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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

SF Oracle RAC 的工作方式（概括性介绍）

■

组件产品和 SF Oracle RAC 进程

■

SF Oracle RAC 集群的定期运行状况评估

■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

■

关于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

关于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关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利用专属的存储管
理和高可用性技术在 UNIX 平台上启用健壮、易管理和可伸缩的 Oracle RAC 部署。
该解决方案利用 Veritas Cluster File System 技术，可提供易于管理文件系统以及
在管理数据库时使用熟悉的操作系统工具和实用程序的双重优势。
该解决方案堆栈由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Veritas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Veritas Oracle 实时应用集群支持 (VRTSdbac)、Veritas Oracle Disk
Manager (VRTSodm)、Veritas Cluster File System (CFS) 和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包括基本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和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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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概述
关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的优点
SF Oracle RAC 具有以下优点：
■

对基于文件系统的管理的支持。SF Oracle RAC 提供了一种用于存储和管理 Oracle
数据文件以及其他应用程序数据的通用集群文件系统技术。

■

支持集群互联的高可用性。
对于 Oracle RAC 10g R2：
LMX/LLT 协议和 PrivNIC/MultiPrivNIC 代理的组合提供了最大带宽以及集群互
联的高可用性（包括交换机冗余）。
对于 Oracle RAC 11g R1/Oracle RAC 11g R2：
PrivNIC/MultiPrivNIC 代理为集群互联提供最大带宽和高可用性，包括交换机
冗余。
有关 PrivNIC/MultiPrivNIC 代理与 Oracle RAC 11.2.0.2 及更高版本的共存，请
参见下列技术说明：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TECH145261

■

使用集群文件系统和 Cluster Volume Manager 放置 Oracle 集群注册表 (OCR)
和 Voting 磁盘。这些技术为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放置提供了强大的共享块接
口（适用于所有受支持的 Oracle RAC 版本）和原始接口（适用于 Oracle RAC
10g R2）。

■

支持应用程序和数据库管理的标准化方法。管理员可以对 SF Oracle RAC 管理应
用现有的 Veritas 技术专业知识。

■

使用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提高了可用性和性能。DMP 可提
供广泛的存储阵列支持，以防止在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存储区域网络 (SAN)
交换机和存储阵列中发生故障和产生性能瓶颈。

■

使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轻松管理和监视多个 SF Oracle RAC 集群。

■

VCS OEM 插件提供一种从 OEM 控制台监视 SF Oracle RAC 资源的方法。

■

使用 Oracle Disk Manager (ODM) 缩短了文件系统访问时间。

■

能够通过 CVM 卷配置 Oracle 自动存储管理 (ASM) 磁盘组以利用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

增强的可伸缩性和可用性，以便使集群中的每个数据库可访问多个 Oracle RAC
实例。

■

支持使用卷级和文件系统级快照技术、存储检查点和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进行备
份和恢复的解决方案。

■

支持通过在文件系统中使用定期重复数据删除，以便无需任何持续成本便可消
除重复数据，从而实现空间优化。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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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和 Veritas Cluster File System (CFS)，能够
以最少的停机时间对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

■

通过基于健壮的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PGR) 的 I/O 防护功能或基于协调点服务
器的 I/O 防护功能，防止了裂脑情况下的数据损坏。使用首选防护功能还使您能
够指定防护驱动程序确定正常子集群的方式。

■

除了支持跨节点共享 Oracle 数据库文件外，还支持跨节点共享应用程序数据。

■

在 Oracle RAC 11g 版本 2 中支持策略管理的数据库。

■

快速灾难恢复，同时最大程度地缩短停机时间和减少对用户的中断。用户可以
从本地高可用性站点转换到拥有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广域灾难恢复环境。如果
某个节点发生故障，则挂接到该故障节点的客户端可以重新连接到未发生故障
的节点并恢复对共享数据库的访问。

■

在不影响生产系统的情况下，使用防火练习技术验证灾难恢复配置。

■

支持各种硬件复制技术以及使用 VVR 进行块级别复制。

■

支持校园集群，实现以下功能：
■

通过站点识别实现的一致分离

■

通过 VxVM 镜像的可识别站点的读取

■

对 Oracle 资源进行监视

■

防止裂脑情况

SF Oracle RAC 的工作方式（概括性介绍）
Oracle 实时应用集群 (RAC) 是一个利用多台计算机的处理能力的并行数据库环境。
Oracle 在逻辑上以表空间的形式存储数据，而实际上以数据文件的形式存储数据。
Oracle 实例则是一组提供对物理数据库的访问的进程和共享内存。特别是，该实例
涉及代表客户端将数据读入共享内存并对其进行修改的服务器进程，并涉及彼此交
互以及与操作系统进行交互以管理内存结构和进行一般管理的后台进程。
SF Oracle RAC 提供运行 Oracle RAC 所需的必要基础架构，并协调对每个节点的共
享数据的访问以提供一致性和完整性。每个节点都将其处理能力添加到作为整体的
集群，从而可以增加总吞吐量或提高性能。
从概念上讲，SF Oracle RAC 是一个使用服务组中包含的资源来管理应用程序（Oracle
实例）、网络和存储组件的集群。SF Oracle RAC 集群具有以下属性：
■

每个节点都运行自己的操作系统。

■

通过集群互联实现集群通信。

■

公共网络将每个节点连接到 LAN 以进行客户端访问。

■

共享存储可以被每个需要运行应用程序的节点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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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显示了 SF Oracle RAC 安装所需的基本布局和各个组件。
图 1-1

SF Oracle RAC 基本布局和组件

公共
网络

客户端

每个互联链接的
专用网络独立集线器/
交换机

交换机

SAN

图例
公共网络链接
磁盘阵列

专用网络链接
共享存储链接

基本布局具有以下特征：
■

通过公共网络访问集群中节点的多个客户端应用程序。

■

在每个系统上，节点至少由两个使用 100BaseT 或千兆以太网控制器的专用网络
链接（也称集群互联）进行连接。
如果多个专用链路处于一台交换机上，请使用 VLAN 隔离它们。

■

通过 SAN 连接到 iSCSI 或光纤通道共享存储设备的节点。
所有共享存储都必须支持 SCSI-3 PR。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概述
SF Oracle RAC 的工作方式（概括性介绍）

■

必须使用类似的网络设备将节点与专用网络链接连接。

■

在对每个节点可用的共享存储上配置的 Oracle 集群注册表、Vote 磁盘和数据文
件。
对于 Oracle RAC 10g R2/Oracle RAC 11g R1：共享存储可以是集群文件系统，
也可以是原始 VxVM 卷。
对于 Oracle RAC 11g R2：共享存储可以是集群文件系统，也可以是使用原始
VxVM 卷创建的 ASM 磁盘组。

■

使用三个或奇数个标准磁盘或 LUN（建议使用三个）作为 I/O 防护的协调器磁
盘或协调点 (CP) 服务器。

■

VCS 管理Oracle RAC所需的资源。这些资源必须在每个节点上并行运行。

SF Oracle RAC 包括下列设计用于提高Oracle RAC环境的性能、可用性和可管理性
的技术：
■

用于管理多实例数据库对共享存储的访问的集群文件系统 (CFS) 和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技术。

■

最大程度实现 Oracle 磁盘 I/O 性能的 Oracle Disk Manager (ODM) 库。

■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和 RAC 用于管理集群成员集和通信的
接口。

图 1-2 显示了构成 SF Oracle RAC 内部体系结构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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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Oracle RAC 体系结构

图 1-2

OCI 客户端

节点 1

节点 2

Oracle
Clusterware/
Grid
Infrastructure

Oracle
Clusterware/
Grid
Infrastructure

Db
实例

HAD

HAD

Db
实例

缓存
熔合
通信

CFS

CFS

CVM
Vxfen

CVM
VCSMM

GAB

VCSMM

LMX

LMX

LLT

Vxfen

GAB
LLT

数据库
包含：

控制
文件
重做
日志文件

数据文件

临时
文件

SF Oracle RAC 提供的环境可以在发生故障时最大程度地缩短停机时间和减少对用
户的中断。当客户端在多个节点上访问同一数据库时，如果某个节点发生故障，则
挂接到故障节点的客户端可以重新连接到未发生故障的节点并恢复访问。在 SF
Oracle RAC 环境中发生故障之后进行恢复要比单实例数据库的恢复快得多，因为这
时已经启动并运行其他 Oracle 实例。恢复进程包括从未发生故障的节点应用故障节
点的未完成的重做日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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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产品和 SF Oracle RAC 进程
表 1-1 列出了 SF Oracle RAC 的组件产品。
表 1-1

SF Oracle RAC 组件产品

组件产品

说明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基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技
术，允许同时访问共享卷。
请参见第 27 页的“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集群文件系统 (CFS)

基于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技术，允
许同时访问共享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9 页的“Cluster File System
(CFS)”。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管理 Oracle RAC 数据库和基础架构组件。
请参见第 31 页的“Veritas Cluster Server”。

Veritas I/O 防护

当集群中的节点检测到集群成员集中发生某
种更改，表明发生了某种裂脑状况时，保护
共享磁盘上的数据。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 I/O 防护”。

Oracle RAC

Oracle 数据库产品的组件，允许数据库安装
在多个服务器上。
请参见第 72 页的“Oracle RAC 的组件”。

Oracle Disk Manager (Database Accelerator) 提供带有 Oracle Disk Manager (ODM) API
的接口。
请参见第 74 页的“Oracle Disk Manager”。
RAC 扩展

管理集群成员集和集群节点间的通信。
请参见第 75 页的“RAC 扩展”。

通信基础架构
要了解通信基础架构，请查看数据流和通信要求。

数据流
CVM、CFS、ODM 和 Oracle RAC 等元素反映了从服务器上运行的实例到共享存储
的总数据流或数据堆栈。 组成实例的各种 Oracle 进程（例如表示数据库写入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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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WR、表示日志写入器进程的 LGWR、表示存储检查点进程的 CKPT 以及表示存
档进程且可选的 ARCH）通过 I/O 堆栈读取存储中的数据，并将数据写入存储。
Oracle 通过 ODM 接口与 CFS 通信，然后 CFS 通过 CVM 访问存储。
图 1-3 显示了总数据流。
图 1-3

数据堆栈

节点 1
LGWR
ARCH
CKPT
DBWR

数据
流

节点 2
LGWR
ARCH
CKPT
DBWR

Oracle RAC
实例

数据
流

ODM

ODM

CFS

CFS

CVM

CVM

磁盘 I/O

数据库
包含：

控制
文件

数据文件

Oracle RAC
实例

磁盘 I/O

重做日志
文件
临时
文件

通信要求
客户端系统上的最终用户不会觉察到他们所访问的数据库承载在多个实例上。对多
个实例访问的数据库执行 I/O 的关键是进程间通信。 数据堆栈中的每个层或组件都
必须能够与其他节点上的对等端进行可靠通信才能正常运行。 RAC 实例必须通过通
信来协调对数据库中数据块的保护。 ODM 进程必须通过通信来协调跨集群的数据
文件保护和访问。 CFS 协调文件系统的元数据更新，CVM 则协调逻辑卷和映射的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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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表示通信堆栈。
通信堆栈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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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管理
CVM

CVM

集群互联通信通道
集群互联为所有独立于模块间单节点通信的系统间通信提供了额外的通信通道。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和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形成了主要用于 SF Oracle RAC 操作的 VCS 通信数据包。
在标准操作状态下，锁定管理会导致显著产生大量的 LLT 和 GAB 流量，而其他数
据流量则相对稀少。

关于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低延迟传输协议用于所有集群通信，它是 IP 堆栈的一种高性能、低延迟替代协议。
LLT 有下列两项主要功能：
■

流量分配
LLT 为 GAB 提供通信主干。LLT 将系统间通信在所有已配置的网络链接间进行
分配（负载平衡）。此分配可确保在所有网络链接间平均分配所有集群通信，
以提高性能和故障恢复能力。如果某个链路失败，便会将流量重定向到其余链
路。最多支持八个网络链接。

■

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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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负责通过各个已配置的网络链接发送和接收心跳通信。心跳通信是点对点
单播通信。LLT 使用以太网广播来了解集群中节点的地址。所有其他集群通信
（包括所有状态通信和配置通信）都是点对点的单播。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 使用心跳来确定集群成员集。
心跳信号定义如下：
■

集群中每个系统上的 LLT 将通过所有已配置的 LLT 接口每半秒钟发送一次心跳
数据包。

■

每个系统上的 LLT 将通过每个已配置的 LLT 接口跟踪每个对等端的心跳状态。

■

每个系统上的 LLT 会将集群中每个系统的心跳状态转发给本地的 GAB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 功能。

■

GAB 将从 LLT 接收所有集群系统的心跳状态，并基于该信息确定成员集。

图 1-5 显示了集群中的心跳。
集群中的心跳

图 1-5

代理
通过每个接口
每 0.5 秒钟
单播一次点
对点心跳

每个 LLT 模块将通过每个
已配置接口跟踪每个对等端的
心跳状态

代理

代理

代理

HAD

HAD

GAB

GAB

LLT

LLT

LLT 将每个系统的
心跳状态转发给
GAB

可以对 LLT 进行配置，以便将特定的集群互联链路指定为高优先级或低优先级。高
优先级链路用于到 GAB 的集群通信以及心跳信号。在正常操作期间，低优先级链路
仅用于心跳和链路状态维护，心跳频率将降低为正常频率的 50% 以减少网络开销。
如果已配置的所有高优先级链路出现故障，LLT 会将所有集群通信流量切换到第一
个可用的低优先级链路。通信流量将在高优先级链路重新可用后立即返回到这些链
路。
虽然不是必需的，是建议您最好配置至少一个低优先级链路，并在专用集群互联上
配置两个高优先级链路，以便提供通信路径冗余。低优先级链路通常配置在公共网
络或管理网络上。
如果对专用 NIC 使用不同的介质速度，则 Symantec 建议您将具有较低速度的 NIC
配置为低优先级链接以提高 LLT 性能。通过此设置，LLT 可在专用链接间执行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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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负载平衡。在配置和故障转移时，LLT 会自动选择高优先级的链路作为主动链
路，仅当高优先级链路发生故障时，才会使用低优先级的链路。
LLT 在所有配置的链接上以加权轮循方式发送数据包。LLT 使用 linkburst 参数，
用于表示 LLT 在选择下一链接之前在链接上发送的背靠背数据包的数量。除了基于
默认加权轮循算法的负载平衡之外，LLT 还提供了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LLT 实现
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的原理是，根据目标节点 id 和端口选择 LLT 链路。对于基于
目标的负载平衡，LLT 在一个链路上发送特定目标的所有数据包。但是，基于目标
的负载平衡方法存在以下潜在问题：如果端口的流量不同，LLT 无法充分利用可用
链接。如果设置中具有两个以上的集群节点及更多活动 LLT 端口，Symantec 建议
您使用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您必须为集群手动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以设置
端口到 LLT 链路映射。
请参见第 108 页的“为 LLT 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LLT 在启动时将带有 LLT 节点 id 和集群 id 信息的广播数据包发送到 LAN 上，以发
现网络中具有相同节点 id 和集群 id 对的所有节点。网络中的每个节点都会以自己
的集群 id、节点 id 和节点名称来回复此广播消息。
在以下情况下，原始节点上的 LLT 并不启动并给出相应的错误：
■

同一网络中任何其他节点上的 LLT 正使用原始节点上的 LLT 拥有的节点 id 和集
群 id 对运行。

■

原始节点上的 LLT 收到节点的响应，但该节点在 /etc/llthosts 文件中没有对
应的节点名称条目。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协议负责维护集群成员集和集群通信。
图 1-6 显示了使用 GAB 消息传送的集群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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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通信

图 1-6

GAB 消息传送
节点 1

节点 2

集群成员集/状态
数据文件管理
NIC

NIC
NIC

文件系统元数据

NIC

卷管理

查看以下有关集群成员集和集群通信的信息：
■

集群成员集
从高层来看，由安装程序配置的所有节点可以作为一个集群运行；这些节点就
形成了一个集群成员集。在 SF Oracle RAC 中，集群成员集特指配置有相同的集
群 ID 并通过冗余集群互联进行通信的所有系统。
分布式系统（如 SF Oracle RAC）中的所有节点都必须时刻注意当前参与集群的
节点。节点随时可能由于关闭、启动、重新启动、断电或进程出错而退出或加
入集群。SF Oracle RAC 使用其集群成员集功能来动态跟踪总体集群拓扑。
SF Oracle RAC 使用 LLT 心跳来确定集群成员集：

■

■

当系统不再按照预定的间隔从对等端接收心跳消息时，协议会将该对等端从
当前成员集中排除。

■

GAB 通知其余节点上的进程集群成员集已发生更改；该操作将启动每个模块
特定的恢复操作。例如，CVM 应当启动卷恢复，而 CFS 应当执行快速并行
文件系统检查。

