t5d0
c2t6d0( c2t6d0
c2t7d0( c2t7d0
c2t8d0( c2t8d0

|| Actual SSB
) || 0.1
) || 0.1
) || 0.1
) || 0.1

||
||
||
||
||

Expected SSB
0.0 ssb ids don’t match
0.1 ssb ids match
0.1 ssb ids match
0.0 ssb ids don’t match

Please note that even though some disks ssb ids might match
tha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ose disks’ config copies
have all the changes. From some other configuration copies,
those disks’ ssb ids might not match. To see the configuration
from this disk, run
/etc/vx/diag.d/vxprivutil dumpconfig /dev/vx/dmp/c2t6d0

根据您对序列裂脑情况发生原因的了解，您必须选择一个用于导入磁盘组的磁盘配
置。例如，以下命令使用位于拆分后序号为 0 的一边的配置副本导入磁盘组：
# /usr/sbin/vxdg -o selectcp=1045852127.32.olancha import newdg

当选定首选配置副本并导入磁盘组后，VxVM 将导入磁盘的序列 ID 重置为 0。磁盘
组中此时未导入的所有磁盘的实际和所需序列 ID 均保持不变。

禁用磁盘组
要禁用磁盘组，应卸载并停止磁盘组中的所有卷，然后使用以下命令逐出磁盘组：
# vxdg deport diskgroup

逐出磁盘组并未实际将其删除。 它禁止系统使用该磁盘组。 被逐出的磁盘组中的磁
盘可以重用、重新初始化、添加到其他磁盘组或导入以在其他系统中使用。 使用
vxdg import 命令可以重新允许访问该磁盘组。

破坏磁盘组
命令 vxdg 提供了一个 destroy 选项，此选项从系统中删除磁盘组并且释放该磁盘
组中的磁盘以重新初始化：
# vxdg destroy diskgroup

警告：该命令会破坏磁盘上的所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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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磁盘组被破坏，则所释放的磁盘可以在其他磁盘组中重新使用。

恢复被破坏的磁盘组
如果磁盘组被意外破坏，只要磁盘组中的磁盘没有被修改过或在别处重用过，就可
对它进行恢复：
恢复被破坏的磁盘组

1

输入以下命令以找出该磁盘组中其中一个磁盘的磁盘组 ID (dgid)：
# vxdisk -s list disk_access_name

必须使用磁盘的磁盘访问名（如 c0t12d0）指定磁盘。 检查命令输出，从中找
到与以下指定磁盘组 ID 的行相似的行。
dgid:

2

963504895.1075.bass

使用磁盘组 ID 导入磁盘组：
# vxdg import dgid

备份和还原磁盘组配置数据
磁盘组配置备份和还原功能使您能够备份和还原磁盘组以及在磁盘组中配置的 VxVM
对象（例如卷）的所有配置数据。 vxconfigbackupd 后台驻留程序监视对 VxVM
配置所做的更改，并自动记录发生的任何配置更改。默认情况下，vxconfigbackup
可存储配置备份和还原 (cbr) 数据的 5 个副本。您可以自定义 cbr 副本的数量（1 到
5 个）。
请参见 vxconfigbackupd(1M) 手册页。
VxVM 提供了 vxconfigbackup 和 vxconfigrestore 这两个实用程序来备份和还原
磁盘组的 VxVM 配置。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故障排除指
南》。
请参见 vxconfigbackup(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configrestore(1M) 手册页。

使用现有 ISP 磁盘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功能已
废弃。此版本不支持创建 ISP 磁盘组。对于现有的 ISP 磁盘组，可以将它们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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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需升级磁盘组版本。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在 ISP 卷上执行任何操作来更改配置。
此外，如果任何当前版本功能要求使用磁盘组升级版本，则也无法使用这些功能。
您可以将 ISP 磁盘组升级到当前磁盘组版本。此操作会将所有 ISP 卷转换为标准（非
ISP）卷，并删除特定于 ISP 的对象。特定于 ISP 的对象包括 st 池、卷模板、功能
和规则。此操作不会影响非 ISP 卷。
注意：升级 ISP 磁盘组后，将会丢失所有意向和存储池信息。仅当接受该条件时，
才可以升级磁盘组。
确定磁盘组是否为 ISP 磁盘组
◆

使用以下命令检查是否存在存储池：
# vxprint

输出示例：
Disk group: mydg
TY NAME
ASSOC
dg mydg
mydg

KSTATE
-

LENGTH
-

PLOFFS STATE
TUTIL0 PUTIL0
ALLOC_SUP -

dm mydg2
dm mydg3

ams_wms0_359 ams_wms0_360 -

4120320 4120320 -

-

-

-

st mypool
dm mydg1

ams_wms0_358 -

4120320 -

DATA
-

-

-

v myvol0
fsgen
pl myvol0-01 myvol0
sd mydg1-01 myvol0-01

ENABLED 20480
ENABLED 20480
ENABLED 20480

0

ACTIVE
ACTIVE
-

-

-

v myvol1
fsgen
pl myvol1-01 myvol1
sd mydg1-02 myvol1-01

ENABLED 20480
ENABLED 20480
ENABLED 20480

0

ACTIVE
ACTIVE
-

-

-

在示例输出中，st mypool 表示 mydg 是 ISP 磁盘组。
升级 ISP 磁盘组
◆

使用以下命令升级 ISP 磁盘组：
# vxdg upgrade ISP_disk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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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状使用 ISP 磁盘组
◆

要导入 ISP 磁盘组，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import ISP_diskgroup

在升级磁盘组前，不允许对磁盘组中的 ISP 卷进行任何配置更改。尝试对 ISP 卷执
行任何操作（如增大、减小、添加镜像、磁盘组拆分和结合等）将出现以下错误：
This disk group is a ISP disk group. Dg needs to be migrated to
non-ISP dg to allow any configuration changes. Please upgrade
the dg to perform the migration.

注意：磁盘组中的非 ISP 或 VxVM 卷不受影响。
在没有升级的情况下，仍可在 ISP 磁盘组上执行的操作有：
■

设置、删除和替换卷标记。

■

重命名任何 VxVM 对象，如卷、磁盘组、Plex 等。

■

Plex 挂接和分离。

■

可以使用 vxconfigbackup 和 vxconfigrestore 命令，但会丢失所有意向信息

管理的 plex 和子磁盘
本节介绍如何管理 plex 和子磁盘。
子磁盘是一组连续的磁盘块。VxVM 使用子磁盘分配磁盘空间。
plex 是创建磁盘空间区域的子磁盘的逻辑分组，该磁盘空间区域与物理磁盘大小或
其他限制无关。磁盘数据的复制（镜像）是通过为单个卷创建多个数据 Plex 设置
的。镜像卷中的每个数据 Plex 都包含卷数据的相同副本。
plex 在挂接到某个卷时成为该卷的参与 Plex。挂接 Plex 是将 Plex 与卷关联并启用
Plex 以备使用。

重新挂接 Plex
当镜像 Plex 遇到无法恢复的错误时，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会从镜像
卷分离 Plex。管理员还可以通过使用 vxplex 或 vxassist 等实用程序来手动分离
plex。为了使用以前曾挂接到卷的 plex，必须将该 plex 重新挂接到卷。此外，重新
挂接操作还确保将 plex 镜像重新同步到该卷中的其他 plex。
请参见第 603 页的“Plex 同步”。
下面的方法可用于重新挂接 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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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认情况下，当基础故障磁盘或 LUN 变得可见时，VxVM 会自动重新挂接受影
响的镜像 Plex。当 VxVM 检测到设备处于联机状态时，VxVM 会自动恢复涉及
的 LUN 上的卷组件。VxVM 重新同步 plex，并且可使用该镜像。
请参见第 601 页的“自动重新挂接 Plex”。

■

如果禁用自动重新挂接功能，则需要手动重新挂接 plex。此外，对于未自动重
新挂接的设备，您还需要手动重新挂接 plex。例如，VxVM 不会在站点一致的
卷上自动重新挂接 Plex。
请参见第 602 页的“手动重新挂接 plex”。

自动重新挂接 Plex
当镜像 Plex 遇到无法恢复的错误时，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会从镜像
卷分离 Plex。默认情况下，当基础故障磁盘或 LUN 变得可见时，VxVM 会自动重
新挂接受影响的镜像 Plex。当 VxVM 检测到设备联机时，会自动恢复涉及的 LUN
上的 VxVM 卷组件，且镜像变得可用。
VxVM 使用 DMP 故障 LUN 探测来检测设备何时联机。重新挂接的时间取决于
dmp_restore_interval，该参数是可调参数。已重新连接的 LUN 的数量也可能会
影响 Plex 重新挂接之前所需的时间。
VxVM 不会将 Plex 自动重新挂接在站点一致的卷上。
安装 VxVM 或重新启动系统时，VxVM 将启动 vxattachd 后台驻留程序。vxattachd
后台驻留程序会处理 Plex 和站点的自动重新挂接。vxattachd 后台驻留程序还会启
动 Plex 的重新同步过程。在成功重新挂接 Plex 之后，vxattachd 会通知 root。
要禁用 Plex 自动挂接，请从启动脚本中删除 vxattachd。禁用 vxattachd 会对 Plex
和站点禁用自动重新挂接功能。
在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中有以下注意事项：
■

如果设置了全局分离策略，任何节点中的存储故障都会导致对该存储上的所有
Plex 进行全局分离。当存储重新连接到任意节点时，vxattachd 后台驻留程序
仅在主节点上触发重新挂接 Plex。

■

自动重新挂接功能仅可在节点本地使用。如果在节点上启用该功能，将对该节
点上导入的所有磁盘组进行监视。如果在主节点上禁用自动重新挂接功能，则
会在主节点上导入的所有共享磁盘组和专用磁盘组上禁用该功能。

■ vxattachd 后台驻留程序侦听“dmpnode 联机”事件，从而使用 vxnotify 触发

其操作。因此，如果 vxattachd 运行时没有产生 dmpnode 联机事件，则不会触
发自动重新挂接。下面是典型示例：
■

在启动 vxattachd 前（例如，在重新启动期间），已重新连接存储。

■

在包含主动/被动阵列的 CVM 中，如果所有节点不能就阵列控制器的某条通
用路径达成一致，则可能由于 I/O 故障使 Plex 分离。这些情况下，将不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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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dmpnode。因此，在连接恢复后，不会产生 dmpnode 联机事件，因此也不
会触发自动的 Plex 重新挂接。
这些 CVM 注意事项也适用于自动的站点重新挂接。

手动重新挂接 plex
本节介绍在自动重新挂接功能禁用时如何手动重新挂接 Plex。此外，对于那些没有
自动重新挂接的设备，可能也需要执行此过程。例如，VxVM 不会在站点一致的卷
上自动重新挂接 Plex。
当修复或替换了磁盘并重新准备使用时，必须使 Plex 回到联机状态（plex 的状态
设置为 ACTIVE）。要将 plex 设置为 ACTIVE 状态，请根据卷的状态使用下列过程之
一。
■

如果卷当前处于 ENABLED 状态，则使用以下命令重新挂接 Plex：
# vxplex [-g diskgroup] att volume plex ...

例如，对于磁盘组 mydg 的 vol01 卷上名为 vol01-02 的 Plex，请使用如下命
令：
# vxplex -g mydg att vol01 vol01-02

当该命令将 OFFLINE Plex 恢复到 ACTIVE 时，它开始恢复 Plex 的内容，并在恢
复完成后将 Plex 实用程序的状态设置为 ACTIVE。
■

如果没有使用卷（卷未处于 ENABLED 状态），请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启用 Plex 以
备用：
# vxmend [-g diskgroup] on plex

例如，要在磁盘组 mydg 中重新启用名为 vol01-02 的 Plex，请输入：
# vxmend -g mydg on vol01-02

在这种情况下，vol01-02 的状态设置为 STALE。当下一次启动卷时，此 Plex 上
的数据从其他 Plex 激活并合并到卷中，并将卷的状态设置为 ACTIVE。
如果 vxinfo 命令显示卷无法启动，请使用以下命令将某个 Plex 设置为 CLEAN：
# vxmend [-g diskgroup] fix clean plex

使用如下命令启动卷：
# vxvol [-g diskgroup] start volume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故障排除指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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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x 同步
卷的每个 plex 或镜像都是一个完整的数据副本。将 plex 挂接到卷时，该 plex 中的
数据必须与此卷中的其他 plex 的数据同步。挂接的 plex 可以是新镜像或以前挂接
的 plex。必须完全同步新镜像。以前挂接的 plex 仅需要自分离 plex 以来所应用的
更改。
下列操作触发 plex 同步：
■

使用 vxsd 命令移动或复制子磁盘。该操作创建一个与原始子磁盘同步的临时
plex。

■

使用 vxassist mirror 命令添加镜像。

■

使用 vxassist make 命令创建带有镜像的卷。

■

使用 vxplex att 命令手动重新挂接 plex。

■

使用 vxrecover 命令恢复卷。

■

使用 vxsnap addmir 命令将镜像添加到快照。

■

使用 vxsnap 命令重新挂接或还原快照。

根据卷大小和需要同步的数据量，plex 同步操作可能需要长时间运行。Veritas
Volume Manager 提供了几个可提高 plex 同步的效率的功能。
■

快速重新同步
如果启用快速重新同步功能，VxVM 会在卷上保留快速重新同步映射。VxVM
使用快速重新同步映射仅应用镜像已错过的更新。此行为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
法来重新同步 plex。

■

SmartMove
SmartMove™ 功能减少了将 plex 挂接或重新挂接到装入了 VxFS 文件系统的
VxVM 卷所需的时间和 I/O。SmartMove 功能使用 VxFS 信息检测空闲空间，
并避免复制空闲空间。
当 SmartMove 功能打开时，较少通过主机、存储网络和磁盘或 LUN 发送与接
收 I/O 操作。SmartMove 功能可用于快速创建 Plex 和快速阵列迁移。

■

针对同步任务进行恢复
在此版本中，VxVM 针对下列命令跟踪 plex 同步：vxplex att、vxassist
mirror、vxsnap addmir、vxsnap reattach 和 vxsnap restore。如果系统
崩溃或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失败，VxVM 提供同步任务的自动恢复功能。
恢复系统时，VxVM 从故障点重新启动同步。同步在后台执行，因此使用卷时
没有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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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电源故障超时
电源故障超时是连接到 HP-UX 主机的 SCSI 磁盘的属性。该属性用于检测和处理非
响应磁盘上的 I/O。
请参见 pfto(7) 手册页。
VxVM 在其电源故障超时 (PFTO) 功能中使用此机制。可以使用 vxdisk 命令为各个
VxVM 磁盘指定超时值。如果启用了磁盘 I/O 的 PFTO 设置，则在磁盘计时器 (PFTO)
过期且 I/O 未从磁盘返回时，基础驱动程序将返回一个错误，而不会重试 I/O。
可以使用命令行设置磁盘组中的某个磁盘或某组磁盘上的 PFTO 值。PFTO 有助于
防止由非响应磁盘引起的系统挂起。
自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 5.0.1 起，电源故障超时 (PFTO) 具有下列默认值：
■

对 HP-UX 本机多径处理设备禁用。

■

对 DMP 多径处理设备启用。

■

默认 PFTO 值为 30 秒。

可以根据需要更改 PFTO 设置。在某些情况下，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时，升级
过程会将现有设备的 PFTO 设置重置为默认值。有关在各种升级情况下如何处理
PFTO 设置的相关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
指南”。
要更改磁盘上的 PFTO 值，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g dg_name set disk_name pfto=value

例如，在磁盘 c5t0d6 上设置 PFTO 值 50 秒：
$ vxdisk -g testdg set c5t0d6 pfto=50

要设置磁盘组上的 PFTO，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fto -g dg_name -t 50

例如，设置磁盘组 testdg 中的所有磁盘上的 PFTO：
$ vxpfto -g testdg -t 50

要显示 PFTO 值以及是否为磁盘启用了 PFTO，请使用以下命令之一：
$ vxprint -g <dg_name> -l <disk_name>
$ vxdisk -g <dg_name> list <disk_name>

输出会显示 pftostate 字段，该字段指示已启用或已禁用 PFTO。timeout 字段显
示 PFTO 超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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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out: 30
pftostate: disabled

输出显示如下：
Device:
devicetag:
...
timeout:
pftostate:
...

c5t0d6
c5t0d6
30
disabled

要启用或禁用磁盘上的 PFTO，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g dg_name set disk_name pftostate={enabled|disabled}

例如，禁用磁盘 c5t0d6 上的 PFTO：
$ vxdisk -g testdg set c5t0d6 pftostate=disabled

要启用或禁用磁盘组上的 PFTO，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fto -g dg_name -o pftostate={enabled|disabled}

例如，禁用磁盘组 testdg 中的所有磁盘上的 PFTO：
$ vxpfto -g testdg -o pftostate=disabled

淘汰存储
本节介绍如何从 VxVM 中删除磁盘和卷。

删除卷
如果一个卷处于非活动状态或者已存档其内容，您可能不再需要它。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删除该卷以释放磁盘空间用于其他用途。
删除卷

1

删除在系统上运行的应用程序（包括 Shell）对卷的全部引用。

2

如果该卷是作为文件系统装入的，请使用以下命令卸载它：
# umount /dev/vx/dsk/diskgroup/volume

3

如果 /etc/fstab 文件中列出了该卷，则编辑此文件以删除该卷所对应的条目。
有关此文件的格式和此文件的修改方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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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下面的命令停止 VxVM 在卷上的所有活动：
# vxvol [-g diskgroup] stop volume

5

使用 vxassist 命令删除卷，如下所示：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 volume volume

还可以使用 vxedit 命令删除卷，如下所示：
# vxedit [-g diskgroup] [-r] [-f] rm volume
vxedit 的 -r 选项表示循环删除。此命令会删除与卷关联的所有 Plex 以及与这

些 Plex 关联的全部子磁盘。vxedit 的 -f 选项强制进行删除。如果该卷仍处于
启用状态，则必须指定此选项。

使磁盘脱离 VxVM 的控制
从磁盘组删除磁盘后，可以使其永久脱离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控制。
警告：vxdiskunsetup 命令通过删除磁盘上的 VxVM 元数据，使磁盘脱离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控制。要防止数据丢失，应先从该磁盘中迁移所有数据。
vxdiskunsetup 命令应当只由比较熟悉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且训练有素的系
统管理员使用。
使磁盘脱离 VxVM 的控制
◆

键入以下命令：
# /usr/lib/vxvm/bin/vxdiskunsetup c#t#d#

请参见 vxdiskunsetup(1m) 手册页。

关于碎片化数据
当淘汰含有敏感数据的磁盘时，您可能需要销毁该磁盘上剩余的所有数据。简单地
删除数据可能不足以保护机密、安全数据。除删除数据之外，您还希望杜绝黑客恢
复磁盘上存储的任何信息的可能性。许多监管标准都要求采用某种方法（如通过数
字模式覆盖数据）整理或清除机密、安全数据。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提供了磁盘碎片化操作，该操作在一遍、三遍或七遍扫描中使用数字模式覆盖所有
可寻址块。
小心：碎片化卷后，该卷中的所有数据都将丢失。确保已将信息备份到其他存储介
质，并且已经过验证，或者确保不再需要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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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VM 提供对磁盘上的数据进行碎片化的功能，以便最大程度地降低恢复磁盘上的
数据的可能性。指定磁盘碎片化操作后，VxVM 将对整个磁盘（包括任何现有磁盘
标签）进行碎片化。执行碎片化操作之后，VxVM 会在磁盘上写入一个新的空标
签，以防止磁盘进入错误状态。VxVM 碎片化操作提供下列方法来覆盖磁盘：
■

一遍扫描算法
VxVM 使用随机选择的数字模式来覆盖磁盘。此选项需要最少的时间。一遍扫
描算法是默认类型。

■

三遍扫描算法
VxVM 共覆盖三次磁盘。在第一遍扫描中，VxVM 使用预先选择的数字模式覆
盖数据。在第二遍扫描中，VxVM 使用该模式的二进制补码覆盖数据。在最后
一遍扫描中，VxVM 使用随机选择的数字模式覆盖磁盘。

■

七遍扫描算法
VxVM 共覆盖七次磁盘。在每遍扫描过程中，VxVM 使用随机选择的数字模式
或上述模式的二进制补码来覆盖数据。

VxVM 目前不支持碎片化可回收的精简 LUN。如果尝试对可回收的精简磁盘启动碎
片化操作，则 VxVM 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并跳过这些磁盘。

碎片化 VxVM 磁盘
当您将包含敏感数据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磁盘报废时，VxVM 提供
了碎片化该磁盘上数据的能力。
请注意以下要求：
■

VxVM 不碎片化此系统上或共享磁盘组中由 VxVM 使用的磁盘。

■

VxVM 目前不支持碎片化可回收的精简 LUN。如果尝试对可回收的精简磁盘启
动碎片化操作，则 VxVM 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并跳过这些磁盘。

■

VxVM 不碎片化非 VxVM 磁盘。

■

VxVM 不碎片化装入的磁盘。

■

Symantec 建议不要碎片化固态驱动器 (SSD)。要碎片化 SSD 设备，请使用强制
(-f) 选项执行碎片化操作。

请参见第 606 页的“关于碎片化数据”。
小心：在碎片化磁盘时，磁盘上的所有数据都将丢失。确保已将信息备份到其他存
储介质，并且已经过验证，或者确保不再需要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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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 VxVM 磁盘

1

要碎片化 VxVM 磁盘，请执行以下命令：
# /etc/vx/bin/vxdiskunsetup [-Cf] -o shred[=1|3|7] disk...

其中：
使用强制选项 (- f) 可以碎片化固态驱动器 (SSD)。
1、3 和 7 是与扫描遍数对应的碎片化选项。默认扫描遍数为 1。
disk... 表示一个或多个磁盘名称。如果指定多个磁盘名称，则 vxdiskunsetup
命令会按顺序依次处理这些磁盘。
例如：
# /etc/vx/bin/vxdiskunsetup -o shred=3 hds9970v0_14
disk_shred: Shredding disk hds9970v0_14 with type 3
disk_shred: Disk raw size 2097807360 bytes
disk_shred: Writing 32010 (65536 byte size) pages and 0 bytes
to disk
disk_shred: Wipe Pass 0: Pattern 0x3e
disk_shred: Wipe Pass 1: Pattern 0xca
disk_shred: Wipe Pass 2: Pattern 0xe2
disk_shred: Shred passed random verify of 131072 bytes at
offset 160903168
vxdiskunsetup shred 命令用于设置新任务。

2

可以使用 vxtask 命令监视碎片化操作的进度。
例如：
# vxtask list
TASKID PTID TYPE/STATE PCT
PROGRESS
203
- DISKSHRED/R 90.16% 0/12291840/11081728 DISKSHRED
nodg nodg

可以暂停、中止或恢复碎片化任务。不能限制碎片化任务。
请参见 vxtask(1m)

删除和替换磁盘
替换磁盘应具有与故障磁盘相同的几何结构。也就是说，替换磁盘应该具有与故障
磁盘相同的每扇区字节数、每磁道扇区数、每柱面磁道数、每柱面扇区数、柱面数
以及可访问柱面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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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删除物理磁盘之前可能需要运行特定于操作系统或磁盘阵列的命令。
如果某个磁盘开始发生故障，但尚未完全损坏，则可以替换该磁盘。这包括将出错
的磁盘或已出错的磁盘从其磁盘组分离，然后用新磁盘替换它们。必要时可将替换
磁盘的工作推迟到以后进行。
如果删除磁盘导致某卷被禁用，则可以重新启动该卷以便能够从备份还原其数据。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故障排除指南》。
替换磁盘

1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Remove a disk for replacement (删除磁盘以
便替换)”。

2

在下面的提示中，输入要替换的磁盘的名称（或输入 list 以获得磁盘列表）：
Enter disk name [<disk>,list,q,?] mydg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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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选择要删除的磁盘以进行替换时，系统会显示所有受此操作影响的卷，例
如：
VxVM NOTICE V-5-2-371 The following volumes will lose mirrors
as a result of this operation:
home src
No data on these volumes will be lost.
The following volumes are in use, and will be disabled as a
result of this operation:
mkting
Any applications using these volumes will fail future
accesses. These volumes will require restoration from backup.
Are you sure you want do this? [y,n,q,?] (default: n)

要删除磁盘（替换磁盘时会导致指定的卷被禁用，从而导致数据丢失），请输
入 y 或按回车键。
要放弃磁盘删除操作，并备份或移动与可能将禁用的卷关联的数据，请输入 n
或 q 并按回车键。
例如，要将卷 mkting 移动到除 mydg02 以外的磁盘上，请使用此命令。
在某些 shell 中，! 字符是特殊字符。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在 bash shell 中对该字
符进行换码。
# vxassist move mkting \!mydg02

在备份或移走卷上的数据后，从步骤 1 重新开始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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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提示中，从提供的列表中选择用作替换磁盘的设备名称，或者按回车
键选择默认磁盘，或者输入 none（要替换物理磁盘）：
The following devices are available as replacements:
c0t1d0
You can choose one of these disks now, to replace mydg02.
Select none if you do not wish to select a replacement disk.
Choose a device, or select none
[<device>,none,q,?] (default: c0t1d0)

即使旧磁盘驱动器出现在选择列表中，也不要选择它作为替换磁盘。如果必
要，可以选择初始化新磁盘。
如果要替换物理磁盘，则可以输入 none。
请参见第 612 页的“替换故障磁盘或已删除的磁盘”。

5

如果在步骤 4 中选择了替换磁盘，请在下面的提示中按回车键确认：
VxVM NOTICE V-5-2-285 Requested operation is to remove mydg02
from group mydg. The removed disk will be replaced with disk device
c0t1d0. Continue with operation? [y,n,q,?] (default: y)
vxdiskadm 将显示以下消息来说明正在删除原始磁盘：
VxVM NOTICE V-5-2-265 Removal of disk mydg02 completed
successfully.
VxVM NOTICE V-5-2-260 Proceeding to replace mydg02 with device
c0t1d0.

6

现在您可以选择是将该磁盘格式化为能在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移植的 CDS 磁盘，
还是格式化为不可移植的 hpdisk 格式的磁盘：
Enter the desired format [cdsdisk,hpdisk,q,?]
(default: cdsdisk)

输入适合您使用的格式。大多数情况下使用默认格式 cdsdisk。

7

在下面的提示中，vxdiskadm 询问您是否要使用默认 32768 块 (32 MB) 的专用
区域大小。要使用默认值，请按回车键确认，否则请输入不同的值。（可指定
的最大值是 524288 块。）
Enter desired private region length [<privlen>,q,?]
(default: 3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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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磁盘中的一个或多个镜像 Plex 被移走，系统将提示您是否使用“快速重新
同步”功能重新同步 Plex：
Use FMR for plex resync? [y,n,q,?] (default: n) y
vxdiskadm displays the following success message:
VxVM NOTICE V-5-2-158 Disk replacement completed successfully.

9

在下面的提示中，确认是要删除其他磁盘 (y)，还是返回 vxdiskadm 主菜单 (n)：
Remove another disk? [y,n,q,?] (default: n)

可将热重定位子磁盘移回替换磁盘。
请参见第 507 页的“将热重定位功能配置为只使用备用磁盘”。

替换故障磁盘或已删除的磁盘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替换发生故障或已删除的磁盘。
指定替换了已失败或已删除磁盘的磁盘

1

从 vxdiskadm 主菜单中选择“Replace a failed or removed disk (替换出
现故障或已删除的磁盘)”。

2

在下面的提示中，输入要替换的磁盘的名称（或输入 list 以获得磁盘列表）：
Select a removed or failed disk [<disk>,list,q,?] mydg02

3

vxdiskadm 程序将显示可用作替换磁盘的磁盘设备的设备名称。您的系统可以

使用不同于这些示例的设备名称。输入磁盘的设备名称，或按回车键以选择默
认设备：
The following devices are available as replacements:
c0t1d0 c1t1d0
You can choose one of these disks to replace mydg02.
Choose "none" to initialize another disk to replace mydg02.
Choose a device, or select "none"
[<device>,none,q,?] (default: c0t1d0)

4

根据替换磁盘先前是否已初始化来选择执行下列步骤：
■

如果磁盘以前没有初始化，请在下面的提示中按回车键替换磁盘：
VxVM INFO V-5-2-378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is to initialize
disk device c0t1d0 and to then use that devi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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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ce the removed or failed disk mydg02 in disk group mydg.
Continue with operation? [y,n,q,?] (default: y)
■

如果磁盘已经初始化，则在下面的提示中按回车键替换磁盘：
VxVM INFO V-5-2-382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is to use the
initialized device c0t1d0 to replace the removed or
failed disk mydg02 in disk group mydg.
Continue with operation? [y,n,q,?] (default: y)

5

现在您可以选择是将该磁盘格式化为能在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移植的 CDS 磁盘，
还是格式化为不可移植的 hpdisk 格式的磁盘：
Enter the desired format [cdsdisk,hpdisk,q,?]
(default: cdsdisk)

输入适合您使用的格式。大多数情况下使用默认格式 cdsdisk。

6

在下面的提示中，vxdiskadm 询问您是否要使用默认专用区域大小 32768 块
(32 MB)。要使用默认值，请按回车键确认，否则请输入不同的值。（可指定的
最大值是 524288 块。）
Enter desired private region length [<privlen>,q,?]
(default: 32768)

7

然后，vxdiskadm 程序继续替换磁盘，并在成功时返回以下消息：
VxVM NOTICE V-5-2-158 Disk replacement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在下面的提示中，确认是需要替换其他磁盘 (y)，还是返回 vxdiskadm 主菜单
(n)：
Replace another disk? [y,n,q,?] (defaul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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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根目录可置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根目录可置性

根目录可置性
根目录可置性表明包含 root 文件系统和系统交换区的卷处于 VxVM 的控制下。 如
果没有根目录可置性，则引导时，VxVM 通常会在操作系统内核将控制传递到初始
用户模式进程后启动。 但是，如果包含 root 文件系统的卷受 VxVM 控制，则内核
会在启动第一个用户模式进程前启动 VxVM 的某些部分。
在 HP-UX 下，可引导根磁盘包含逻辑交换格式 (LIF) 区域。 LIF 区域内的 LIF LABEL
记录包含关于卷（这些卷包含 stand 和 root 文件系统和系统交换区域）的起始块
编号和长度的信息。 将 VxVM 根磁盘设置为可引导时，使用 stand、root、swap
和 dump（如果存在）卷的卷扩展信息对 LIF LABEL 记录进行初始化。
请参见第 617 页的“设置 VxVM 根磁盘和镜像”。
从 HP-UX 11i AR0902 版开始，可在安装期间选择配置 VxVM 根磁盘或 LVM 根磁
盘。
请参见 HP-UX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HP-UX 安装和配置指
南》）。
请参见《Veritas Volume Manager 故障排除指南》。

VxVM 根磁盘卷的限制
可引导 VxVM 根磁盘上的卷具有下列配置限制：
■

根磁盘上的所有卷必须位于选择作为 bootdg 磁盘组的磁盘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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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LIF LABEL 记录中具有相应条目的卷名称必须为 standvol、rootvol、swapvol
和 dumpvol（如果存在）。根磁盘上其他文件系统的卷名称必须通过在其 / 下的
装入点名称中附加 vol 来生成。

■

在 LIF LABEL 记录中具有相应条目的任何卷必须是连续的。它只能有一个子磁
盘，并且无法跨越到其他磁盘。

■ rootvol

和 swapvol 卷必须分别具有特殊的卷使用类型 root 和 swap。

■

只有格式为 hpdisk 的磁盘访问类型 auto 以及 simple 适合用作 VxVM 根磁盘、
根磁盘镜像或用作此类磁盘的热重定位备用磁盘。无法使用自动配置的 cdsdisk
格式磁盘，该磁盘支持跨平台数据共享 (CDS) 功能。在指定用作 VxVM 根磁盘
和镜像的物理磁盘上，vxcp_lvmroot 和 vxrootmir 命令会自动配置一个合适的
磁盘类型。

■

根磁盘上的卷不能使用脏区日志 (DRL)。

■

在此版本中，iSCSI 设备不能用于可作为根的 VxVM 磁盘。HP-UX 11i 版本 3 不
支持 iSCSI 设备作为系统根磁盘，因为 iSCSI 依赖于在启动之后进行初始化的网
络堆栈。

■

当前 LVM 版本 2 卷组上不支持 VxVM 根目录可置性操作和根目录可置性命令。

此外，VxVM 引导磁盘组中磁盘的专用区域大小限制为 1MB，而不是通常的默认值
32MB。必须施加该限制，以便引导加载程序能够在维护模式引导期间找到 /stand
文件系统。

根磁盘镜像
VxVM 根磁盘上的所有卷均可以镜像。 最简单的镜像方法是将 VxVM 根磁盘镜像
到同等大小或更大的物理磁盘。 如果根磁盘的镜像还必须可以引导，则针对封装根
磁盘的限制也适用于镜像磁盘。
请参见第 616 页的“引导根卷”。
警告：如果只镜像根磁盘上的选定卷并使用跨越或条带化功能来增强性能，则这些
镜像将无法引导。
请参见第 617 页的“设置 VxVM 根磁盘和镜像”。

引导根卷
注意：在引导过程中，系统固件提供了一小段时间，可用于手动覆盖自动引导进程
并选择一个备用引导设备。 有关如何从除主引导设备和备用引导设备以外的设备引
导系统，以及如何更改主引导设备和备用引导设备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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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HP-UX 文档。
请参见 boot(1M) 手册页。
请参见 pdc(1M) 手册页。
请参见 isl(1M) 手册页。
内核装入 root 文件系统前，会确定引导磁盘是否为可引导的 VxVM 磁盘。 如果是
此类磁盘，则内核会将控制传递到其 VxVM 根目录可置性代码。 此代码会从 LIF
LABEL 记录中提取 root 和 swap 卷的起始块编号和长度，为这些卷构建临时卷和磁
盘配置对象，然后将该配置加载到 VxVM 内核驱动程序。 此时，I/O 可通过对根目
录可置性代码所设置的设备编号的引用来执行这些临时的 root 和 swap 卷。
内核将控制传递到初始用户过程时，启动 VxVM 配置后台驻留程序 (vxconfigd)。
vxconfigd 读取 bootdg 磁盘组中卷的配置并将其加载到内核。 然后，删除临时的
root 和 swap 卷。 最后，使用加载到内核的 VxVM 配置对象执行这些卷的 I/O。

设置 VxVM 根磁盘和镜像
要设置 VxVM 根磁盘和该磁盘的可引导镜像，请使用 vxcp_lvmroot 实用程序。该
命令可将指定的物理磁盘初始化为名为 rootdisk## 的 VxVM 根磁盘（其中，## 是
从 01 开始的第一个数字，用于创建一个唯一的磁盘名称），将 LVM 根磁盘上的卷
内容复制到新的 VxVM 根磁盘，也可以在另一个指定的物理磁盘上创建 VxVM 根
磁盘的镜像，并使 VxVM 根磁盘及其镜像（如果有）可通过 HP-UX 引导。
注意：在 LVM 版本 2 卷组上，不支持涉及设置根映像、创建镜像和还原根映像的
操作。
仅当您还打算镜像 VxVM 根磁盘时，才应创建该磁盘，因为非镜像的 VxVM 根磁
盘本身并没什么好处。
警告：应在 init 级别 1 执行这些步骤。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在物理磁盘 c0t4d0 上设置 VxVM 根磁盘：
# /etc/vx/bin/vxcp_lvmroot -b c0t4d0
vxcp_lvmroot 的 -b 选项使用 setboot 命令将 c0t4d0 定义为主引导设备。如果未

指定该选项，则不会更改主引导设备。
如果目标 VxVM 根磁盘不够大，无法容纳 LVM 根磁盘的内容，可以使用 -R 选项指
定目标磁盘上文件系统大小减小的百分比。（这样做的原因是通常这些文件系统的
使用率大多数不会接近 100%。）例如，要指定将大小减小 30%，可以使用以下命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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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c/vx/bin/vxcp_lvmroot -R 30 -v -b c0t4d0

指定详细选项 -v 是为了指示操作进度。
下一个示例使用同一命令，并另外指定了 -m 选项，以在磁盘 c1t1d0 上设置根镜
像：
# /etc/vx/bin/vxcp_lvmroot -m c1t1d0 -R 30 -v -b c0t4d0

在该示例中，vxcp_lvmroot 的 -b 选项将 c0t4d0 设置为主引导设备，并将 c1t1d0
设置为备用引导设备。
该命令的作用相当于使用 vxcp_lvmroot 创建可作为根的 VxVM 磁盘，然后使用
vxrootmir 命令创建镜像：
# /etc/vx/bin/vxcp_lvmroot -R 30 -v -b c0t4d0
# /etc/vx/bin/vxrootmir -v -b c1t1d0

分配给 VxVM 根磁盘镜像的磁盘名称也使用格式 rootdisk##，并将 ## 设置为下一
个可用数字。
使用 vxrootmir 命令添加的镜像的目标磁盘必须足够大，以便能够容纳 VxVM 根
磁盘中的卷。
系统从 VxVM 根磁盘成功重新启动至 init 级别 1 后，可以使用 vxdestroy_lvmroot
命令彻底删除原始的 LVM 根磁盘（及其关联的 LVM 卷组），并重新使用该磁盘作
为 VxVM 根磁盘的镜像，如以下示例所示：
# /etc/vx/bin/vxdestroy_lvmroot -v c0t0d0
# /etc/vx/bin/vxrootmir -v -b c0t0d0

您可能想要保留 LVM 根磁盘，以便在需要时使用引导磁盘，而不必依赖于系统上
是否存在 VxVM。但这可能需要在更改 VxVM 根磁盘内容的同时更新 LVM 根磁盘
的内容。
请参见第 618 页的“从 VxVM 根磁盘创建 LVM 根磁盘”。
请参见 vxcp_lvmroot(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rootmir(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destroy_lvmroot(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res_lvmroot (1M) 手册页。

从 VxVM 根磁盘创建 LVM 根磁盘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从 LVM 根磁盘引导系统。如果 LVM 根磁盘不再可用或现
有 LVM 根磁盘过期，则可以使用 vxres_lvmroot 命令在当前未在 LVM 或 Vx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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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下的备用物理磁盘上创建 LVM 根磁盘。现有 VxVM 根磁盘上卷的内容被复制
到新的 LVM 根磁盘，然后将 LVM 磁盘设置为可引导。此操作不会删除 VxVM 根
磁盘或该磁盘的任何镜像，也不会影响其可引导性。
目标磁盘的空间必须足以容纳 VxVM 根磁盘中的卷。
警告：此步骤应在 init 级别 1 处执行。
本示例显示了如何在将现有 LVM 根磁盘配置从该磁盘删除后在物理磁盘 c0t1d0 上
创建 LVM 根磁盘。
# /etc/vx/bin/vxdestroy_lvmroot -v c0t1d0
# /etc/vx/bin/vxres_lvmroot -v -b c0t1d0
vxres_lvmroot 的 -b 选项将 c0t1d0 设置为主根设备。

由于这些操作可能要花费一些时间，因此可通过指定详细选项 -v 来指示操作进度。
请参见 vxres_lvmroot (1M) 手册页。

将交换卷添加到可将 VxVM 作为根的系统
将交换卷添加到具有 VxVM 根磁盘的 HP-UX 系统

1

初始化要用于存放交换卷的磁盘（例如，c2t5d0）。磁盘必须作为 hpdisk 而
非 CDSdisk 来进行初始化。
#/etc/vx/bin/vxdisksetup -i c2t5d0 format=hpdisk

2

将磁盘添加到磁盘介质名为 swapdisk 的引导磁盘组：
#vxdg -g bootdg adddisk swapdisk=c2t5d0

3

在 swapdisk 上创建 VxVM 卷（在本示例中，大小为 4 GB）：
#vxassist -g bootdg -U swap make swapvol1 4g dm:swapdisk

在本示例中，卷的大小为 4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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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卷添加到 /etc/fstab 文件，并将卷作为交换设备来启用。
#echo "/dev/vx/dsk/bootdg/swapvol1 - swap defaults 0 0" \
>> /etc/fstab
#swapon -a

5

查看更改后的交换配置：
#swapinfo

将持久性转储卷添加到可将 VxVM 作为根的系统
在创建崩溃转储（最终保存在 /var/adm/crash 目录中）时会使用持久性转储卷。
最多可将十个 VxVM 卷配置为持久性转储卷。
仅可在当前引导磁盘上创建和配置持久性转储卷。持久性转储卷的扩展信息会写入
引导磁盘的 LIF 标签记录中，在早期引导时会使用该扩展信息。
将持久性转储卷添加到具有 VxVM 根磁盘的 HP-UX 系统

1

创建要用作引导磁盘组中的转储卷的 VxVM 卷：
# vxassist -g bootdg make dumpvol 5g

在本示例中，卷的大小为 5 GB。

2

显示卷的配置：
# vxprint -g bootdg

3

显示初始的崩溃转储配置：
# crashconf -v

4

将卷作为持久性转储设备添加到崩溃转储配置：
# crashconf -s /dev/vx/dsk/bootdg/dumpvol

5

显示新的崩溃转储配置：
# crashconf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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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持久性转储卷
警告：如果在没有将转储卷首先从崩溃转储配置中删除的情况下就将其删除，系统
将无法正确引导。
使用此过程可将转储卷从崩溃转储配置中删除。
删除持久性转储卷

1

运行以下命令可将用作转储卷的 VxVM 卷从崩溃转储配置中删除：
#crashconf -ds /dev/vx/dsk/bootdg/dumpvol

在本示例中，引导磁盘组中的转储卷名为 dumpvol。

2

显示新的崩溃转储配置：
#crashconf -v

如果需要，现在就可删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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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配额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配额限制

■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上的配额文件

■

关于配额命令

■

使用配额

关于配额限制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支持用户配额。配额系统限制对文件系统两种主要资源
的使用： 文件和数据块。 针对每种资源，可以向各个用户指派配额，以限制他们的
使用。
可以为这两种资源中的每一种资源设置以下种类的限制：
硬限制

在任何情况都不能超出的绝对限制。

软限制

必须低于硬限制，并且可以被超出，但仅局限于有限的一段时间内。 时
间限制只能基于每个文件系统进行配置。 VxFS 默认限制为七天。

当用户必须运行可能生成大量临时文件的应用程序时，通常会使用软限制。在这种
情况下，可以允许用户在一定时间内超出配额限制。 当时间限制到期后不允许进行
任何分配。 可使用 edquota 命令设置限制。
请参见第 624 页的“使用配额”。
虽然可以针对每个用户分别设置文件和数据块限制，但时间限制则适用于整个文件
系统。配额限制信息与用户 ID 相关，并存储在用户配额文件中。
请参见第 624 页的“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上的配额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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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VxFS 向文件预先分配空间时，可以超出配额软限制。在版本 5 磁盘布局上，配
额限制不能超出 2 千吉字节。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关于扩展区属性”。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上的配额文件
配额文件（名为 quotas）必须存在于文件系统的根目录中，以使所有配额命令都有
效。文件系统装入点中的文件称为外部配额文件。同时，VxFS 还维护供自己使用
的内部配额文件。
配额管理命令读取并写入外部配额文件，以获得或更改使用限制。 VxFS 使用内部
文件维护每个用户使用的数据块和 inode 的计数。 当启用配额时，配额限制从外部
配额文件复制到内部配额文件。 在配额启用期间，使用率信息中的所有更改，以及
对配额的更改将在内部配额文件中注册。 当配额禁用时，内部配额文件的内容将被
复制到外部配额文件，以便所有数据在两个文件之间同步。

关于配额命令
VxFS 中大部分配额命令与 BSD 配额命令类似。通常，使用与 HFS 配额命令类似的
命令执行 VxFS 的配额管理。 VxFS 装入命令支持特殊的装入选项 (-o quota)，可
用于在装入时启用配额。
有关配额命令的其他信息，请参见相应的手册页。通常，VxFS 的配额管理与 BSD
配额类似。
注意：当 VxFS 文件系统通过 NFS 导出时，在 NFS 客户端上的 VxFS 配额命令将无
法查询或编辑配额。可以在服务器上使用 VxFS 配额命令查询或编辑配额。

使用配额
VxFS 配额命令用于执行下列配额功能：
■

启用配额

■

装入时启用配额

■

编辑用户配额

■

修改时间限制

■

查看磁盘配额和使用

■

显示用户拥有的块

■

禁用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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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配额
要在文件系统上使用配额功能，必须启用配额。 可以在装入时启用配额，或在装入
文件系统后启用配额。
启用配额
◆

要启用 VxFS 文件系统的用户配额，请输入：
# quotaon /mount_point

装入时启用配额
当您装入文件系统时，可以使用 mount 命令启用配额。
在装入时启用配额
◆

要在装入时启用文件系统的用户配额，请输入：
# mount -F vxfs -o quota special /mount_point

编辑用户配额
使用 edquota 命令，可以设置用户配额。必须具有超级用户权限才可编辑配额。
edquota 为指定用户创建临时文件；此文件包含具有配额文件的各个装入文件系统

的磁盘中配额。启用配额并不是使 edquota 工作的必要条件。 不过，只有在为指定
文件系统启用配额后，才能应用配额限制。
编辑配额
◆

使用 edquota 命令编辑配额：
# edquota username

修改时间限制
可以修改软限制和硬限制，或为其指定值。对于任意用户，在启用配额后，使用率
永远不能超出硬限制。
修改的时间限制适用于整个文件系统，并且不能针对每个用户进行选择性设置。
修改时间限制
◆

指定 -t 选项，修改任意用户的时间限制：
# edquot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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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磁盘配额和使用
使用 quota 命令在 VxFS 文件系统上查看用户的磁盘配额和使用率。
显示磁盘配额和使用率
◆

要显示具有配额文件的所有已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中用户的配额和磁盘使用
率，请输入：
# quota -v username

显示用户拥有的块
使用 quot 命令显示文件系统中每个用户拥有的块的数量。
显示用户拥有的块的数量
◆

要显示每个用户拥有的文件数量和空间，请输入：
# quot -f filesystem

禁用配额
使用 vxquotaoff 命令禁用配额。
禁用配额
◆

要为装入的文件系统禁用配额，请输入：
# quotaoff /mount_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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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文件更改日志

■

关于文件更改日志文件

■

文件更改日志管理界面

■

文件更改日志编程接口

■

API 函数摘要

关于文件更改日志
VxFS 文件更改日志 (FCL) 跟踪对文件系统中文件和目录的更改。
惯常使用 FCL 的应用程序通常需要：
■

扫描整个文件系统或子集

■

发现自上次扫描以来的更改

这些应用程序可能包括： 备份实用程序、webcrawler、搜索引擎和副本程序。
注意：FCL 跟踪数据更改的时间并记录更改类型，但不跟踪实际的数据更改。 由应
用程序负责检查文件以确定更改过的数据。
FCL 是一项单独授权的功能。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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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件更改日志文件
文件更改日志记录多种文件系统更改，例如创建、链接、取消链接、重命名、附加
数据，覆盖数据、截短数据、扩展的属性修改、打孔以及其他文件属性更新。
注意：仅磁盘布局版本 7 及更高版本支持 FCL。
FCL 在文件系统命名空间的一个稀疏文件中存储更改。FCL 文件位于
mount_point/lost+found/changelog。FCL 文件的行为与常规文件类似，但有一
些操作禁止使用。标准系统调用 open(2)、lseek(2)、read(2) 和 close(2) 可以访问
FCL 中的数据，但不允许 write(2)、mmap(2) 和 rename(2) 调用访问 FCL 中的数据。
警告：虽然当前支持一些标准的系统调用，但在将来的 VxFS 版本的命名空间中，
可能不再使用 FCL 文件，而且这些系统调用可能不再生效。建议使用编程接口来开
发所有的新应用程序。
FCL 日志文件包含有关 FCL 的信息（以 FCL 超级块形式存储），也包含文件系统中
文件和目录的更改信息（以 FCL 记录形式存储）。
请参见第 631 页的“文件更改日志编程接口”。
在 4.1 版本中，文件更改日志文件的结构通过 /opt/VRTS/include/sys/fs/fcl.h
头文件公开。在此版本中，FCL 文件的内部结构是不透明的。建议使用的机制是通
过 /opt/VRTSfssdk/5.1.100.000/include/vxfsutil.h 头文件描述的 API 访问
FCL。
之所以在本版本中包括 /opt/VRTS/include/sys/fs/fcl.h 头文件，是为了确保使
用 4.1 头文件访问 FCL 的应用程序不至于中断。新应用程序应使用
/opt/VRTSfssdk/6.0.000.000/include/vxfsutil.h 中描述的新 FCL API。还应
该将现有应用程序修改为使用新 FCL API。
为向现有应用程序提供向后兼容性，此版本支持多个 FCL 版本。用户可以灵活地指
定新 FCL 的 FCL 版本。默认 FCL 版本是 4。
请参见 fcladm(1M) 手册页。

文件更改日志管理界面
可以通过 fcladm 和 vxtunefs VxFS 管理命令来设置和调整 FCL。
请参见 fcladm(1M) 和 vxvoladm(1M) 手册页。
fcladm 的 FCL 关键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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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

设置该关键字后，将禁用对审核、打开、关闭和统计事件的记录。

dump

创建可以下载到脱离主机处理系统的 FCL 文件的常规文件映像。 此
文件的格式不同于 FCL 文件。

on

在装入的文件系统上激活 FCL。VxFS 5.0 及更高版本支持 FCL 版本
3 或 4。如果未指定版本，默认为版本 4。使用 fcladm on 可指定
版本。

print

从指定偏移开始输出 FCL 文件的内容。

restore

使用由 dump 关键字创建的 FCL 文件的常规文件映像来还原 FCL 文
件。

rm

删除 FCL 文件。 在删除 FCL 文件前，必须首先使用 off 关键字停
用 FCL。

set

启用 eventlist 选项指定的事件的记录。
请参见 fcladm(1M) 手册页。

state

将 FCL 的当前状态写入到标准输出。

sync

通过刷新 FCL 记录间隔的关联数据，使 FCL 进入稳定状态。

vxtunefs 的 FCL 可调参数如下：
fcl_keeptime

指定 FCL 记录在它们可以被清除之前在 FCL 文件保留的持续时间
（以秒为单位）。 最旧的记录将第一批被清除，这些记录位于文件
的开头。 另外，如果为 FCL 文件分配的内容超过 fcl_maxalloc
个字节，可以清除文件开头的记录。 fcl_keeptime 的默认值是
0。如果设置了 fcl_maxalloc 参数，则当分配给 FCL 文件的空间
量超出 fcl_maxalloc 时，将从 FCL 文件清除记录。即使记录在
日志中经过的时间值小于 fcl_keeptime 值，也同样如此。

fcl_maxalloc

指定将分配给 FCL 文件的最大空间量（字节）。 当分配的空间超过
fcl_maxalloc 时，将在文件的开头打孔。 这样，将清除记录并
更新第一个有效偏移 (fc_foff)。 此外，如果最旧的记录经过的时
间尚未达到 fcl_keeptime，将可能违反 fcl_maxalloc。
fcl_maxalloc 最小值为 4 MB。默认值是 fs_size/33。

fcl_winterval

指定在 FCL 记录重写、扩展写入或裁截前必须经历的秒数。 这样可
以减少 FCL 中重复记录的数。 fcl_winterval 超时值按 inode
确定。如果 inode 出现缓存不足并返回，则其写入时间间隔将重
置。 这样，在同一写入时间间隔内，该文件会有多条写入记录。
默认值为 360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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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l_ointerval

在此时间间隔内（秒），后续打开的文件不会生成附加的 FCL 记
录。 这有助于减少在 FCL 文件中记录的重复记录数量。 如果还启
用了对访问信息的跟踪，则随后其他用户即使是在 fcl_ointerval
期间打开文件，也会生成一条记录。 同样，如果 inode 离开缓存，
这也会在同一打开间隔生成多条记录。
默认值为 600 秒。

只有设置了 fcl_maxalloc 和/或 fcl_keeptime，才能激活此 FCL 功能。 以下是使
用 fcladm 命令的示例：
要为装入的文件系统激活 FCL，请键入以下命令：
# fcladm on mount_point

要为装入的文件系统停用 FCL，请键入以下命令：
# fcladm off mount_point

要为装入的文件系统（必须在其上禁用 FCL）删除 FCL 文件，请键入以下命令：
# fcladm rm mount_point

要了解装入文件系统的当前 FCL 状态，请键入以下命令：
# fcladm state mount_point

要在 FCL 中启用对文件打开以及每个事件的访问信息的跟踪，请键入以下命令：
# fcladm set fileopen,accessinfo mount_point

要停止在 FCL 中跟踪文件 I/O 统计信息，请键入以下命令：
# fcladm clear filestats mount_point

使用偏移 0，以文本格式输出磁盘上的 FCL 超级块，以便获得有关 FCL 文件的信
息。由于磁盘上的 FCL 超级块占用了 FCL 文件的第一个块，所以，通过读取 FCL
超级块和检查 fc_foff 字段，可以确定 FCL 文件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有效偏移。 输
入以下命令：
# fcladm print 0 mount_point

要以文本格式输出 FCL 的内容（使用的偏移必须是 32 字节对齐的），请输入以下
命令：
# fcladm print offset mount_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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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更改日志编程接口
VxFS 提供增强的 API，以便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简化 FCL 文件的读取和解析：
简化的读取

此 API 通过减少解析 FCL 文件条目所需的附加代码，来简化用户任
务。 在 4.1 中，要获得诸如删除或链接之类的事件信息，用户需要
编写附加代码来获取删除的文件和链接的文件的名称。 在此版本
中，API 允许用户直接读取组合的记录。 此 API 还允许用户通过指
定筛选器，来指定自己感兴趣的事件记录子集。