■

当系统开始从不属于当前成员集的对等端接收心跳时，协议会使该对等端加
入该成员集。

集群通信
GAB 提供了 SF Oracle RAC 模块间的可靠集群通信。GAB 可确保将点到点消息
和广播消息发送到所有节点。点到点通信涉及发送和确认消息。原子广播通信
确保集群内所有系统可以接收所有消息。如果传输广播消息时出现故障，GAB
会确保在恢复之后所有系统都拥有相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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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级通信：GAB 与进程之间的端口关系
SF Oracle RAC 中的所有组件都使用 GAB 进行通信。每个希望与其他节点上的对等
进程进行通信的进程都会通过特定端口上向 GAB 注册。通过此注册，可以在成员集
发生变化时进行通信和通知。例如，VCS 引擎 (HAD) 在端口 h 上注册，HAD 从端
口 h 上的对等 had 进程接收消息。HAD 还会在节点发生故障或端口 h 上的对等进
程取消注册时收到通知。
某些模块使用多个端口满足特定的通信要求。例如，CVM 使用多个端口，从而允许
CVM 中的内核级函数和用户级函数分别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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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w、y f

G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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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M

vxconfigd

C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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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 成员集
a

VXFEN

低级通信

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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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gxp
VC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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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CVM 是行业标准存储虚拟化平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扩展。CVM 将 VxVM
的概念延伸到多个节点。 每个节点识别相同的逻辑卷布局，更重要的是，节点将识
别所有卷资源的相同状态。
CVM 支持一些用于改进性能的功能，如条带化、镜像以及用于脱离主机备份的镜像
断开（快照）。 可以使用标准 VxVM 命令从集群中的一个节点管理所有存储。 所
有其他节点无需用户交互，就能立即识别磁盘组和卷配置中的任何更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CVM 体系结构
CVM 采用“主/从节点”体系结构。 集群中的一个节点充当配置主节点，进行逻辑
卷管理，而所有其他节点为从属节点。 如果现有主节点发生故障，则任何节点都能
接管主节点的角色。 每个集群存在一个 CVM 主节点并使用 GAB 和 LLT 传输其配
置数据。

27

28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概述
组件产品和 SF Oracle RAC 进程

与 VxVM 一样，Volume Manager 配置后台驻留程序 vxconfigd 维护逻辑卷的配
置。 该后台驻留程序通过在内核级别更新操作系统来处理卷的更改。 例如，如果卷
镜像失败，则镜像从卷分离，而vxconfigd 将确定正确的操作过程，更新卷布局，
并通知内核新的卷布局。 CVM 将此行为扩展到多个节点并将卷更改一直扩展到主
节点 vxconfigd。
注意：必须在主节点上执行由操作员发起的更改。
主节点上的 vxconfigd 进程将这些更改推到从属节点 vxconfigd 进程，每个此类
进程都将更新本地内核。CVM 的内核模块是 kmsg。
请参见第 27 页的图 1-7。
CVM 不会在节点间强制定义任何写入锁定。 每个节点都可以自由更新任何存储。
全部数据完整性由上层应用程序负责。 从应用程序的角度来看，独立系统访问逻辑
卷的方法与 CVM 系统所使用的方法相同。
默认情况下，CVM 采用“统一共享存储”模型。所有节点都必须连接到给定磁盘组
的同一磁盘集。 任何无法检测给定磁盘组的整个物理磁盘集的节点都不能导入组。
如果节点断开与特定磁盘的连接，CVM 将阻止此节点参与使用该磁盘。
如果将 storage_connectivity 可调参数设置为异步，则即使一个集群节点并非对
所有共享存储都可以访问，该节点也可以加入。同样，即使存储存在局部故障，节
点也可以导入共享磁盘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CVM 通信
CVM 通信涉及不同的 GAB 端口，以便用于不同类型的通信。有关这些端口的图解：
请参见第 27 页的图 1-7。
CVM 通信涉及下列 GAB 端口：
■

端口 w
大多数 CVM 通信都使用端口 w 进行 vxconfigd 通信。在卷配置发生任何更改
（如创建卷、挂接或分离 Plex 以及调整卷大小）期间，主节点上的 vxconfigd
使用端口 w 与从属节点共享该信息。
当所有从属节点使用端口 w 确认新配置是下一个活动配置时，主节点将该记录
作为下一配置更新到 VxVM 磁盘组专用区域中的磁盘头文件。

■

端口 v
CVM 使用端口 v 进行内核间通信。执行特定配置事件期间，某些操作需要在所
有节点之间相互协调。调整大小操作就是一个同步事件示例。CVM 必须确保所
有节点都能查看新的或旧的大小，但各成员之间必须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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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 还使用该端口从 GAB 获取集群成员集并确定集群中其他 CVM 成员的状
态。
■

端口 u
CVM 使用组原子广播 (GAB) 端口 u 将命令由从属节点传送到主节点。

■

端口 y
当将 I/O 从可能断开与存储的本地访问的节点传送到集群中的其他节点时，CVM
使用端口 y 进行所需的内核到内核之间的通信。

CVM 恢复
当某个节点离开集群时，GAB 会将新成员集发送到现有集群节点上的 CVM 中。防
护驱动程序 (VXFEN) 可确保在通知 CVM 之前处理裂脑情形。 然后，CVM 开始恢
复在节点退出后处于不一致状态的共享卷的镜像。
对于数据库文件，使用 SmartSync 选项启用 ODM 后，Oracle Resilvering 将处理
镜像卷的恢复。 对于非数据库文件，则使用脏区日志 (DRL) 对此恢复过程进行优
化。 DRL 是存储在具有特殊用途的 VxVM 子磁盘中的一个映射，并作为附加的 plex
挂接到镜像卷。 为共享卷创建 DRL 子磁盘时，将自动评估子磁盘的长度以满足集
群节点数。 如果共享卷已启用快速镜像重新同步 (FlashSnap)，则自动创建的“DCO
(数据更改对象)”日志卷会将 DRL 嵌入其中。 如果没有 DRL 或 DCO，CVM 将执行
完整的镜像重新同步。

VxVM 配置差别
CVM 配置在下列方面与 VxVM 配置不同：
■

配置命令在主节点上运行。

■

所创建的磁盘组作为共享磁盘组导入。（磁盘组也可以是专用的。）

■

磁盘组是基于每个节点进行激活的。

■

共享磁盘组是在 CVM 启动时自动导入的。

Cluster File System (CFS)
通过 CFS，可以同时在多个节点上装入相同的文件系统，CFS 是行业标准 Veritas
File System 的扩展。与某些通过另一个节点将数据发送到存储的其他文件系统不
同，CFS 是真正的 SAN 文件系统。 所有数据通信都发生在存储网络 (SAN) 中，并
且只有元数据经过集群互联。
除了使用 SAN 光纤读取和写入数据之外，CFS 还提供了存储检查点和存储回滚以进
行备份和恢复。
在典型的 SF Oracle RAC 配置中，使用 CFS 访问集群存储。也可以采用对 CVM 卷
的原始访问，但通常不使用这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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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面向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员的文档。

CFS 体系结构
SF Oracle RAC 使用 CFS 管理大型数据库环境中的文件系统。 由于 CFS 是 VxFS 的
扩展，所以它以类似的方式运行并在内存（通常称为缓冲区高速缓存或 vnode 缓
存）中缓存元数据和数据。 CFS 使用称为 Global Lock Manager (GLM) 的分布式锁
机制确保所有节点都具有一致的文件系统视图。 GLM 通过协调对文件系统元数据
（如 inode 和空闲列表）的访问，实现跨节点的元数据和缓存的一致性。 GLM 的
角色是基于每个文件系统进行设置，以实现负载平衡。
CFS 涉及主要/辅助体系结构。 集群中的一个节点是文件系统的主节点。 虽然任何
节点都可以启动操作来创建、删除数据或调整大小，但仅 GLM 主节点执行实际操
作。 创建文件之后，GLM 主节点会为了保持多个节点中数据的一致性而提供锁。
例如，如果节点尝试修改文件内的某个块，则它必须获取独占锁，以确保其他可能
缓存了相同文件的节点的缓存副本失效。
SF Oracle RAC 配置尽量减少了对 GLM 锁定的使用。Oracle RAC 通过 ODM 接口
访问文件系统并处理自己的锁定，只有 Oracle（而不是 GLM）才缓冲数据并协调
对文件的写入操作。 单点锁定和缓冲可确保实现最佳性能。 仅当文件的元数据发生
更改时（如创建和调整大小操作期间），才涉及 GLM 锁定。

CFS 通信
CFS 使用端口 f 进行 GLM 锁定和元数据通信。 SF Oracle RAC 配置尽可能减少了对
GLM 锁定的使用，除非文件元数据发生了更改。

CFS 文件系统的优点
在 VxFS 中适用的多种功能在 SF Oracle RAC 环境中不起作用，因为 ODM 负责此
类功能。 CFS 为 VxFS 增加了高可用性、一致性和可伸缩性及集中管理等功能。 在
SF Oracle RAC 环境中使用 CFS 具有下列优点：
■

增强了可管理性，包括易于创建和扩展文件
如果没有 CFS，您必须为 Oracle 提供固定大小的分区。 而使用 CFS，则可以动
态扩充文件系统以满足未来的需求。

■

减少了用户错误的发生率
原始分区不可见，因此管理员可能会因误将文件系统放置到这些分区上而对其
造成损害。 Oracle 中没有任何机制可防止此类错误。

■

数据中心一致性
如果有原始分区，则您只能使用特定于 RAC 的备份策略。 CFS 允许您通过数据
中心实施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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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 配置差别
第一个将 CFS 文件系统作为共享文件系统装入的节点变为该文件系统的主节点。 所
有其他节点是该文件系统的“辅助节点”。
从每个节点单独装入集群文件系统。 mount 命令的 -o 集群选项在共享模式下安装
文件系统，这意味着您可以在多个节点上的装入点同时装入文件系统。
当在 VxFS 文件系统上将 fsadm 实用程序用于联机管理功能（包括文件系统调整大
小、碎片整理、目录重新组织和查询或更改 largefiles 标志）时，请从任意节点运
行 fsadm。

CFS 恢复
vxfsckd 后台驻留程序负责在共享文件系统的主节点崩溃时保证文件系统的一致性。
如果本地节点是给定文件系统的辅助节点，并且通过重新配置使该节点成为了主节
点，则内核会要求新主节点上的 vxfsckd 启动基础卷意向日志的重放。 Vxfsckd 后
台驻留程序发出对 fsck 的特殊调用，该调用忽略正常情况下 fsck 和其他 VxFS 实用
程序会考虑的卷保留保护。 如果该节点充当多个文件系统的主节点角色，则 vxfsckd
可以一次检查多个卷。
在辅助节点崩溃后，无需采取任何操作来恢复文件系统完整性。 对于文件系统上发
生的任何崩溃，崩溃时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的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由应用程序自己负
责。

为数据文件使用原始卷和使用 CFS 的区别
为数据文件使用原始卷和 CFS 时，请牢记以下几点：
■

如果使用基于文件系统的数据文件，则包含这些文件的文件系统必须位于共享
磁盘上。 在每个节点上创建相同的文件系统装入点。

■

如果使用原始设备，如 VxVM 卷，请为要永久归数据库帐户所有的卷设置权限。
VxVM 在导入时设置卷权限。VxVM 卷以及在其中创建的任意文件系统必须归
Oracle 数据库用户所有。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通过控制组件层的启动和关闭，以及提供监视功能和
故障通知功能来指示 SF Oracle RAC 操作。
在典型 SF Oracle RAC 配置中，VCS 的 Oracle RAC 服务组作为“并行”服务组而
不是“故障转移”服务组运行；发生故障之后，VCS 不会尝试迁移发生故障的服务
组。 相反，可以使用该软件将该服务组配置为在发生故障时重新启动。

31

32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概述
组件产品和 SF Oracle RAC 进程

VCS 体系结构
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是运行在每个节点上的主 VCS 后台驻留程序。 HAD
跟踪集群配置中的变化并通过 GAB 和 LLT 通信来监视资源状态。 HAD 使用代理管
理所有应用程序服务，这些代理是已安装的程序，用于管理资源（特定的硬件或软
件实体）。
VCS 体系结构设计具有可扩展性和高效率的特点。 HAD 不需要了解如何启动 Oracle
或受 VCS 控制的任何其他应用程序。相反，可以添加代理来管理不同资源，且不会
对该引擎 (HAD) 产生任何影响。代理仅与本地节点上的 HAD 通信，而 HAD 通过
与其他节点上的 HAD 进程通信来交流状态信息。由于代理不需要在系统间通信，
所以 VCS 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集群互联上的通信量。
SF Oracle RAC 为 VCS 提供了特定代理，用于管理 Oracle Grid Infrastructure 和数
据库（包括实例）等 CVM、CFS 和 Oracle 组件。

VCS 通信
VCS 使用端口 h 进行 HAD 通信。 代理与本地节点上的 HAD 进行有关资源的通信，
而 HAD 通过 GAB 端口 h 将该节点上的资源信息分发到其他节点。HAD 还会接收
其他集群成员的信息来更新它对集群的了解。

关于 IMF 通知模块
智能监视框架 (IMF) 的通知模块是异步监视框架 (AMF)。
AMF 是一种内核驱动程序，它连接到操作系统的系统调用和其他内核接口，以获取
有关以下事件等各种事件的通知：
■

进程启动或停止时。

■

从装入点装入或卸载块设备时。

AMF 也可与智能监视框架后台驻留程序 (IMFD) 交互，获得与磁盘组相关的通知。
AMF 将这些通知传递到启用了智能监视的各种 VCS 代理中。
请参见第 32 页的“关于资源监视”。

关于资源监视
VCS 代理根据在 MonitorInterval 或 OfflineMonitorInterval 资源类型属性中定义
的监视间隔（以秒为单位）值定期轮询资源。在每个监视间隔后，VCS 会调用该资
源的 monitor 代理函数。例如，对于进程脱机监视，与每个进程资源相对应的进程
代理的 monitor 代理函数会在每个监视间隔内扫描进程表以检查进程是否已联机。
对于进程联机监视，monitor 代理函数会查询操作系统以了解它所监视的进程 ID 的
状态。对于装入代理，与每个装入资源相对应的 monitor 代理函数会检查是否在装
入点装入了块设备。为了确定这一点，监视功能会执行诸如装入表扫描等操作，或
运行 statfs 的等效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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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智能监视框架 (IMF)，VCS 除了支持基于轮询的监视之外，还支持智能资源
监视。IMF 是 VCS 代理框架的扩展名。您可以启用或禁用可识别 IMF 的 VCS 代理
的智能监视功能。有关可识别 IMF 的代理的列表，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33 页的“智能资源监视的工作原理”。
请参见第 108 页的“手动为代理启用和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基于轮询的监视可能会消耗很高百分比的系统资源，如在包含大量资源的系统上的
CPU 和内存。这不仅会影响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的性能，而且还可对代理能够有效
监视的资源量设置限制。
但是，借助基于 IMF 的监视，可以完全消除基于轮询的监视或减少此监视频率。例
如，对于进程脱机和联机监视，可以使用为进程启用的基于 IMF 的监视完全避免对
基于轮询的监视的需求。同样，对于 vxfs 装入，可以通过启用 IMF 监视消除基于
轮询的监视。监视内存占用的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系统资源供其他应用程序使用。
注意：仅 VxFS、CFS 和 NFS 装入类型支持装入智能监视框架。
使用启用 IMF 的代理，VCS 将能够有效地监视大量资源。
因此，智能监视与基于轮询的监视相比，优点如下：
■

提供更快的资源状态更改通知

■

由于监视功能内存占用减少，VCS 系统利用率也会减少

■

使 VCS 能够有效地监视大量资源

考虑在下列情况下为代理启用 IMF：
■

有大量进程资源或装入资源受 VCS 控制。

■

有任何可识别 IMF 的代理。

智能资源监视的工作原理
某个可识别 IMF 的代理启动时，该代理会初始化 IMF 通知模块。在资源处于稳定
状态后，该代理会使用 IMF 通知模块注册监视资源所需的详细信息。例如，该进程
代理会使用 IMF 通知模块注册进程的 PID。代理的 imf_getnotification 功能会等待
任何资源状态更改。当 IMF 通知模块通知 imf_getnotification 功能某个资源状态更
改时，该代理框架会运行监视代理功能来确定该资源的状态。该代理会将状态更改
通知给 VCS，VCS 会采取相应的操作。
任何两个连续的 monitor 代理函数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或“OFFLINE
(脱机)”后，资源将处于稳定状态。下列是如何达到稳定状态的几个示例。
■

资源联机时，monitor 代理函数在 online 代理函数完成之后调度。假设此 monitor
代理函数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下一个 monitor 代理函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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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terval 属性指定的时间间隔之后运行。 MonitorInterval 的默认值为
60 秒。 如果此 monitor 代理函数也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则视为
达到稳定状态，这是因为两个连续的 monitor 代理函数将资源的状态报告为
“ONLINE (联机)”。第二个 monitor 代理函数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
后，将调度 IMF 的注册命令。向 IMF 通知模块注册此资源，并且它将受 IMF 控
制。
类似的事件序列适用于使资源脱机。
■

资源联机时，monitor 代理函数在 online 代理函数完成之后调度。假设此 monitor
代理函数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如果在 MonitorInterval 指定的时
间间隔之前对资源启动探查操作，则探查操作将立即调用 monitor 代理函数。
如果此 monitor 代理函数再次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则视为达到稳
定状态，这是因为两个连续的 monitor 代理函数将资源的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第二个 monitor 代理函数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后，将调
度 IMF 的注册命令。向 IMF 通知模块注册此资源，并且它将受 IMF 控制。
类似的事件序列适用于使资源脱机。

■

假设 IMF 对某一代理类型已禁用，且当该资源为“ONLINE (联机)”时，您针对
该代理类型启用 IMF。下一个 monitor 代理函数在 MonitorInterval 指定的时间
间隔之后运行。 如果此 monitor 代理函数再次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
则视为达到稳定状态，这是因为两个连续的 monitor 代理函数将资源的状态报
告为“ONLINE (联机)”。
如果资源的初始状态为“OFFLINE (脱机)”，且在您针对代理类型启用 IMF 之
后，下一个 monitor 代理函数也将状态报告为“OFFLINE (脱机)”，则类似的
事件序列将会适用。

■

假设 IMF 对某一代理类型已禁用，且当该资源为“ONLINE (联机)”时，您针对
该代理类型启用 IMF。如果针对该资源启动探查操作，则此探查操作将立即调
用 monitor 代理函数。如果此 monitor 代理函数也将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
机)”，则视为达到稳定状态，这是因为两个连续的 monitor 代理函数将资源的
状态报告为“ONLINE (联机)”。
如果资源的初始状态为“OFFLINE (脱机)”，且在您针对代理类型启用 IMF 之
后，由探查操作启动的下一个 monitor 代理函数也将状态报告为“OFFLINE (脱
机)”，则类似的事件序列将会适用。

请参见第 32 页的“关于 IMF 通知模块”。

集群配置文件
在默认配置中，VCS 使用两个配置文件：
■

Main.cf 文件定义整个集群，包括集群名称、集群中的系统、服务组和资源的定
义，以及服务组和资源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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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s.cf 文件定义资源类型。 集群中的每一个资源都由一个唯一的名称来标识，
还根据其类型进行了分类。 VCS 包括一组适用于存储、网络和应用程序服务的
预定义资源类型。

如果添加了代理，则可能会存在类似于 types.cf 的其他文件。例如，SF Oracle RAC
包括其他资源类型文件，例如 OracleTypes.cf、PrivNIC.cf 和 MultiPrivNIC.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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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保留访问共享存储权限的节点

■

必须逐出集群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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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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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使用至少一个 CP 服务器系统的 I/O 防护称作基于
服务器的 I/O 防护。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可仅包括
CP 服务器，也可以包括 CP 服务器和协调器磁盘的
组合。
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可以确保集群中的数据完整
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使用 I/O 防护防止数据损坏”。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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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在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实现中，vxfen 驱动程序会在驱动程序内部完全处理各种基
于 SCSI-3 PR 的仲裁操作。I/O 防护还会提供一种称作自定义防护的框架，其中，
仲裁操作可以使用自定义脚本实现。vxfen 驱动程序调用该自定义脚本。
基于 CP 服务器的协调点使用自定义防护框架。请注意，还可以使用自定义防护框
架来启用基于 SCSI-3 PR 的防护仲裁。这样用户便可使用自定义防护将 SCSI-3 LUN
和 CP 服务器的组合指定为协调点。可通过在 /etc/vxfenmode 文件中指定
vxfen_mode=customized 和 vxfen_mechanism=cps 来启用自定义防护。
此外，/etc/vxfenmode 和 /etc/vxfentab 文件还包含另一个参数 security，用于
指示 CP 服务器与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之间的通信是否安全。
图 1-8 显示了自定义防护选项的示意图。
自定义防护

图 1-8

SCSI-3 LUN

CP 服务器

cpsadm
vxfenadm

自定义
脚本
用户空间

vxfend

客户端集群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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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级别的后台驻留程序 vxfend 将与 vxfen 驱动程序进行交互，进而与 GAB 进行
交互以获得节点成员集更新。收到成员集更新时，vxfend 将调用各种脚本，以争夺
协调点并隔离数据磁盘。vxfend 后台驻留程序管理各种防护代理。自定义的防护脚
本位于 /opt/VRTSvcs/vxfen/bin/customized/cps 目录中。
涉及的脚本包括：
■

generate_snapshot.sh：检索协调器磁盘的 SCSI ID 和/或 CP 服务器的 UUID ID
CP 服务器使用存储在 /etc/VRTScps/db/current/cps_uuid 中的 UUID。
有关 UUID（通用唯一标识符）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
指南》。

■

join_local_node.sh：向协调器磁盘或 CP 服务器注册键

■

race_for_coordination_point.sh：在重新配置集群后进行争夺以确定胜方

■

unjoin_local_node.sh：删除使用 join_local_node.sh 注册的键

■

fence_data_disks.sh：防止缺失节点访问数据磁盘。

■

local_info.sh：列出本地节点的配置参数和协调点，这些配置参数和协调点由
vxfen 驱动程序使用。

CP 服务器提供的 I/O 防护增强功能
CP 服务器配置通过提供以下新功能来增强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

CP 服务器配置是可伸缩的，具有三个 CP 服务器的配置可以为多个 SF Oracle
RAC 集群提供 I/O 防护。由于单个 CP 服务器配置可以为大量 SF Oracle RAC 集
群提供服务，因此可以大大降低多个 SF Oracle RAC 集群部署的成本。

■

在 I/O 防护过程中，恰当设置的 CP 服务器可以消除任何协调器磁盘位置偏差。
例如，如果由于逻辑限制而导致三个协调器磁盘中有两个位于单个站点并且设
置第三个协调器磁盘位置的成本过高，则可能会发生该位置偏差。
请参见第 38 页的图 1-9。
在这种配置下，如果具有两个协调器磁盘的站点不可访问，则另一站点由于缺
少大多数协调点而不再存在。I/O 防护会要求将 SAN 扩展到第三个站点，但这
可能并不是合适的解决方案。 替代方法是将 CP 服务器作为第三个协调点放置在
远程站点。

注意：CP 服务器提供一种不必依赖 SCSI-3 兼容协调器磁盘的替代仲裁机制。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中的数据磁盘防护将仍需要 SCSI-3 I/O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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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1 中协调器磁盘的偏斜放置

图 1-9

站点 1

站点 2

节点 1

节点 2
公共
网络

协调器磁盘 #1

SAN
协调器磁盘 #3

协调器磁盘 #2

关于 CP 服务器数据库
CP 服务器需要一个用于存储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的注册密钥的数据库。CP 服
务器使用 SQLite 数据库来进行其操作。默认情况下，该数据库位于
/etc/VRTScps/db。
对于托管 CP 服务器的单节点 VCS 集群，可将此数据库放置于本地文件系统上。对
于托管 CP 服务器的 SFHA 集群，必须将此数据库放置在共享文件系统上。必须在
属于 SFHA 集群的所有节点之间共享该文件系统。
在托管 CP 服务器的 SFHA 集群中，可通过设置基于 SCSI-3 PR 的 I/O 防护来保护
共享数据库。基于 SCSI-3 PR 的 I/O 防护会防止发生裂脑情形。
警告：不能直接编辑 CP 服务器数据库，只能使用 cpsadm(1M) 对其进行访问。手动
操作该数据库可能会导致意外结果，包括系统混乱。

关于 CP 服务器用户类型和权限
CP 服务器支持以下用户类型，每种类型具有不同的访问级别权限：
■

CP 服务器管理员 (admin)

■

CP 服务器操作员

不同的访问级别权限允许用户执行不同的命令。如果某个用户既不是 CP 服务器管
理员用户，也不是 CP 服务器操作员用户，则该用户具有来宾身份，可以执行有限
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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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F Oracle RAC 集群的防护配置期间，会将用户类型及其访问级别权限分配给各
个用户。在安装过程中，系统提示您输入用户名、密码和访问级别权限（CP 服务器
管理员或 CP 服务器操作员）。
要管理和操作 CP 服务器，必须至少具有一个 CP 服务器 admin 权限。
会向 CP 服务器上的 root 用户赋予所有管理员权限，这些管理员权限可以用于执行
所有特定于 CP 服务器的操作。

关于首选防护
I/O 防护驱动程序使用协调点以防止在 VCS 集群中出现裂脑。默认情况下，在协调
点争用期间，防护驱动程序优先使用具有最大节点数的子集群。通过首选防护功
能，可以指定防护驱动程序必须如何确定未发生故障的子集群。
可以使用集群级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配置首选防护策略，如下所示：
■

启用基于系统的首选防护策略以优先使用高容量系统。

■

启用基于组的首选防护策略，以优先使用高优先级应用程序的服务组。

■

禁用首选防护策略，以使用基于节点数的默认争用策略。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启用或禁用首选防护策略”。

关于使用 I/O 防护防止数据损坏
I/O 防护是在集群出现通信故障时防止发生数据损坏的一项功能。
为提供高可用性，集群必须能够在节点出现故障时执行相应的纠正操作。在这种情
况下，SF Oracle RAC 会对其组件进行配置，以反映已改变的成员集。
但当用于检测故障的机制失败时，问题也随之而来，因为这种机制失败时呈现的症
状与故障节点的症状相同。例如，如果双节点集群中有一个系统发生故障，则该系
统会停止通过专用互联链路发送心跳。剩余的节点则会采取纠正措施。但是，专用
互联链路（而非实际节点）发生故障会呈现相同的症状，并导致每个节点断定其对
等端已脱离。这种情况通常会导致数据损坏，因为这两个节点试图以不协调的方式
控制数据存储。
除了一组中断的专用网络之外，其他情形也可能导致这种情况。如果某个系统太
忙，以至于表面上看来停止响应或“挂起”，则其他节点会将该系统声明为死点。
某些节点使用支持“中断”和“恢复”功能的硬件，也可能会将系统声明为死点。
如果某个节点因中断而降至 PROM 级别而随后又恢复运行，其他节点可能将该系统
声明为死点。即使系统稍后返回运行状态并开始执行写入操作，其他节点也可能会
将该系统声明为死点。
SF Oracle RAC 使用 I/O 防护来消除与裂脑相关的风险。I/O 防护允许活动集群的成
员进行写访问。它能阻止非集群成员对存储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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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显示了一个四节点集群的示意图，每个节点将顺序条目写入连接的磁盘阵
列。当中断四个节点之间的专用网络连接（下图中的节点 A 和其他三个节点之间）
时，会发生裂脑情况，并有可能造成磁盘阵列的数据损坏。I/O 防护进程通过将节
点 A 从集群隔开来防止发生裂脑和出现任何数据损坏。
专用网络中断和 I/O 防护解决方案

图 1-10

公共网络

数据损坏

专用
网络
（心跳）
节点 A
顺序
条目

节点 B
顺序
条目

节点 C
顺序
条目

节点 D
顺序
条目
磁盘 I/O

磁盘 I/O

I/O 防护
解决方案

磁盘阵列

关于 SCSI-3 持久性保留
对于 I/O 防护来说，SCSI-3 持久性保留 (SCSI-3 PR) 必不可少，它解决了在集群
SAN 环境中使用 SCSI 保留的问题。利用 SCSI-3 PR，可以使多个节点访问一台设
备，同时阻止其他节点进行访问。
SCSI-3 保留在多次 SCSI 总线重置之后均保持不变，并且支持从主机到磁盘的多个
路径。与之相反，只允许一台主机通过一个路径使用 SCSI-2 保留。如果出于对数据
完整性的保护而需要阻止对设备进行访问，则仅有一台主机和一个路径会保持活动
状态。但是随着大型集群的应用，会有多个节点以可控方式对存储执行读取和写入
操作，这样 SCSI-2 保留就不能满足它的要求了。
SCSI-3 PR 采用注册和保留的概念。每个系统都会向 SCSI-3 设备注册其“键”。多
个系统注册键，就形成成员集并建立保留，该保留通常设置为 Write Exclusive
Registrants Only。WERO 设置仅允许已注册的系统执行写入操作。对于给定磁盘，
多个注册只能有一个保留。
利用 SCSI-3 PR 技术，阻止写访问就如同从设备中删除注册一样容易。只有已注册
的成员才能“逐出”其他成员的注册。想要逐出其他成员的成员会发出“抢占并中
止”命令。逐出节点是一项最终操作和原子操作，已逐出的节点不能逐出其他节
点。在 SF Oracle RAC 中，节点为它到某设备的所有路径注册相同的键。一个“抢
占并中止”命令就可以将某个节点从存储设备的所有路径中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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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O 防护操作
I/O 防护功能由基于内核的防护模块 (vxfen) 提供，该功能在发生节点故障和通信故
障时会采取相同的措施。当节点上的防护模块收到 GAB 模块的通知，告知集群成员
集发生了更改时，该防护模块会立即启动防护操作。该节点会使用“抢占并中止”
命令，尝试将已脱离节点的密钥逐出协调器磁盘。当节点成功地将已脱离的节点逐
出协调器磁盘时，也就将其逐出了数据磁盘。在裂脑情形下，这两个拆分的节点会
争夺协调器磁盘的控制权。赢得大部分协调器磁盘的节点将夺得控制权，并对失败
的节点进行防护。随后，失败的节点发生混乱并重新启动系统。

关于 I/O 防护通信
vxfen 驱动程序连接到 GAB 端口以截取集群成员集的更改（重新配置消息）。在成
员集发生更改期间，防护驱动程序将确定哪些系统是集群的成员，以允许访问共享
磁盘。
完成防护操作之后，驱动程序会将重新配置消息传递给更高的模块。CVM 控制共享
磁盘组的数据驱动器的防护。当某一节点成功加入 GAB 集群，且驱动程序确定不存
在可能导致裂脑的情况时，CVM 可以导入所有共享磁盘组。CVM 主节点协调导入
顺序以及每个磁盘组的键。当各从属节点加入集群时，它会接受磁盘组和键的 CVM
列表，并将其正确的数字添加到键的第一个字节。然后，每个从属节点会注册磁盘
组中的所有驱动器的键。

关于 I/O 防护组件
SF Oracle RAC 使用的共享存储器必须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才能启用 I/O 防护。
SF Oracle RAC 使用两种类型的共享存储器：
■

数据磁盘 - 存储共享数据
请参见第 41 页的“关于数据磁盘”。

■

协调点 - 在成员集发生更改期间充当全局锁
请参见第 41 页的“关于协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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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协调点
协调点提供了锁定机制，以确定哪些节点可将数据驱动器与其他节点隔开。节点只
有在将其对等端逐出协调点之后才能将对等端与数据驱动器隔开。SF Oracle RAC
防止已分解脑子，当 vxfen 协调点的控制的时种族，并且赢利地区分区操刀从存取
数据磁盘的弹出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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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点可以是磁盘或服务器，也可以是这两者。
■

协调器磁盘
用作协调点的磁盘称为协调器磁盘。协调器磁盘是指在重新配置集群期间为 I/O
防护保留的三个标准磁盘或者 LUN。在 SF Oracle RAC 配置中，协调器磁盘不
用于其他任何存储目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允许协调器磁盘利用 DMP 的路径故障转移功能
以及动态添加和删除功能。在装有 HP-UX 11i v3 的集群节点中，必须使用 DMP
设备或 iSCSI 设备进行 I/O 防护。HP-UX 11i v3 中进行的以下更改要求不使用
原始设备进行 I/O 防护：
■

提供本机多径处理支持

■

不通过设备文件条目提供对各路径的访问

HP-UX 提供的元节点界面不符合 SCSI-3 PR 对 I/O 防护功能的要求。可以将协
调器磁盘配置为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功能。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协调点服务器
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是运行在远程系统或集群上的软件解决方案。它通
过允许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执行下列任务来提供仲裁功能：
■

自动注册，以成为能够访问数据驱动器的活动 SF Oracle RAC 集群的成员（向
CP 服务器注册）

■

检查其他哪些节点已注册为此活动 SF Oracle RAC 集群

■

从此活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自动撤销注册

■

强制撤消其他节点注册（抢占）为此活动 SF Oracle RAC 集群的成员

简而言之，CP 服务器充当在现有 I/O 防护模块内集成的另一种仲裁机制。
注意：使用 CP 服务器时，该防护仲裁逻辑仍保留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
运行不同操作系统的多个 SF Oracle RAC 集群可以同时访问 CP 服务器。CP 服
务器与 SF Oracle RAC 集群之间使用基于 TCP/IP 的通信。