向后兼容

提供访问 FCL 功能的 API，提供访问 FCL 功能的 API，从而使应用
程序具有向后兼容性。使用 API，应用程序可以在不受 FCL 布局更
改的情况下解析 FCL 文件。即使 FCL 隐藏的磁盘布局发生变化，
API 也会自动转换返回的数据，以便匹配期望的输出记录。这样，
用户不必因磁盘上 FCL 布局发生变化而修改或重新编译应用程序。

下列示例代码段读取 FCL 超级块，检查 FCL 的状态是否为 VX_FCLS_ON，调用
vxfs_fcl_sync 获取要读取到的结束偏移，确定 FCL 文件的第一个有效偏移，然后
根据此偏移读取 8K 块中的条目。部分处理 fcl 项是应用程序开发人员为了处理 FCL
文件中的条目必须提供的内容。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fcntl.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fcl.h>
#include <vxfsutil.h>
#define FCL_READSZ 8192
char* fclname = "/mnt/lost+found/changelog";
int read_fcl(fclname) char* fclname;
{
struct fcl_sb fclsb;
uint64_t off, lastoff;
size_t size;
char buf[FCL_READSZ], *bufp = buf;
int fd;
int err = 0;
if ((fd = open(fclname, O_RDONLY)) < 0) {
return ENOENT;
}
if ((off = lseek(fd, 0, SEEK_SET)) != 0) {
close(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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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EIO;
}
size = read(fd, &fclsb, sizeof (struct fcl_sb));
if (size < 0) {
close(fd);
return EIO;
}
if (fclsb.fc_state == VX_FCLS_OFF) {
close(fd);
return 0;
}
if (err = vxfs_fcl_sync(fclname, &lastoff)) {
close(fd);
return err;
}
if ((off = lseek(fd, off_t, uint64_t)) != uint64_t) {
close(fd);
return EIO;
}
while (off < lastoff) {
if ((size = read(fd, bufp, FCL_READSZ)) <= 0) {
close(fd);
return errno;
}
/* process fcl entries */
off += size;
}
close(fd);
return 0;
}

API 函数摘要
以下是文件更改日志 API 函数的一个简要摘要：
vxfs_fcl_close()

关闭 FCL 文件并清理与句柄关联的资源。

vxfs_fcl_cookie()

返回一个不透明结构，其中内含当前 FCL 激活时间和当前偏移。 可
以保存此 cookie，并在以后传递给 vxfs_fcl_seek() 函数，以便
从应用程序上次停止的地方继续读取。

vxfs_fcl_getinfo() 返回诸如 FCL 文件状态和版本之类的信息。

文件更改日志
API 函数摘要

vxfs_fcl_open()

打开 FCL 文件，并返回可用于进一步操作的句柄。

vxfs_fcl_read()

将感兴趣的 FCL 记录读入由用户指定的缓冲区。

vxfs_fcl_seek()

从指定的 cookie 提取数据，然后寻找指定的偏移。

vxfs_fcl_seektime() 寻找指定时间后 FCL 中的第一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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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反向路径名称查找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反向路径名称查找

关于反向路径名称查找
反向路径名称查找功能可以从文件或目录的 inode 编号获得该文件或目录的完整路
径名称。 inode 编号作为参数提供给 vxlsino 管理命令或 vxfs_inotopath_gen(3)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的库函数。
反向路径名称查找功能可用于各种应用程序，例如 VxFS 文件更改日志功能的客户
端、备份和还原实用程序以及复制产品。 通常，这些应用程序按 inode 编号存储信
息，这是因为文件或目录的路径名可能很长，因此，需要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获取路
径名。
Inode 是文件系统中每个文件的唯一标识号。 inode 包含与该文件相关和数据和元
数据，但不包括 inode 对应的文件名。 因此通过 inode 编号确定文件名称相对来说
是困难的。 ncheck 命令提供了一种机制，可以通过扫描文件系统中的每个目录，
根据 inode 标识符获取文件名，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VxFS
反向路径名称查找功能可相对快速地获得路径名称。
注意：由于符号链接不构成文件的路径，反向路径名称查找功能不能跟踪文件的符
号链接。
由于在重命名、取消链接和创建新文件的过程中可能出错，最好使用路径名执行
lookup 或 open，并验证 inode 编号是否与获得的路径名匹配。
请参见 vxlsino (1M)、vxfs_inotopath_gen (3) 和 vxfs_inotopath (3)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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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可调参数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调整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调整 VxFS 文件系统

■

DMP 可调参数

■

更改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可调参数的方法

■

VxVM 的可调参数

■

更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调参数的方法

关于调整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SF) 在众多种环境中广为使用，性能在这些环境中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F 包含很多用来针对使用 SF 的特定环境和工作负载对该堆栈
进行自定义的可调参数和配置选项。本指南可帮助管理员了解其中一些选项对性能
有何影响，并提供有关调整这些选项的准则。

调整 VxFS 文件系统
本节介绍了 VxFS 中的以下内核可调参数：
■

调整 inode 表的大小

■

调整 inode 分配的性能优化

■

VxFS 缓冲区高速缓存高位标记

■

指向文件的链接数

■

VxFS inode 释放滞后时间

640

可调参数
调整 VxFS 文件系统

■

分区目录

调整 inode 表的大小
VxFS 缓存 inode 表中的 inode。VxFS 中有一个名为 vx_ninode 的动态可调参数，
该参数可确定 inode 表中的条目数。 通过使用 sam 或 kctune 命令，可以动态地更
改 vx_ninode 的值。
请参见 sam(1M) 和 kctune(1M) 手册页。
该值可用来确定 VxFS inode 表中的条目数。 默认情况下，vx_ninode 的初始值为
零；此后，文件系统根据系统内存大小计算该值。
VxFS 文件系统也可以从用于构建 HP-UX 内核的系统配置文件（例
如，/stand/system）中获取 vx_ninode 的值。 如果要更改 vx_ninode 经过计算
的值，您可以向 system 配置文件中添加一个条目。 例如：
tunable vx_ninode 1000000

这样，在使用 mk_kernel 构建新的 HP-UX 内核之后，inode 表大小将设置为
1,000,000 inode。
增大 vx_ninode 的值会随即增大 inode 表大小，从而允许缓存更多的 inode。 反之
亦然，减小 vx_ninode 的值也会将 inode 表大小减小到指定的值。 减小可调参数之
后，VxFS 会尝试释放额外缓存的对象，这样，表中剩余的 inode 数将小于或等于
vx_ninode 的指定值。 如果此尝试失败，vx_ninode 可调参数的值就不会发生改
变。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 -h 选项指定 kctune 命令，这样 vx_ninode 的新值
就会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生效。
更改 vx_ninode 的值时，请务必小心谨慎，因为该值可影响文件系统的性能。 通
常，VxFS 基于系统内存量而确定的默认值可在广泛的应用范围内确保良好的系统
性能。 不过，如果确定默认值不适用，可以根据期望的文件系统使用率将 vx_ninode
设置为一个适当的值。 vxfsstat 命令可用于监控 inode 缓存使用率和统计信息，
从而为系统确定 vx_ninode 的最佳值。
更改可调参数的值不会调整内部 hash 表和缓存结构的大小。 这些大小是在系统引
导时确定的，取决于系统内存大小（此为默认值）或可调参数的值（如果显式设
置），以较大者为准。 因此，如果将可调参数的值动态地增大到默认值或用户定义
值（如果此值较大）的两倍，在没有重新启动系统的情况下，则可能会导致性能降
低。
如果减小 vx_ninode 的值要求对内部 hash 表进行更改，则不会成功。在这种情况
下，所做的更改会自动标记为在下次引导时使用并将在后续引导时生效。如果不要
求对内部 hash 表进行更改，则 VxFS 会释放缓存的对象，这样缓存中的 inode 总数
将等于或小于指定的 vx_ninode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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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vx_inode 可调参数值示例
以下示例更改了 vx_ninode 可调参数值。
报告当前 vx_ninode 值
◆

显示当前 vx_ninode 值：
# kctune vx_ninode

设置 vx_ninode 值
◆

将 vx_ninode 设置为 10000：
# kctune -s vx_ninode=10000

将 vx_ninode 还原至其默认值
◆

通过清除用户指定的值将 vx_ninode 还原至其默认值：
# kctune -s vx_ninode=

默认值是由 VxFS 基于系统内存确定的最佳值，如果没有显式设置 vx_ninode
时使用此值。
在重新启动之前延迟对 vx_ninode 的更改
◆

指定 -h 选项，以便在重新启动系统前，为 vx_ninode 指定的值不生效：
# kctune -h -s vx_ninode=10000

调整 inode 分配的性能优化
delicache_enable 可调参数指定是打开还是关闭新文件创建过程中 inode 分配和

重用的性能优化。集群文件系统不支持 delicache_enable 可调参数。可以为
delicache_enable 指定下列值：
■

0 - 禁用 delicache 优化。

■

1 - 启用 delicache 优化。

对于本地装入，delicache_enable 的默认值为 1；对于集群文件系统，其默认值
为 0。

VxFS 缓冲区高速缓存高位标记
VxFS 针对频繁访问过的文件系统元数据，在内核中维持其自己的缓冲区高速缓存。
此缓存与缓存文件数据的 HP-UX 内核缓冲区高速缓存不同。 vx_bc_bufhwm 动态全

641

642

可调参数
调整 VxFS 文件系统

局可调参数使您可以更改 VxFS 缓冲区高速缓存高位标记（即可以用于缓存 VxFS
元数据的最大内存量）。
vx_bc_bufhwm 的初始值为零。 操作系统重新启动时，VxFS 基于系统内存量设置
vx_bc_bufhwm 值。 您可以通过使用 sam 或 kctune 命令更改 vxfs_bc_bufhwm 值

来显式重置 vx_bc_bufhwm 值。
请参见 sam(1M) 和 kctune(1M) 手册页。
您也可以通过将条目添加至系统配置文件来设置此值。 例如，以下条目：
vxfs_bc_bufhwm vx_bc_bufhwm

300000

将高位标记设置为 300 MB。 更改在使用 mk_kernel 命令重建 HP-UX 内核后生效。
以 KB 为单位指定 vx_bc_bufhwm 可调参数。 默认值为 6144。
增加 vx_bc_bufhwm 会立即增加 VxFS 缓冲区高速缓存，这会允许大量内存用于缓
存 VxFS 元数据。 减少 vx_bc_bufhwm 值会将 VxFS 缓冲区高速缓存减少至指定值。
这将释放内存，这样，用于缓冲区高速缓存的内存量将低于 vx_bc_bufhwm 的指定
值。
通常，由 VxFS 基于系统内存量计算的默认值可以确保运行多种应用程序时具有良
好的系统性能。 对于导致频繁更改系统上的文件系统元数据的应用程序负载来说
（例如，高速创建或删除文件或访问大型目录），更改 vx_bc_bufhwm 值可以改善
性能。
您可以使用 vxfsstat 命令来监视缓冲区高速缓存统计信息和 inode 缓存的使用率。
请参见 vxfsstat(1M) 手册页。

指向文件的链接数
在 VxFS 中，可能的链接数由 vx_maxlink 全局可调参数确定。 vx_maxlink 的默认
值为 32767，最大值为 65535。此参数是静态可调参数。
您可以使用 sam 或 kctune 命令设置 vx_maxlink 值。
请参见 sam(1M) 和 kctune(1M) 手册页。
按照以下示例所示，您也可以将条目添加至系统配置文件：
vxfs_maxlink vx_maxlink 40000

这会将 vx_maxlink 值设置为 40,000 个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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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S inode 释放滞后时间
在 VxFS 中，将未使用的 inode 放入 freelist。 如果未使用的 inode 在 freelist 中停
留了指定的一段时间后，则可以释放此 inode 的内存空间。 vx_ifree_timelag 可
调参数指定在释放未使用的 inode 内存空间前 inode 在 freelist 中的最小时间量。
vx_ifree_timelag 可调参数是动态的。 对 vx_ifree_timelag 的所有更改都会立

即生效。
vx_ifree_timelag 的默认值为 0。通过将 vx_ifree_timelag 设置为 0，inode 释

放滞后时间将自动调整为 600 秒。 指定为负一 (- 1) 会停止释放 inode 空间；只有
将其改回为负一以外的其他值后，才能释放更多 inode 分配空间。
您可以使用 sam 或 kctune 命令更改 vx_ifree_timelag 值。
请参见 sam(1M) 和 kctune(1M) 手册页。
您也可以将条目添加至系统配置文件。 以下示例中，将 vx_ifree_timelag 值更改
为 2400 秒：
# kctune -s vxfs_ifree_timelag=2400

注意：vx_ifree_timelag 的默认值通常可以提供最佳的 VxFS 性能。 调整可调参
数时应务必小心，因为不正确调整可能会对系统性能造成负面影响。

分区目录
可以通过设置 pdir_enable 可调参数来启用或禁用分区目录功能。将值指定为 1 可
启用分区目录，而将值指定为 0 可禁用分区目录。默认值为 1。
如果已启用分区目录，可以设置 pdir_threshold 可调参数，从而根据 VxFS 对目
录进行分区所依据的目录大小（以字节为单位）指定阈值。默认值为 32000。
使用 fsadm 命令的 -d 选项可从分区目录中删除空的隐藏目录。如果已禁用分区目
录，使用 fsadm -d 命令还可以将分区目录转换为常规目录。
分区目录功能仅可在磁盘布局版本 8 或更高版本的文件系统上运行。

DMP 可调参数
DMP 提供了各种可用于调整您的环境的参数。
表 A-1 显示了可以调整的 DMP 参数。您可以联机设置可调参数，无需重新启动。

643

644

可调参数
DMP 可调参数

表 A-1

DMP 可调参数

参数

说明

dmp_cache_open

如果该参数设成 on，阵列支持库 (ASL) 执行的首次设
备开启将被缓存。该缓存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 ASL 后
续开启造成的开销，从而提升了设备发现的性能。如果
该参数设置为 off，则不执行缓存。
该属性的默认值为 on。

dmp_daemon_count

用于维护路径错误处理、路径还原和其他 DMP 管理任
务的内核线程数量。
默认线程数量为 10。

dmp_delayq_interval

阵列故障转移到备用路径后，DMP 在重试 I/O 之前应
该等待的时间。在故障转移后，某些磁盘阵列不能立即
接受 I/O 请求。
默认值为 15 秒。

dmp_evm_handling

确定 DMP 是否在 HP-UX 上侦听来自事件监视框架
(EVM) 的与磁盘相关的事件。
默认值为 on。
如果该参数设置为 on，则 DMP 侦听来自 EVM 的事件
并做出反应。
如果该参数设置为 off，则 DMP 停止对事件进行侦听
和反应。

dmp_fast_recovery

DMP 是否应该直接从 HBA 接口尝试获取 SCSI 错误信
息。如果 HBA 接口支持错误查询功能，将该值设置为
on 可以潜在提高错误恢复速度。如果该参数设置为
off，则不使用 HBA 接口。
默认设置为 off。

dmp_health_time

DMP 立即检查出现故障的路径，防止通过该路径来传
送 I/O 请求。dmp_health_time 值表示路径必须处
于正常运行状态的时间（以秒为单位）。如果路径的状
态在此期间内由 enabled 变回 disabled，DMP 就会将
此路径标记为间歇性故障，并且只是在 dmp_path_age
秒之后才会重新为 I/O 启用该路径。
默认值为 60 秒。
值为 0 将阻止 DMP 检测间歇性故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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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_log_level

为 DMP 控制台消息显示的详细级别。定义了下列级别
值：
1 - 显示 5.0 之前的版本中存在的所有 DMP 日志消息。
2 - 显示 1 级消息以及与路径或磁盘添加或删除、SCSI
错误、IO 错误和 DMP 节点迁移相关的消息。
3 - 显示 1 级和 2 级消息以及与路径限制、可疑路径、
空闲路径和错误的路径逻辑相关的消息。
4 - 显示 1 级、2 级与 3 级消息以及与设置或更改路径
的属性和更改可调参数相关的消息。
默认值为 1。

dmp_low_impact_probe

确定是否优化还原后台驻留程序执行的路径探查。将其
设置为 on 可启用优化，将其设置为 off 可禁用优化。
仅当还原策略为 check_disabled 或处于 check_periodic
策略的 check_disabled 阶段时，才会优化路径探查。
默认值为 on。

dmp_lun_retry_timeout

指定一个重试时间段来处理 HBA 和 SCSI 驱动程序未
处理的瞬态错误。
通常，不需要这样的特殊处理。因此，
dmp_lun_retry_timeout 可调参数的默认值为 0。
如果指向某个磁盘的所有路径都出现故障，DMP 将无
法与应用程序进行 I/O。只对路径检查一次以确定连接
是否正常。
在 DMP 需要处理瞬态错误的特殊情况下，可以将 DMP
配置为将应用程序的 I/O 故障推延很短的时间间隔。将
dmp_lun_retry_timeout 可调参数设置为非零值即
可指定相应的时间间隔。如果指向 LUN 的所有路径都
出现故障且需要检修 I/O，则 DMP 在指定的时间间隔
内每五秒探查一次路径。如果路径在该时间间隔内还
原，DMP 会检测到这一点并重试 I/O。在达到指定的
dmp_lun_retry_timeout 时间间隔之前或某个路径
上的 I/O 成功之前（以先发生的事件为准），DMP 不
会让磁盘的 I/O 随着所有出现故障的路径而出现故障。

645

646

可调参数
DMP 可调参数

参数

说明

dmp_monitor_fabric

确定事件源后台驻留程序 (vxesd) 是否使用全球网络
存储工业协会 (SNIA) HBA API。此 API 允许 DDL 通过
收集有关 SAN 拓扑的信息和监视光纤事件改善故障转
移的性能。
如果该参数设置为 on，则 DDL 使用 SNIA HBA API。
请注意，HBA 供应商特定的 HBA-API 库应该可用，以
便使用此功能。
如果该参数设置为 off，则不使用 SNIA HBA API。
对于 5.0 以前通过安装修补程序支持此 DDL 功能的版
本，默认设置为 off。对于 5.0 以及更高版本，默认设
置为 on。

dmp_monitor_ownership

确定是否对 ALUA 阵列启用了所有权监控。如果该可
调参数设置为 on，则 DMP 轮询设备以查找 LUN 所有
权更改。轮询时间间隔由 dmp_restore_interval 可调
参数指定。默认值为 on。
如果 dmp_monitor_ownership 可调参数为 off，则
DMP 不会向设备轮询是否存在 LUN 所有权更改。

dmp_native_support

确定 DMP 是否将对本机设备执行多径处理。
将该可调参数设置为 on 可使 DMP 对本机设备执行多
径处理。
当 Dynamic Multi-Pathing 作为 Storage Foundation
的组件安装时，默认值为 off。
当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作为独立产品安装
时，默认值为 on。

dmp_path_age

在 DMP 再次针对间歇性故障路径计划 I/O 请求之前，
此路径需要按正常运行而被监视的时间。
默认值为 300 秒。
0 值将阻止 DMP 检测间歇性故障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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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_pathswitch_blks_shift

在切换到下一个可用路径之前，沿着 DMP 路径发送到
磁盘阵列的连续 I/O 块的默认数目。该值以 2 的指数函
数的整数指数表示；例如，9 表示 512 块。
默认值为 9。在这种情况下，1024 块 (1MB) 连续 I/O
在切换前经 DMP 路径送出。对于具有内部数据缓存的
智能磁盘阵列，可以通过增加此可调参数的值来获得更
好的吞吐量。例如，对于 HDS 9960 A/A 阵列，如果
I/O 活动模式主要由连续读取或写入组成，则最佳值在
14 和 16 之间。
该参数仅影响 balanced I/O 策略的行为。值为 0 将禁
用对此策略的多径处理，如果使用 vxdmpadm 命令为
阵列指定其他分区大小，则不会禁用。
请参见第 219 页的“指定 I/O 策略”。

dmp_probe_idle_lun

如果启用了 DMP 统计信息收集功能，将该可调参数设
成 on（默认），让 DMP 路径还原线程探查空闲的
LUN； 将此可调参数值设成 off 则关闭此功能。（空
闲 LUN 就是上面没有计划 I/O 请求的 VM 磁盘。） 只
有在启用了 DMP 统计信息收集功能时才解释该可调参
数值。关闭统计信息收集功能同时禁用空闲 LUN 侦测。
默认值为 on。

dmp_probe_threshold

如果 dmp_low_impact_probe 设置为 on，则
dmp_probe_threshold 确定在决定更改同一子路径故
障转移组中其他路径的状态之前要探查的路径数。
默认值为 5。

dmp_restore_cycles

如果 DMP 还原策略为 check_periodic，则此可调
参数的值为在调用 check_all 策略之前经过的周期次
数。
默认值为 10。
请参见第 231 页的“配置 DMP 路径还原策略”。

dmp_restore_interval

interval 属性指定路径还原线程检查路径的频率。以秒
为单位指定时间。
默认值为 300。
此可调参数的值还可以使用 vxdmpadm start
restore 命令进行设置。
请参见第 231 页的“配置 DMP 路径还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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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dmp_restore_policy

DMP 还原策略，可以设置为以下值之一：
■

check_all

■

check_alternate

■

check_disabled

■

check_periodic

默认值为 check_disabled
此可调参数的值还可以使用 vxdmpadm start
restore 命令进行设置。
请参见第 231 页的“配置 DMP 路径还原策略”。
dmp_restore_state

如果该参数设置为 enabled，它将使路径还原线程能
够启动。
请参见第 231 页的“配置 DMP 路径还原策略”。
如果该参数设置为 disabled，它将停止并禁用路径还
原线程。
如果该参数设置为 stopped，则在下一个设备发现周
期之前，它将停止路径还原线程。
默认值为 enabled。
请参见第 232 页的“停止 DMP 路径还原线程”。

dmp_retry_count

如果某个路径上的 I/O 出现故障，并显示路径繁忙错
误，DMP 会将该路径标记为繁忙，并避免在接下来的
15 秒内使用它。如果某个路径连续报告路径繁忙错误
达 dmp_retry_count 次，DMP 会将该路径标记为出现
故障。dmp_retry_count 的默认值为 5。

dmp_scsi_timeout

确定要为通过 DMP 发送的任何 SCSI 命令设置的超时
值。如果 HBA 在此超时值时间段内没有收到发送至设
备的 SCSI 命令的响应，该 SCSI 命令将返回并显示失
败错误代码。
默认值为 60 秒。

dmp_sfg_threshold

确定在 DMP 开始怀疑故障转移组中的其他路径前在该
故障转移组中应失败的最少路径数。值为 0 将禁用基于
子路径故障转移组的故障转移逻辑。
默认值为 1。

dmp_stat_interval

收集 DMP 统计信息之间的时间间隔。
默认值和最小值均为 1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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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可调参数的方法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提供了多个可用于调整配置的参数。
请参见第 643 页的“DMP 可调参数”。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更改 DMP 可调参数：
使用 vxdmpadm settune 命令显示或修改
值。

请参见第 649 页的“使用 vxdmpadm settune
命令行更改 DMP 参数的值”。

使用 vxdmpadm 命令的模板方法。

请参见第 649 页的“关于使用模板调整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使用 vxdmpadm settune 命令行更改 DMP 参数的值
要设置 DMP 可调参数，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settune dmp_tunable=value

要显示 DMP 可调参数的值，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gettune [dmp_tunable]

您也可以使用模板方法查看或更改 DMP 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649 页的“关于使用模板调整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关于使用模板调整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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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P 提供了模板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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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将配置文件加载到同一个主机，或另一个类似的主机。模板方法对于下列情况
十分有用：
■

使用最佳性能调整值配置多个类似主机。
配置一个主机以获取最佳性能。配置主机后，将可调参数和属性转储到模板文
件。然后，您可以将模板文件加载到另一个具有类似要求的主机。Symantec 建
议使用同一配置模板的主机具有相同的操作系统和类似的 I/O 要求。

■

定义多个专用模板以处理不同的 I/O 加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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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机上的加载更改时，您可以加载另一个模板以获取最佳性能。此策略适用
于 I/O 加载中可预见的临时变化。作为系统管理员，在定义系统的 I/O 加载行为
后，您可以针对特定加载自定义调整模板。然后，您可以让调整自动进行，因
为存在一个可在脚本或 cron 作业中使用的单一加载命令。
您可以随时重置配置，重置会将可调参数和属性的值恢复为 DMP 默认值。
您可以使用 vxdmpadm config 命令管理 DMP 配置文件。
请参见 vxdmpadm(1m) 手册页。

DMP 调整模板
借助模板机制，您可以通过将配置值转储到文件或标准输出来调整 DMP 参数和属
性。
DMP 支持使用模板文件调整下列类型的信息：
■

DMP 可调参数。

■

为磁盘阵列、阵列名称或阵列类型定义的 DMP 属性。

■

Veritas 命名机制参数。

模板文件分为下列部分：
DMP 可调参数

应用于所有磁盘阵列和阵列。

Namingscheme

应用于所有磁盘阵列和阵列。

Arraytype

用于自定义阵列类型。应用于指定阵列类型
的所有磁盘阵列。

Arrayname

适用于特定阵列需要自定义时（即可调参数
与应用于阵列类型的可调参数不同时）。
此部分中的属性应用于指定阵列名称的所有
磁盘阵列。

Enclosurename

应用于指定 Cab 序列号和阵列名称的磁盘阵
列。
适用于特定磁盘阵列需要自定义时（即可调
参数与应用于阵列类型和阵列名称的可调参
数不同时）。

加载是此部分的基本操作。只有当每个部分中的所有属性都有效时，DMP 才加载每
个部分。如果所有部分都已经过处理，则 DMP 会报告错误列表，并警告用户。DMP
不支持部分回滚。DMP 在加载过程中会验证可调参数和属性。不过，Symantec 建
议您在尝试加载配置模板文件之前对其进行检查。进行所有必要的更正，直到正确
验证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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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模板时，将按照下列顺序为属性赋予优先级：
磁盘阵列部分 > 阵列名称部分 > 阵列类型部分
如果同一阵列类型的所有磁盘阵列都需要相同的设置，则从模板中删除相应的阵列
名称和磁盘阵列名称部分。仅在阵列类型部分中定义设置。如果某些磁盘阵列或阵
列名称需要自定义设置，则保留阵列名称或磁盘阵列的属性部分。如果磁盘阵列或
阵列名称的条目使用的设置与为阵列类型定义的设置相同，您可以删除这些条目。
从主机转储配置文件时，该主机可能包含其他主机上不可见的一些阵列。将模板加
载到不包括磁盘阵列、阵列类型或阵列名称的目标主机时，DMP 会忽略这些部分。
您可能不想将设置应用于目标主机上的非共享阵列或某些特定于主机的阵列。务必
在模板中为这些阵列中的每个阵列定义一个磁盘阵列部分。将模板文件加载到目标
主机时，磁盘阵列部分确定设置。否则，DMP 将应用各个阵列名称或阵列类型部分
的设置。