I/O 防护在不同事件情形下的工作方式
表 1-2 介绍了在不同的故障事件情形下，I/O 防护如何防止数据损坏。针对各种情
况，查看操作员应采取的纠正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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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I/O 防护情形

事件

节点 A：出现的情
况

节点 B：出现的情
况

两个专用网络均出现
故障。

节点 A 会争夺大部分 节点 B 会争夺大部分
协调点。
协调点。

操作员操作
节点 B 被逐出集群之
后，请先修复专用网
络，然后再尝试使节
点 B 重新返回到集群
中。

如果节点 A 在对协调
点的争夺中获胜，则
节点 A 会将节点 B 逐
出共享磁盘，然后继
续运行。

如果节点 B 在对协调
点的争夺中失败，节
点 B 会发生混乱并自
行从集群中删除。

发生上述事件之后，
两个专用网络重新恢
复运行。

节点 A 继续运行。

节点 B 已经崩溃，它
不能启动数据库，因
为无法向数据磁盘写
入数据。

一个专用网络发生故
障。

节点 A 会在控制台上 节点 B 会在控制台上 修复专用网络。修复
输出有关 IOFENCE 的 输出有关 IOFENCE 的 网络之后，两个节点
消息，并继续运行。 消息，并继续运行。 就可自动使用网络
了。

节点 A 挂起。

节点 A 由于某种原因 节点 B 失去与节点 A
非常忙或节点 A 处于 之间的心跳链接，并
内核调试程序中。
争夺大部分协调点。
节点 A 不再挂起或不
再处于内核调试程序
中时，所有已排队的
针对数据磁盘的写入
操作均会失败，因为
节点 A 已被逐出。当
节点 A 从 GAB 收到有
关被逐出的消息之
后，会发生混乱并自
行从集群中删除。

节点 B 在对协调点的
争夺中获胜，并将节
点 A 逐出共享数据磁
盘。

还原专用网络之后，
重新启动节点 B。

修复或调试挂起的节
点，并重新启动该节
点以便重新加入集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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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节点 A：出现的情
况

节点 B：出现的情
况

操作员操作

节点 A 和节点 B 以及
专用网络断电。而协
调点和数据磁盘的电
源正常供电。

节点 A 重新启动，I/O
防护驱动程序 (vxfen)
检测到节点 B 向协调
点进行了注册。驱动
程序没有在集群成员
表中看到节点 B，因
为专用网络已断开。
这会导致 I/O 防护设
备驱动程序阻止节点
A 加入集群。节点 A
控制台会显示以下消
息：

节点 B 重新启动，I/O
防护驱动程序 (vxfen)
检测到节点 A 向协调
点进行了注册。驱动
程序没有在集群成员
表中看到节点 A，因
为专用网络已断开。
这会导致 I/O 防护设
备驱动程序阻止节点
B 加入集群。节点 B
控制台会显示以下消
息：

解决已有的裂脑情
况。

Potentially a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Dropping out
of the cluster.
Refer to the
user
documentation
for steps
required
to clear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Potentially a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Dropping out
of the cluster.
Refer to the
user
documentation
for steps
required
to clear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节点的电源恢复供
电，节点重新启动，
但专用网络仍然无法
正常运行。

请参见第 179 页的“防
护启动报告已有的裂
脑”。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概述
组件产品和 SF Oracle RAC 进程

事件

节点 A：出现的情
况

节点 A 崩溃而节点 B 节点 A 崩溃。
停机。节点 B 恢复正
常运行而节点 A 仍然
停机。

节点 B：出现的情
况

操作员操作

节点 B 重新启动并且
检测到节点 A 向协调
点进行了注册。驱动
程序没有在集群成员
表中看到节点 A。I/O
防护设备驱动程序会
在控制台上输出以下
消息：

解决已有的裂脑情
况。
请参见第 179 页的“防
护启动报告已有的裂
脑”。

Potentially a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Dropping out
of the cluster.
Refer to the
user
documentation
for steps
required
to clear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包含三个协调点中的
两个协调点的磁盘阵
列断电。

只要任何节点都没有 只要任何节点都没有
脱离集群，节点 A 就 脱离集群，节点 B 就
会继续运行。
会继续运行。

没有任何节点脱离集
群成员集

打开发生故障的磁盘
阵列的电源，以便后
续网络分裂不会导致
集群关闭；或者更换
协调点。
请参见第 127 页的“集
群联机时替换 I/O 防
护协调器磁盘”。

包含三个协调点中的
两个协调点的磁盘阵
列断电。
节点 B 正常脱离集
群，磁盘阵列仍处于
断电状态。正常脱离
意味着干净的关闭，
从而可以正确取消配
置 vxfen。

节点 A 在集群中继续 节点 B 已脱离集群。
运行。

打开发生故障的磁盘
阵列的电源，以便后
续网络分裂不会导致
集群关闭；或者更换
协调点。
请参见第 127 页的“集
群联机时替换 I/O 防
护协调器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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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节点 A：出现的情
况

包含三个协调点中的
两个协调点的磁盘阵
列断电。

节点 A 会争夺大部分 节点 B 由于崩溃或网
协调点。节点 A 发生 络分裂已脱离集群。
故障，因为三个协调
点中只有一个是可用
的。节点 A 会发生混
乱并自行从集群中删
除。

节点 B 突然崩溃，或
者在节点 A 和节点 B
之间出现网络分裂，
且磁盘阵列仍处于断
电状态。

节点 B：出现的情
况

操作员操作
打开发生故障的磁盘
阵列的电源，并重新
启动 I/O 防护驱动程
序，使节点 A 能够向
所有协调点进行注
册；或者更换协调
点。
请参见第 182 页的“集
群脱机时替换损坏的
磁盘”。

关于 CP 服务器
本节讨论 CP 服务器功能。
介绍了以下 CP 服务器功能：
■

包含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 SF Oracle RAC 集群配置

■

CP 服务器提供的 I/O 防护增强功能

■

关于实现 CP 服务器的高可用性

■

建议的 CP 服务器配置

■

关于 SF Oracle RAC 集群和 CP 服务器之间的安全通信

具有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的典型 SF Oracle RAC 集群配置
图 1-11 显示了使用 SF Oracle RAC 集群（具有两个节点）、单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
协调器磁盘的配置。SF Oracle RAC 集群内的节点使用 LLT 链路相互连接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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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服务器、SF Oracle RAC 集群和协调器磁盘

图 1-11

CP 服务器

TCP/IP
协调器磁盘

协调器磁盘

光纤通道

客户端集群

LLT 链路
节点 1

节点 2

应用程序存储

定义协调点
I/O 防护需要三个或多个（奇数个）协调点。 协调点可以是 CP 服务器或者协调器
磁盘。 在 I/O 防护情景中，CP 服务器能够和协调器磁盘提供相同的功能。 因此，
可以混合和匹配 CP 服务器与协调器磁盘以便提供仲裁功能。
Symantec 支持以下三个协调点配置：
■

基于 Vxfen 驱动程序使用 SCSI-3 协调器磁盘的 I/O 防护

■

使用 SCSI-3 磁盘和 CP 服务器组合作为协调点的自定义防护

■

仅使用三个 CP 服务器作为协调点的自定义防护

注意：Symantec 不支持在同一计算机上配置多个 CP 服务器的配置。

CP 服务器部署和迁移方案
表 1-3 介绍受支持的部署和迁移方案，以及必须在 SF Oracle RAC 集群和 CP 服务
器上执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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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CP 服务器部署和迁移方案

方案

CP 服务器

SF Oracle RAC
集群

所需操作

首次为 SF Oracle
RAC 集群设置 CP
服务器

新 CP 服务器

将 CP 服务器用作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执行以下任务：
协调点的新 SF
1 准备配置新 CP 服务器。
Oracle RAC 集群
2 配置新 CP 服务器。

3

准备新 CP 服务器供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
护。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将新 SF Oracle
正常运行的现有
RAC 集群添加到正 CP 服务器
常运行的现有 CP
服务器

新 SF Oracle
RAC 集群

将现有 CP 服务器
中的协调点替换到
新 CP 服务器

将 CP 服务器用作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执行以下任务：
协调点的现有 SF
1 准备配置新 CP 服务器。
Oracle RAC 集群
2 配置新 CP 服务器。

新 CP 服务器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
护。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3

准备新 CP 服务器供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某个节点上，运行 vxfenswap
命令以替换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在联机集群中替换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
调点”。
将协调点从现有 CP 正常运行的 CP 服 将 CP 服务器用作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准备手动配置新 CP 服务器。
服务器替换到正常 务器
协调点的现有 SF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运行的 CP 服务器
Oracle RAC 集群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协调点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某个节点上，运行 vxfenswap
命令以替换 C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在联机集群中替换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
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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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CP 服务器

在具有新 CP 服务 新 CP 服务器
器协调点的 SF
Oracle RAC 集群中
启用防护

SF Oracle RAC
集群

所需操作

以禁用模式配置 注意：将防护从禁用模式迁移到自定义模式会在 SF Oracle
防护的现有 SF
RAC 集群上导致应用程序停机。
Oracle RAC 集群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执行以下任务：
1

准备配置新 CP 服务器。

2

配置新的 CP 服务器

3

准备新 CP 服务器供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停止所有应用程序、VCS 和
防护。

2

要停止 VCS，请使用以下命令（要在所有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运行）：
# hastop -local

3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防护：
# /sbin/init.d/vxfen stop

4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重新配置 I/O 防护。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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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CP 服务器

SF Oracle RAC
集群

所需操作

在具有正常运行的 正常运行的 CP 服 以禁用模式配置 注意：将防护从禁用模式迁移到自定义模式会导致应用程
CP 服务器协调点的 务器
防护的现有 SF
序停机。
SF Oracle RAC 集
Oracle RAC 集群
群中启用防护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准备配置新 CP 服务器。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执行以下任务：
1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停止所有应用程序、VCS 和
防护。

2

要停止 VCS，请使用以下命令（要在所有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运行）：
#hastop -local

3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防护：
# /sbin/init.d/vxfen stop

4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重新配置防护。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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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CP 服务器

在具有新 CP 服务 新 CP 服务器
器协调点的 SF
Oracle RAC 集群中
启用防护

SF Oracle RAC
集群

所需操作

以 scsi3 模式配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执行以下任务：
置防护的现有 SF
1 准备配置新 CP 服务器。
Oracle RAC 集群
2 配置新的 CP 服务器

3

准备新 CP 服务器供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根据集群是联机还是脱机，执行下列过程：

对于联机的集群，请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执行以
下任务：
◆

运行 vxfenswap 命令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
务器的防护。
请参见第 53 页的“在联机集群中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
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对于脱机的集群，请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执行以
下任务：
1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停止所有应用程序、VCS 和
防护。

2

要停止 VCS，请使用以下命令（要在所有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运行）：
# hastop -local

3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防护：
# /sbin/init.d/vxfen stop

4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重新配置 I/O 防护。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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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CP 服务器

SF Oracle RAC
集群

所需操作

在具有正常运行的 正常运行的 CP 服 以禁用模式配置 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准备配置新 CP 服务器。
CP 服务器协调点的 务器
防护的现有 SF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SF Oracle RAC 集
Oracle RAC 集群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群中启用防护
根据集群是联机还是脱机，执行下列过程：

对于联机的集群，请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执行以
下任务：
◆

运行 vxfenswap 命令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
务器的防护。
请参见第 53 页的“在联机集群中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
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对于脱机的集群，请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执行以
下任务：
1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停止所有应用程序、VCS 和
防护。

2

要停止 VCS，请使用以下命令（要在所有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运行）：
#hastop -local

3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防护：
# /sbin/init.d/vxfen stop

4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重新配置防护。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在协调点（CP 服务 正常运行的 CP 服 将 CP 服务器用作
器/协调器磁盘）上 务器
协调点的现有 SF
刷新 SF Oracle
Oracle RAC 集群
RAC 集群节点的注
册，而不产生应用
程序停机时间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运行 vxfenswap 命令刷新 CP
服务器上的键：
请参见第 138 页的“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刷新协调点上的注册
键。”。

关于在基于磁盘的防护和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之间迁移
您可以在不同防护配置之间迁移，而不会引起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应用程序停
机时间。
在以下情形下，可以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

您需要利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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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需要用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替换发生故障的协调器磁盘。

请参见第 53 页的“在联机集群中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同样，当您需要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执行维护任务时，也可以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
请参见第 58 页的“在联机集群中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
在联机集群中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或从基于磁盘的防护手动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而不会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导致应用程序停机。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在基于磁盘的防护和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之间迁移”。
您还可以使用响应文件在防护配置之间迁移。
请参见第 63 页的“使用响应文件在各种防护配置之间迁移”。
警告：如果在协调点迁移操作完成之前有任何节点离开集群成员集，则该集群可能
出现混乱。
本节介绍了以下过程：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迁移 请参见第 54 页的“使用安装程序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
于服务器的防护”。
手动迁移

请参见第 56 页的“从基于磁盘的防护手动迁移到基于服务器
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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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装程序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确保 SF Oracle RAC 集群联机并使用基于磁盘的防护。
# vxfenadm -d

例如，如果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基于磁盘的防护：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3

针对集群中的任何节点，启动带有 -fencing 选项的 installsfrac 程序。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rac<version> -fencing

其中： <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installsfrac 程序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集群信息。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在配置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时可访问该位置。

4

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安装程序验证是否在启用模式下配置 I/O 防护。

5

确认是否要重新配置 I/O 防护。

6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 4 以便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4,q]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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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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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装程序提供的协调点列表中，选择要替换的协调点。
例如：
Select the coordination points you would like to remove
from the currently configured coordination points:
1) emc_clariion0_62
2) emc_clariion0_65
3) emc_clariion0_66
4) All
5) None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Enter the options separated by spaces: [1-5,b,q,?] (5)? 1 2

如果要迁移到没有协调器磁盘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请键入 4 以删除所有协调
器磁盘。

8

输入新协调点的总数。
如果要迁移到混合有协调点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配置，在此提示符下输入的数
字必须是新 CP 服务器和新协调器磁盘的总数。

9

输入新协调器磁盘的总数。
如果要迁移到没有协调器磁盘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请在此提示符下键入 0。

10 输入每个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的总数或虚拟 IP 地址的主机名的总数。
11 输入每个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 IP 地址的主机名。
12 验证并确认防护重新配置的协调点信息。
13 查看安装程序在执行以下任务时的输出：
■

从协调器磁盘组中删除协调器磁盘。

■

更新每台新 CP 服务器上的应用集群详细信息。

■

在所有节点上准备 vxfenmode.test 文件。

■

运行 vxfenswap 脚本。
请记下在配置进程出现任何问题时可访问的 vxfenswap.log 文件的位置。

■

完成 I/O 防护迁移。

14 如果要向 Symantec 发送此安装信息，请在提示符下回答 y。
Would you like to se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stallation
to Symantec to help improve installation in the future? [y,n,q,?]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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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完成迁移后，请在防护模式下验证更改。
# vxfenadm -d

例如，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后：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Customized
Fencing Mechanism: cps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16 验证 vxfen 驱动程序使用的当前协调点。
# vxfenconfig -l

从基于磁盘的防护手动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确保 SF Oracle RAC 集群联机并使用基于磁盘的防护。
# vxfenadm -d

例如，如果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基于磁盘的防护：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概述
组件产品和 SF Oracle RAC 进程

3

确保您在指定的 CP 服务器上执行了下列任务：
■

准备配置新的 CP 服务器。

■

配置新的 CP 服务器

■

准备新 CP 服务器供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4

在每个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创建一个包含防护配置更改（如 CP 服务器
信息）的新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请参考 /etc/vxfen.d 文件夹中的示例 vxfenmode 文件。

5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启动 vxfenswap 实用程序：
# vxfenswap [-n]

6

查看实用程序显示的消息，并确认是否要提交该更改。
■

如果不需要提交新的防护配置更改，请按 Enter 或在出现提示时回答 n。
Do you wish to commit this change? [y/n] (default: n) n

vxfenswap 实用程序将回滚迁移操作。
■

如果需要提交新的防护配置更改，请在出现提示时回答 y。
Do you wish to commit this change? [y/n] (default: n) y

如果该实用程序提交成功，则它会将 /etc/vxfenmode.test 文件改名为
/etc/vxfenmode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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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迁移后，请在防护模式下验证更改。
# vxfenadm -d

例如，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后：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Customized
Fencing Mechanism: cps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8