DMP 调整模板示例
本节显示一个 DMP 调整模板示例。
DMP Tunables
dmp_cache_open=on
dmp_daemon_count=10
dmp_delayq_interval=15
dmp_restore_state=enabled
dmp_evm_handling=on
dmp_fast_recovery=off
dmp_health_time=60
dmp_log_level=1
dmp_low_impact_probe=on
dmp_lun_retry_timeout=0
dmp_path_age=300
dmp_pathswitch_blks_shift=9
dmp_probe_idle_lun=on
dmp_probe_threshold=5
dmp_restore_cycles=10
dmp_restore_interval=300
dmp_restore_policy=check_disabled
dmp_retry_count=5
dmp_scsi_timeout=60
dmp_sfg_threshold=1
dmp_stat_interval=1
dmp_monitor_ownership=on
dmp_monitor_fabric=on
dmp_monitor_osevent=off

651

652

可调参数
更改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可调参数的方法

dmp_native_support=off
Namingscheme
namingscheme=ebn
persistence=yes
lowercase=yes
use_avid=yes
mode=default
Arraytype
arraytype=CLR-A/PF
iopolicy=minimumq
partitionsize=512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iotimeout=300
redundancy=0
Arraytype
arraytype=ALUA
iopolicy=adaptive
partitionsize=512
use_all_paths=no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iotimeout=300
redundancy=0
Arraytype
arraytype=Disk
iopolicy=minimumq
partitionsize=512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iotimeout=300
redundancy=0
Arrayname
arrayname=EMC_CLARiiON
iopolicy=minimumq
partitionsize=512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iotimeout=300
redundancy=0
Arrayname
arrayname=EVA4K6K
iopolicy=adaptive
partitionsize=512
use_all_paths=no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iotimeou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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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ndancy=0
Arrayname
arrayname=Disk
iopolicy=minimumq
partitionsize=512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iotimeout=300
redundancy=0
Enclosure
serial=CK200051900278
arrayname=EMC_CLARiiON
arraytype=CLR-A/PF
iopolicy=minimumq
partitionsize=512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iotimeout=300
redundancy=0
dmp_lun_retry_timeout=0
Enclosure
serial=50001FE1500A8F00
arrayname=EVA4K6K
arraytype=ALUA
iopolicy=adaptive
partitionsize=512
use_all_paths=no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iotimeout=300
redundancy=0
dmp_lun_retry_timeout=0
Enclosure
serial=50001FE1500BB690
arrayname=EVA4K6K
arraytype=ALUA
iopolicy=adaptive
partitionsize=512
use_all_paths=no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iotimeout=300
redundancy=0
dmp_lun_retry_timeout=0
Enclosure
serial=DISKS
arrayname=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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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type=Disk
iopolicy=minimumq
partitionsize=512
recoveryoption=nothrottle
recoveryoption=timebound iotimeout=300
redundancy=0
dmp_lun_retry_timeout=0

通过配置属性模板调整 DMP 主机
可以使用模板文件将对 DMP 配置进行的一系列更改上传到同一个主机或另一个类
似的主机。
Symantec 建议您将 DMP 模板加载到与作为可调参数值来源的主机类似的主机。
通过模板在主机上配置 DMP

1

将当前主机配置的内容转储到一个文件。
# vxdmpadm config dump file=filename

2

编辑该文件，以对模板中的可调参数进行任何必要的更改。
目标主机可能包括非共享阵列或特定于主机的阵列。为了避免用阵列名或阵列
类型的设置更新这些阵列，请在模板中为这些阵列中的每个阵列定义一个磁盘
阵列部分。将模板文件加载到目标主机时，磁盘阵列部分确定设置。否则，
DMP 将应用各个阵列名称或阵列类型部分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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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证 DMP 可调参数的值。
# vxdmpadm config check file=filename

如果配置检查成功，则 DMP 不显示输出。如果文件包含错误，则 DMP 显示相
应错误。进行所有必要的更正，直到配置文件有效。例如，您可能会看到如下
所示的错误：
VxVM vxdmpadm ERROR V-5-1-0 Template file 'error.file' contains
following errors:
Line No: 22
Line No: 44
non-digits
Line No: 64
the limit of
Line No: 76
Line No: 281

4

'dmp_daemon_count' can not be set to 0 or less
Specified value for 'dmp_health_time' contains
Specified value for 'dmp_path_age' is beyond
its value
'dmp_probe_idle_lun' can be set to either on or off
Unknown arraytype

将文件加载到目标主机。
# vxdmpadm config load file=filename

在加载过程中，DMP 验证模板的每个部分。DMP 加载所有有效部分。DMP 不
加载包含错误的部分。

管理 DMP 配置文件
您可以显示最近加载到主机的模板文件的名称。该信息包括 DMP 加载模板文件时
的日期和时间。
显示主机当前使用的模板文件的名称
◆

# vxdmpadm config show
TEMPLATE_FILE
DATE
TIME
==============================================
/tmp/myconfig
Feb 09, 2011
11:28:59

将 DMP 可调参数和属性重置为默认值
DMP 保留 DMP 可调参数和属性的默认值。您可以随时将默认值还原到主机。将丢
弃您通过模板文件对主机应用的任何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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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MP 可调参数重置为默认值
◆

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mpadm config reset

模板支持的 DMP 可调参数和属性
DMP 支持通过配置模板调整下列可调参数和属性。
DMP 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643 页的“DMP 可调参数”。

为磁盘阵列、阵列名称或阵列类型定义的 DMP ■ iopolicy
属性。
■ partitionsize
■

use_all_paths

recoveryoption 属性（retrycount 或
iotimeout）
■ redundancy
■

命名机制属性：

■

dmp_lun_retry_timeout

■

naming scheme

■

persistence

■

mode

■

lowercase

■

use_avid

模板不支持下列可调参数：
■

OS 可调参数

■

TPD 模式

■

磁盘阵列的故障转移属性 (failovermode)

VxVM 的可调参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具有多个可用于调整环境的参数。VxVM 可调参
数包括多个要素。
可调参数的 VxVM 要素如下：
■

basevm
调整 VxVM 核心功能的参数。
请参见第 657 页的“核心 VxVM 的可调参数”。

■

cvm

可调参数
VxVM 的可调参数

调整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的参数。
请参见第 664 页的“CVM 的可调参数”。
■

fmr
调整 FlashSnap 功能 (FMR) 的参数。
请参见第 661 页的“FlashSnap 的可调参数 (FMR)”。

■

vvr
调整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的参数。
请参见第 665 页的“VVR 的可调参数”。

核心 VxVM 的可调参数
表 A-2 列出了 VxVM 的内核可调参数。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可以使用 vxtune 命令或操作系统方法调整参数。
表 A-2

核心 VxVM 的内核可调参数

参数

说明

vol_checkpt_default

执行恢复或重新同步操作的实用程序将当前偏移作为检
查点加载内核的时间间隔。这种操作中的系统故障不需
要完全恢复，而是可以从上次到达的检查点开始继续。
默认值为 10240 个扇区 (10 MB)。
增加此大小可以减少恢复操作的检查点设置开销，代价
是当系统在恢复期间发生故障后，需要另外进行恢复。

vol_default_iodelay

如果实用程序被指示降低发出 I/O 请求的频率，但并未
给定具体的延迟时间，则该值是该实用程序暂停的时钟
滴答声计数。执行重新同步镜像或重新生成 RAID-5 列
等操作的实用程序使用此可调参数。
默认值为 50 次滴答声。
增加该值将导致恢复操作变慢，从而减少执行恢复操作
时的系统影响。

vol_max_adminio_poolsz

用于管理 I/O 操作的内存池的最大大小。当限制管理 I/O
时，VxVM 使用此池。
默认值为 64MB。最大大小不能大于
voliomem_maxpool_sz 参数的值。

vol_max_vol

无法使用 vxtune 命令调整此参数。系统上可创建的最
大卷数。允许的最小值为 1。允许的最大值是系统中可
以表示的最大次要编号数。
默认值为 8388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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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vol_maxio

不用分解请求便可执行的逻辑 I/O 操作的最大空间。大
于此值的对 VxVM 的 I/O 请求将被分解并同步执行。物
理 I/O 请求的分解基于磁盘设备的能力，且不受对该最
大逻辑请求限制所做更改的影响。
默认值为 2048 个扇区 (2,048KB)。
voliomem_maxpool_sz 的值必须比 vol_maxio 的
值至少大 10 倍。
如果配置了 DRL 顺序日志，voldrl_min_regionsz
的值必须至少设置为 vol_maxio 值的一半。

vol_maxioctl

可以通过 ioctl 调用传递到 VxVM 的数据的最大大小。
增大该限制将允许执行较大的操作。建议通常情况下不
要减小该限制，因为有些实用程序依赖于执行特定大小
的操作，如果它们发出过大的 ioctl 请求，可能会意外
失败。
默认值为 32768 字节 (32 KB)。

vol_maxparallelio

允许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在单个
VOL_VOLDIO_READ/VOL_VOLDIO_WRITE ioctl 调
用中从内核请求的 I/O 操作的个数。
默认值为 256 且不应更改。

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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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vol_maxspecialio

可以由 ioctl 调用发出的 I/O 请求的最大空间。尽管
ioctl 请求本身可能很小，但可能请求执行较大的 I/O
请求。该可调参数限制这些 I/O 请求的大小。必要时，
超过该值的请求可能失败，该请求也可能被分解并同步
执行。
默认值为 2048 个扇区。
如果 I/O 请求的大小导致进程占用的内存或内核虚拟映
射空间比实际存在的要多，并且因而发生死锁，则增大
此限制可能引发问题。此可调参数的最大限制是物理内
存或内核虚拟内存（以小的为准）的 20%。超过该限制
是不可取的，因为可能发生死锁。
如果条带大于此可调参数值，则全条带 I/O 请求将被分
解，从而阻止全条带读取/写入。这会限制顺序 I/O 或大
型 I/O 请求的卷 I/O 吞吐量。
此可调参数以 VxVM 中高于单个磁盘的级别限制 I/O 请
求的大小。例如，对于 8 x 64KB 的条带，值为 256KB
仅允许使用该条带中磁盘的一半的 I/O 请求，从而将潜
在的吞吐量一分为二。如果有更多列或使用了较大的交
叉访问因子，则相对性能会更差。
此可调参数必须至少设置为最大条带（RAID-0 或
RAID-5）的大小。

vol_stats_enable

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对象启用或禁用 I/O 统计
数据收集。由于默认情况下会启用此功能，因此默认值
为 1。

vol_subdisk_num

可以挂接到单个 Plex 上的最大子磁盘数。此可调参数的
默认值为 4096。

voliomem_chunk_size

VxVM 在分配或释放系统内存时所用的内存块的粒度。
较大的粒度允许 VxVM 保留更多的内存，从而减少 CPU
开销。
此可调参数的值取决于系统的页大小。指定的值不能超
过默认值。如果更改此值，当重新启动系统时，VxVM
会将此值设置为页大小的整数倍。
对于 1K 的页大小，默认值是 65536 字节 (64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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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voliomem_maxpool_sz

VxVM 为内部使用而从系统请求的最大内存。该可调参
数对 VxVM 的性能有直接的影响，因为它禁止一个 I/O
操作使用系统中的所有内存。
VxVM 分配两个最大可增大到该大小的池，一个池用于
RAID-5 卷，另一个用于镜像卷。如果存在即时（写入
时复制）快照，还会分配其他池。
当对 RAID-5 卷的写入请求大于该池大小的四分之一时，
该请求将分解成大小为该池十分之一的块执行。
当对镜像卷的写入请求大于该池的大小时，该请求将分
解成该池大小的块执行。
默认值为 134217728 (128 MB)。
voliomem_maxpool_sz 的值必须比 vol_maxio 的
值至少大 10 倍。

voliot_errbuf_dflt

为错误跟踪事件维护的缓冲区的默认大小。该缓冲区在
驱动程序加载时分配，当 VxVM 正在运行时，其大小不
可调整。
默认值为 16384 个字节 (16KB)。
增大该缓冲区可以为更多的错误事件提供存储，但要以
消耗系统内存为代价。减小缓冲区可能产生跟踪设备检
测不到的错误。依靠错误跟踪执行某些响应操作的应用
程序将依赖于该缓冲区。

voliot_iobuf_default

如果对作为跟踪 ioctl 的一部分所需的内核缓冲区大小
没有任何其他规定，则该值是创建跟踪缓冲区时的默认
大小。
默认值为 8192 个字节 (8KB)。
如果由于该缓冲区太小，经常丢失跟踪数据，则可以增
大该值。

voliot_iobuf_limit

可用于在内核中存储跟踪缓冲区的内存大小的上限。
VxVM 内核使用跟踪缓冲区存储跟踪事件记录。由于要
求将跟踪缓冲区存储在内核中，因此它们使用的内存从
该池中提取。
增加该大小可允许以系统内存使用为代价执行附加跟
踪。将该值设置为大于系统容易适应的大小是不可取
的。
默认值为 131072 字节 (128 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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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voliot_iobuf_max

可用于单个跟踪缓冲区的最大缓冲区大小。大于该大小
的缓冲区请求将自动截短到此大小。从跟踪接口请求最
大缓冲区大小将获得该大小的缓冲区（以使用限制为
准）。
默认值为 65536 字节 (64 KB)。
增大该缓冲区可以进行较大的跟踪，同时不会丢失使用
非常频繁的卷。
请勿将此值增大为大于 voliot_iobuf_limit 可调参
数值的值。

voliot_max_open

可以同时打开的最大跟踪通道数。跟踪通道是进入跟踪
设备驱动程序的克隆入口点。在系统上运行的每个
vxtrace 进程都占用一个跟踪通道。
默认通道数为 32。
分配每个通道大约要占用 20 字节，即使不使用该通道。

volraid_rsrtransmax

可以为 RAID-5 并行执行的最大瞬态重构操作数。瞬态
重构操作是发生在非降级 RAID-5 卷上的未预测到的操
作。通过限制能够同时发生的这些操作的数目，可以消
除系统被同时发生的许多重构操作淹没的可能性，从而
减少导致内存不足状态的风险。
默认值为 1。
增加该大小可以在故障首次发生时和分离出错对象之前
提高系统的初始性能，但会导致内存不足。

FlashSnap 的可调参数 (FMR)
表 A-3 列出了 FlashSnap 的内核可调参数。vxtune 命令将这些参数归类到 FMR 要
素下。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可以使用 vxtune 命令或操作系统方法调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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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FlashSnap 的内核可调参数 (FMR)

参数

说明

vol_fmr_logsz

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用来跟踪卷中已更改块的位映射
的最大空间（以 KB 为单位）。卷中映射到此位映射中
每个位的块数取决于卷的大小，如果卷的大小更改，该
值也随之更改。
例如，如果卷大小为 1 GB 并且系统块大小是 1024 字
节，vol_fmr_logsz 值为 4 会产生一个包含 32,768
位的映射，每一位表示 32 块的一个区域。
位映射越大，映射到每个位的块数越少。这可以减少重
新同步所需的读写量，但位映射将需要更多不可分页的
内核内存。此外，在集群系统上，较大位映射大小增加
I/O 性能中的延迟时间，并且还增加集群成员之间专用
网络上的负载。这是因为每当标记位映射中的某个位
时，必须通知集群中的其他各个成员。
由于区域大小在共享卷的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必须相
同，因此主节点上此可调参数值将覆盖从属节点上的可
调参数（如果这些值不同）。因为共享卷的值可以变
化，因此，在卷的整个使用周期内都将保留此可调参数
值。
在包含上千个镜像（这些镜像具有挂接的快照 Plex）
的配置中，VxVM 的总内存系统开销可能比通常情况
下的内存系统开销高很多。
默认值为 4KB。允许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1 KB 和
8KB。
指定 vxtune 的值 (KB)。

注意：此可调参数的值不会对保留快速重新同步产生
任何影响。
voldrl_dirty_regions

此参数仅适用于增强的 DCO 布局（版本 30）。
表示在对对同一区域的其他写入导致 DRL 更新之前要
缓存的脏区数。较小的数字会导致对 DRL 进行更频繁
的更新，这会降低性能。较大的数字会导致更高的 I/O
性能，但需要 DRL 使用更多的内存。
默认值为 1024。

voldrl_max_drtregs

对于卷上的非顺序 DRL，系统上可以存在的最大脏区
数。较大值可能导致以恢复时间为代价提高系统性能。
该可调参数可用于调节系统在失败后出现的更坏情况的
恢复时间。
默认值为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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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voldrl_min_regionsz

脏区日志 (DRL) 卷区域的扇区的最小数目。VxVM 使
用 DRL 以逻辑方式将卷分为一组连续区域。区域越大，
越有可能提高区域的缓存命中率。这可以提高写入性
能，但也将延长恢复时间。
默认值为 512 个扇区。
如果配置了 DRL 顺序日志，voldrl_min_regionsz
的值必须至少设置为 vol_maxio 值的一半。
指定相应值（扇区）。

voldrl_volumemax_drtregs

按卷设置的最大限额，用于限制采用传统 DRL 的镜像
卷的脏区域数。对于使用频繁的卷，可以通过增大此参
数的值来改进性能。
默认值为 256。

voldrl_volumemax_drtregs_20 按卷设置的最大限额，用于限制采用 20 版 DCO 的镜
像卷的脏区域数。对于使用频繁的卷，可以通过增大此
参数的值来改进性能。默认值为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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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volpagemod_max_memsz

为缓存快速重新同步和缓存对象元数据分配的内存量。
为此缓存分配的内存专用于此缓存，而不能用于其他进
程或应用程序。
默认值为 65536 KB (64 MB)。
该可调参数的有效范围是从物理内存的 0 到 50%。
如果系统中存在为即时快照操作准备的缓存对象或卷，
则无法将该值设置为低于 512 KB。如果您不使用通过
20 版 DCO 卷实现的快速重新同步或 DRL 功能，则该
值可以设置为 0。不过，如果您随后决定启用这些功
能，可以将该值更改为一个更合适的值。
指定相应值 (KB)。新值会自动进行页面对齐；但是，
将保存指定的实际值。
根据即时快照占用的区域大小和卷数来确定该值。分页
模块大小必须至少为最大卷所需大小的两倍，其计算公
式如下：
size_in_KB = 6 * (total_volume_size_in_GB) *
(64/region_size_in_KB)
例如，如果区域大小为 64 KB，一个 1 TB 卷需要大约
6 MB 分页内存。此可调参数的最小值至少为该值的两
倍或 12 MB。
如果有多个卷，所有卷都会共享同一分页模块。最大需
求的计算方法是：用上述公式乘以卷数。但是，更合理
的值取决于每个卷的平均负载。例如，如果仅更新了各
个卷上 20% 的数据，则可以按比例减小分页模块大小，
而不会降低性能。仍必须满足最大卷的最低要求。例
如，如果每 1 TB 包含 10 个卷，分页内存的初始计算
结果是 60 MB。如果仅更新了 20% 的数据，修改的值
计算为 12 MB。

CVM 的可调参数
表 A-4 列出了 CVM 的内核可调参数。无法使用 vxtune 命令调整此可调参数。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可以使用 vxtune 命令或操作系统方法调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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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CVM 的内核可调参数
如果设置为 0，volcvm_smartsync 将在共

volcvm_smartsync

享磁盘组上禁用“SmartSync (智能同步)”。
如果设置为 1，该参数将对共享磁盘组启用
“SmartSync (智能同步)”。
默认值为 1。
请参见第 78 页的“SmartSync 恢复加速器”。

VVR 的可调参数
表 A-5 列出了 VVR 的可调参数。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可以使用 vxtune 命令或操作系统方法调整参数。
表 A-5

VVR 可调参数

可调参数名称

说明

vol_cmpres_enabled

用于全局启用或禁用压缩的按系统设置的可调参数。 由
于默认情况下会禁用压缩，因此默认值为 0。

vol_cmpres_threads

按系统设置的可调参数，用于设置主节点主机上的压缩
线程数目或辅助节点主机上的解压缩线程数目，其取值
范围为 1 至 64。默认值为 10。您可以根据您的 CPU 使
用情况来调整此设置。

vol_dcm_replay_size

无法使用 vxtune 命令更改此可调参数。
DCM 重放块的大小。默认值为 256KB。

vol_max_nmpool_sz

通过网络传入辅助节点的请求可以使用的缓冲区空间大
小。默认值为 64MB。

vol_max_rdback_sz

可供 Readback 使用的缓冲区空间数量。默认值为
128MB。

vol_max_wrspool_sz

写入传送缓冲区空间，即在日志所有者上可分配用于接
收非日志所有者发送的写入内容的缓冲区空间大小。默
认值为 64MB。

vol_min_lowmem_sz

最小缓冲区空间。 如果可用缓冲区空间大小低于此阈值，
VVR 会释放该写入。 默认值为 4MB（4194304 字节）。
此值可自动调整。 您指定的值用作初始值，并且会根据
应用程序写入行为而发生更改。

vol_nm_hb_timeout

心跳超时值。默认值为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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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名称

说明

vol_rvio_maxpool_sz

操作系统内分配的用于处理传入写入的缓冲区空间大小。
默认值为 128MB。

vol_vvr_use_nat

无法使用 vxtune 命令更改此可调参数。
此可调参数会指示 VVR 使用已接收消息中经过转换的地
址，以便 VVR 通过基于 NAT 的防火墙进行通信。仅当
配置中存在基于 NAT 的防火墙时，才可将该可调参数设
置为 1。

更改 VVR 可调参数的值时的注意事项
更改可调参数的值时，请注意下列几点：
■

减小 vol_rvio_maxpool_sz 可调参数的值时，必须停止主机上的所有 RVG。

■

减小 vol_max_rdback_sz 和 vol_max_nmpool_sz 可调参数的大小时，将会暂
停 RLINK。

■ vol_min_lowmem_sz 可调参数是自动可调的；根据传入的写入的具体情况，VVR

将增加或减小该可调参数值。
只有 vol_min_lowmem_sz 可调参数才支持自动调整功能。
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您可以选择仅设置在每个主机上都需要的可调参数。但是，
即使当前未使用可调参数，仍建议您对它们进行相应配置。这是因为，如果日志所
有者发生更改，则会使用新日志所有者中的可调参数。以下列出的可调参数只需在
日志所有者上设置，而不需要在其他主机上设置：
■ vol_max_rdback_sz
■ vol_max_nmpool_sz
■ vol_max_wrspool_sz
■ vol_dcm_replay_size
■ vol_nm_hb_timeout
■ vol_vvr_use_nat

使用 vxtune 命令所做的可调参数更改仅影响运行这些参数的主机上的可调参数值。
因此，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必须在要更改可调参数值的每个主机上单独运行该命
令。

更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调参数的方法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提供了多个可用于调整配置的参数。

可调参数
更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调参数的方法

请参见第 656 页的“VxVM 的可调参数”。
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更改 VxVM 可调参数：
使用 vxtune 命令显示或修改 VxVM 可调参 请参见第 667 页的“使用 vxtune 命令行更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调参数的值”。
数的值。
使用 vxtune 命令的模板方法。

请参见第 669 页的“使用模板更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调参数的值”。

使用 SMH 或 kctune。

请参见第 670 页的“使用 SMH 更改可调参数”。

使用 vxtune 命令行更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调参数的值
使用 vxtune 命令显示或更改 VxVM 可调参数的值。这些更改是持久性的，因此，
系统会在随后重新启动后保留值。在设置新值之前，VxVM 会验证该值以便确保其
介于可调参数允许的范围内。如果该值有效，VxVM 会更新此可调参数。某些可调
参数需要重新启动，更改后的值才能生效。VxVM 提示您根据需要重新启动系统。
对于大多数可调参数，指定可调参数的值时可使用后缀表示单位：K、M 或 G。如
果未指定单位，vxtune 假定值单位为字节。
注意：用于输入值的默认单位可以不同于默认显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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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VxVM 可调参数的值

1

查找要更改的可调参数的名称和当前值。使用 -l 选项显示说明。
# vxtune -l

下面的示例显示一个截断输出，该输出显示了相应格式。

Tunable Current Value Default Value Reboot Description
------------------- ------------- ------------- ------ ----------vol_checkpt_default 20480 20480 Y
Size of VxVM checkpoints (sectors)
vol_cmpres_enabled 0 0 N
Allow enabling compression for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ol_cmpres_threads 10 10
N
Maximum number of compression threads for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ol_default_iodelay 50 50 Y
Time to pause between I/O requests from VxVM utilities (10ms units)
vol_fmr_logsz 4 4 Y
Maximum size of bitmap Fast Mirror Resync uses to track changed blocks (KBy
vol_max_adminio_poolsz 67108864 67108864
Y Maximum amount of memory used byVxVM admin IO's (bytes)
.
.
.