验证 vxfen 驱动程序使用的当前协调点。
# vxfenconfig -l

在联机集群中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或通过手动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而不
会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导致应用程序停机。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在基于磁盘的防护和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之间迁移”。
您还可以使用响应文件在防护配置之间迁移。
请参见第 63 页的“使用响应文件在各种防护配置之间迁移”。
警告：如果在协调点迁移操作完成之前有任何节点离开集群成员集，则该集群可能
出现混乱。
本节介绍了以下过程：
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迁移 请参见第 59 页的“使用安装程序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
基于磁盘的防护”。
手动迁移

请参见第 62 页的“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手动迁移到基于磁盘
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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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安装程序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确保将 SF Oracle RAC 集群配置为使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 vxfenadm -d

例如，如果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输出如下所示：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Customized
Fencing Mechanism: cps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3

针对集群中的任何节点，启动带有 -fencing 选项的 installsfrac 程序。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rac<version> -fencing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installsfrac 程序 会先显示版权信息，然后验证集群信息。
请记下日志文件的位置，在配置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时可访问该位置。

4

确认您要继续配置 I/O 防护。
安装程序验证是否在启用模式下配置 I/O 防护。

5

确认是否要重新配置 I/O 防护。

6

查看程序显示的 I/O 防护配置选项。键入 4 以便迁移到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4,q]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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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安装程序提供的协调点列表中，选择要替换的协调点。
例如：
Select the coordination points you would like to remove
from the currently configured coordination points:
1) emc_clariion0_62
2) [10.209.80.197]:14250,[10.209.80.199]:14300
3) [10.209.80.198]:14250
4) All
5) None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Enter the options separated by spaces: [1-5,b,q,?] (5)? 2 3

8

输入新协调点的总数。

9

输入新协调器磁盘的总数。

10 从安装程序提供的可用磁盘的列表中，选择两个要配置为协调器磁盘的磁盘。
例如：
List of available disks:
1) emc_clariion0_61
2) emc_clariion0_65
3) emc_clariion0_66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2 disk(s) as coordination points. Enter the disk options
separated by spaces: [1-3,b,q]2 3

11 验证并确认防护重新配置的协调点信息。
12 要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请选择 I/O 防护模式作为 SCSI3。
Select the vxfen mode: [1-2,b,q,?] (1) 1

安装程序将初始化协调器磁盘和协调器磁盘组，并逐出磁盘组。按 Enter 继
续。

13 查看安装程序在所有节点上准备 vxfenmode.test 文件并运行 vxfenswap 脚本
时的输出。
请记下在配置进程出现任何问题时可访问的 vxfenswap.log 文件的位置。
安装程序将从 CP 服务器中清除应用集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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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如果要向 Symantec 发送此安装信息，请在提示符下回答 y。
Would you like to se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stallation
to Symantec to help improve installation in the future? [y,n,q,?] (y) y

15 完成迁移后，请在防护模式下验证更改。
# vxfenadm -d

例如，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后：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16 验证 vxfen 驱动程序使用的当前协调点。
# vxfenconfi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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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手动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确保 SF Oracle RAC 集群联机并使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 vxfenadm -d

例如，如果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Customized
Fencing Mechanism: cps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3

确保您已执行了用于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的下列准备任务：
■

确定要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

■

设置协调器磁盘组

■

创建 I/O 配置文件

有关这些过程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4

创建一个包含防护配置更改（如 scsi3 磁盘策略信息）的新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请参考 /etc/vxfen.d 文件夹中的示例 vxfenmode 文件。

5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启动 vxfenswap 实用程序：
# vxfenswap -g diskgroup [-n]

6

查看实用程序显示的消息，并确认是否要提交该更改。
■

如果不需要提交新的防护配置更改，请按 Enter 或在出现提示时回答 n。
Do you wish to commit this change? [y/n] (default: n) n

vxfenswap 实用程序将回滚迁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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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提交新的防护配置更改，请在出现提示时回答 y。
Do you wish to commit this change? [y/n] (default: n) y

如果该实用程序提交成功，则它会将 /etc/vxfenmode.test 文件改名为
/etc/vxfenmode 文件。

7

完成迁移后，请在防护模式下验证更改。
# vxfenadm -d

例如，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后：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8

验证 vxfen 驱动程序使用的当前协调点。
# vxfenconfig -l

使用响应文件在各种防护配置之间迁移
通常情况下，您可以在不同 I/O 防护配置间的迁移之后使用安装程序生成的响应文
件。 编辑这些响应文件以便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执行自动防护重新配置。
使用响应文件配置 I/O 防护

1

确保已配置 SF Oracle RAC。

2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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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保 SF Oracle RAC 集群联机并采用基于磁盘或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 vxfenadm -d

例如，如果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基于磁盘的防护：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例如，如果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Customized
Fencing Mechanism: cps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4

将响应文件复制到要配置 I/O 防护的其中一个集群系统。
查看示例文件以重新配置 I/O 防护。
请参见第 65 页的“用于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响应文件
示例”。
请参见第 65 页的“用于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的响应文件
示例”。
请参见第 66 页的“用于从基于单个 CP 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的响应文件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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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需要编辑响应文件变量的值。
请参见第 66 页的“用于防护配置间迁移的响应文件变量”。

6

从已将响应文件复制到其中的系统启动 I/O 防护重新配置。例如：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rac<version> -responsefile /tmp/response_file

其中： <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tmp/response_file 是响应文件的完整路
径名。
用于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响应文件示例
下面是一个示例响应文件，用于从基于磁盘的防护（具有三个协调器磁盘）迁移到
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具有一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协调器磁盘）：
$CFG{disks_to_remove}=[ qw(emc_clariion0_62) ];
$CFG{fencing_cps}=[ qw(10.198.89.251)];
$CFG{fencing_cps_ports}{"10.198.89.204"}=14250;
$CFG{fencing_cps_ports}{"10.198.89.251"}=14250;
$CFG{fencing_cps_vips}{"10.198.89.251"}=
[ qw(10.198.89.251 10.198.89.204) ];
$CFG{fencing_ncp}=1;
$CFG{fencing_option}=4;
$CFG{opt}{configure}=1;
$CFG{opt}{fencing}=1;
$CFG{prod}="SFRAC60";
$CFG{systems}=[ qw(sys1 sys2) ];
$CFG{vcs_clusterid}=22462;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用于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的响应文件示例
下面是一个示例响应文件，用于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具有一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
协调器磁盘）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具有三个协调器磁盘）：
$CFG{fencing_disks}=[ qw(emc_clariion0_66) ];
$CFG{fencing_mode}="scsi3";
$CFG{fencing_ncp}=1;
$CFG{fencing_ndisks}=1;
$CFG{fencing_option}=4;
$CFG{opt}{configure}=1;
$CFG{opt}{fencing}=1;
$CFG{prod}="SFRAC60";
$CFG{servers_to_remove}=[ qw([10.198.89.251]:14250) ];
$CFG{systems}=[ qw(sys1 sys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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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G{vcs_clusterid}=42076;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用于从基于单个 CP 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响应文件示例
下面是一个示例响应文件，用于从基于单个 CP 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
防护（具有一个 CP 服务器和两个协调器磁盘）：
$CFG{fencing_disks}=[ qw(emc_clariion0_62 emc_clariion0_65) ];
$CFG{fencing_dgname}="fendg";
$CFG{fencing_scsi3_disk_policy}="dmp";
$CFG{fencing_ncp}=2;
$CFG{fencing_ndisks}=2;
$CFG{fencing_option}=4;
$CFG{opt}{configure}=1;
$CFG{opt}{fencing}=1;
$CFG{prod}="SFRAC60";
$CFG{systems}=[ qw(sys1 sys2) ];
$CFG{vcs_clusterid}=42076;
$CFG{vcs_clustername}="clus1";

用于防护配置间迁移的响应文件变量
表 1-4 列出了指定在 SF Oracle RAC 各种防护配置之间迁移所需的信息的响应文件
变量。
表 1-4

专用于防护配置间迁移的响应文件变量

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 {fencing_option}

标量

指定 I/O 防护配置模式。
■

1 - 基于协调点服务器的 I/O 防护

■

2 - 基于协调器磁盘的 I/O 防护

■

3 - 禁用模式

■

4 - 在集群联机时进行防护迁移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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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 {fencing_reusedisk}

标量

如果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或使用协调
器磁盘的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请指定要
使用可用磁盘还是已属于某个磁盘组的
磁盘。
■

0 - 使用可用磁盘作为协调器磁盘

■

1 - 使用已属于某个磁盘组的磁盘作
为协调器磁盘（在将这些磁盘配置为
协调器磁盘之前，安装程序会将它们
从所属的磁盘组中删除）。

（如果防护配置使用协调器磁盘，则是
必需的）
CFG {fencing_ncp}

标量

指定要添加的新协调点的数量。
（必需）

CFG {fencing_ndisks}

标量

指定要添加的协调点中的磁盘的数量。
（如果防护配置使用协调器磁盘，则是
必需的）

CFG {fencing_disks}

列表

指定要添加的协调点中的磁盘。
（如果防护配置使用协调器磁盘，则是
必需的）

CFG {fencing_dgname}

标量

指定协调器磁盘所在的磁盘组。
（如果防护配置使用协调器磁盘，则是
必需的）

CFG {fencing_scsi3_disk_policy} 标量

指定磁盘必须使用的磁盘策略。
（如果防护配置使用协调器磁盘，则是
必需的）

CFG {fencing_cps}

列表

指定要添加的协调点中的 CP 服务器。
（对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是必需的）

CFG {fencing_cps_vips}{$vip1}

列表

指定新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地址或完全
限定主机名。
（对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是必需的）

CFG {fencing_cps_ports}{$vip}

标量

指定新 CP 服务器的虚拟 IP 必须侦听的
端口。如果不指定，默认值为 14250。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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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列表或标量

说明

CFG {servers_to_remove}

列表

指定要删除的协调点中的 CP 服务器。

CFG {disks_to_remove}

列表

指定要删除的协调点中的磁盘。

关于实现 CP 服务器的高可用性
如果要配置多节点 CP 服务器集群，请在 CP 服务器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SFHA。否
则，在单个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VCS。
在这两种配置中，VCS 提供了 CP 服务器进程的本地启动和停止，从而处理 NIC、
IP 地址等依赖项。此外，VCS 还可以在 CP 服务器进程出现故障时重新启动该进程。
VCS 可以使用多个网络路径访问 CP 服务器。如果一个网络路径出故障，CP 服务器
无需重新启动，继续在其他可用虚拟 IP 地址中的一个地址侦听即可。
要使 CP 服务器进程具有高可用性，必须执行以下任务：
■

在 CP 服务器系统上安装和配置 SFHA。

■

将 CP 服务器进程配置为故障转移服务组。

■

配置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以保护共享的 CP 服务器数据库。

注意：Symantec 建议不要在单节点或用于托管 CP 服务器的 SFHA 集群上运行任何
其他应用程序。
一台 CP 服务器可以为多个 SF Oracle RAC 集群提供服务。一组通用 CP 服务器最多
可以为 128 个 SF Oracle RAC 集群提供服务。

关于 SF Oracle RAC 集群和 CP 服务器之间的安全通信
在数据中心，必须使 SF Oracle RAC 集群（应用集群）和 CP 服务器之间的 TCP/IP
通信具有安全性。通信通道的安全性包括加密、身份验证和授权。
CP 服务器节点或集群需要确认与其进行通信的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作为协调
点）的真实性，并只接受来自已知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的请求。来自未知客户
端的请求会被视为未经身份验证而遭拒绝。同样，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防护框
架必须确认可信用户是否正在使用 CP 服务器执行防护操作。
代表身份验证完成的实体称为主体。在 SF Oracle RAC 节点上，当前 VCS 安装程序
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创建 Authentication Server 凭据。它还会创建用于验证凭
据的 vcsauthserver。然后，安装程序继续以安全的模式启动 VCS。
通常，在配置了安全性的现有 VCS 集群中，vcsauthserver 在每个集群节点上运行。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集群之间的安全通信的工作原理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集群（应用集群）节点通信包括以下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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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cpserv，代表 CP 服务器

■

cpsadm，代表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

图 1-12 显示了在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集群（应用集群）上启用了安全性的
端到端通信流的示意图。
在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集群上启用了安全性的端到端通信
流

图 1-12

CP 服务器
(vxcpserv)

CP 客户端
(cpsadm)

vcsauthserver

vcsauthserver

客户端集群节点
CP 服务器和配置了安全性的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之间的通信流如下所示：
■

初始安装：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的标识由 VCS 安装程序在其各自的节点上
配置。
注意：防护配置时，安装程序在 CP 服务器和应用集群之间建立信任，以便
vxcpserv 进程可以对来自应用集群节点的请求进行身份验证。 如果您手动配置
操刀的 I/O，则您必须设置在 CP 服务器和应用程序字符串之间的信任。
cpsadm 命令通过环境变量 CPS_USERNAME、CPS_DOMAINTYPE 获取用户

名、域类型。在手动运行 cpsadm 命令之前，用户需要导出这些变量。在运行
cpsadm 命令前，自定义防护框架将在内部导出这些环境变量。
CP 服务器进程 (vxcpserv) 使用其自己的添加到本地 vcsauthserver 的用户
(CPSERVER)。
■

从身份验证代理获取凭据：
cpsadm 命令尝试获取本地节点上提供的现有凭据。安装程序在防护配置时生成
这些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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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cpserv 进程尝试获取本地节点上提供的现有凭据。安装程序在启用安全性时
生成这些凭据。
■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之间的通信：
CP 服务器建立其凭据并启动后，该服务器即已准备好从客户端接收数据。 cpsadm
命令获取其凭据并对 CP 服务器凭据进行身份验证之后，cpsadm 将连接到 CP
服务器。数据将传递到 CP 服务器。

■

验证：
在从特定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接收数据时，vxcpserv 将验证其凭据。如果
验证失败，则拒绝连接请求数据。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集群的安全性配置详细信息
本节讨论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集群（应用集群）的安全性配置详细信息。
安全模式的设置
以下是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集群之间的安全通信的设置：
■

CP 服务器设置：
安装程序使用下列值创建用户：
■

username：CPSERVER

■

domainname：VCS_SERVICES@cluster_uuid

■

domaintype：vx

在 CP 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以验证设置：
#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CPSERVER
# /opt/VRTScps/bin/cpsat showcred

注意：CP 服务器配置文件 (/etc/vxcps.conf) 不得包含指定 security=0 的行。如
果没有指定 security 参数的行，或者存在指定 security=1 的行，则 CP 服务器
启用时具有安全性（这是默认情况）。
■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设置：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安装程序在防护配置期间会使用下列值为 cpsadm 创
建一个用户：
■

username：CPSADM

■

domainname：VCS_SERVICES@cluster_uuid

■

domaintype：vx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 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以便验证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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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rt EAT_DATA_DIR=/var/VRTSvcs/vcsauth/data/CPSADM
# /opt/VRTScps/bin/cpsat showcred

上述用户只可用于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之间通信的身份验证。
对于 CP 服务器的授权，如果配置了安全性，SF Oracle RAC 集群上的自定义防护框
架将使用以下用户：
CPSADM@VCS_SERVICES@cluster_uuid
其中，cluster_uuid 是应用集群的通用唯一标识符。
对于每个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防护在该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启动之前，
必须在 CP 服务器数据库上注册此用户。可以通过执行以下命令进行验证：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users

以下是此命令输出的示例：
Username/Domain Type
CPSADM@VCS_SERVICES@77a2549c-1dd2-11b2-88d6-00306e4b2e0b/vx
Cluster Name / UUID
Role
cluster1/{77a2549c-1dd2-11b2-88d6-00306e4b2e0b} Operator

注意：每个客户端节点上的配置文件 (/etc/vxfenmode) 不得包含指定 security=0
的行。如果没有指定 security 参数的行，或者存在指定 security=1 的行，则客户
端节点启动时会启用安全性（这是默认情况）。
非安全模式的设置
在非安全模式下，仅 CP 服务器提供授权。未请求密码。不提供身份验证和加密。
域类型为 vx 的用户凭据 cpsclient@hostname 由自定义的防护框架用于 CP 服务器
与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之间的通信。
对于每个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防护在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启动之前，
必须在 CP 服务器数据库上添加此用户。可以通过执行以下命令对该用户进行验证：
# cpsadm -s cpserver -a list_users

以下是此命令输出的示例：
Username/Domain Type
cpsclient@galaxy/vx

Cluster Name / UUID
cluster1 / {f0735332-e3709c1c73b9}

Role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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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非安全模式下，CP 服务器配置文件 (/etc/vxcps.conf) 应该包含指定
security=0 的行。同样，在每个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配置文件
(/etc/vxfenmode) 应该包含指定 security=0 的行。