该输出显示默认值和当前值。Reboot 字段指示可调参数值生效之前是否需要重
新启动。
请参见 vxtune(1M) 手册页。

2

为特定可调参数设置新值。指定相应值，并使用后缀表示单位：K、M 或 G。
如果未指定单位，vxtune 命令使用可调参数的默认单位。对于大多数可调参
数，默认值为字节。vxtune 输出中的说明显示各可调参数的默认单位。
# vxtune tunable_name tunable_value

例如，要将 vol_cmpres_enabled 的值更改为 1，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tune vol_cmpres_enabled 1

例如，要将 vol_rvio_maxpool_sz 可调参数的默认值更改为 160MB，请使用
以下命令。
# vxtune vol_rvio_maxpool_sz 160M

可调参数
更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调参数的方法

3

验证新值。
# vxtune tunable_name

例如，要查看 vol_cmpres_enabled 的已更改值，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tune vol_cmpres_enabled
Tunable
Current Value Default Value Reboot
-------------------- ------------- ------------- -----vol_cmpres_enabled
1
0
N

例如，要查看 vol_rvio_maxpool_sz 可调参数的已更改值，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tune vol_rvio_maxpool_sz
Tunable
Current Value Default Value Reboot
-------------------- ------------- ------------- -----vol_rvio_maxpool_sz 167772160
134217728
N

使用模板更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调参数的值
VxVM 提供了一种用于更改可调参数的模板方法。使用此方法，您可以将可调参数
导出到文件，修改此文件，然后导入此文件。可调参数模板必须严格采用导出提供
的格式。如果发现差异，则将丢弃特定值。
使用模板更改 VxVM 可调参数的值

1

将可调参数及其值导出到可调参数模板文件。您可以导出所有可调参数，或指
定某个要素。
# vxtune export file=file_name [component]

例如：
# vxtune export file=vxvm-tunables
# vxtune export file=vvr-tunables vvr

2

根据需要修改模板。必须保留导出操作提供的文件格式。

3

将可调参数模板文件导入到系统。导入操作仅应用有效值。如果特定参数的值
无效，则会丢弃此特定值。
# vxtune import file=file_name

例如：
# vxtune import file=vxvm-tun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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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MH 更改可调参数
使用 SMH 或 kctune 实用程序可以调整 VxVM 参数。只有在重新链接了内核并从
新内核引导系统之后，已更改的值才会生效。
可以通过在 SMH 中选择“Kernel Configuration (内核配置)”>“Tunables (可
调参数)”查看系统可调参数的值。

使用 SMH 更改可调参数的值

1

键入 sam 以启动 SAM 界面。

2

使用 Tab 键将控制移到显示的 SAM 区域。

3

选择“Kernel Configuration (内核配置)”区域，然后选择 “Configurable
Parameters (可配置的参数)”。

4

滚动到所需参数，并选择它。使用 Actions 选项中的 Modify Configurable
Parameter 按如下方式修改该参数：
tunable_name=value;

更改在下次重新启动系统时生效。

附录

B

Veritas File System 磁盘布
局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磁盘布局

■

支持的磁盘布局和操作系统

■

VxFS 版本 5 磁盘布局

■

VxFS 版本 7 磁盘布局

■

VxFS 版本 8 磁盘布局

■

VxFS 版本 9 磁盘布局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磁盘布局
磁盘布局是文件系统在磁盘上存储的方式。在 VxFS 文件系统上，创建了几个不同
的磁盘布局版本，以充分利用不断发展的新兴技术。
在 VxFS 使用的磁盘布局版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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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5

通过版本 5 创建的文件系统的大小最大可达 32 千吉字
支持
节。文件大小最大为 40 亿个文件系统块。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上创建的文件系统必须大于 2 TB。
通过版本 5 还可以设置 1024 个访问控制列表 (ACL) 条
目。
现在仍可以装入磁盘布局版本 5 文件系统，但在将来的
发行版中将被禁止。Symantec 建议您从版本 5 升级至最
新的默认磁盘布局版本。无法再使用磁盘布局版本 5 创
建新的文件系统。在使用磁盘布局版本 5 的文件系统上
可以执行的唯一操作是将磁盘布局升级到受支持的版本。
如果将文件系统从磁盘布局版本 5 升级至更高版本，则
升级操作完成后，必须先彻底卸载文件系统，然后再重
新装入文件系统。

版本 6

版本 6 磁盘布局可以启用诸如多卷支持、跨平台数据共
享、指定数据流和文件更改日志等功能。

已废弃

现在仍可以装入磁盘布局版本 6 文件系统，但在将来的
发行版中将被禁止。Symantec 建议您从版本 6 升级至最
新的默认磁盘布局版本。 在此版本产品中，不能集群装
入磁盘布局版本 6。无法再使用磁盘布局版本 6 创建新的
文件系统。在使用磁盘布局版本 6 的文件系统上可以执
行的唯一操作是将磁盘布局升级到受支持的版本。如果
将文件系统从磁盘布局版本 6 升级至更高版本，则升级
操作完成后，必须先彻底卸载文件系统，然后再重新装
入文件系统。
版本 7

版本 7 磁盘布局支持可变的历史日志记录和较大的历史
日志记录（超过 2048 个卷）、较大目录哈希和
SmartTier。

支持

版本 8

版本 8 磁盘布局实现了对文件级别快照的支持。

支持

版本 9

版本 9 磁盘布局实现了对重复数据删除的支持。

支持

某些磁盘布局版本并不是在所有的 UNIX 运行系统中都受到支持。目前，仅可以创
建并装入版本 5、7、8 和 9 磁盘布局。 可以装入版本 6 磁盘布局，但仅用于升级到
支持的版本。 不能集群装入磁盘布局版本 6。 要集群装入此类文件系统，必须先在
一个节点上装入文件系统，然后使用 vxupgrade 命令升级到支持的磁盘布局版本。
版本 9 是默认的磁盘布局版本。
在文件系统保持联机状态时，提供的 vxupgrade 命令可以将现有的 VxFS 文件系统
升级到版本 5 和更高版本的磁盘布局。您必须按照从较旧的磁盘布局到更新的磁盘
布局的步骤进行升级。
请参见 vxupgrade(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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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装入文件系统时，提供的 vxfsconvert 命令可以将版本 2 和 3 磁盘布局升级到
版本 7 磁盘布局。
请参见 vxfsconvert(1M) 手册页。

支持的磁盘布局和操作系统
表 B-1 显示了各操作系统支持的磁盘布局。
文件系统类型和操作系统版本

表 B-1

JFS 3.3、
VxFS
VxFS
VxFS
VxFS
VxFS 5.0、
VxFS
HP-UX 11i
3.5、
3.5.2、
4.1、
5.0、
HP-UX 11i 5.0.1、5.1
v1
HP-UX 11i HP-UX 11i HP-UX 11i HP-UX 11i
v3
SP1 和
v1
v2 PI
v2 PI
v2 PI
6.0、
6.0.1、
HP-UX 11i
v3

磁盘布局

版本 1

版本 2

版本 3

版本 4

版本 5

mkfs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本地装入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共享装入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mkfs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本地装入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共享装入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mkfs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本地装入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共享装入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mkfs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本地装入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共享装入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mkfs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本地装入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共享装入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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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S 3.3、
VxFS
VxFS
VxFS
VxFS
VxFS 5.0、
VxFS
HP-UX 11i
3.5、
3.5.2、
4.1、
5.0、
HP-UX 11i 5.0.1、5.1
v1
HP-UX 11i HP-UX 11i HP-UX 11i HP-UX 11i
v3
SP1 和
v1
v2 PI
v2 PI
v2 PI
6.0、
6.0.1、
HP-UX 11i
v3

磁盘布局

版本 6

版本 7

版本 8

版本 9

mkfs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本地装入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共享装入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mkfs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本地装入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共享装入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mkfs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本地装入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共享装入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mkfs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本地装入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共享装入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VxFS 版本 5 磁盘布局
VxFS 磁盘布局版本 5 与版本 4 类似。版本 5 中的结构文件与版本 4 的结构文件相
同。但是，版本 5 磁盘布局支持的文件系统的大小可达 32 千吉字节。 对于支持
VxFS 32 千吉字节的文件系统，它必须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创建并仅运
行在 64 位内核操作系统上。 文件大小最大为 40 亿个文件系统块。 对于 64 位内
核，可以创建的文件系统的最大大小取决于块大小：
块大小

最大文件系统大小

1024 字节

4,294,967,039 扇区 (≈ 4 TB)

2048 字节

8,589,934,078 扇区 (≈ 8 TB)

4096 字节

17,179,868,156 扇区 (≈ 16 TB)

Veritas File System 磁盘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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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大小

最大文件系统大小

8192 字节

34,359,736,312 扇区 (≈ 32 TB)

如果在创建文件系统时指定了文件系统的大小，则块大小将默认为如上所示的对应
值。
请参见 mkfs(1M) 手册页。
请参见第 624 页的“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上的配额文件”。
版本 5 磁盘布局还支持多达 1024 个访问控制列表条目。

VxFS 版本 7 磁盘布局
VxFS 磁盘布局版本 7 支持可变的历史日志记录和较大的历史日志记录（超过 2048
个卷）、较大目录哈希和 SmartTier，除此之外，版本 7 与版本 6 类似。版本 7 磁
盘布局理论上支持的文件和文件系统大小可达 8 百亿亿字节 (263)。对于支持 VxFS
8 百亿亿字节的文件系统，它必须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上进行创建。对于
64 位内核，可以创建的文件系统的最大大小取决于块大小：
块大小

当前理论上支持的最大文件系统大小

1024 字节

68,719,472,624 扇区 (≈32 TB)

2048 字节

137,438,945,248 扇区 (≈64 TB)

4096 字节

274,877,890,496 扇区 (≈128 TB)

8192 字节

549,755,780,992 扇区 (≈256 TB)

注意：由 DEV_BSIZE 系统参数指定的扇区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如果在创建文件系统时指定了文件系统的大小，则块大小将默认为如上所示的对应
值。
请参见 mkfs(1M) 手册页。
请参见第 624 页的“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上的配额文件”。

VxFS 版本 8 磁盘布局
除了 VxFS 磁盘布局版本 8 实现了对文件级别快照的支持之外，版本 8 与版本 7 类
似。版本 8 磁盘布局理论上支持的文件和文件系统大小可达 8 百亿亿字节 (263)。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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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支持 VxFS 8 百亿亿字节的文件系统，它必须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上进
行创建。对于 64 位内核，可以创建的文件系统的最大大小取决于块大小：
块大小

当前理论上支持的最大文件系统大小

1024 字节

68,719,472,624 扇区 (≈32 TB)

2048 字节

137,438,945,248 扇区 (≈64 TB)

4096 字节

274,877,890,496 扇区 (≈128 TB)

8192 字节

549,755,780,992 扇区 (≈256 TB)

注意：由 DEV_BSIZE 系统参数指定的扇区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如果在创建文件系统时指定了文件系统的大小，则块大小将默认为如上所示的对应
值。
请参见 mkfs(1M) 手册页。

VxFS 版本 9 磁盘布局
VxFS 磁盘布局版本 9 与版本 8 类似，但版本 9 实现了对重复数据删除和文件压缩
的支持。版本 9 磁盘布局理论上支持的文件和文件系统大小可达 8 百亿亿字节 (263)。
对于支持 VxFS 8 百亿亿字节的文件系统，它必须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上
进行创建。对于 64 位内核，可以创建的文件系统的最大大小取决于块大小：
块大小

当前理论上支持的最大文件系统大小

1024 字节

68,719,472,624 扇区 (≈32 TB)

2048 字节

137,438,945,248 扇区 (≈64 TB)

4096 字节

274,877,890,496 扇区 (≈128 TB)

8192 字节

549,755,780,992 扇区 (≈256 TB)

注意：由 DEV_BSIZE 系统参数指定的扇区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如果在创建文件系统时指定了文件系统的大小，则块大小将默认为如上所示的对应
值。
请参见 mkfs(1M) 手册页。

附录

C

命令参考资料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Veritas 命令的命令完成

■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命令参考资料

■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手册页

■

Veritas File System 命令摘要

■

Veritas File System 手册页

Veritas 命令的命令完成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支持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命令和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命令的命令完成。
在此版本中，仅在 bash shell 上支持命令完成。 该 shell 必须为 bash 2.4 版或更高
版本。
要使用此功能，请在按 Tab 的同时输入受支持的 VxVM 或 DMP 命令。 该命令尽可
能快地完成。 如果存在选项，该命令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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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完成不支持平台特定的选项。
默认情况下，在每次登录时您可以通过调用 bash shell 来使用命令完成功能。如果
您需要永久启用命令完成，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ctl cmdcompletion enable

启用命令完成操作会创建 .bash_profile 文件（若不存在）。
要永久禁用命令完成，请使用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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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ctl cmdcompletion disable

请参见 vxdctl(1M) 手册页。
下列命令支持命令完成：
■

vxassist

■

vxdisk

■

vxplex

■

vxprint

■

vxsnap

■

vxstat

■

vxtune

■

vxcache

■

vxconfigd

■

vxtask

■

vxreattach

■

vxdmpadm

■

vxddladm

■

vxvol

■

vxcdsconvert

■

vxresize

■

vxdctl

■

vxsd

■

vxdisksetup

■

vxdiskunsetup

■

vxrecover

■

vxedit

■

vxdg

■

vxclust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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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Volume Manager 命令参考资料
大多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命令（后台驻留程序、库命令和支持脚本
除外）是从 /opt/VRTS/bin 目录链接到 /usr/sbin 目录的。建议您将以下目录添
加到 PATH 环境变量中：
■

如果使用的是 Bourne 或 Korn shell（sh 或 ksh），请使用以下命令：
$ PATH=$PATH:/usr/sbin:/opt/VRTS/bin:/opt/VRTSvxfs/sbin:\
/opt/VRTSdbed/bin:/opt/VRTSob/bin
$ MANPATH=/usr/share/man:/opt/VRTS/man:$MANPATH
$ export PATH MANPATH

■

如果使用的是 C shell（csh 或 tcsh），请使用以下命令：
% set path = ( $path /usr/sbin /opt/VRTSvxfs/sbin \
/opt/VRTSdbed/bin /opt/VRTSob/bin /opt/VRTS/bin )
% setenv MANPATH /usr/share/man:/opt/VRTS/man:$MANPATH

VxVM 库命令和支持脚本位于 /usr/lib/vxvm 目录层次结构下。如果需要经常使用
这些目录，则可将这些目录包含在路径中。
有关每个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1M 部分中相应的手册页。
请参见第 697 页的“Veritas Volume Manager 手册页”。
用于支持其他命令和脚本的命令和脚本以及不常使用的命令和脚本不包含在
/opt/VRTS/bin 中，而且没有手册页。
以下各表总结了常用命令：
■

表 C-1 列出了用于获取 VxVM 中对象信息的命令。

■

表 C-2 列出了用于管理磁盘的命令。

■

表 C-3 列出了用于创建和管理磁盘组的命令。

■

表 C-4 列出了用于创建和管理子磁盘的命令。

■

表 C-5 列出了用于创建和管理 Plex 的命令。

■

表 C-6 列出了用于创建卷的命令。

■

表 C-7 列出了用于管理卷的命令。

■

表 C-8 列出了用于监视和控制 VxVM 中任务的命令。

679

680

命令参考资料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命令参考资料

表 C-1

获取关于 VxVM 对象的信息

命令

说明

vxdctl license [init]

列出 VxVM 的许可功能。
在主机中添加或删除许可证时，需要 init
参数，才能使新许可证生效。

vxdisk [-g diskgroup] list [diskname] 列出由 VxVM 控制的磁盘。
请参见第 245 页的“显示磁盘信息”。
例如：
# vxdisk -g mydg list

vxdg list [diskgroup]

列出有关磁盘组的信息。
请参见第 570 页的“显示磁盘组信息”。
例如：
# vxdg list mydg

vxdg -s list

列出有关共享磁盘组的信息。
例如：
# vxdg -s list

vxdisk -o alldgs list

列出磁盘上的所有磁盘组。导入的磁盘
组以标准形式显示，另外，其他所有磁
盘组列在单引号中。

vxinfo [-g diskgroup] [volume ...]

显示有关卷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的信息。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故障排除指南》。
例如：
# vxinfo -g mydg myvol1 \
myvol2

vxprint -hrt [-g diskgroup] [object
...]

输出有关 VxVM 中对象的单行信息。
例如：
# vxprint -g mydg myvol1 \
myv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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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vxlist

提供 SF 配置的综合视图，包括来自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和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信息。
请参见 vxlist(1m) 手册页。

vxprint -st [-g diskgroup] [subdisk
...]

显示有关子磁盘的信息。
例如：
# vxprint -st -g mydg

vxprint -pt [-g diskgroup] [plex ...] 显示有关 Plex 的信息。
例如：
# vxprint -pt -g mydg

表 C-2

管理磁盘

命令

说明

vxdisk [-o full] reclaim
{disk|enclosure|diskgroup}...

对精简置备 LUN 执行存储回收。

vxdiskadm

使用基于菜单的界面管理 VxVM 磁盘。

vxdiskadd [devicename ...]

添加由设备名称指定的磁盘。
请参见第 260 页的“使用 vxdiskadd 将磁
盘置于 VxVM 的控制之下”。
例如：
# vxdiskadd c0t1d0

vxedit [-g diskgroup] rename \
olddisk newdisk

重命名由 VxVM 控制的磁盘。
请参见第 262 页的“重命名磁盘”。
例如：
# vxedit -g mydg rename \
mydg03 mydg02

681

682

命令参考资料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命令参考资料

命令

说明

vxedit [-g diskgroup] set \
reserve=on|off diskname

留出/不留出磁盘组中的某个磁盘。
例如：
# vxedit -g mydg set \
reserve=on mydg02
# vxedit -g mydg set \
reserve=off mydg02

vxedit [-g diskgroup] set \
nohotuse=on|off diskname

不允许/允许将磁盘上的空闲空间用于热
重定位。
请参见第 505 页的“从热重定位使用中排
除磁盘”。
请参见第 506 页的“使磁盘可供热重定位
使用”。
例如：
# vxedit -g mydg set \
nohotuse=on mydg03
# vxedit -g mydg set \
nohotuse=off mydg03

vxedit [-g diskgroup] set \
spare=on|off diskname

在热重定位备用磁盘池中添加/删除磁
盘。
请参见第 503 页的“将磁盘标记为热重定
位备用磁盘”。
请参见第 504 页的“将磁盘从热重定位备
用磁盘对象中删除”。
例如：
# vxedit -g mydg set \
spare=on mydg04
# vxedit -g mydg set \
spare=off mydg04

vxdisk offline devicename

使磁盘脱机。
例如：
# vxdisk offline c0t1d0

命令参考资料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命令参考资料

命令

说明

vxdg -g diskgroup rmdisk diskname

将磁盘从其磁盘组中删除。
请参见第 573 页的“从磁盘组中删除磁
盘”。
例如：
# vxdg -g mydg rmdisk mydg02

vxdiskunsetup devicename

从 VxVM 的控制中删除磁盘。
请参见第 573 页的“从磁盘组中删除磁
盘”。
例如：
# vxdiskunsetup c0t3d0

表 C-3

创建和管理磁盘组

命令

说明

vxdg [-s] init diskgroup \
[diskname=]devicename

使用预先初始化的磁盘创建磁盘组。
请参见第 572 页的“创建磁盘组”。
例如：
# vxdg init mydg \
mydg01=c0t1d0

vxdg -g diskgroup listssbinfo

报告冲突的配置信息。
请参见第 592 页的“处理冲突的配置副
本”。
例如：
# vxdg -g mydg listssbinfo

vxdg [-n newname] deport diskgroup

逐出磁盘组并根据需要重命名它。
请参见第 574 页的“逐出磁盘组”。
例如：
# vxdg -n newdg deport my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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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vxdg [-n newname] import diskgroup

导入磁盘组并根据需要重命名它。
请参见第 575 页的“导入磁盘组”。
例如：
# vxdg -n newdg import mydg

vxdg [-n newname] -s import diskgroup 导入由集群共享的磁盘组并根据需要重
命名它。
例如：
# vxdg -n newsdg -s import \
mysdg
vxdg [-o expand] listmove sourcedg \ 列出可能因移动磁盘组而受到影响的对
targetdg object ...
象。
请参见第 544 页的“列出可能受移动操作
影响的对象”。
例如：
# vxdg -o expand listmove \
mydg newdg myvol1

vxdg [-o expand] move sourcedg \
targetdg object ...

在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请参见第 546 页的“在磁盘组之间移动对
象”。
例如：
# vxdg -o expand move mydg \
newdg myvol1

vxdg [-o expand] split sourcedg \
targetdg object ...

拆分磁盘组并将指定对象移入目标磁盘
组。
请参见第 549 页的“拆分磁盘组”。
例如：
# vxdg -o expand split mydg \
newdg myvol2 myv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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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vxdg join sourcedg targetdg

将两个磁盘组结合。
请参见第 550 页的“结合磁盘组”。
例如：
# vxdg join newdg mydg

vxdg -g diskgroup set \
activation=ew|ro|sr|sw|off

设置集群中的共享磁盘组的激活模式。
例如：
# vxdg -g mysdg set \
activation=sw

vxrecover -g diskgroup -sb

启动已导入磁盘组中的所有卷。
请参见第 578 页的“在系统间移动磁盘
组”。
例如：
# vxrecover -g mydg -sb

vxdg destroy diskgroup

销毁磁盘组并释放其磁盘。
请参见第 597 页的“破坏磁盘组”。
例如：
# vxdg destroy mydg

表 C-4

创建和管理子磁盘

命令

说明

vxmake [-g diskgroup] sd subdisk \
diskname,offset,length

创建子磁盘。
例如：
# vxmake -g mydg sd \
mydg02-01 mydg02,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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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vxsd [-g diskgroup] assoc plex \
subdisk...

将子磁盘与现有的 Plex 关联。
例如：
# vxsd -g mydg assoc home-1 \
mydg02-01 mydg02-00 \
mydg02-01

vxsd [-g diskgroup] assoc plex \
subdisk1:0 ... subdiskM:N-1

将子磁盘添加到条带卷或 RAID-5 卷的
列尾。
例如：
# vxsd -g mydg assoc \
vol01-01 mydg10-01:0 \
mydg11-01:1 mydg12-01:2

vxsd [-g diskgroup] mv oldsubdisk \
newsubdisk ...

替换子磁盘。
例如：
# vxsd -g mydg mv mydg01-01 \
mydg02-01

vxsd [-g diskgroup] -s size split \
subdisk sd1 sd2

将一个子磁盘拆分为两个子磁盘。
例如：
# vxsd -g mydg -s 1000m \
split mydg03-02 mydg03-02 \
mydg03-03

vxsd [-g diskgroup] join \
sd1 sd2 ... subdisk

结合两个或更多的子磁盘。
例如：
# vxsd -g mydg join \
mydg03-02 mydg03-03 \
mydg03-02

命令参考资料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命令参考资料

命令

说明

vxassist [-g diskgroup] move \
volume \!olddisk newdisk

在磁盘之间重定位卷中的子磁盘。
例如：
# vxassist -g mydg move \
myvol \!mydg02 mydg05

注意：在某些 shell 中，! 字符是特殊字
符。此示例显示了如何在 bash shell 中
将其转义。
vxunreloc [-g diskgroup] original_disk 将子磁盘重定位到原始磁盘。
请参见第 508 页的“使用 vxunreloc 移动
重定位子磁盘”。
例如：
# vxunreloc -g mydg mydg01

vxsd [-g diskgroup] dis subdisk

从 Plex 中分离子磁盘。
例如：
# vxsd -g mydg dis mydg02-01

vxedit [-g diskgroup] rm subdisk

删除子磁盘。
例如：
# vxedit -g mydg rm mydg02-01

vxsd [-g diskgroup] -o rm dis subdisk 从 Plex 中分离并删除子磁盘。
例如：
# vxsd -g mydg -o rm dis \
mydg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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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5

创建和管理 Plex

命令

说明

vxmake [-g diskgroup] plex plex \
sd=subdisk1[,subdisk2,...]

创建连续 Plex。
例如：
# vxmake -g mydg plex \
vol01-02 \
sd=mydg02-01,mydg02-02

vxmake [-g diskgroup] plex plex \
layout=stripe|raid5 stwidth=W \
ncolumn=N \
sd=subdisk1[,subdisk2,...]

创建条带式 Plex 或 RAID-5 Plex。
例如：
# vxmake -g mydg plex pl-01 \
layout=stripe stwidth=32 \
ncolumn=2 \
sd=mydg01-01,mydg02-01

vxplex [-g diskgroup] att volume plex 将 Plex 挂接到现有卷。
请参见第 602 页的“手动重新挂接 plex”。
例如：
# vxplex -g mydg att vol01 \
vol01-02

vxplex [-g diskgroup] det plex

分离 Plex。
例如：
# vxplex -g mydg det vol01-02

vxmend [-g diskgroup] off plex

使 Plex 脱机以便进行维护。
例如：
# vxmend -g mydg off vol02-02

vxmend [-g diskgroup] on plex

重新启用 Plex 以供使用。
请参见第 602 页的“手动重新挂接 plex”。
例如：
# vxmend -g mydg on vol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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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vxplex [-g diskgroup] mv oldplex \
newplex

替换 Plex。
例如：
# vxplex -g mydg mv \
vol02-02 vol02-03

vxplex [-g diskgroup] cp volume \
newplex

将卷复制到 Plex 上。
例如：
# vxplex -g mydg cp vol02 \
vol03-01

vxmend [-g diskgroup] fix clean plex 将不可启动的卷中的 Plex 的状态设置为
CLEAN。
请参见第 602 页的“手动重新挂接 plex”。
例如：
# vxmend -g mydg fix clean \
vol02-02
vxplex [-g diskgroup] -o rm dis plex 从卷中分离并删除 Plex。
例如：
# vxplex -g mydg -o rm dis \
vol03-01

表 C-6

创建卷

命令

说明

vxassist [-g diskgroup] maxsize \
layout=layout [attributes]

显示可创建的卷的最大空间。
例如：
# vxassist -g mydg maxsize \
layout=raid5 nlo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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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
volume length [layout=layout] \
[attributes]

创建卷。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在特定的磁盘上创建
卷”。
例如：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
myvol 20g layout=concat \
mydg01 mydg02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
volume length layout=mirror \
[nmirror=N][attributes]

创建镜像卷。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创建镜像卷”。
例如：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
mymvol 20g layout=mirror \
nmirror=2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
volume length layout=layout \
exclusive=on [attributes]

创建只能由集群中的单个节点以独占方
式打开的卷。
例如：
# vxassist -b -g mysdg make \
mysmvol 20g layout=mirror \
exclusive=on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
创建条带卷或 RAID-5 卷。
volume length layout={stripe|raid5} \
请参见第 137 页的“创建条带卷”。
[stripeunit=W] [ncol=N] \
请参见第 139 页的“创建 RAID-5 卷”。
[attributes]
例如：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
mysvol 20g layout=stripe \
stripeunit=32 nco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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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vxassist -b [-g diskgroup] make \
volume length layout=mirror \
mirror=ctlr [attributes]

使用不同控制器上的镜像数据 Plex 创建
卷。
例如：
# vxassist -b -g mydg make \
mymcvol 20g layout=mirror \
mirror=ctlr

vxmake -b [-g diskgroup] \
-Uusage_type vol volume \
[len=length] plex=plex,...