Oracle RAC 的组件
本节提供关于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Oracle 集群注册表、应用
程序资源和 Voting 磁盘的简要说明。
注意：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考 Oracle RAC 文档。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可管理与 Oracle 集群相关的功能，包括成
员集、组服务、全局资源管理和数据库。每个 Oracle RAC 实例都需要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需要以下主要组件：
■

用于进行集群通信的集群互联

■

用于通过互联进行集群通信的专用虚拟 IP 地址

■

用于客户端连接的公共虚拟 IP 地址

■

（对于 Oracle 11g R2）一个公共 IP 地址，用作域名服务器 (DNS) 上的单一客
户端访问名称 (SCAN) 地址，将循环解析为三个 IP 地址（建议），或至少解析
为一个 IP 地址

■

可由每个节点访问的共享存储

与 VCS 的共存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支持与供应商集群工具（如 Veritas Cluster
Server）的共存。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时，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通过检查 Veritas 成员
集模块 (VCSMM) 库是否存在来检测 VCS 是否存在。它在安装时从 VCSMM 库获取
集群中的节点列表。
如果某个节点无法跨互联响应，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将一直等
待，直到从集群中逐出了另一个节点。此等待时间由 CSS misscount 值定义。在存
在 VCS 的情况下，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将 CSS misscount 参数
设置为一个较大的值（600 秒）。此值比 LLT 对等非活动超时间隔要高得多。因
此，在出现网络裂脑的情形下，这两个集群工具（VCS 和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不会在有关哪些节点保留在集群中这个问题的决策上相互干扰。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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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 Veritas I/O 防护先决定保留的节点，然后再由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来决定。
VCS 使用 LLT 通过专用互联在集群节点之间进行通信，而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使用通过专用互联配置的专用 IP 地址在集群节点之间进行通信。要
协调在 VCS 和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之间的成员集更改，在 LLT
使用的网络接口上配置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专用 IP 地址是很
重要的。VCS 使用 CSSD 代理启动、停止和监视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CSSD 代理可确保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启动
之前，VCS 会使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所需的 OCR、Voting 磁
盘和专用 IP 地址资源都处于联机状态。这样可防止过早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并防止由此导致的集群故障。

Oracle 集群注册表
Oracle 集群注册表 (OCR) 包含 Oracle RAC 和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的集群和数据库配置及状态信息。
OCR 中维护的信息包括：
■

节点列表

■

数据库实例与节点之间的映射

■

Oracle Clusterware 应用程序资源配置文件

■

定义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所控制资源的属性的资源配置文
件

■

定义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资源之间依赖关系的规则

■

集群的当前状态

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之前的版本，OCR 数据位于可由每个节点访问的共享原始
卷或集群文件系统上。
在 Oracle RAC 11g R2 中，OCR 数据位于 ASM 上或可由每个节点访问的集群文件
系统上。
使用 CVM 镜像卷可防止 OCR 数据出错。如果 OCR 因损坏或磁盘故障无法访问，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会找出故障节点。Oracle 将自动备份 OCR
数据。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中进行配置更改之前，还可以导
出 OCR 内容。这样，如果您遇到配置问题且无法重新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则可以还原原始内容。
有关导出和还原 OCR 内容的说明，请参见 Oracl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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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资源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应用程序资源类似于 VCS 资源。受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控制的每个组件都是由应用程序资源（包括数据
库、实例、服务和节点应用程序）定义的。
与 VCS 不同，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会对在多个节点上并行运行
的组件使用不同的资源。

资源配置文件
资源由配置文件定义，配置文件与定义 VCS 资源的属性类似。 OCR 包括应用程序
资源配置文件、依赖关系和状态信息。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节点应用程序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使用这些节点应用程序资源来管理 Oracle
组件，例如数据库、侦听器和虚拟 IP 地址。节点应用程序资源是在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安装过程中创建的。

Voting 磁盘
Voting 磁盘是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用于维护集群节点成员集
的心跳机制。
在 Oracle RAC 11g R2 之前的版本中，Voting 磁盘数据位于可由每个节点访问的共
享原始卷或集群文件系统上。
在 Oracle RAC 11g R2 中，Voting 磁盘数据位于 ASM 上或可由每个节点访问的集
群文件系统上。
Oracle Clusterware Cluster Synchronization Service 后台驻留程序 (ocssd) 向 RAC
实例提供集群节点成员信息和组成员信息。在每个节点上，ocssd 进程每秒向 voting
磁盘写入一个心跳。如果节点无法访问 voting 磁盘，则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会认定集群处于裂脑情况，并会以仅保留一个子集群的方式使节点
出现混乱。

Oracle Disk Manager
SF Oracle RAC 需要 Oracle Disk Manager (ODM)，它是 Oracle 发布的一个标准
API，用于支持数据库 I/O。SF Oracle RAC 为 Oracle 提供一个库，以作为其 I/O
库。

ODM 体系结构
链接了 Veritas ODM 库之后，Oracle 可以跳过所有缓存并在文件系统层锁定，同时
还可以直接与原始卷进行通信。 当存储使用易于管理的文件系统时，ODM 的 SF
Oracle RAC 实现所达到的性能相当于原始设备的性能。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概述
组件产品和 SF Oracle RAC 进程

所有 ODM 功能都可以在集群环境中运行。 如果节点要执行任何可能影响到其他节
点的操作，则节点间会事先进行相互通信。 例如，创建具有特定名称的新数据文件
之前，ODM 会检查其他节点，以查看是否已使用该文件名。

Veritas ODM 性能增强
Veritas ODM 可以实现 Oracle Disk Manager 所提供的下列性能优势：
■

通过锁定保持数据的完整性。

■

几乎没有系统调用和上下文切换。

■

I/O 并行度提高。

■

有效地创建文件和分配磁盘。

使用文件系统的数据库通常会带来其他开销：
■

占用额外的 CPU 和内存，以便将数据从基础磁盘读入文件系统缓存。 这种情况
要求将数据从文件系统缓存复制到 Oracle 缓存。

■

文件锁定机制，一次仅允许一个写操作。 允许 Oracle 执行锁定将在行级别上实
现更细粒度的锁定。

■

文件系统在执行 I/O 时一般会经过一个标准的同步 I/O 库。Oracle 可以针对原
始设备使用内核异步 I/O 库 (KAIO) 来改善性能。

ODM 通信
ODM 使用端口 d 与集群中其他节点上的 ODM 实例进行通信。

RAC 扩展
Oracle RAC 依赖于 VCS 提供的若干种支持服务。 主要功能包括 Veritas Cluster
Server Membership Manager (VCSMM)、Veritas Cluster Server Cluster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VCSIPC) 和 LLT Multiplexer (LMX)。

Veritas Cluster Server Membership Manager
要通过协调 RAC 实例之间的锁定来保护数据完整性，Oracle 必须了解哪些实例活
动访问数据库。Oracle 提供一个称为 skgxn（系统内核通用接口节点成员集）的
API 来获取有关成员集的信息。 安装 Oracle RAC 之后，SF Oracle RAC 将此 API
作为链接到 Oracle 的库来实现。 Oracle 使用已链接的 skgxn 库对 VCSMM 进行
ioctl 调用，VCSMM 进而通过与端口 o 上的 GAB 通信来获取集群和实例的成员集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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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Multiplexer
LMX 模块是一个内核模块，它设计为从 skgxp 模块接收通信并将通信传递到其他节
点上正确实例的正确进程中。LMX 模块会“复用”其他节点上的多个进程间的通
信。LMX 使用所有 LLT 链接发送 VCS IPC（Oracle 缓存熔合）数据。LMX 会重复
利用 LLT 的所有功能，包括负载平衡与故障恢复的能力。
注意：Oracle RAC 11g 不支持 LLT multiplexer (LMX)。

Veritas Cluster Server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为了协调多个实例对单个数据库的访问，Oracle 在节点和实例间进行大量通信。
Oracle 对 Global Enqueue Service 锁定通信量和 Global Cache Service 缓存熔合使
用 Inter-Process Communication (VCSIPC)。SF Oracle RAC 在集群中使用 LLT 来
支持 VCSIPC，并利用其高性能和故障恢复功能。
Oracle 具有一个用于 VCSIPC（系统内核通用接口进程间通信 (skgxp)）的 API，可
使 Oracle 与基础传输机制分离。Oracle 在执行进程间通信时无需了解数据如何在
系统间移动；集群实现者可实现最高的节点间通信性能，且无需重新配置 Oracle。
SF Oracle RAC 提供一个用于实现 skgxp 功能的库。该模块通过 ioctl 调用与 LLT
Multiplexer (LMX) 进行通信。

Oracle 和缓存熔合通信
专用 IP 地址是 Oracle 进行缓存熔合通信所必需的。
根据要安装的 Oracle RAC 版本，可以使用以下选项来设置专用网络配置：
Oracle RAC 10g

使用 Oracle UDP IPC 或 VCSIPC/LMX/LLT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通
信。
默认情况下，数据库缓存熔合通信配置为使用 VCSIPC/LMX/LLT。

Oracle RAC 11g

必须使用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通信。

SF Oracle RAC 集群的定期运行状况评估
SF Oracle RAC 提供了一种运行状况检查实用程序，可以评估 SF Oracle RAC 集群
中的组件和配置。调用此实用程序后，它会在集群组件上收集实时运行信息，并在
系统控制台上显示报告。必须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此实用程序。
该实用程序会评估下列组件的运行状况：
■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

LLT Multiplexer (L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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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CSMM

■

I/O 防护

■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

PrivNIC 和 MultiPrivNIC

在 SF Oracle RAC 安装过程中，已将运行状况检查实用程序安装在
/opt/VRTSvcs/rac/healthcheck/healthcheck 目录下。
该实用程序通过收集配置文件中的信息，或者通过读取运行状况检查配置文件
/opt/VRTSvcs/rac/healthcheck/healthcheck.cf 中设置的阈值来确定组件的运
行状况
当组件的操作状态背离为该组件配置的设置或运行状况分数接近或超过阈值时，该
实用程序会显示警告消息。您可以修改运行状况检查配置文件以将阈值设为所需的
级别。
VCSMM、LMX、I/O 防护、PrivNIC、MultiPrivNIC 和 Oracle Clusterware 组件的
运行状况检查不使用阈值设置。
注意：必须在配置文件中将 ORACLE_HOME 和 CRS_HOME 参数设置为适合您设置的
值。
表 1-5 提供了更改阈值的准则。
表 1-5

设置阈值

要求

设置阈值

提前检测警告

降低对应的阈值。

隐藏警告

提高对应的阈值。

小心：使用较高的阈值会妨碍运行状况检查实用程序预测集
群中的潜在问题。请谨慎使用较高的值。

注意：您可以通过调度该实用程序运行 cron 作业，来安排集群的定期运行状况评
估。
请参见第 96 页的“为您的 SF Oracle RAC 集群安排定期的运行状况检查”。

关于虚拟业务服务
虚拟业务服务为在异种操作系统上运行的多层业务应用程序和虚拟化技术提供持续
高可用性，并减少服务中断的频率和持续时间。虚拟业务服务将多层应用程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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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一合并实体，并基于 Symantec 产品（例如 Veritas Cluster Server 和 Symantec
ApplicationHA）为各层提供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构建。此外，虚拟业务服务也
可表示该服务使用的所有资产（例如阵列、主机和文件系统），尽管这些资产在服
务器层之间并没有迁移。虚拟业务服务提供了一个代表完整多层业务服务的合并实
体。由 Veritas Cluster Server 或 Symantec ApplicationHA 管理的应用程序组件可
以通过虚拟业务服务有效地管理。
通过使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s Availability
Add-on，可以配置和管理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中创建的虚拟业务服务。
除了提供以前在 Business Entity Operations Add-on 中提供的所有功能之外，VBS
Availability Add-on 还提供了其他功能，支持在多层应用程序的组件之间配置故障
依赖关系。
注意：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5.0 中部署 VBS Availability Add-on 之后，
使用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Business Entity Operations Add-on 3.1 和 4.0
版创建的所有应用程序实体均可用作虚拟业务服务。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5.0 是运行虚拟业务服务的先决条件。

虚拟业务服务的功能
您可以使用 VBS Availability Add-on 执行下列任务：
■

从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用户界面启动虚拟业务服务。启动虚拟业务服
务后，与其相关联的服务组将进入联机状态。

■

从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用户界面停止虚拟业务服务。停止虚拟业务服
务后，与其相关联的服务组将进入脱机状态。
受 Symantec ApplicationHA 控制的应用程序可以是虚拟业务服务的一部分。使
用 Symantec ApplicationHA 可以启动、停止和监视虚拟机中的应用程序。
如果在 VMware 虚拟机上托管应用程序，则可将虚拟机配置为在启动或停止虚
拟业务服务时自动启动或停止。

■

建立服务组关系，并设置使服务组联机和脱机的顺序。它可确保其他群集的服
务组以正确的顺序进入联机或脱机状态。此顺序是由该服务组与其他服务组（称
作子服务组）的关系决定的。要实现业务的连续性和高可用性，设置服务组依
赖关系的正确顺序很关键。

■

确立服务组关系并指定应用程序组件对于基础层中的高可用性事件所需的反应。

■

从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或参与虚拟业务服务的群集中管理虚拟业务服
务。

■

发生灾难时，将整个虚拟业务服务恢复到远程站点。

但是，以下操作不能使用 VBS Availability Add-on 进行管理：
■

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控制台执行的服务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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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命令行界面执行的服务组操作。

■

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Java 控制台执行的服务组操作。

■

对于复合虚拟业务服务不支持 VBS Availability Add-on，只能将其用于虚拟业
务服务。

注意：必须在群集节点中安装 VRTSvbs 软件包，以启用故障管理并从参与群集中
管理虚拟业务服务。

虚拟业务服务示例配置
本节提供一个包含多层应用程序的虚拟业务服务示例配置。图 1-13 显示了一个依赖
于在三个不同操作系统和三个不同群集中运行的组件的财务应用程序。
■

数据库（例如在 Solaris 操作系统中运行的 Oracle）构成数据库层。

■

中间件应用程序（例如在 AIX 操作系统中运行的 WebSphere）构成中间层。

■

Web 应用程序（例如在 Windows 和 Linux 虚拟机中运行的 Apache 和 IIS）构
成 Web 层。此层由 ApplicationHA 节点组成。
每层可以有自己的高可用性机制。例如，可将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用于数据
库和中间件应用程序，将 Symantec ApplicationHA 用于 Web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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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虚拟业务服务示例配置

每次启动财务业务应用程序时，通常需要按以下顺序使组件联机：Oracle 数据库、
WebSphere、Apache 和 IIS。此外，必须在启动 Web 层之前使虚拟机联机。要停
止财务应用程序，必须按相反顺序使这些组件脱机。从业务角度而言，如果其中任
意层不可用，财务服务均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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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将财务应用程序配置为虚拟业务服务时，可以指定必须首先启动 Oracle 数据
库，然后再启动 WebSphere 和 Web 服务器。当您停止虚拟业务服务时，会自动应
用相反顺序。当您启动或停止虚拟业务服务时，将按定义的顺序启动或停止该服务
的组件。
有关虚拟业务服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虚拟业务服务可用性安装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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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希望使用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管理单个集群，则可以从
http://go.symantec.com/vcsm_download 下载一个软件版本。使用 Java 控制台无
法管理此版本的新功能。Veritas Cluster Server Management Console 已废弃。

关于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是一个网站，可自动处理和简化某
些最耗时的管理任务。 SORT 有助于您更高效地管理数据中心，并充分利用 Symantec
产品。
SORT 具有多项功能，其中包括下列各项：
■

生成特定于服务器的报告，这些报告介绍如何准备服务器以便安装或升级
Symantec 企业产品。

■

访问一个具有最新产品信息（包括修补程序、代理和文档）的站点。

■

创建关于修补程序、文档或阵列特定模块更改的自动电子邮件通知。

要访问 SORT，请转到：
https://sort.symant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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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 SF Oracle RAC 及其组
件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管理 SF Oracle RAC

■

管理 VCS

■

管理 I/O 防护

■

管理 CP 服务器

■

管理 CFS

■

管理 CVM

■

管理 SF Oracle RAC 全局集群

管理 SF Oracle RAC
本节提供下列 SF Oracle RAC 管理任务的说明：
■

设置环境变量
请参见第 84 页的“设置 SF Oracle RAC 的环境变量”。

■

在每个节点上启动或停止 SF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85 页的“在每个节点上启动或停止 SF Oracle RAC”。

■

在 SF Oracle RAC 节点上应用 Oracle 修补程序
请参见第 90 页的“在 SF Oracle RAC 节点上应用 Oracle 修补程序”。

■

在 SF Oracle RAC 节点上安装 Veritas Volume Manager、Veritas File System
或 ODM 修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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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90 页的“在 SF Oracle RAC 节点上安装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eritas File System 或 ODM 修补程序”。
■