从现有 Plex 创建卷。
例如：
# vxmake -g mydg -Uraid5 \
vol r5vol \
plex=raidplex,raidlog1,\
raidlog2

vxvol [-g diskgroup] start volume

初始化和启动卷以供使用。
例如：
# vxvol -g mydg start r5vol

vxvol [-g
diskgroup] init zero \
volume

初始化和清空卷以供使用。
例如：
# vxvol -g mydg init zero \
myvol

表 C-7

管理卷

命令

说明

vxassist [-g diskgroup] mirror \
volume [attributes]

将镜像添加到卷。
请参见第 561 页的“将镜像添加到卷”。
例如：
# vxassist -g mydg mirror \
myvol myd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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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 \
mirror volume [attributes]

从卷中删除镜像。
请参见第 563 页的“删除镜像”。
例如：
# vxassist -g mydg remove \
mirror myvol \!mydg11

注意：在某些 shell 中，! 字符是特殊字
符。此示例显示了如何在 bash shell 中
将其转义。
vxassist [-g diskgroup] \
{growto|growby} volume length

将卷放大到指定的大小或放大指定的量。
例如：
# vxassist -g mydg growby \
myvol 10g

vxassist [-g diskgroup] \
{shrinkto|shrinkby} volume length

将卷缩小到指定的大小或缩小指定的量。
例如：
# vxassist -g mydg shrinkto \
myvol 20g

vxresize -b -F vxfs [-g diskgroup] \ 调整卷和基础 Veritas File System 的大
volume length diskname ...
小。
例如：
# vxresize -b -F vxfs \
-g mydg myvol 20g mydg10 \
mydg11
vxsnap [-g diskgroup] prepare volume \准备卷以用于即时快照和 DRL 日志记录
[drl=on|sequential|off]
操作。
请参见第 315 页的“添加即时快照 DCO 和
DCO 卷”。
例如：
# vxsnap -g mydg prepare \
myvol dr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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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
source=volume\
/newvol=snapvol\
[/nmirror=number]

通过断开原始卷的 Plex，创建卷的完整
空间即时快照。
请参见第 314 页的“创建即时快照”。
例如：
# vxsnap -g mydg make \
source=myvol/\
newvol=mysnpvol/\
nmirror=2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
source=volume/snapvol=snapvol

使用准备好的空卷创建卷的完整空间即
时快照。
请参见第 319 页的“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
时快照或者链接式断开快照的卷”。
请参见第 314 页的“创建即时快照”。
例如：
# vxsnap -g mydg make \
source=myvol/snapvol=snpvol

vxmake [-g diskgroup] cache \
cache_object cachevolname=volume \
[regionsize=size]

创建供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使用的缓存对
象。
请参见第 316 页的“创建共享缓存对象”。
必须已创建缓存卷。创建缓存对象之后，
使用 vxcache start 命令启用缓存对
象。
例如：
# vxassist -g mydg make \
cvol 1g layout=mirror \
init=active mydg16 mydg17
# vxmake -g mydg cache cobj \
cachevolname=cvol
# vxcache -g mydg start co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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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
source=volume/newvol=snapvol\
/cache=cache_object

创建卷的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请参见第 314 页的“创建即时快照”。
例如：
# vxsnap -g mydg make \
source=myvol/\
newvol=mysosvol/\
cache=cobj

vxsnap [-g diskgroup] refresh
snapshot

从原始卷刷新快照。
请参见第 333 页的“刷新优化空间即时快
照”。
例如：
# vxsnap -g mydg refresh \
mysnpvol

vxsnap [-g diskgroup] dis snapshot

将快照转换成独立卷。
请参见第 335 页的“分离即时快照”。
例如：
# vxsnap -g mydg dis mysnpvol

vxsnap [-g diskgroup] unprepare \
volume

删除卷的即时快照支持和 DRL 日志支
持。
例如：
# vxsnap -g mydg unprepare \
myvol

vxassist [-g diskgroup] relayout \
volume [layout=layout] \
[relayout_options]

执行卷的联机重新布局。
请参见第 555 页的“执行联机重新布局”。
例如：
# vxassist -g mydg relayout \
vol2 layout=stripe

命令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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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vxassist [-g diskgroup] relayout \
volume layout=raid5 \
stripeunit=W \
ncol=N

将卷重新布局为条带宽度为 W 包含 N 列
的 RAID-5 卷。
请参见第 555 页的“执行联机重新布局”。
例如：
# vxassist -g mydg relayout \
vol3 layout=raid5 \
stripeunit=16 ncol=4

vxrelayout [-g diskgroup] -o bg \
reverse volume

反转暂停的卷重新布局的方向。
请参见第 89 页的“卷集”。
例如：
# vxrelayout -g mydg -o bg \
reverse vol3

vxassist [-g diskgroup] convert \
volume [layout=layout] \
[convert_options]

在分层卷与非分层卷布局之间转换。
例如：
# vxassist -g mydg convert \
vol3 layout=stripe-mirror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 \
volume volume

删除卷。
请参见第 605 页的“删除卷”。
例如：
# vxassist -g mydg remove \
myvol

表 C-8

监视和控制任务

命令

说明

command [-g diskgroup] -t tasktag \
[options] [arguments]

给 VxVM 命令指定任务标记。
请参见第 552 页的“指定任务标记”。
例如：
# vxrecover -g mydg \
-t mytask -b mydg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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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vxtask [-h] [-g diskgroup] list

列出正在系统上运行的任务。
请参见第 554 页的“使用 vxtask 命令”。
例如：
# vxtask -h -g mydg list

vxtask monitor task

监视任务的执行进度。
请参见第 554 页的“使用 vxtask 命令”。
例如：
# vxtask monitor mytask

vxtask pause task

使任务的操作挂起。
请参见第 554 页的“使用 vxtask 命令”。
例如：
# vxtask pause mytask

vxtask -p [-g diskgroup] list

列出所有暂停的任务。
请参见第 554 页的“使用 vxtask 命令”。
例如：
# vxtask -p -g mydg list

vxtask resume task

继续执行暂停的任务。
请参见第 554 页的“使用 vxtask 命令”。
例如：
# vxtask resume mytask

vxtask abort task

取消任务并尝试消除其影响。
请参见第 554 页的“使用 vxtask 命令”。
例如：
# vxtask abort my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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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Volume Manager 手册页
手册页分为以下几节：
1M

管理命令。

4

文件格式。

7

设备驱动程序接口。

第 1M 节 - 管理命令
表 C-9 列出了第 1M 节手册页中用于管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命令。
表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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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dgcfgbackup

创建或更新 VxVM 卷组配置备份文件。

dgcfgdaemon

启动 VxVM 配置备份后台驻留程序。

dgcfgrestore

显示或从备份还原 VxVM 磁盘组配置。

vgrestore

将 VxVM 磁盘组还原回 LVM 卷组。

vx_emerg_start

从恢复介质启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assist

创建、重新布局、转换、镜像、备份、增
大、缩小、删除以及移动卷。

vxbootsetup

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磁盘上设置系
统引导信息。

vxbrk_rootmir

断开 VxVM 根磁盘的镜像以创建单独的根磁
盘生成活动。

vxcache

管理优化空间快照的缓存对象。

vxcached

需要时，调整缓存卷大小。

vxcdsconvert

使得磁盘和磁盘组可在系统间移植。

vxchg_rootid

设置从其他可用的 VxVM 根磁盘克隆或复制
的 VxVM 根磁盘。

vxclustadm

启动、停止和重新配置集群。

vxcmdlog

管理命令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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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vxconfigbackup

备份磁盘组配置。

vxconfigbackupd

磁盘组配置备份后台驻留程序。

vxconfigd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后台驻留程
序

vxconfigrestore

还原磁盘组配置。

vxcp_lvmroot

将 LVM 根磁盘复制到新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根磁盘。

vxdarestore

还原简单的或 nopriv 磁盘访问记录。

vxdco

在版本 0 的 DCO 对象和 DCO 卷上执行操
作。

vxdctl

控制卷配置后台驻留程序。

vxddladm

设备发现层子系统管理。

vxdefault

管理 /etc/default/vxsf 中设置的默认
值（用于配置 SmartMove、自动精简回收、
自动启动卷和共享磁盘组的次要编号等设
置）。

vxdestroy_lvmroot

删除 LVM 根磁盘和关联的 LVM 卷组。

vxdg

管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xdisk

定义和管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磁盘。

vxdiskadd

添加一个或多个磁盘供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使用。

vxdiskadm

基于菜单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磁盘
管理。

vxdisksetup

配置一个磁盘供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使用。

vxdiskunsetup

解除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使用的磁
盘的配置。

vxdmpadm

DMP 子系统管理。

vxedit

创建、删除和修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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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vxevac

迁移一个磁盘上的所有卷。

vximportdg

将磁盘组导入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中。

vxinfo

输出卷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

vxinstall

基于菜单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初始
配置。

vxintro

介绍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实用程序。

vxiod

启动、停止和报告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内核后台驻留程序。

vxmake

创建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记录。

vxmemstat

显示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内存统计
数据。

vxmend

修复配置记录中的简单问题。

vxmirror

为磁盘上的卷创建镜像或控制默认镜像。

vxnotify

显示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事件。

vxpfto

设置电源故障超时 (pfto)。

vxplex

对 Plex 执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操
作。

vxprint

显示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的记录。

vxr5check

验证 RAID-5 卷奇偶校验。

vxreattach

重新挂接再次进入可访问状态的磁盘驱动
器。

vxrecover

执行卷恢复操作。

vxrelayout

转换联机存储的布局。

vxrelocd

监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故障事件
以及重定位故障子磁盘。

vxres_lvmroot

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根磁盘还原
LVM 根磁盘。

vxresize

更改包含文件系统的卷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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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vxrootmir

创建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根磁盘的镜
像。

vxscsiinq

显示 SCSI 查询数据。

vxsd

对子磁盘执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操
作。

vxsnap

启用卷上的 DRL，并创建和管理即时快照。

vxsparecheck

监视磁盘故障并替换故障磁盘。

vxsplitlines

显示集群内含有冲突配置副本的磁盘

vxsta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统计数据管理实
用程序。

vxtask

列出并管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任务。

vxtrace

跟踪卷上的操作。

vxtranslog

管理事务日志记录。

vxtune

调整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调参数。

vxunreloc

将被热重定位的子磁盘移回至其原始磁盘。

vxvmboot

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准备为根卷、
引导卷、主交换卷或转储卷。

vxvmconvert

将 LVM 卷组转换为 VxVM 磁盘组。

vxvol

对卷执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操作。

vxvset

创建和管理卷集。

第 4 节 - 文件格式
表 C-10 列出了第 4 节中的手册页，这些手册页介绍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使
用的文件格式。
表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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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vol_pattern

磁盘组搜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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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vxmake

vxmake 描述文件。

第 7 节 - 设备驱动程序接口
表 C-11 列出了第 7 节中的手册页，这些手册页介绍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设
备的接口。
表 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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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说明

vxconfig

配置设备。

vxdmp

动态多径处理设备。

vxinfo

一般信息设备。

vxio

虚拟磁盘设备。

vxiod

I/O 后台驻留程序控制设备。

vxtrace

I/O 跟踪设备。

Veritas File System 命令摘要
所有 VxFS 命令可执行文件的符号链接均安装在 /opt/VRTS/bin 目录中。将此目录
添加到 PATH 环境变量的末尾以访问这些命令。
表 C-12 介绍了特定于 VxFS 的命令。
表 C-12

VxFS 命令

命令

说明

df

报告 VxFS 文件系统的可用磁盘块和 inode 数。

diskusg

按用户 ID 生成 VxFS 磁盘帐户数据。

extendfs

扩展 VxFS 文件系统的大小。

fcladm

管理 VxFS 文件更改日志。

ff

列出 VxFS 文件系统的文件名称和 inode 信息。

fiostat

管理文件 I/O 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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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fsadm

调整 VxFS 文件系统的大小或对其进行碎片整理。

fsapadm

管理 VxFS 分配策略。

fscat

对 VxFS 文件系统执行 Cat 操作。

fscdsadm

执行联机 CDS 操作。

fscdsconv

在 VxFS 文件系统上执行脱机 CDS 迁移任务。

fscdstask

执行各种 CDS 操作。

fsck

检查和修复 VxFS 文件系统。

fsckpt_restore

从 VxFS 存储检查点还原文件系统。

fsclustadm

管理集群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fsdb

调试 VxFS 文件系统。

fsdedupadm

管理重复数据删除。

fsfreeze

冻结 VxFS 文件系统并在文件系统上执行用户命令。

fsmap

显示 VxFS 文件系统扩展区信息。

fsmigadm

管理文件系统联机迁移。

fsppadm

管理 VxFS 放置策略。

fsppmk

创建放置策略。

fstag

创建、删除或列出文件标记。

fstyp

返回指定磁盘分区上的文件系统类型。

fsvmap

将 VxFS 文件系统卷映射到文件。

fsvoladm

管理 VxFS 卷。

glmconfig

配置 Group Lock Manager (GLM)。

glmdump

报告集群文件系统中停滞的 Group Lock Manager (GLM) 锁。

glmstat

Group Lock Manager (GLM) 统计数据收集实用程序。

mkdstfs

SmartTier 文件系统创建实用程序。

mkfs

构建 VxFS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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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说明

mount

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ncheck

从 VxFS 文件系统的 inode 编号生成路径名。

newfs

创建新的 VxFS 文件系统。

qioadmin

管理 VxFS Quick I/O for Database 缓存。

qiomkfile

创建 VxFS Quick I/O 设备文件。仅 Veritas Quick I/O for Database 部件提供该功能。

qiostat

显示 VxFS Quick I/O for Database 的统计数据。仅 Veritas Quick I/O for Database 部件提供
该功能。

quot

总结 VxFS 文件系统上的所有权。

quotacheck

检查 VxFS 文件系统配额一致性。

rvxdump

增量转储文件系统。

rvxrestore

增量还原文件系统。

setext

在 VxFS 文件系统中的文件上设置扩展区属性。

vxdump

增量转储文件系统。

vxenablef

启用特定 VxFS 功能。

vxfilesnap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中文件的写入时复制副本。

vxfsconvert

将卸载的文件系统转换为 VxFS 或升级 VxFS 磁盘布局版本。

vxfsstat

显示文件系统统计数据。

vxlsino

查找 VxFS 反向路径名。

vxrestore

增量还原文件系统。

vxtunefs

调整 VxFS 文件系统。

vxumount

卸载 VxFS 文件系统。

vxupgrade

升级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的磁盘布局。

Veritas File System 手册页
本版本在 VRTSvxfs depot中包含下列联机手册页。这些联机手册页安装在
/opt/VRTS/man 下的相应目录（请将手册页目录添加到您的 MANPATH 环境变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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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但不会更新 Windex 数据库。为确保正确显示新的 VxFS 手册页，请在安装
VRTSvxfs 后更新 Windex 数据库。
请参见 catman(1M) 手册页。
表 C-13 描述 VxFS 特定的第 1 节手册页。
表 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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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说明

fiostat

管理文件 I/O 统计数据。

fsmap

显示 VxFS 文件系统扩展区信息。

getext

获取 VxFS 文件系统的扩展区属性。

qioadmin

管理 VxFS Quick I/O for Database 缓存。仅 Veritas Quick I/O for Database 部件提供该功能。

qiomkfile

创建 VxFS Quick I/O 设备文件。仅 Veritas Quick I/O for Database 部件提供该功能。

qiostat

显示 VxFS Quick I/O for Database 的统计数据。仅 Veritas Quick I/O for Database 部件提供该
功能。

setext

在 VxFS 文件系统中的文件上设置扩展区属性。

vxcompress

压缩或解压缩文件。

vxfilesnap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中文件的写入时复制副本。

表 C-14 描述 VxFS 特定的第 1M 节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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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M 节

说明

df_vxfs

报告 VxFS 文件系统的可用磁盘块和 inode 数。

extendfs_vxfs

扩展 VxFS 文件系统的大小。

fcladm

管理 VxFS 文件更改日志。

ff_vxfs

列出 VxFS 文件系统的文件名称和 inode 信息。

fsadm_vxfs

调整或重新组织 VxFS 文件系统的大小。

fsapadm

管理 VxFS 分配策略。

fscat_vxfs

对 VxFS 文件系统执行 Cat 操作。

fscdsadm

执行联机 CDS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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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fscdsconv

在 VxFS 文件系统上执行脱机 CDS 迁移任务。

fscdstask

执行各种 CDS 操作。

fsck_vxfs

检查和修复 VxFS 文件系统。

fsckptadm

执行诸如在存储检查点上创建、删除、转换、设置和显示配额之类的多种管理任务。
通过使用 –H 选项，可以以用户友好方式设置配额显示的格式。

fsckpt_restore 从 VxFS 存储检查点还原文件系统。
fsclustadm

管理集群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fsdb_vxfs

调试 VxFS 文件系统。

fsdedupadm

管理重复数据删除。

fsfreeze

冻结 VxFS 文件系统并在文件系统上执行用户命令。

fsmigadm

管理文件系统联机迁移。

fsppadm

管理 VxFS 放置策略。

fsvmap

将 VxFS 文件系统卷映射到文件。

fsvoladm

管理 VxFS 卷。

glmconfig

配置 Group Lock Manager (GLM)。仅 Veritas Cluster File System 产品提供该功能。

glmdump

报告集群文件系统中停滞的 Group Lock Manager (GLM) 锁。

mkdstfs

SmartTier 文件系统创建实用程序。

mkfs_vxfs

构建 VxFS 文件系统。

mount_vxfs

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ncheck_vxfs

从 VxFS 文件系统的 inode 编号生成路径名。

newfs_vxfs

创建新的 VxFS 文件系统。

quot

总结 VxFS 文件系统上的所有权。

quotacheck_vxfs 检查 VxFS 文件系统配额一致性。
vxdiskusg

按用户 ID 生成 VxFS 磁盘帐户数据。

vxdump

增量转储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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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vxenablef

启用特定 VxFS 功能。

vxfsconvert

将卸载的文件系统转换为 VxFS 或升级 VxFS 磁盘布局版本。

vxfsstat

显示文件系统统计数据。

vxlsino

查找 VxFS 反向路径名。

vxrestore

增量还原文件系统。

vxtunefs

调整 VxFS 文件系统。

vxupgrade

升级装入的 VxFS 文件系统的磁盘布局。

vxumount

卸载 VxFS 文件系统。

表 C-15 描述 VxFS 特定的第 3 节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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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说明

fsckpt_cntl

执行控制功能和存储检查点状态更改。

fsckpt_create

创建与文件系统处理关联的存储检查点。

fsckpt_createall

创建与一系列文件系统处理关联的存储检查点。

fsckpt_fbmap

从存储检查点文件检索块映射。

fsckpt_fclose

关闭存储检查点文件。

fsckpt_finfo

返回存储检查点文件中的状态信息。

fsckpt_fopen

打开存储检查点文件。

fsckpt_fpromote

将文件从存储检查点提升到另一文件集中。

fsckpt_fsclose

关闭为存储检查点管理打开的装入点。

fsckpt_fsopen

打开为存储检查点管理打开的装入点。

fsckpt_info

返回存储检查点上的状态信息。

fsckpt_intro

介绍 VxFS 文件系统存储检查点 API。

fsckpt_mkprimary

将 VxFS 文件系统中的存储检查点作为该文件系统的主文件集。

fsckpt_opts_create

创建与文件系统处理关联的存储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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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说明

fsckpt_opts_createall

创建与一系列文件系统处理关联的存储检查点。

fsckpt_remove

删除文件系统处理中的存储检查点。

fsckpt_rename

重命名文件系统处理中的存储检查点。

fsckpt_sa_info

返回块专用设备上的 VxFS 文件系统内的存储检查点上的状态信息。

fsckpt_setqlimit

设置或获取存储检查点配额限制。

fsckpt_getqlimit
fsckpt_setquota

启用或禁用存储检查点配额。

vxfs_ap_alloc2

分配 fsap_info2 结构。

vxfs_ap_assign_ckpt

将分配策略指派给存储检查点中的文件数据和元数据。

vxfs_ap_assign_ckptchain

为 VxFS 文件系统的所有存储检查点指派分配策略。

vxfs_ap_assign_ckptdef

为 VxFS 文件系统的新存储检查点指派默认分配策略。

vxfs_ap_assign_file

为文件数据和元数据指派分配策略。

vxfs_ap_assign_file_pat

为目录指派基于模式的分配策略。

vxfs_ap_assign_fs

为指定文件系统内的所有文件数据和元数据指派分配策略。

vxfs_ap_assign_fs_pat

为文件系统指派基于模式的分配策略。

vxfs_ap_define

定义新的分配策略。

vxfs_ap_define2

定义新的分配策略。

vxfs_ap_enforce_ckpt

重新组织存储检查点中的块以与指定的分配策略相匹配。

vxfs_ap_enforce_ckptchain

对 VxFS 文件系统的所有存储检查点强制执行分配策略。

vxfs_ap_enforce_file

确保指定文件中的所有块均与文件分配策略相匹配。

vxfs_ap_enforce_file2

重新分配文件中的块以与分配策略相匹配。

vxfs_ap_enforce_range

重新分配文件中指定范围内的块以与分配策略相匹配。

vxfs_ap_enumerate

返回关于所有分配策略的信息。

vxfs_ap_enumerate2

返回关于所有分配策略的信息。

vxf_ap_free2

释放一个或多个 fsap_info2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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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s_ap_query

返回关于特定分配策略的信息。

vxfs_ap_query2

返回关于特定分配策略的信息。

vxfs_ap_query_ckpt

返回关于每个存储检查点分配策略的信息。

vxfs_ap_query_ckptdef

检索 VxFS 文件系统的新存储检查点的默认分配策略

vxfs_ap_query_file

返回关于对指定文件指派的分配策略的信息。

vxfs_ap_query_file_pat

返回关于对目录指派的基于模式的分配策略的信息。

vxfs_ap_query_fs

检索对指定的文件系统指派的分配策略。

vxfs_ap_query_fs_pat

返回关于对文件系统指派的基于模式的分配策略的信息。

vxfs_ap_remove

删除指定的分配策略。

vxfs_fcl_sync

在 VxFS 文件更改日志中设置同步点。

vxfs_fiostats_dump

返回文件和文件范围 I/O 统计数据。

vxfs_fiostats_getconfig

获取文件范围 I/O 统计数据配置值。

vxfs_fiostats_set

启用和禁用文件范围 I/O 统计数据和重置统计数据计数器。

vxfs_get_ioffsets

获得 VxFS inode 字段偏移。

vxfs_inotopath

返回给定 inode 编号的路径名。

vxfs_inostat

根据 inode 编号获得文件统计数据。

vxfs_inotofd

根据 inode 编号获得文件描述符。

vxfs_nattr_check

检查指定的数据流是否存在。

vxfs_nattr_fcheck
vxfs_nattr_link

链接到指定的数据流。

vxfs_nattr_open

打开指定的数据流。

vxfs_nattr_rename

重命名指定的数据流。

vxfs_nattr_unlink

删除指定的数据流。

vxfs_nattr_utimes

设置指定的数据流的访问和修改次数。

vxfs_vol_add

向多卷文件系统中添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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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s_vol_clearflags

清除多卷文件系统中卷上的指定标志。

vxfs_vol_deencapsulate

从多卷文件系统中取消卷的封装。

vxfs_vol_encapsulate

在多卷文件系统内封装卷。

vxfs_vol_encapsulate_bias

在多卷文件系统内封装卷。

vxfs_vol_enumerate

返回关于多卷文件系统内卷的信息。

vxfs_vol_queryflags

查询多卷文件系统中卷上的标志。

vxfs_vol_remove

从多卷文件系统中删除卷。

vxfs_vol_resize

调整多卷文件系统内指定卷的大小。

vxfs_vol_setflags

在多卷文件系统中的卷上设置指定标志。

vxfs_vol_stat

返回关于多卷文件系统内组成卷的空闲空间信息。

表 C-16 描述 VxFS 特定的第 4 节手册页。
表 C-16

第 4 节手册页

第4节

说明

fs_vxfs

提供 VxFS 文件系统卷的格式。

inode_vxfs

提供 VxFS 文件系统 inode 的格式。

tunefstab

描述 VxFS 文件系统优化参数表。

表 C-17 描述 VxFS 特定的第 7 节手册页。
表 C-17

第 7 节手册页

第7节

说明

vxfsio

描述 VxFS 文件系统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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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L（访问控制列表）

标识特定用户或组及其对特定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的信息。

agent（代理）

一种管理预定义的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资源类型的进程。 代理可以使资源
联机、使资源脱机、监视资源并向 VCS 报告任何状态更改。 代理启动时，可从 VCS
获得配置信息并定期监视资源和更新 VCS 资源状态。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synchronous writes

一种延迟的写入，数据写入到系统页面缓存的页面中，但在写入返回到调用者之前
并不会写入到磁盘中。 这虽然改善了性能，但是如果系统在数据刷新到磁盘之前崩
溃，则会引发数据丢失的风险。

（异步写入）

atomic operation（原子 一种操作，该操作要么完全成功，要么失败并使一切都恢复到操作开始前的状态。
操作）

如果操作成功，该操作将立即全面生效，用户看不到中间的更改状态。 该操作有任
何一方面失败都会导致中止，并且不保留局部更改。

BLI (block-level

一种不存储也不检索全部文件的 Veritas 备份功能。相反，只备份自先前备份以来
更改过数据块。

incremental) backup
（BLI（块级增量）备
份）
bootdg

保留的磁盘组名称，它是引导磁盘组的别名。

boot disk group（引导磁 包含可用于引导系统的磁盘的专用磁盘组。
盘组）
boot disk（引导磁盘）

用于引导系统的磁盘。

buffered I/O（缓冲的

将数据首先传输到“操作系统”缓冲区高速缓存的 I/O 操作模式（其中 I/O 是指将
数据传入或传出计算机的任何操作、程序或设备）。

I/O）
cluster mounted file
system（集群装入的文
件系统）

Cluster Services（集群
服务）

共享文件系统，可使多台主机装入同一文件，并对同一文件执行文件操作。 集群装
入需要共享存储设备，同一文件系统的其他集群装入均可访问该设备。 可通过已装
入集群文件系统的任意主机同时写入共享设备。 在集群装入时，必须使用 mount
-o cluster 选项装入文件系统。
SFCFS 堆栈中的组原子广播 (GAB) 模块，为文件系统提供集群成员集服务。 LLT 可
提供内核间通信，并可监视网络通信。

contiguous file（连续文 一种文件，其数据块在基础介质上物理邻接。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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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 (Cluster Volum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集群功能。

Manager)
CVM Master（CVM 主节 Cluster Volume Manager 有一个主节点，用于记录卷配置的更改。
点）
data block（数据块）

一种块，其中包含文件和目录的实际数据。

data synchronous writes 一种同步 I/O 的形式，在写入返回前将文件数据写入到磁盘中，但是只将 inode 标
（数据同步写入）

记为下次更新。 如果文件大小更改，则在写入返回前写入 inode。 在该模式下，可
确保文件数据在写入返回前位于磁盘上，但如果系统崩溃，则 inode 修改时间可能
丢失。

defragmentation（碎片

对磁盘中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的过程，可使文件数据块在物理上邻接，从而减少访
问时间。

整理）

direct extent（直接扩展 直接由 inode 引用的扩展区。
区）
direct I/O（直接 I/O）

一种绕过内核的数据缓冲的无缓冲 I/O 形式。 利用直接 I/O，文件系统可以在磁盘
和用户提供的缓冲区之间直接传送数据。

discovered direct I/O

发现的直接 I/O 的行为类似于直接 I/O，并且有相同对齐约束，不同之处是分配存
储或扩展文件大小的写入操作不需要在返回应用程序之前写入 inode 更改。

（发现的直接 I/O）
encapsulation（封装）

将指定磁盘上的现有分区转换为卷的过程。 如果存在包含文件系统的任何分区，则
将修改 /etc/fstab 项，以便改为将文件系统装入卷中。 封装在某些系统上不适
用。

extent attribute（扩展区 一种用于确定文件如何分配扩展区的策略。
属性）
extent（扩展区）

一组可视为独立单元的连续文件系统数据块。 扩展区通过起始块的地址和长度定
义。

external quotas file（外 要使配额相关命令正常工作，配额文件（称作 quotas）必须位于文件系统的根目录
部配额文件）

下。

fileset（文件集）

文件系统中的文件集合。

file system block（文件

文件系统中分配的基本最小大小。 这等同于某些 UNIX 文件系统上的段大小。

系统块）
fixed extent size（固定
扩展区大小）

一种扩展区属性，用来覆盖文件系统的默认分配策略并可将文件的所有分配设置为
一个特定的固定大小。

fragmentation（碎片）

活动的文件系统上持续进行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文件系统持续在磁盘中延伸，在已
使用的区域间留下未使用的间隙或碎片。 这会导致性能降低，因为文件系统将文件
指派到扩展区的选项较少。

GB（千兆字节）

230 字节或 1024 兆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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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 limit（硬限制）