在 SF Oracle RAC 节点上应用操作系统更新
请参见第 91 页的“在 SF Oracle RAC 节点上应用操作系统更新”。

■

确定 SF Oracle RAC 集群中每个数据库的 LMX 流量
请参见第 91 页的“确定 SF Oracle RAC 集群中每个数据库的 LMX 流量”。

■

向 SF Oracle RAC 集群添加存储
请参见第 93 页的“向 SF Oracle RAC 集群添加存储”。

■

出现存储故障后的恢复
请参见第 95 页的“出现存储故障后的恢复”。

■

使用 Symantec NetBackup 备份和恢复 Oracle 数据库
请参见第 95 页的“使用 Symantec NetBackup 备份和恢复 Oracle 数据库”。

■

提高 SF Oracle RAC 集群的性能
请参见第 95 页的“提高 SF Oracle RAC 集群的性能”。

■

为脱离主机处理创建快照
请参见第 95 页的“为脱离主机处理创建快照”。

■

使用 SmartTier 有效管理数据库存储
请参见第 96 页的“使用 SmartTier 有效管理数据库存储”。

■

使用精简置备和 SmartMove 优化数据库存储
请参见第 96 页的“使用精简置备和 SmartMove 优化数据库存储”。

■

为您的 SF Oracle RAC 集群安排定期的运行状况检查
请参见第 96 页的“为您的 SF Oracle RAC 集群安排定期的运行状况检查”。

■

验证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节点
请参见第 97 页的“验证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节点”。

如果您在管理 SF Oracle RAC 时遇到问题，请参考故障排除一节以获得帮助。
请参见第 159 页的“关于 SF Oracle RAC 故障排除”。

设置 SF Oracle RAC 的环境变量
在 .profile 文件（或其他适合您系统的 Shell 设置文件）中设置 MANPATH 变量，
以启用手册页的查看。
根据所使用的 shell，键入下列各项之一：
对于 sh、ksh 或 bash

# MANPATH=/usr/share/man:/opt/VRTS/man
# export MAN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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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系统上的 .profile 文件（或您系统中相应的其他 Shell 设置文件）中设置
PATH 环境变量以包含安装和其他命令。
注意：请勿在 LIBPATH 中为 root 用户定义 $ORACLE_HOME/lib。您应在 LIBPATH
中为 oracle 用户定义 $ORACLE_HOME/lib。
根据所使用的 shell，键入下列各项之一：
对于 sh、ksh 或 bash

# PATH=/usr/sbin:/sbin:/usr/bin:\
/opt/VRTS/bin:\
$PATH; export PATH

在每个节点上启动或停止 SF Oracle RAC
可以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或手动在集群中每个节点上启动或停止 SF Oracle
RAC。
启动 SF Oracle RAC

使用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85 页的“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启动 SF Oracle
RAC”。
手动：
请参见第 86 页的“在每个节点上手动启动 SF Oracle RAC”。

停止 SF Oracle RAC

使用安装程序：
请参见第 87 页的“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停止 SF Oracle
RAC”。
手动：
请参见第 87 页的“在每个节点上手动停止 SF Oracle RAC”。

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启动 SF Oracle RAC
使用 -start 选项运行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以便在每个节点上启动 SF Oracle
RAC。
注意：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启动 SF Oracle RAC。仅指定集群中的某些节点可能
会导致某些依赖于 GAB 种子的组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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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启动 SF Oracle RAC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集群的其中一个节点上。

2

启动 SF Oracle RAC：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rac<version> -start sys1 sys2

其中： <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在每个节点上手动启动 SF Oracle RAC
要在每个节点上手动启动 SF Oracle RAC，请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
在每个节点上手动启动 SF Oracle RAC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每个节点。

2

启动 LLT：
# /sbin/init.d/llt start

3

启动 GAB：
# /sbin/init.d/gab start

4

启动防护：
# /sbin/init.d/vxfen start

5

启动 VCSMM：
# /sbin/init.d/vcsmm start

6

启动 LMX：
# /sbin/init.d/lmx start

7

启动 ODM：
# /sbin/init.d/odm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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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启动 VCS、CVM 和 CFS：
# hastart

9

验证所有 GAB 端口是否已启动且正在运行：
# gabconfig -a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564004 membership 01
Port b gen
564008 membership 01
Port d gen
564009 membership 01
Port f gen
564024 membership 01
Port h gen
56401a membership 01
Port o gen
564007 membership 01
Port u gen
564021 membership 01
Port v gen
56401d membership 01
Port w gen
56401f membership 01
Port y gen
56401c membership 01

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停止 SF Oracle RAC
使用 -stop 选项运行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以便在每个节点上停止 SF Oracle
RAC。
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停止 SF Oracle RAC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集群的其中一个节点上。

2

停止 VCS：
# hastop -all

3

停止 SF Oracle RAC：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rac<version> -stop sys1 sys2

在每个节点上手动停止 SF Oracle RAC
要在每个节点上手动停止 SF Oracle RAC，请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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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节点上手动停止 SF Oracle RAC

1

停止 Oracle 数据库。
如果 Oracle RAC 实例受 VCS 管理，请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并使服务组脱机：
# hagrp -offline oracle_group -sys node_name

如果 Oracle 数据库实例不受 VCS 管理，则在其中一个节点上以 Oracle 用户身
份登录并关闭该实例：
对于 Oracle RAC 11.2.0.2：
$ srvctl stop instance -d db_name \
-n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2.0.1 和早期版本：
$ srvctl stop instance -d db_name \
-i instance_name

2

停止所有未在 VCS 下配置但却依赖于由 VCS 控制的 Oracle RAC 或资源的应用
程序。使用本机应用程序命令停止应用程序。

3

卸载不受 VCS 管理的非系统 CFS 文件系统。
■

确保使用所装入共享文件系统的进程当前都未运行。验证没有进程在使用
VxFS 或 CFS 装入点：
# mount -v | grep vxfs | grep cluster
# fuser -cu /mount_point

■

卸载非系统 CFS 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4

使 VCS 服务组处于脱机状态：
# hagrp -offline group_name -sys node_name

验证 VCS 服务组是否处于脱机状态：
# hagrp -state group_name

5

卸载不受 VCS 管理的非系统 VxFS 文件系统。
■

确保使用所装入共享文件系统的进程当前都未运行。验证没有进程在使用
VxFS 或 CFS 装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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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 -v | grep vxfs
# fuser -cu /mount_point
■

卸载非系统 VxFS 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6

如果已在 VxVM 卷上创建本地 VxFS 装入点并将其添加到 /etc/fstab，请注
释掉该文件中的装入点条目。

7

验证是否所有 VxVM 卷（除 VxVM 引导卷以外）都已关闭。停止不受 VCS 管
理的任何打开卷。

8

卸载不受 VCS 管理的 VxFS 文件系统（/ 和 /tmp 除外）。
确保使用所装入共享文件系统或共享卷的进程当前都未运行：
# mount -v | grep vxfs
# fuser -cu /mount_point

9

停止 VCS、CVM 和 CFS：
# hastop -local

验证是否已关闭端口 f、u、v、w、y 和 h：
# gabconfig -a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761f03 membership 01
Port b gen
761f08 membership 01
Port d gen
761f02 membership 01
Port o gen
761f01 membership 01

10 停止 ODM：
# /sbin/init.d/odm stop

11 停止 LMX：
# lmxconfig -U

12 停止 VCSMM：
# vcsmmconfig -U

89

90

管理 SF Oracle RAC 及其组件
管理 SF Oracle RAC

13 停止防护：
# /sbin/init.d/vxfen stop

14 停止 GAB：
# gabconfig -U

15 停止 LLT：
# lltconfig -U

在 SF Oracle RAC 节点上应用 Oracle 修补程序
在安装任何 Oracle RAC 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集软件之前：
■

请查看关于受支持的 Oracle RAC 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集的最新信息：
http://entsupport.symantec.com/docs/280186

■

必须已安装 Oracle RAC 软件的基本版本。

应用 Oracle 修补程序

1

冻结包含 Oracle 资源和 cssd 资源的服务组：
# hagrp -freeze grp_name

2

安装 Oracle RAC 所需的修补程序或修补程序集。请参见随修补程序或修补程
序集提供的 Oracle 文档。
如果修补程序适用于 Oracle 数据库软件，则在应用该修补程序之后、启动数据
库或数据库实例之前，请将 SF Oracle RAC 库与 Oracle 重新链接在一起。

3

取消冻结包含 Oracle 资源和 cssd 资源的服务组：
# hagrp -unfreeze grp_name

在 SF Oracle RAC 节点上安装 Veritas Volume Manager、Veritas File
System 或 ODM 修补程序
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执行这些步骤以安装 Veritas Volume Manager、Veritas File
System 或 ODM 修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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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F Oracle RAC 节点上安装 Veritas Volume Manager、Veritas File System 或 ODM
修补程序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2

在每个节点上停止 SF Oracle RAC。
请参见第 87 页的“使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停止 SF Oracle RAC”。

3

按照相应修补程序文档中的说明安装 VxVM、VxFS 或 ODM 修补程序。

4

如果存在不受 VCS 管理的应用程序，请使用本机应用程序命令手动启动应用程
序。

在 SF Oracle RAC 节点上应用操作系统更新
如果需要对操作系统的基本版本应用更新，请在集群的每个节点上执行本节中所述
的步骤（一次一个节点）。
应用操作系统更新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节点，并切换到 /opt/VRTS/install 目录：
# cd /opt/VRTS/install

2

使 VCS 服务组处于脱机状态：
# hagrp -offline grp_name -sys node_name

3

停止 SF Oracle RAC：
# ./installsfrac<version> -stop

其中： <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4

升级操作系统。
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5

如果操作系统升级后节点未重新启动，请重新启动节点：
# shutdown -r now

6

在集群中每个节点上重复所有这些步骤。

确定 SF Oracle RAC 集群中每个数据库的 LMX 流量
使用 lmxdbstat 实用程序可以确定每个数据库的数据库流量所使用的 LMX 带宽。
该实用程序位于 /sbin/lmxdb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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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用程序将报告以下信息：
■

LMX 协议的状态

■

对于每个数据库实例，在定期的间隔内收到和传输的 LMX 端口和缓冲区流量
（以数据包和千字节为单位）。如果希望比较多个数据库之间的数据库流量，
请指定多个数据库。

■

对于某个数据库进程，在定期的间隔内收到和传输的 LMX 端口和缓冲区流量
（以数据包和千字节为单位）。

注意：第一次运行此命令来查看特定数据库实例或数据库进程的统计信息时，会禁
用 LMX 统计信息收集。运行以下命令可以启用 LMX 统计信息收集：
# lmxdbstat -z 1

因为实用程序从 lmxstat 收集数据库的 LMX 统计信息并对其进行编译，所以总的
处理时间可能会超过报告的时间。此外，如果某些瞬态 Oracle 进程以及实例特定的
进程间歇地耗用了 LMX 带宽，但是在收集统计信息时并未耗用，则报告的数据库
利用率百分比可能略有不同。
有关此命令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lmxdbstat (1M)。
此命令的格式如下所示：
# lmxdbstat [-v] [-?|-h] [-p <pid>] [-d <dbname>] \
[interval [count]]
# lmxdbstat -z <0/1>

其中：
-v

显示最后 1、10 和 30 秒间隔内 LMX 流量的详细输出。

-p pid

显示数据库进程的统计信息。需要指定进程的进程 ID

-d dbname

显示数据库的统计信息。如果希望比较多个数据库之间的数据库流
量，请指定多个数据库。

-z

0: 停止收集 LMX 统计信息。
1: 开始收集 LMX 统计信息。

interval

表示为数据库收集 LMX 统计信息的时间段（以秒为单位）。
默认值为 0。

count

表示为数据库收集 LMX 统计信息的次数。
默认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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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确保已启用 LMX 统计信息收集，否则此命令会失败，并显示错误 LMX
stats collection not enabled。
表 2-1 列出了此命令在各种情形中的用法。
表 2-1

使用 lmxdbstat 实用程序查看数据库的 LMX 流量

方案

命令

查看所有数据库的 LMX
流量

# lmxdbstat

查看特定数据库实例的
LMX 流量

# lmxdbstat -d db_name

比较多个数据库之间的流 # lmxdbstat -d db_name1db_name2
量
查看特定数据库进程的
LMX 流量

# lmxdbstat -p pid

收集特定数据库或所有数 # lmxdbstat intervalcount
据库的特定间隔或频率的
例如，要收集所有数据库的 LMX 统计信息 3 次，每隔 10 秒收集
统计信息
一次，请使用：
# lmxdbstat 10 3

向 SF Oracle RAC 集群添加存储
可以使用以下方法向 SF Oracle RAC 集群添加存储：
向磁盘组添加磁盘

使用 vxdg 命令可向磁盘组添加磁盘。
有关各个选项的信息，请参见 vxdg (1M) 手
册页。
请参见第 94 页的“通过向磁盘组添加磁盘来
向 SF Oracle RAC 集群添加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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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磁盘组上的卷空间

使用 vxresize 命令更改包含文件系统的卷
的长度。它会自动查找指定卷上的可用磁盘
空间，并向磁盘组释放未使用的空间供以后
使用。
有关各个选项的信息，请参见 vxresize (1M)
手册页。
请参见第 94 页的“通过在磁盘组上扩展卷空
间向 SF Oracle RAC 集群添加存储”。

通过向磁盘组添加磁盘来向 SF Oracle RAC 集群添加存储
◆

向磁盘组添加磁盘：
# vxdg -g dg_name adddisk disk_name

通过在磁盘组上扩展卷空间向 SF Oracle RAC 集群添加存储

1

确定现有卷可以增加的长度。
# vxassist [-g diskgroup] maxsize

例如，要确定磁盘组 oradatadg 中的卷 oradatavol 可以增加的最大大小（考
虑到其属性和可用存储），请使用：
# vxassist -g oradatadg maxsize

2

根据需要扩展该卷。通过指定新的卷大小（新的大小必须包括计划添加的其他
空间），可以将现有卷扩展到特定的长度。还可以通过指定要添加到现有卷的
其他空间量来扩展卷。
将卷扩展到特定的
长度

例如，要将磁盘组 oradata_dg 中大小为 10 GB 的卷
oradata_vol 扩展到 30 GB，请使用：
# vxresize -g oradata_dg \
oradata_vol 30g

将卷扩展特定长度

例如，要将磁盘组 oradata_dg 中大小为 10 GB 的卷
oradata_vol 扩展 10 GB，请使用：
# vxresize -g oradata_dg \
oradata_vol +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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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存储故障后的恢复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可以保护系统免受磁盘和其他硬件故障的影响，
并帮助您从这类事件中恢复。 恢复过程可帮助您防止因磁盘和其他硬件故障导致数
据丢失或无法访问系统。

使用 Symantec NetBackup 备份和恢复 Oracle 数据库
NetBackup 将 Oracle Recovery Manager (RMAN) 的数据库备份和恢复功能与
NetBackup 的备份和恢复功能集成在一起。 此外，NetBackup for Oracle 还允许以
XML 格式导出和导入 Oracle 数据以便进行长期存档和检索。

提高 SF Oracle RAC 集群的性能
影响 SF Oracle RAC 集群性能的主要集群组件包括：
■

内核组件（特别是 LLT 和 GAB）

■

VCS 引擎 (HAD)

■

VCS 代理

每个 VCS 代理进程具有两个组件 - 代理框架和代理函数。 代理框架提供常用功能，
如与 HAD 通信、多个资源的多线程处理、调度线程和调用函数。代理函数可实现
代理特有的功能。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可以通过优化可用硬件上的数据存储布局来提高系统性
能。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visor (VRAdvisor) 是一种规划工具，可帮助您确定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的最佳配置。
由于执行写入时复制以及从快照中读取数据块时的资源开销很高，因此装入供备份
的快照文件系统会增加系统负载。在这种情况下，集群快照可用于执行脱离主机备
份。 脱离主机备份可减少来自主服务器的备份应用程序的负载。 与快照整体开销相
比，远程快照的开销很小。 因此，从负载相对较轻的节点装入快照来运行备份应用
程序，对集群整体性能十分有利。

为脱离主机处理创建快照
可以在指定的短时间内捕获持续变化的数据的即时点副本。然后可以针对此即时点
副本执行系统备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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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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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martTier 有效管理数据库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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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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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库管理员可以通过该技术管理数据，将不常用的数据移动到速度较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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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精简置备和 SmartMove 优化数据库存储
精简置备是一项存储阵列功能，可通过自动化存储配置来优化存储利用率。 通过
Storage Foundation 的 SmartMove 功能，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可以使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知道哪些块具有数据。VxVM 是用于迁移的复制引擎，
它只能复制已使用的块并可避免空间空置，从而优化精简存储利用率。

为您的 SF Oracle RAC 集群安排定期的运行状况检查
您可以随时手动调用健康状况检查实用程序，或安排该实用程序作为 cron 作业运
行。
如果健康状况检查完成而不出现任何警告，则会显示以下消息：
Success: The SF Oracle RAC components are working fine on this node.