硬限制是对系统资源的绝对限制，目的是限制各个用户对文件系统中文件和数据块
使用率。

heartbeat（心跳）

心跳消息通过专用链接传递，用以获取有关集群成员集更改的信息。 如果节点在
16 秒内不发送心跳，则将其从成员集中删除。 命令 lltconfig 用于收集各种心跳参
数的信息。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模块可在整个集群内提供通信服务。

indirect address extent

包含对其他扩展区的引用的扩展区，与文件数据自身相对。 单间接地址扩展区对间
接数据扩展区进行引用。 双间接地址扩展区对单间接地址扩展区进行引用。

（间接地址扩展区）

indirect data extent（间 包含文件数据并通过间接地址扩展区引用的扩展区。
接数据扩展区）
inode

文件系统中每个文件的唯一标识符，其中包含与该文件相关的数据和元数据。

inode allocation unit

一组连续的块，其中包含特定文件集的 inode 分配信息。 该信息显示为资源摘要和
自由 inode 映射的形式。

（inode 分配单元）
intent logging（意向日
志记录）

一种记录文件系统结构的暂停更改的方法。 这些更改记录在循环的意向日志文件
中。

部配额文件）

VxFS 维护内部配额文件供其内部使用。 内部配额文件维护每个用户所使用的块和
索引的计数。

KB（千字节）

210 字节或 1024 字节。

large file system（大文

大于 2 TB 的文件系统。 VxFS 支持最大 8 百亿亿字节的文件系统。

internal quotas file（内

件系统）
large file（大文件）

大于 2 TB 的文件。 VxFS 支持最大 8 百亿亿字节的文件。

latency（延迟）

对于文件系统，这通常是指特定文件系统操作返回到用户所花费的时间数量。

local mounted file
件系统）

在单个主机上装入的文件系统。 单主机将来自其他客户端的所有文件系统写入操作
传递到存储器。 要成为本地装入，不能使用 mount -o cluster 选项装入文件系
统。

MB（兆字节）

220 字节或 1024 千字节。

metadata（元数据）

描述磁盘上文件属性的结构数据。

mirror（镜像）

卷及卷数据（以有序子磁盘集合的形式存在）的重复副本。 每个镜像都是与该镜像
关联的卷的一个副本。

system（本地装入的文

multi-volume file system 基于多个卷创建的单个文件系统，其中每个卷都有它自己的属性。
（多卷文件系统）
node abort（节点中止） 节点在紧急情况下不停止正在进行的操作便离开集群的情形。
node join（节点加入）

节点加入集群并获得对共享磁盘的访问权限的过程。

node（节点）

集群中的主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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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T（对象位置表）

定位重要文件系统结构元素所需的信息。 OLT 写入基础介质（或磁盘）上的固定位
置。

page file（页面文件）

虚拟地址空间中固定大小的块，可以映射到系统中任一可用的物理地址。

preallocation（预分配） 一种方法，可让应用程序确保文件有指定的空间量可用，即使文件系统的空间不足

也是如此。
primary fileset（主文件 对用户是可视且可访问的文件。
集）
quotas file（配额文件） 配额命令读取和写入外部配额文件来获得或更改使用率限制。 启用配额后，会将配

额限制从外部配额文件复制到内部配额文件。
quotas（配额）

对系统资源的配额限制，目的是限制各个用户对文件系统中文件和数据块的使用
率。

reservation（保留）

用于为文件预先分配空间的扩展区属性。

SFCF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SFCFS Primary（SFCFS

集群中每个文件系统都有一个主节点，负责更新文件系统中的元数据。

主节点）
shared disk group（共享 其中磁盘可供多台主机共享的磁盘组，也称为集群共享磁盘组。
磁盘组）
shared volume（共享

属于共享磁盘组并且同时在多个节点上打开的卷。

卷）
snapped file system（捕 其精确映像被用于创建快照文件系统的文件系统。
获的文件系统）
snapshot file system（快 装入的文件系统在特定即时点的精确副本。 用于执行联机备份。
照文件系统）
soft limit（软限制）

软限制低于硬限制。 在某个限定的时间内，可能会超出软限制。 文件和块有各种不
同的时间限制。

Storage Checkpoint（存 一种功能，可提供一致且稳定的文件系统或数据库映像的视图，并跟踪自上次存储
储检查点）

检查点之后经过修改的数据块。

structural fileset（结构

定义文件系统结构的文件。 这些文件对用户不可见也不可访问。

文件集）
super-block（超级块）

包含有关文件系统的关键信息（例如，文件系统类型、布局和大小）的块。 VxFS
超级块始终位于距文件系统开始位置 8192 字节处，长度为 8192 字节。

synchronous writes（同 一种同步 I/O 形式，它将文件数据写入到磁盘中，更新 inode 时间，然后将更新的
步写入）

inode 写入到磁盘中。 当写入返回给调用者时，数据和 inode 均已写入到磁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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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千吉字节）

240 字节或 1024 千兆字节。

throughput（吞吐量）

对于文件系统，这通常指的是给定时间单位内的 I/O 操作数。

transaction（事务）

对文件系统结构的更新，将这些更新组合到一起以确保它们可以全部完成。

unbuffered I/O（无缓冲 可绕过内核缓存来增加 I/O 性能的一种 I/O。 这与直接 I/O 类似（除了在扩展文件
的 I/O）

时）；对于直接 I/O，会将 inode 同步写入到磁盘，而对于无缓冲的 I/O，会延迟
inode 更新。

volume set（卷集）

多个不同卷的容器。 每个卷都可以有它自己的几何结构。

volume（卷）

虚拟磁盘，表示文件系统或数据库等应用程序所使用的可寻址范围内的磁盘块。

vxfs

Veritas File System 类型。 在某些命令中用作参数。

VxFS

Veritas File System。

VxVM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分配单元

文件系统中一组连续的块，其中包含资源摘要、可用资源映射和数据块。 分配单元
还包含超级块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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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dev/vx/dmp 目录 93
/dev/vx/rdmp 目录 93
/etc/default/vxassist 文件 114, 507
/etc/default/vxdg 文件 572
/etc/fstab 文件 605
/etc/volboot 文件 55
/etc/vx/darecs 文件 55
/etc/vx/dmppolicy.info 文件 219
/etc/vx/volboot 文件 579
/sbin/init.d/vxvm-recover 文件 511

A
A/A 磁盘阵列 92
A/A-A 磁盘阵列 92
A/P 磁盘阵列 92
A/P-C 磁盘阵列 92–93
A/P-F 磁盘阵列 92
A/P-G 磁盘阵列 93
active 路径属性 216
ACTIVE 状态 308
adaptive 负载平衡 220
adaptiveminq 策略 220
APM
配置 233
ASL
阵列支持库 181
ATTACHING 状态 308
autogrow
调整 339
autogrow 属性 316, 321
autogrowby 属性 316

B
B_NDELAY 标志 97
blkclear 装入选项 154
BROKEN 状态 308
版本
磁盘组 569
升级 569

为磁盘组显示 569
版本 0
DCO 86
版本 20
DCO 86
版本 5 磁盘布局 672, 674
版本 6 磁盘布局 672
版本 7 磁盘布局 672
版本 8 磁盘布局 672
版本 9 磁盘布局 672
版本控制
DCO 86
保留空间 171
报告扩展区碎片 168
备份
磁盘组配置 598
使用第三镜像快照创建 342
使用即时快照创建 314
使用快照创建 314
为卷创建 291
用于多个卷 329, 346
备用磁盘
将磁盘标记为 504
显示 503
用于热重定位 502
本地装入 35
本机多径处理
DMP
与本机多径处理共存 98
标记
从磁盘删除 585
从卷中删除 564
列出磁盘 584
任务 552
为联机重新布局任务指定 559
于磁盘上设置 584
在卷上设置 564
指定任务 552
重命名 564
捕获的文件系统 34, 303
卸载 303
性能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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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
卷类型 134
左对称 68
部分设备发现 180

C
cachesize 属性 321
CDS
兼容磁盘组 572
cds 属性 572
check_all 策略 231
check_alternate 策略 231
check_disabled 策略 231
check_periodic 策略 232
重放日志和顺序 DRL 78
限制 499
自动 497
重定位
部分故障消息 500
完全故障消息 501
重新布局
I/O 延迟 657
查看状态 559
反转方向 560
更改列数 558
更改区域大小 560
更改速度 560
更改条带单元大小 558
继续执行 560
监视任务 560
检查点间隔 657
局限性 75
控制进度 560
快照 294
暂停 560
执行联机 555
指定 plex 559
指定非默认 558
指定任务标记 559
重新布局
online 72
存储 72
转换类型 556
转换特性 75
重新镀银
数据库 78
重新同步
卷 76
数据库 78

重做日志配置 79
cio
并行 I/O 159
clone_disk 标志 584
configuration database（配置数据库）
metadata（元数据） 584
列出磁盘 585
convosync 装入选项 151, 155
cron 42, 168
cron 示例脚本 169
层叠即时快照 309
层叠式快照层次结构
创建 332
超级块 379
持久性
设备命名选项 248
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 83, 87, 292
持久性设备名称数据库 251
持久性设备命名机制 251
初始化
磁盘 256
创建多卷支持文件系统 426
创建具有大文件的文件系统 157
磁盘 182
DCO plex 的布局 545
OTHER_DISKS 类别 182
UDID 标志 583
VM 51
安装 255
备用 502
标记为备用磁盘 504
部分故障消息 500
初始化 256
处理克隆 582
处理重复标识符 582
磁盘访问记录文件 55
磁盘阵列 48, 95
从 DISKS 类别中删除 193
从 VxVM 控制中删除 573
从磁盘组中删除 573
从磁盘组中释放 597
从热重定位备用磁盘池中删除 504
从热重定位使用对象中排除空闲空间 505
调用发现 182
动态 LUN 扩展 240
辅助路径 198
格式化 255
更改命名机制 247
将新的标识写入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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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的路径 198
镜像卷 561
克隆的 583
类别 181
列出 JBOD 中受支持的磁盘 190
列出标记 584
配置持久性名称 251
配置最新添加的 179
启用的路径 198
清除锁 579
热重定位 497
热重定位处理的故障 498
扫描 179
删除 260, 609
删除标记 585
删除子磁盘 262
设备发现层 183
设置标记于 584
使可用于热重定位 504
使空闲空间可供热重定位使用 506
使脱离 VxVM 的控制 606
替换 609
替换删除 612
添加 260
添加到 DISKS 类别 191
推迟替换 609
完全故障消息 501
唯一的标识符 583
显示备用 503
显示命名机制 250
显示信息 245–246, 571
移动卷 539
由 DMP 发现 179
由 VxVM 发现 181
在磁盘组之间移动 540, 547
在系统间移动磁盘组 578
阵列支持库 181
正在确定出错的 501
指定到 vxassist 140
重命名 262
重新初始化 259
主路径 198
磁盘布局
版本 5 672, 674
版本 6 672
版本 7 672
版本 8 672
版本 9 672

磁盘访问记录
存储在 /etc/vx/darecs 中 55
磁盘介质名称 51
磁盘空间分配 27
磁盘名称
配置持久性 251
磁盘上的块 51
磁盘阵列 95
A/A 92
A/A-A 92
A/P 92
A/P-F 92
A/P-G 93
JBOD 设备 181
nopriv 磁盘的问题 252
从 DISKS 类别中删除磁盘 193
非对称主动/主动 92
简单磁盘的问题 252
经过多径处理 55
拒绝支持 189
列出 DISKS 类别中受支持的磁盘 190
列出被拒绝 190
列出支持 188
路径冗余 217–218
设置路径属性 216, 218
显示相关信息 207
向 DISKS 类别添加磁盘 191
已定义 48
支持 DMP 188
重新支持 190
主动/被动 92
主动/主动 92
磁盘重新初始化 259
磁盘组
重新组织 540
DCO plex 的布局 545
ISP 599–600
rootdg 51
版本 565, 569
版本支持的功能 565
保留次要编号 580
避免导入时次要编号冲突 580
拆分 541, 549
从失败的重新配置中恢复 543
导入 575
定义 50
根 51
恢复遭到破坏的 598
结合 542,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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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 597
空闲空间 502
列出受移动影响的对象 544
配置备份和还原 598
破坏 597
强制导入 579
清除磁盘上的锁 579
确定默认磁盘组 537
删除磁盘 573
设置默认磁盘组 538
升级版本 569
随克隆磁盘导入 583
显示版本 569
显示空闲空间 571
显示默认磁盘组 538
显示信息 570
显示引导磁盘组 538
序列裂脑情况 592
移动磁盘 540, 547
移动对象 541, 546
移动授权的 EMC 磁盘 547
移动限制
拆分. 请参见 和结合
用旧版本号创建 570
与 CDS 兼容 572
在系统间移动 578
重命名 591
重新启动移动的卷 551
逐出 574
磁盘组拆分/结合 294
磁盘组配置的还原 598
磁盘组中的空闲空间 502
次级路径 92
次要编号 580
存储
清除 154
未初始化 154
有序分配 140, 142
存储处理器 92
存储缓存 293
由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使用 293
存储检查点 295
操作失败 365
创建 355
定义 353
冻结和解冻文件系统 296
多卷文件系统支持 424
访问 356
管理 354

将数据存储检查点转换为带多个存储检查点的无
数据存储检查点 360
可写存储检查点 356
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300
空间管理 365
类型 299
删除 356
使用 fsck 命令 358
数据存储检查点 299
数据存储检查点与无数据存储检查点之间的区
别 358
同步转换与异步转换 358
伪设备 357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300, 358
卸载 358
只读存储检查点 356
装入 356
存储属性和卷布局 140
存储重新布局 72
错误
处理瞬态错误 645
错误的 I/O
显示统计数据 214
错误消息
Disk for disk group not found 579
Disk group has no valid configuration copies 579
Disk is in use by another host 579
import failed 579
No valid disk found containing disk group 579
tmpsize 太小，无法执行此重新布局 73
vxdg listmove 失败 545
磁盘被一个或多个子磁盘使用 573
磁盘没有移动
但它上面的子磁盘正在移动 545
磁盘组版本不支持的功能 565

D
DCO
版本 0 86
版本 20 86
版本控制 86
从卷中分离版本为 0 的 DCO 352
从卷中删除版本为 0 的 DCO 351
对磁盘组拆分和结合的影响 545
即时快照版本 86
将版本 0 的 DCO 添加到卷 349
将版本为 0 的 DCO 重新挂接到卷 352
日志 Plex 84
日志卷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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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更改对象 86
为版本为 0 的 Plex 指定存储 350
移动日志 plex 351
用于 DRL 77
有关磁盘布局的注意事项 545
dcolen 属性 87, 350
DDL 94
设备发现层 183
defaultdg 538
defragmentation（碎片整理） 41
delaylog 32
delaylog 装入选项 152
disk## 52
disk##-## 52
DISKS 类别 182
列出受支持磁盘 190
删除磁盘 193
添加磁盘 191
DMP
check_all 还原策略 231
check_alternate 还原策略 231
check_disabled 还原策略 231
check_periodic 还原策略 232
path-switch 可调参数 647
vxdmpadm 199
安排辅助路径上的 I/O 222
磁盘发现 179
动态多径处理 91
负载平衡 98
还原策略 231
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 93
集群环境中 102
节点 93
禁用多径处理 194
禁用控制器 224
禁用路径 224
禁用阵列端口 224
路径故障转移机制 97
路径老化 644
配置 DMP 路径还原策略 231
配置 I/O 控制 228
配置磁盘设备 179
配置对 I/O 错误的响应 227, 230
启用多径处理 196
启用控制器 226
启用路径 226
启用阵列端口 226
迁移至本机多径处理或从本机多径处理迁移
在 DMP 与本机多径处理之间迁移 99

日志记录级别 645
设置 DMP 还原轮询间隔 231
使用模板调整 649
收集 I/O 统计信息 211
停止 DMP 还原后台驻留程序 232
显示 DMP 节点 201, 203
显示 DMP 路径还原线程的状态 232
显示 DMP 数据库信息 197
显示 recoveryoption 值 230
显示磁盘阵列的 DMP 节点 201–202
显示磁盘阵列的相关信息 207
显示磁盘阵列端口的路径 205
显示节点的 LUN 组 204
显示控制器的路径 205
显示路径的 DMP 节点 200
显示由 DMP 节点控制的路径 204
显示有关控制器的信息 206
显示有关路径的信息 197
显示有关阵列端口的信息 208
元节点 93
重命名磁盘阵列 226
DMP 还原轮询间隔 231
DMP 节点
设置名称 250
显示综合信息 201
DMP 支持
JBOD 设备 181
DMP 中的路径故障转移 97
dmp_cache_open 可调参数 644
dmp_daemon_count 可调参数 644
dmp_delayq_interval 可调参数 644
dmp_fast_recovery 可调参数 644
dmp_health_time 可调参数 644
dmp_log_level 可调参数 645
dmp_low_impact_probe 645
dmp_lun_retry_timeout 可调参数 645
dmp_monitor_fabric 可调参数 646
dmp_monitor_ownership 可调参数 646
dmp_native_support 可调参数 646
dmp_path_age 可调参数 646
dmp_pathswitch_blks_shift 可调参数 647
dmp_probe_idle_lun 可调参数 647
dmp_probe_threshold 可调参数 647
dmp_restore_cycles 可调参数 647
dmp_restore_interval 可调参数 647
dmp_restore_state 可调参数 648
dmp_scsi_timeout 可调参数 648
dmp_sfg_threshold 可调参数 648
dmp_stat_interval 可调参数 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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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L
热重定位限制 499
日志子磁盘 77
使用 DCO 77
顺序 78
脏区日志记录 77
最大扇区数 663
最大脏区数 662
大文件 33, 157
创建文件系统 157
装入文件系统 158
单个活动路径策略 221
导入
ISP 磁盘组 600
第三方驱动程序 (TPD) 183
第三镜像
快照 80
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创建 324
调整 DMP
使用模板 649
调整 VxFS 639
动态 LUN 扩展 240
冻结和解冻, 与存储检查点的关系 296
读取策略
prefer 145
round 145
select 145
siteread 145
拆分 145
更改 145
端口
列出 184
对象
物理 47
虚拟 48
多个块操作 27
多径处理
禁用 194
启用 196
显示相关信息 197
多卷文件系统 423
多卷支持 415
创建 MVS 文件系统 426

E
EMC 阵列
在磁盘组之间移动磁盘 547
ENOSPC 366

errord 后台驻留程序 96

F
fc_foff 629
FileSnap
备份 303
并行 I/O 302
读取 302
关于 301
数据挖掘、报告和测试 375
虚拟机的写入密集型应用程序 375
虚拟桌面 374
块映射碎片 303
使用 373
属性 301
写入时复制 302
最佳做法 374
FileSnaps
创建 373
FlashSnap 290
FMR。. 请参见 快速重新同步
freeze 275
fsadm 41
报告扩展区碎片 168
精简回收 400
如何调整文件系统大小 161
如何重新组织文件系统 163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文件系统空闲空间碎片 163
使用 cron 计划碎片整理 168
fsadm_vxfs 158
fscat 377
fsck 358
fsckptadm
存储检查点管理 354
fstyp
如何确定文件系统类型 166
fsvoladm 426
fullinst 快照类型 337
发现的直接 I/O 273
反向路径名称查找 637
访问端口 92
访问控制列表 33
非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 82
非对称主动/主动磁盘阵列 92
非自动侵入模式 92
分层卷
定义 136
条带镜像 63
已定义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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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策略 172
基于扩展区 27, 31
扩展区 27
默认 172
分区大小
显示值 219
指定 220
封装卷 424
辅助路径显示 198
负载平衡 92
显示策略 219
指定策略 219
副本映射 86

G
getext 174
getfacl 33
高位标记 642
格式化磁盘 255
根磁盘
创建 VxVM 617
创建镜像 617
从 VxVM 创建 LVM 619
删除 LVM 618
根磁盘组 51
根卷
引导 617
根目录可置性 615
固定扩展区大小 171
固定写入大小 172
故障转移模式 92
光纤设备 180

H
HBA
列出端口 184
列出目标 185
列出支持的 184
HBA 信息
显示 207
highwatermark 属性 316
hot-relocation
减小恢复对性能的影响 511
通知 root 以外的用户 511
修改行为 511
阻止运行 511
坏块向量重设置 154

还原策略
check_all 231
check_alternate 231
check_disabled 231
check_periodic 232
缓冲 I/O 273
缓冲区高速缓存高位标记 642
缓冲文件系统 32
缓存
创建 316
调整大小 340
列出快照 339
确定配置的快照 341
删除 341
缩小 340
停止 341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293
由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使用 293
增大 340
缓存参数 274
缓存对象
创建 316
列出快照 339
启用 318
缓存属性 321
恢复
I/O 延迟 657
检查点间隔 657
恢复加速器 78
恢复选项值
配置 230
活动路径
设备 217–218
获取 I/O 参数 ioctl 275
基本次要编号 580
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 247
DMP 93
基于磁盘阵列的命名机制 95
基于块的体系结构 38

I
I/O
安排辅助路径 222
控制 97
内核线程 46
收集 DMP 的统计信息 211
顺序 273
同步 273
直接 272

723

724

索引

I/O 操作
最大大小 658
I/O 策略
示例 222
显示 219
指定 219
I/O 控制 228
I/O 请求
同步 154
异步 155
inode 表 640
大小 640
内部 640
inode, 基于块 27
ioctl 调用 658–659
iSCSI 参数
使用 DDL 管理 187
使用 vxddladm 设置 187
ISP
磁盘组 599–600
ISP 磁盘组
导入 600
升级 599

J
JBOD
DMP 支持 181
从 DISKS 类别中删除磁盘 193
列出受支持磁盘 190
向 DISKS 类别添加磁盘 191
即时快照
备份多个卷 329
层叠 309
拆分层次结构 336
创建备份 314
创建卷以用于完整空间 319
创建完整空间 322
创建优化空间 320
分离 335
还原卷使用 335
删除 336
刷新 333
提高同步性能 339
同步 338
完整空间 307
为卷集创建 330
显示相关信息 336
优化空间 293
重新挂接 333

即时快照版本
DCO 86
集群
DMP 的使用 102
vol_fmr_logsz 可调参数 662
集群装入 35
监视碎片 168
检查点间隔 657
简单磁盘
磁盘阵列的问题 252
将数据存储检查点转换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358
节点
DMP 93
禁用的路径 198
禁用的文件系统
快照 304
精简存储
使用 391
精简回收 396
fsadm 400
精简置备
使用 391
警告消息
Specified region-size is larger than the limit on
the system 314
镜像
boot disk（引导磁盘） 616
创建 VxVM 根磁盘 617
创建快照 343
从卷中删除 563
添加到卷 561
已定义 54, 62
指定数量 137
镜像加条带化 63
镜像卷
DRL 76
FR 76
logging 76
创建 136
定义 135
更改读取策略 145
跨控制器创建 144
跨目标创建 142
快速重新同步 76
快照 82
配置 VxVM 在默认情况下创建 561
脏区日志 76
镜像连续卷
创建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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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定义 63
镜像条带卷
创建 138
定义 135
优点 63
卷
Plex 个数的限制 53
RAID-0 59
RAID-0+1 63
RAID-1 62
RAID-1+0 63
RAID-10 63
RAID-5 65, 135
备份 291
标记为“脏” 76
布局类型 134
创建 RAID-5 139
创建多个快照 313
创建镜像 136
创建镜像连续 137
创建镜像条带 138
创建快照 344
创建连续镜像 137
创建条带 137
创建条带镜像 138
从 /etc/fstab 中删除 605
从 VM 磁盘移动 539
从即时快照还原 335
从快照创建 348
从快照重新同步 347
发生可纠正的硬件故障后恢复 501
分层 63, 70, 136
分离版本为 0 的 DCO 352
更改镜像的读取策略 145
更改列数 558
更改条带单元大小 558
合并快照 346
将版本 0 的 DCO 添加到 349
将版本为 0 的 DCO 重新挂接到 352
将存储的使用指定到 vxassist 140
将快照镜像添加到 331
镜像 62, 135
镜像可作为根的 VxVM 616
镜像连续 63
镜像全部 561
镜像条带 63, 135
局限性 53
可引导 VxVM 的限制 615
跨接 57

跨控制器镜像 144
跨目标镜像 142
快照 79
连续 57, 135
连续镜像 65, 136
联机更改布局 555
名称 53
命名快照 313
删除 605
删除 Plex 563
删除版本为 0 的 DCO 351
删除镜像 563
删除快照镜像 332
删除链接快照 332
使用快照联机备份 314
添加到卷集 416
添加镜像 561
条带 59, 135
条带镜像 63, 136
停止活动 605
通过 vxassist 排除对存储的使用 141
为版本为 0 的 DCO Plex 指定存储 350
为用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创建 319
显示有关快照的信息 348
已定义 53
引导可作为根的 VxVM 617
在磁盘上镜像 561
在条带镜像卷中镜像 139
在条带镜像卷中镜像的触发点 138
增大对快速重新同步映射的影响 87
执行联机重新布局 555
指定非默认列数 138
指定非默认条带单元大小 138
重新挂接 plex 602
重新启动移动的 551
最大数目 657
卷集
创建 416
创建即时快照 330
从中删除卷 417
管理 415
将卷添加到 416
控制原始设备节点访问 420
列出详细信息 417
启动 418
启用原始设备节点访问 419
停止 418
显示原始设备节点访问 420
原始设备节点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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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重新同步 76

K
kctune 640, 642–643
可调 I/O 参数
vx_bc_bufhvm 642
vx_maxlink 642
vxfs_bc_bufhvm 642
可调参数
dmp_cache_open 644
dmp_daemon_count 644
dmp_delayq_interval 644
dmp_fast_recovery 644
dmp_health_time 644
dmp_log_level 645
dmp_low_impact_probe 645
dmp_lun_retry_timeout 645
dmp_monitor_fabric 646
dmp_monitor_ownership 646
dmp_native_support 646
dmp_path_age 646
dmp_pathswitch_blks_shift 647
dmp_probe_idle_lun 647
dmp_probe_threshold 647
dmp_restore_cycles 647
dmp_restore_interval 647
dmp_restore_state 648
dmp_scsi_timeout 648
dmp_sfg_threshold 648
dmp_stat_interval 648
vol_checkpt_default 657
vol_default_iodelay 657
vol_fmr_logsz 83, 662
vol_max_vol 657
vol_maxio 658
vol_maxioctl 658
vol_maxparallelio 658
vol_maxspecialio 659
vol_stats_enable 最大值 659
vol_subdisk_num 659
volcvm_smartsync 665
voldrl_max_drtregs 662
voldrl_max_seq_dirty 78
voldrl_min_regionsz 663
voliomem_chunk_size 659
voliomem_maxpool_sz 660
voliot_errbuf_dflt 660
voliot_iobuf_default 660
voliot_iobuf_limit 660

voliot_iobuf_max 661
voliot_max_open 661
volpagemod_max_memsz 664
volraid_rsrtransmax 661
更改值 649, 666
快速重新同步/缓存对象元数据缓存大小 664
可写存储检查点 356
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定义 300
可作为根的 VxVM 卷
镜像 616
克隆的磁盘 582–583
空闲 LUN 647
空闲空间监视 167
控制 97
控制 I/O 选项
配置 230
控制器
对 DMP 禁用 224
对 DMP 启用 226
镜像跨越 144
显示相关信息 206
在 DMP 中禁用 196
指定到 vxassist 140
控制器 ID
显示 207
跨接 57
跨接卷 57
块大小 27
快速重新同步
持久性 83, 292
非持久性 82
快照增强 306
位图大小 662
限制 88
用于快照 82
增大卷的影响 87
快速重新同步/缓存对象元数据缓存大小可调参数 664
快照
备份多个卷 329, 346
层次结构 309
层叠 309
创建层次结构 332
创建第三镜像断开 324
创建独立卷 348
创建即时 314
创建卷以用于完整空间即时 319
创建快照 310
创建链接式断开 327
创建完整空间即时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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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优化空间即时 320
从即时还原 335
从卷中删除镜像 332
从卷中删除链接的快照 332
第三镜像 80
定义名称 346
分离即时 335
功能比较 81
和快速重新同步 82
即时 293
将 Plex 添加到 347
将 Plex 转换为 345
将镜像添加到卷 331
卷 79
联机备份卷使用 314
链接式断开 308
列出缓存 339
确定在缓存上配置的 341
删除 344
删除即时 336
使用第三镜像创建备份 342
刷新即时 333
提高同步性能 339
同步即时 338
完整空间即时 81, 307
为卷集创建 330
显示相关信息 348
显示有关即时的信息 336
写入时复制机制的使用 307
优化空间即时 293
与原始卷合并 346
在多个卷上 313
在快照合并时重新同步 313
重新挂接即时 333
重新挂接链接的第三镜像 334
重新同步 294
重新同步卷 347
快照层次结构
拆分 336
创建 332
快照对象 85
快照合并
resyncfromoriginal 313
resyncfromreplica 313, 347
合并快照卷 346
已定义 306
快照镜像
从卷中删除 332
添加到卷 331

快照卷命名 313
快照文件系统 34, 303
fscat 377
fuser 303
read 377
超级块 379
创建 380
多个 303
禁用 304
块映射表 379
数据块区域 379
性能 378
在集群文件系统上 303
装入 380
快照文件系统的块映射表 379
扩展 42
扩展区 27, 31–32, 171
属性 32, 171
重新组织 169
扩展区分配 27
对齐 172
固定大小 171
控制 32, 171
扩展区属性 32, 171

L
largefiles 装入选项 158
LIF LABEL 记录 615
LIF 区域 615
log 装入选项 150, 152
logdisk 139–140
logiosize 装入选项 153
LUN 92
精简置备 391
空闲 647
LUN 扩展 240
LUN 组
显示详细信息 204
LUN 组故障转移 93
类别
磁盘 181
连续 57
连续保留 173
连续镜像卷
创建 137
定义 65
恢复 136
连续卷 57,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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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机重新布局
查看状态 559
反转方向 560
更改列数 558
更改区域大小 560
更改速度 560
更改条带单元大小 558
工作原理 72
故障恢复 75
继续执行 560
监视任务 560
局限性 75
控制进度 560
临时区域 73
目标布局 555
已定义 72
暂停 560
执行 555
指定 plex 559
指定非默认 558
指定任务标记 559
转换和卷长 75
转换类型 556
转换特性 75
联机重新布局使用的临时区域 73
链接的第三镜像快照
重新挂接 334
链接对象 308
链接式断开快照 308
创建 327
列
更改数量 558
在条带化中 59
指定非默认重新布局 558
列出
DMP 节点 201
支持的磁盘阵列 188
临时目录 33
路径
对 DMP 禁用 224
对 DMP 启用 226
设置属性 216, 218
路径老化 644
逻辑单元 92

M
maxautogrow 属性 316
maxdev 属性 582
metadata（元数据） 584

mincache 装入选项 151, 154
mirbrk 快照类型 337
mirdg 属性 328
mirvol 快照类型 337
mirvol 属性 328
mkfs
创建大文件 158
创建文件 147, 149
mount 选项
delaylog 32
扩展 32
mrl
关键字 218
名称
plex 53
VM 磁盘 52
磁盘介质 51
更改磁盘组 591
卷 53
为快照卷定义 346
重命名磁盘 262
子磁盘 52
名称空间
由存储检查点保留 354
命令
cron 42
fsadm 41
getext 174
setext 174
命名
DMP 节点 250
命名机制
为磁盘更改 247
为磁盘显示 250
模式
增强的数据完整性 32
默认
分配策略 172
块大小 27
目标
列出 185
目标 ID
指定到 vxassist 140
目标镜像 142
目录重新组织 169
内部 inode 表 640
内部配额文件 624
内核可调参数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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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aming scheme
TPD 磁盘阵列的更改 251
ncachemirror 属性 321
ncheck 637
ndcomirror 属性 350
ndcomirs 属性 315
内存
VxVM 的分配粒度 659
VxVM 的最大池大小 660
快速重新同步的持久性 82
newvol 属性 326
nmirror 属性 325–326
nodatainlog 装入选项 151, 154
nomanual 路径属性 216
nopreferred 路径属性 216
nopriv 磁盘
磁盘阵列的问题 252

O
O_SYNC 151
online invalid 状态 246
online 状态 246
OTHER_DISKS 类别 182

P
pathgroups
创建 195
plex
从卷中删除 563
更改读取策略 145
镜像 54
每个卷的最大个数 53
名称 53
热重定位中发生的故障 498
使联机 602
添加到快照 347
条带 59
为联机重新布局指定 559
稀疏 75
移动 351
重新挂接 602
转换为快照 345
最大子磁盘数 659
Plex
部分故障消息 500
定义 52
发生可纠正的硬件故障后恢复 501

类型 53
完全故障消息 501
Plex 属性 326
prefer 读取策略 145
preferred priority 路径属性 217
primary 路径属性 217
排队 I/O
显示统计数据 214
配额 623
超出软限制 624
软限制 372, 623
硬限制 372, 623
配额命令 624
配额文件 624
配置 DMP
使用模板 649
配置备份和还原 598
配置更改
使用 vxnotify 监视 555
配置数据库
减小大小 540
乒乓效应 102
平衡路径策略 220

Q
quotas.grp 文件 624
启用的路径
显示 198
迁移到精简存储 391
清除磁盘上的锁 579

R
RAID-0 59
RAID-0+1 63
RAID-1 62
RAID-1+0 63
RAID-5
卷 65
奇偶校验 66
热重定位处理的子磁盘故障 498
热重定位限制 499
日志 69, 76
指定日志数 139
RAID-5 卷
创建 139
定义 135
更改列数 558
更改条带单元大小 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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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5 中的奇偶校验 66
regionsize 属性 315–316
restored 后台驻留程序 96
resyncfromoriginal 快照合并 313
resyncfromreplica 快照合并 313
rootdg 51
round 读取策略 145
round-robin
读取策略 145
负载平衡 221
热重定位
vxrelocd 498
备用磁盘和空闲空间的使用 502
部分故障消息 500
操作 497
磁盘组中的空闲空间的使用 502
从备用磁盘池中删除磁盘 504
从使用对象中排除磁盘上的空闲空间 505
后台驻留程序 498
检测 Plex 故障 498
检测 RAID-5 子磁盘故障 498
检测磁盘故障 498
将磁盘标记为备用磁盘 504
解除重定位子磁盘 507
配置总结 502
使磁盘上的空闲空间可供使用 506
使用 vxunreloc 解除重定位子磁盘 508
使用备用磁盘 502
完全故障消息 501
限制 499
已定义 77
只将备用磁盘用于 507
子磁盘重定位 502
子磁盘重定位消息 507
热重定位处理的发生在 RAID-5 中的故障 498
热重定位处理的故障 498
任务
标记 552
标识符 552
更改状态 553–554
管理 553
恢复 554
监视 553
监视联机重新布局 560
列表 553
修改参数 554
在联机重新布局操作上指定标记 559
暂停 553
指定标记 552

中止 553
任务标识符 552
日志
RAID-5 69, 76
指定 RAID-5 数 139
日志子磁盘
DRL 77
冗余
RAID-5 上的数据 135
镜像上的数据 135
冗余级别
为设备指定 218
显示设备的 217
冗余循环访问 95
如何创建存储检查点 355
如何调整文件系统大小 161
如何访问存储检查点 356
如何确定文件系统类型 166
如何删除存储检查点 356
如何显示装入的文件系统 160
如何卸载存储检查点 358
如何重新组织文件系统 163
如何装入存储检查点 356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文件系统空闲空间碎片 163

S
sam 640, 642–643
scandisks
vxdisk 命令 179
secondary 路径属性 217
select 读取策略 145
setext 174
setfacl 33
siteread 读取策略 145
SmartMove 功能 391
SmartSync 78
对共享磁盘组禁用 665
对共享磁盘组启用 665
SmartTier 415
多卷文件系统支持 424
snapabort 306
snapclear
创建独立卷 348
snapmir 快照类型 337
snapof 380
snapread 377
snapsize 379
snapstart 306
snapvol 属性 322,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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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wait 325, 328
source 属性 322, 328
spaceopt 快照类型 337
split 读取策略 145
standby 路径属性 217
stripe-mirror-col-split-trigger-pt 138
SVID 要求
VxFS 一致性 42
syncing 属性 314, 338
syncpause 338
syncresume 338
syncstart 338
syncstop 338
syncwait 338
删除磁盘 609
删除物理磁盘 260
设备
JBOD 181
对 VxVM 不可见 194
光纤 180
列出所有 184
路径冗余 217–218
添加外部 193
设备发现
部分 180
引入 94
设备发现层 183
设备发现层 (DDL) 94, 183
设备节点
对于卷集 419
控制卷集访问 420
启动卷集访问 419
显示卷集访问 420
设备名称
配置持久性 251
用户指定 250
设置
路径冗余级别 218
升级
ISP 磁盘组 599
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应用程序 282
实用程序
vxtune 667–668
使设备脱离
VxVM 的控制 194
使用 mkfs 创建文件 147, 149
首选 Plex
读取策略 145

属性
active 216
autogrow 316, 321
autogrowby 316
cachesize 321
dcolen 87, 350
highwatermark 316
maxautogrow 316
maxdev 582
mirdg 328
mirvol 328
ncachemirror 321
ndcomirror 350
ndcomirs 315
newvol 326
nmirror 326
nomanual 216
nopreferred 216
preferred priority 217
primary 217
secondary 217
snapvol 322, 328
source 322, 328
standby 217
syncing 314, 338
缓存 321
路径的设置 218
为路径设置 216
指定存储 140
数据传输 272
数据存储检查点定义 299
数据复制 272
数据更改对象
DCO 86
数据卷配置 79
数据库
重新镀银 78
重新同步 78
数据完整性 292
数据库重放日志和顺序 DRL 78
数据冗余 62–63, 65
数据同步 I/O 155, 273
顺序 DRL
已定义 78
顺序 I/O 273
碎片
报告 168
监视 168–169
重新组织工具 168

731

732

索引

碎片文件系统特性 168
碎片整理
扩展区 168
使用 cron 计划 168

T
thaw 275
tmplog 装入选项 153
TPD
支持共存 183
tpdmode 属性 251
替换磁盘 609
添加磁盘 260
条带 plex
已定义 59
条带单元
更改大小 558
已定义 60
条带化 59
条带化加镜像 63
条带镜像卷
创建 138
定义 136
镜像的触发点 138
镜像卷 139
镜像子磁盘 139
优点 63
条带镜像卷中的触发点 138
条带卷
创建 137
定义 135
更改列数 558
更改条带单元大小 558
故障 59
指定非默认列数 138
指定非默认条带单元大小 138
条带列 59
同步
控制即时快照的 338
提高性能 339
同步 I/O 273
统计信息收集 97

U
UDID 标志 583
udid_mismatch 标志 583
umount 命令 160
use_all_paths 属性 222

use_avid
vxddladm 选项 248

V
V-5-1-2829 565
V-5-1-552 573
V-5-1-587 579
V-5-2-3091 545
V-5-2-369 573
V-5-2-4292 545
VEA 40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40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29
VM 磁盘
标记为备用磁盘 504
从热重定位备用磁盘池中删除 504
从热重定位使用对象中排除空闲空间 505
镜像卷 561
名称 52
使空闲空间可供热重定位使用 506
推迟替换 609
显示备用 503
移动卷 539
已定义 51
重命名 262
vol_checkpt_default 可调参数 657
vol_default_iodelay 可调参数 657
vol_fmr_logsz 可调参数 83, 662
vol_max_vol 可调参数 657
vol_maxio 可调参数 658
vol_maxioctl 可调参数 658
vol_maxparallelio 可调参数 658
vol_maxspecialio 可调参数 659
vol_subdisk_num 可调参数 659
vol## 53
vol##-## 53
volbrk 快照类型 337
volcvm_smartsync 可调参数 665
voldrl_max_drtregs 可调参数 662
voldrl_max_seq_dirty 可调参数 78
voldrl_min_regionsz 可调参数 663
voliomem_chunk_size 可调参数 659
voliomem_maxpool_sz 可调参数 660
voliot_errbuf_dflt 可调参数 660
voliot_iobuf_default 可调参数 660
voliot_iobuf_limit 可调参数 660
voliot_iobuf_max 可调参数 661
voliot_max_open 可调参数 661
volpagemod_max_memsz 可调参数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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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raid_rsrtransmax 可调参数 661
vx_bc_bufhwm 可调参数 642
VX_DSYNC 273
VX_FREEZE 275
VX_GETCACHE 275
vx_maxlink 可调参数 642
vx_ninode 640
VX_SETCACHE 275
VX_SNAPREAD 377
VX_THAW 275
VX_UNBUFFERED 273
vxassist
snapabort 306
snapstart 306
创建 RAID-5 卷 139
创建多个卷的快照 346
创建缓存卷 316
创建镜像卷 136
创建镜像连续卷 137
创建镜像条带卷 138
创建卷以用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319
创建快照 342
创建连续镜像卷 137
创建条带卷 137
从卷中删除版本为 0 的 DCO 351
从卷中删除标记 564
从快照重新同步卷 347
定义指定存储上的布局 140
建条带镜像卷 138
将 DCO 添加到卷 350
将镜像添加到卷 561
将快照与卷分离 348
将快照与卷合并 346
跨控制器镜像 144
跨目标镜像 142, 144
快照 306
快照合并 306
联机重新布局卷 555
列出卷上设置的标记 564
默认文件 114
排除对存储的使用 141
删除 Plex 563
删除镜像 563
删除卷 606
设置默认值 114
替换卷上设置的标记 564
为版本为 0 的 DCO Plex 指定存储 350
为联机重新布局任务指定标记 559
为联机重新布局指定 plex 559

显示有关快照的信息 348
移动 DCO plex 351
在卷上设置标记 564–565
指定 RAID-5 日志数 139
指定存储的有序分配 142
指定存储属性 140
指定镜像数 137
vxcache
调整缓存大小 340
列出缓存中的快照 339
启动缓存对象 318
停止缓存 341
优化缓存自增长 340
vxcached
调整 339
vxconfigd
监视配置更改 555
使用 vxdctl 管理 55
vxcp_lvm_root
用于创建 VxVM 根磁盘 617
用于创建 VxVM 根磁盘镜像 617
vxdarestore
用于处理简单/nopriv 磁盘故障 252
vxdco
从卷中分离版本为 0 的 DCO 352
从卷中删除版本为 0 的 DCO 351
将版本为 0 的 DCO 重新挂接到卷 352
vxdctl
管理 vxconfigd 55
设置默认磁盘组 539
vxdctl enable
调用设备发现 182
配置新磁盘 179
vxddladm
从 DISKS 类别中删除磁盘 193
更改命名机制 248
列出 DISKS 类别中受支持的磁盘 190
列出被拒绝的磁盘阵列 190
列出排除的磁盘阵列 191
列出配置的目标 185–186
列出配置的设备 186
列出所有设备 184
列出支持的 HBA 184
列出支持的磁盘阵列 188
列出主机总线适配器上的端口 185
设置 iSCSI 参数 187
添加外部设备 193
显示磁盘命名机制 250
向 DISKS 类别添加磁盘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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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拒绝支持磁盘阵列 189
用于重新支持磁盘阵列 190
vxdestroy_lvmroot
用于删除 LVM 根磁盘 618
vxdg
拆分磁盘组 549
创建磁盘组 572
从磁盘组中删除磁盘 573
导入包含克隆磁盘的磁盘组 584
导入磁盘组 576
导入克隆磁盘 585
恢复被破坏的磁盘组 598
将配置数据库放到多个克隆磁盘上 585
结合磁盘组 550
禁用磁盘组 597
纠正序列裂脑情况 597
控制新磁盘组的 CDS 兼容性 572
列出包含配置数据库副本的磁盘 585
列出备用磁盘 503
列出受移动影响的对象 544
破坏磁盘组 597
强制导入磁盘组 579
清除磁盘上的锁 579
设置基本次要编号 581
设置最大设备数 582
升级磁盘组版本 569
使用旧版本号创建磁盘组 570
显示磁盘组版本 569
显示磁盘组中的空闲空间 571
显示默认磁盘组 538
显示引导磁盘组 538
显示有关磁盘组的信息 570
在磁盘组之间移动磁盘 540, 546
在系统间移动磁盘组 578
重命名磁盘组 591
逐出磁盘组 575
vxdisk
更新磁盘标识 583
将配置数据库放到一个克隆磁盘上 584
列出备用磁盘 503
列出磁盘 246
列出磁盘标记 584
清除磁盘上的锁 579
扫描磁盘设备 179
删除磁盘标记 585
通知动态 LUN 扩展 240
显示多径处理信息 198
显示有关磁盘的信息 571
在磁盘上设置标记 584

vxdisk scandisks
扫描设备 180
重新扫描设备 180
vxdiskadd
创建磁盘组 572
将磁盘置于 VxVM 的控制之下 260
vxdiskadm
List disk information (列出磁盘信息) 246
初始化磁盘 256
创建磁盘组 572
从 VM 磁盘移动卷 539
从磁盘中移出子磁盘 573
从磁盘中移动卷 539
从热重定位备用磁盘池中删除磁盘 505
从热重定位使用对象中排除磁盘 506
从热重定位使用对象中排除磁盘上的空闲空间 506
导入磁盘组 575
更改磁盘命名机制 247
关闭磁盘上的备用标志 505
将磁盘标记为备用磁盘 504
将磁盘标记为磁盘组的备用磁盘 504
禁止访问（逐出）磁盘组 574
镜像磁盘上的卷 562
镜像卷 562
列出备用磁盘 503
删除磁盘 261, 573
删除磁盘以便替换 609
使磁盘可供热重定位使用 507
使磁盘上的空闲空间可供热重定位使用 507
替换出现故障或已删除的磁盘 612
添加磁盘 256
添加或初始化一个或多个磁盘 256, 572
允许访问（导入）磁盘组 575
在磁盘组之间移动磁盘 540
在系统间移动磁盘组 580
逐出磁盘组 574
vxdiskunsetup
从 VxVM 控制中删除磁盘 573, 606
vxdmpadm
更改 TPD 命名机制 251
列出有关阵列端口的信息 208
配置 APM 233
配置 I/O 控制 228
配置对 I/O 错误的响应 227, 230
删除 APM 234
设置 I/O 策略 221
设置还原轮询间隔 231
设置路径属性 217
收集 I/O 统计信息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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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 DMP 还原后台驻留程序 232
显示 APM 信息 233
显示 DMP 还原线程的状态 232
显示 DMP 数据库信息 197
显示 I/O 策略 219
显示 I/O 错误恢复设置 230
显示磁盘阵列的 DMP 节点 201–202
显示磁盘阵列的相关信息 207
显示分区大小 219
显示路径的 DMP 节点 201, 204
显示由 DMP 节点控制的路径 204
显示有关控制器的信息 206
在 DMP 中禁用 I/O 225
在 DMP 中禁用控制器 196
在 DMP 中启用 I/O 226
指定 DMP 路径还原策略 231
重命名磁盘阵列 226
vxdmpadm list
显示 DMP 节点 201
vxdump 174
vxedit
从缓存中删除快照 341
从热重定位备用磁盘池中删除磁盘 505
从热重定位使用对象中排除磁盘上的空闲空间 505
将磁盘标记为备用磁盘 504
删除缓存 341
删除即时快照 336
删除卷 606
使磁盘上的空闲空间可供热重定位使用 506
重命名磁盘 263
VxFS
存储分配 148
vxfs_bc_bufhwm 可调参数 642
vxfs_inotopath 637
vxfsstat 642
vxiod I/O 内核线程 46
vxlsino 637
vxmake
创建 plex 561
创建缓存对象 316
vxmend
重新启用 plex 602
vxmirror
镜像卷 561
配置 VxVM 默认行为 561
vxnotify
监视配置更改 555
vxplex
将 Plex 挂接到卷 561

将 Plex 转换为快照 345
删除 Plex 564
删除镜像 564
重新挂接 plex 602
vxprint
查看基本次要编号 581
列出备用磁盘 503
显示 DCO 信息 351
显示在缓存上配置的快照 341
验证卷是否为即时快照做好了准备 315
vxrecover
恢复 Plex 501
重新启动移动的卷 551
vxrelayout
查看联机重新布局的状态 559
反转联机重新布局的方向 560
继续执行联机重新布局 560
vxrelocd
操作 499
减小恢复对性能的影响 511
热重定位后台驻留程序 498
通知 root 以外的用户 511
修改行为 511
阻止运行 511
vxres_lvmroot
用于创建 LVM 根磁盘 619
vxrestore 174
vxrootmir
用于创建 VxVM 根磁盘镜像 618
vxsnap
controlling instant snapshot
synchronization 338
备份多个卷 329
拆分快照层次结构 336
创建层叠式快照层次结构 332
创建链接式断开快照卷 328
创建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322, 328
创建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321
从卷中删除快照镜像 332
分离即时快照 335
管理即时快照 307
还原 307
还原卷 335
将快照镜像添加到卷 331
刷新即时快照 333
为即时快照准备卷 315
显示有关即时快照的信息 336–337
重新挂接即时快照 333
重新挂接链接的第三镜像快照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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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plitlines
诊断序列裂脑情况 596
vxstat
确定发生故障的磁盘 501
vxtask
继续执行联机重新布局 560
继续执行任务 554
监视联机重新布局 560
监视任务 554
列出任务 554
暂停联机重新布局 560
中止任务 554
vxtune
设置 volpagemod_max_memsz 664
vxtune 实用程序 667–668
vxunreloc
解除重定位子磁盘至不同的磁盘 509
列出热重定位的子磁盘的原始磁盘 510
热重定位后解除重定位子磁盘 508
热重定位后移动子磁盘 508
为解除重定位子磁盘指定不同的偏移 509
在发生错误后重新启动 510
VxVM
磁盘发现 181
对象 48
卷布局类型 134
每个 plex 上的最大子磁盘数 659
内存分配粒度 659
配置后台驻留程序 55
配置以创建镜像卷 561
任务监视器 552
删除磁盘 573
升级 569
升级磁盘组版本 569
使磁盘脱离控制 606
依赖于操作系统 45
最大卷数 657
最大内存池大小 660
VxVM 中的任务监视器 552
vxvol
设置读取策略 145
停止卷 606
重新启动移动的卷 551
vxvset
创建带原始设备访问的卷集 419
创建卷集 416
从卷集中删除卷 417
将卷添加到卷集 416
控制原始设备节点访问 420

列出卷集的详细信息 417
启动卷集 418
停止卷集 418

W
外部配额文件 624
外部设备
添加 193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307
创建 322
创建卷以用于 319
伪设备 357
未初始化的存储, 清除 154
文件
稀疏 172
文件集
主 296
文件系统
缓冲 32
块大小 176
显示装入的 165
卸载 605
文件压缩 38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358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定义 300
物理磁盘
安装 255
备用 502
标记为备用磁盘 504
部分故障消息 500
从磁盘组中删除 573
从磁盘组中释放 597
从热重定位备用磁盘池中删除 504
从热重定位使用对象中排除空闲空间 505
清除锁 579
热重定位处理的故障 498
删除 260, 609
删除子磁盘 262
使可用于热重定位 504
使空闲空间可供热重定位使用 506
替换 609
替换删除 612
推迟替换 609
完全故障消息 501
显示备用 503
显示信息 245, 571
移动卷 539
在磁盘组之间移动 540, 547
在系统间移动磁盘组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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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确定出错的 501
物理对象 47

X
稀疏 plex 75
稀疏文件 172
系统故障恢复 26, 32
系统性能
总体 148
显示
DMP 节点 201
HBA 信息 207
冗余级别 217
支持的磁盘阵列 188
显示统计数据
错误的 I/O 214
排队 I/O 214
显示装入的文件系统 165
显式故障转移模式 92
限制
可引导 VxVM 的卷 615
消息
部分磁盘故障 500
完全磁盘故障 501
子磁盘的热重定位 507
校园集群
序列裂脑情况 592
写入大小 172
写入时复制
由即时快照使用 307
写入时复制技术 297, 353
卸载 358
捕获的文件系统 303
性能
DMP 中的负载平衡 98
更改可调参数的值 649, 666
快照文件系统 378
提高即时快照同步的 339
总体 148
虚拟磁盘 42
虚拟对象 48
序列裂脑情况
纠正 595
在磁盘组中 592
在校园集群中 592
压缩文件 38

Y
意向日志 26, 32
多卷文件系统支持 424
意向日志调整大小 27
意向日志记录 292
隐式故障转移模式 92
用户指定的设备名称 250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293
创建 320
优先负载平衡 221
有序分配 140, 142
元节点
DMP 93
元数据
多卷支持 424
原始设备节点
对于卷集 419
控制卷集访问 420
启动卷集访问 419
显示卷集访问 420

Z
在卷上设置的脏标志 76
脏区 662
脏区日志记录. 请参见 DRL
增强的数据完整性模式 32
阵列
DMP 支持 181
阵列策略模块 (APM)
配置 233
阵列端口
对 DMP 禁用 224
对 DMP 启用 226
显示相关信息 208
阵列卷 ID
设备命名 248
阵列支持库 (ASL) 181
直接 I/O 272
直接数据传输 272
只读存储检查点 356
指定
冗余级别 218
重新组织
扩展区 169
目录 169
主动/被动磁盘阵列 92
主动/主动磁盘阵列 92
主路径 92, 198
主文件集与存储检查点的关系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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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入 158
如何显示装入的文件系统 160
伪设备 357
装入存储检查点 356
装入存储检查点 357
装入的文件系统
显示 165
装入集群文件系统的存储检查点 357
装入文件系统
大文件 158
选项组合 159
装入选项 149
blkclear 154
convosync 151, 155
delaylog 152
largefiles 158
log 150, 152
logiosize 153
mincache 151, 154
nodatainlog 151, 154
tmplog 153
选择 149
组合 159
状态
链接对象 308
子磁盘
DRL 日志 77
RAID-5 故障 498
部分故障消息 500
解除重定位至不同的磁盘 509
块 51
每个 plex 上的最大数目 659
热重定位 77, 497, 502
热重定位后解除重定位 507
热重定位后列出原磁盘 510
热重定位后移动 507
热重定位消息 507
使用 vxunreloc 解除重定位 508
完全故障消息 501
为解除重定位指定不同的偏移 509
已定义 51
在条带镜像卷中镜像 139
正在确定出错的 501
子磁盘名称 52
自定义命名
DMP 节点 250
自动侵入模式 92
最小队列负载平衡策略 221

最小冗余级别
为设备指定 218
显示设备的 217
左对称布局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