如果您手动调用运行状况检查，请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该实用程序。控制台
上会显示检查的结果。
在集群上运行运行状况检查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集群中的每个节点。

2

使用 vi 或任何文本编辑器，按照安装设置的需要来修改运行状况检查参数。
注意：必须在配置文件中将 ORACLE_HOME 和 CRS_HOME 参数设置为适合
您设置的值。
# cd /opt/VRTSvcs/rac/healthcheck/
# vi healthcheck.cf

3

运行运行状况检查实用程序：
# ./healthcheck

如果想要为您的集群安排定期的运行状况检查，请创建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
的 cron 作业。将运行状况检查报告重定向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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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节点
表 2-2 列出了可用于定期验证集群中节点的各种选项。
表 2-2
检查的类型

用于验证集群中节点的选项
说明

Symantec Operations
在安装、配置、升级、修补程序更新或者其他例程管理活动前后，
Readiness Tools (SORT) 使用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来评估系统。
实用程序可针对集群执行许多兼容性和运行检查，您可以通过这
些检查来诊断和解决集群中的问题。会定期更新实用程序，使其
具有新功能和增强功能。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以及要下载实用程序，请访问
http://sort.symantec.com。
SF Oracle RAC 健康状况 SF Oracle RAC 提供了健康状况检查实用程序，可用于检查 SF
检查
Oracle RAC 集群中组件的功能健康状况。 调用此实用程序后，它
会在集群组件上收集实时运行信息，并在系统控制台上显示报告。
必须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此实用程序。
安排定期健康状况检查：
请参见第 76 页的“SF Oracle RAC 集群的定期运行状况评估”。

管理 VCS
本节提供了下列 VCS 管理任务的说明：
■

查看可用的 Veritas 设备和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98 页的“查看可用的 Veritas 设备驱动程序”。

■

加载 Veritas 驱动程序到内存
请参见第 98 页的“加载 Veritas 驱动程序到内存”。

■

启动和停止 VCS
请参见第 98 页的“启动和停止 VCS”。

■

用于启动和停止 VCS 模块的环境变量
请参见第 99 页的“用于启动和停止 VCS 模块的环境变量”。

■

添加和删除 LLT 链路
请参见第 101 页的“添加和删除 LLT 链路”。

■

显示集群详细信息和 LLT 链路的 LLT 版本
请参见第 107 页的“显示集群详细信息和 LLT 链路的 LLT 版本”。

■

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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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LLT 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请参见第 108 页的“为 LLT 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

启用和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请参见第 108 页的“手动为代理启用和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

管理 AMF 内核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110 页的“管理 AMF 内核驱动程序”。

查看可用的 Veritas 设备驱动程序
若要查看内存中加载的设备，按下面示例所示运行 kcmodule 命令。
例如：
如果要查看驱动程序 gab 是否已在内存中加载：
# kcmodule |grep gab
gab

loaded

explicit

auto-loadable, unloadable

如果要查看 vx 驱动程序是否已在内存中加载：
# kcmodule |grep vx
vxdmp
vxfen
vxfs
vxfs60
vxglm

static
loaded
unused
static
loaded

best
explicit

auto-loadable, unloadable

best
explicit

loadable, unloadable
auto-loadable, unloadable

vxgms
vxportal
vxportal60

loaded
unused
static

explicit

auto-loadable, unloadable
auto-loadable, unloadable
loadable, unloadable

best

加载 Veritas 驱动程序到内存
在正常操作条件下，无需加载 Veritas 驱动程序到内存。您可能只需在出现故障时
加载 Veritas 驱动程序。
将 ODM 驱动程序加载到内存，例如：
# kcmodule odm=loaded

启动和停止 VCS
在每个节点上启动 VCS：
# ha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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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节点上停止 VCS：
# hastop -local

但是，您还可以使用 hastop -all 命令来确保在重新启动 VCS 之前等待端口 h 关
闭。

用于启动和停止 VCS 模块的环境变量
AMF、LLT、GAB、VxFEN、VCSMM、LMX 和 VCS 引擎的启动和停止环境变量可
定义在系统重新启动过程中启动这些模块或在系统关闭过程中停止这些模块的默认
VCS 行为。
注意：AMF、LLT、GAB、VxFEN、VCSMM、LMX 与 VCS 引擎的启动和关闭是相
互依赖的。要正常启动或关闭 SF Oracle RAC，必须启用或禁用所有这些模块的启
动和关闭模式。
表 2-3 介绍 VCS 的启动和停止变量。
表 2-3

VCS 的启动和停止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AMF_START

AMF 驱动程序的启动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AMF
驱动程序才能启动。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amf
默认值：1

AMF_STOP

AMF 驱动程序的关闭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关闭期间，AMF 驱
动程序才能停止。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amf
默认值：1

LLT_START

LLT 的启动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LLT 才能启
动。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lltconf
默认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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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LLT_STOP

LLT 的关闭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关闭期间，LLT 才能停止。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lltconf
默认值：1

GAB_START

GAB 的启动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GAB 才能启
动。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gabconf
默认值：1

GAB_STOP

GAB 的关闭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关闭期间，GAB 才能停止。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gabconf
默认值：1

VXFEN_START

VxFEN 的启动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VxFEN 才
能启动。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vxfenconf
默认值：1

VXFEN_STOP

VxFEN 的关闭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关闭期间，VxFEN 才能停
止。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vxfenconf
默认值：1

VCSMM_START

VCSMM 的启动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VCSMM
才能启动。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vcsmmconf
默认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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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

定义和默认值

VCSMM_STOP

VCSMM 的关闭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关闭过程中，VCSMM 才
能停止。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vcsmmconf
默认值：1

LMX_START

LMX 的启动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LMX 才能启
动。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lmxconf
默认值：1

LMX_STOP

LMX 的关闭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关闭过程中，LMX 才能停
止。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lmxconf
默认值：1

VCS_START

VCS 引擎的启动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重新启动之后，VCS 引
擎才能启动。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vcsconf
默认值：1

VCS_STOP

VCS 引擎的关闭模式。默认情况下，在系统关闭期间，VCS 引擎才
能停止。
此环境变量在以下文件中定义：
/etc/rc.config.d/vcsconf
默认值： 1

添加和删除 LLT 链路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Oracle Clusterware 心跳链接必须配置为 LLT 链路。如
果 Oracle Clusterware 和 LLT 在通信中使用不同的链路，则无法正确协调 VCS 与
Oracle Clusterware 之间的成员集更改。例如，如果只关闭了 Oracle Clusterware
链路，则在 css-misscount 间隔到期后，Oracle Clusterware 将终止一组节点，并
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恢复，即使 CVM 和 CFS 未检测到节点故障。这
种未经协调的恢复可能会导致数据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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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更多容量以便在专用互联上进行 Oracle 通信，则可以添加 LLT 链路。
连接到同一物理网络的各个接口的网络 ID 必须相匹配。在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配置中指定的接口必须与用于 LLT 配置的接口的名称和总数完全相同。
在 LLT 运行时，可以使用 lltconfig 命令添加或删除 LLT 链路。
连接到客户端后，可添加或删除 LLT 链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lltconfig(1M) 手册页。
注意：添加或删除 LLT 链路时，不需要关闭 GAB 或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更改立即生效，但会在下次重新启动时丢失。要保留更改，还必须更新 /etc/llttab
文件。
添加 LLT 链路

1

根据 LLT 链路类型，运行以下命令添加 LLT 链路：
■

对于 ether 链路类型：
# lltconfig -t devtag -d device
[-b ether ] [-s SAP] [-m mtu]

■

对于 UDP 链路类型：
# lltconfig -t devtag -d device
-b udp [-s port] [-m mtu]
-I IPaddr -B bcast

■

对于 UDP6 链路类型：
# lltconfig -t devtag -d device
-b udp6 [-s port] [-m mtu]
-I IPaddr [-B mcast]

其中：
devtag

标识链路的标记

device

接口的网络设备路径
对于链路类型 ether，路径后跟冒号 (:) 和一个整数，该整数指定 LLT
用于挂接的单元或 PPA。
对于链路类型 UDP 和 UDP6，device 分别为 UDP 和 UDP6 设备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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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st

链路类型 UDP 的广播地址

mcast

链路类型 UDP6 的多播地址

IPaddr

链路类型 UDP 和 UDP6 的 IP 地址

SAP

要绑定到链路类型 ether 的网络链路的 SAP

port

链路类型 UDP 和 UDP6 的端口

mtu

在网络链路上发送数据包时的最大传输单元

例如：
■

对于 ether 链路类型：
# lltconfig -t lan3 -d /dev/lan:3 -s 0xcafe -m 1500

■

对于 UDP 链路类型：
# lltconfig -t link1 -d /dev/udp -b udp
-I 192.1.2.255 -B 192.1.2.255

■

对于 UDP6 链路类型：
# lltconfig -t link1 -d /dev/udp6
-b udp6 -I 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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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希望添加的 LLT 链路在重新启动之后保持不变，则必须编辑
/etc/lltab 和 LLT 条目。

2

如果要在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下将链路配置为出现链路故障时的故障转
移目标，请对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配置进行如下修改：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Device devicedevice_id [-sys hostname]
# haconf -dump -makero

以下是在 PrivNIC 下配置链路的示例。
假定在 PrivNIC 下配置了两个 LLT 链路，如下所示：
PrivNIC ora_priv (
Critical = 0
Device@sys1 = { lan1 = 0, lan2 = 1 }
Device@sys2 = { lan1 = 0, lan2 = 1 }
Address@sys1 = "192.168.12.1"
Address@sys2 = "192.168.12.2"
NetMask = "255.255.255.0"
)

要在 PrivNIC 下配置新 LLT，请运行下列命令：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ora_priv Device lan1 0 lan2 1 lan3 2 -sys sys1
# hares -modify ora_priv Device lan1 0 lan2 1 lan3 2 -sys sys2
# haconf -dump -makero

更新后的 PrivNIC 资源现在类似于：
PrivNIC ora_priv (
Critical = 0
Device@sys1 = { lan1 = 0, lan2 = 1, lan3 = 2 }
Device@sys2 = { lan1 = 0, lan2 = 1, lan3 = 2 }
Address@sys1 = "192.168.12.1"
Address@sys2 = "192.168.12.2"
NetMask = "255.255.25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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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LLT 链路

1

如果将希望删除的链路配置为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资源，则需要在删除
链路前修改资源配置。
如果在出现链路故障的情况下，已将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下的链路配置
为故障转移目标，请修改 PrivNIC 或 MultiPrivNIC 配置，如下所示：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Device link_name \
device_id [-sys hostname]
# haconf -dump -makero

例如，如果将链路 lan1、lan2 和 lan3 配置为 PrivNIC 资源，并且要删除 lan3，
请使用：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ora_priv Device lan10 \
lan21

其中 lan1 和 lan2 是您要在集群中保留的链路。
# haconf -dump -makero

2

可运行以下命令来删除在 LLT 下配置的网络链路：
# lltconfig -u devtag

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在安装和配置 VCS 之后，如果要配置 LLT 使用聚合接口，则可以使用下列方法之
一：
■

编辑 /etc/llttab 文件
此方法需要停止 LLT。聚合接口配置在重新启动后保持不变。

■

运行 lltconfig 命令
此方法允许您在运行中配置聚合接口。但是，更改在重新启动后不会持久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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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编辑 /etc/llttab 文件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1

如果 LLT 正在运行，请在停止其他相关模块后停止 LLT。
# /sbin/init.d/llt stop

请参见第 85 页的“在每个节点上启动或停止 SF Oracle RAC”。

2

将以下项添加到 /etc/llttab 文件以配置聚合接口。
link tag device_name systemid_range link_type sap mtu_size
tag

标识链路的标记

device_name

聚合接口的网络设备路径
路径后跟冒号 (:) 和一个整数，该整数指定 LLT 用于挂接的单元或
PPA。

systemid_range

此命令所适用的系统范围。
如果链路命令对所有系统均有效，则指定一个短划线 (-)。

link_type

链路类型必须为 ether。

sap

绑定到网络链路的 SAP。
默认值为 0xcafe。

mtu_size

3

在网络链路上发送数据包时的最大传输单元

重新启动 LLT 以使更改生效。重新启动您在步骤 1 中停止的其他相关模块。
# /sbin/init.d/llt start

请参见第 85 页的“在每个节点上启动或停止 SF Oracle 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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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ltconfig 命令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

当 LLT 正在运行时，使用以下命令配置聚合接口：
lltconfig -t devtag -d device
[-b linktype ] [-s SAP] [-m mtu]
devtag

标识链路的标记

device

聚合接口的网络设备路径
路径后跟冒号 (:) 和一个整数，该整数指定 LLT 用于挂接的单元或
PPA。

link_type

链路类型必须为 ether。

sap

绑定到网络链路的 SAP。
默认值为 0xcafe。

mtu_size

在网络链路上发送数据包时的最大传输单元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lltconfig(1M) 手册页。
进行此更改后，不需要重新启动。但是，要使这些更改在重新启动后保持不
变，必须更新 /etc/llttab 文件。
请参见第 106 页的“通过编辑 /etc/llttab 文件在 LLT 下配置聚合接口”。

显示集群详细信息和 LLT 链路的 LLT 版本
可以使用 lltdump 命令来显示特定 LLT 链路的 LLT 版本。还可以显示集群 ID 和节
点 ID 详细信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lltdump(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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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LLT 链路显示集群详细信息和 LLT 版本
◆

运行以下命令可显示详细信息：
# /opt/VRTSllt/lltdump -D -f link

例如，如果 lan3 连接到 galaxy，则该命令会显示网络链路 lan3 上存在的所有
集群 ID 和节点 ID 的列表。
# /opt/VRTSllt/lltdump -D -f /dev/lan:3
lltdump : Configuration:
device : lan3
sap : 0xcafe
promisc sap : 0
promisc mac : 0
cidsnoop : 1
=== Listening for LLT packets ===
cid nid vmaj vmin
3456 1 5 0
3456 3 5 0
83 0 4 0
27 1 3 7
3456 2 5 0

为 LLT 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默认情况下会关闭 LLT 的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当集群设置包含两个以上的节点以
及更多活动的 LLT 端口时，Symantec 建议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配置 LLT 的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

运行以下命令可以配置基于目标的负载平衡：
lltconfig -F linkburst:0

手动为代理启用和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查看下列过程以手动启用或禁用智能资源监视。默认情况下会启用智能资源监视功
能。IMF 资源类型属性确定某个可识别 IMF 的代理是否必须执行智能资源监视。
请参见第 32 页的“关于资源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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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智能资源监视

1

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的。
# haconf -makerw

2

运行以下命令启用智能资源监视。
■

启用脱机资源的智能监视：
#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IMF -update Mode 1

■

启用联机资源的智能监视：
#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IMF -update Mode 2

■

启用联机资源和脱机资源的智能监视：
#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IMF -update Mode 3

3

如果需要，请更改 IMF 属性的 MonitorFreq 键和 RegisterRetryLimit 键的值。
有关设置这些属性的特定于代理的建议，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查看属性定义表中特定于代理的建议以设置这些属性键值。

4

保存 VCS 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5

重新启动该代理。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haagent -stop agent_name -force -sys sys_name
# haagent -start agent_name -sys sys_name

禁用智能资源监视

1

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的。
# haconf -makerw

2

要禁用某个特定类型的所有资源的智能资源监视，请运行以下命令：
# hatype -modify resource_type IMF -update Mode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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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禁用某个特定资源的智能资源监视，请运行以下命令：
# hares -override resource_name IMF
#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IMF -update Mode 0

4

保存 VCS 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注意：VCS 提供了用来针对代理启用或禁用 IMF 功能的 haimfconfig 脚本。您可以
在 VCS 处于运行和停止状态时使用该脚本。使用此脚本可针对可识别 IMF 的捆绑
代理、Enterprise Agent 和自定义代理启用或禁用 IMF。

管理 AMF 内核驱动程序
请查看以下有关启动、停止或卸载 AMF 内核驱动程序的过程。
请参见第 32 页的“关于 IMF 通知模块”。
请参见第 99 页的“用于启动和停止 VCS 模块的环境变量”。
启动 AMF 内核驱动程序

1

将以下文件中 AMF_START 变量的值设置为 1（如果该值不是 1）：
# /etc/rc.config.d/amf

2

启动 AMF 内核驱动程序。运行以下命令：
# /sbin/init.d/amf start

停止 AMF 内核驱动程序

1

将以下文件中 AMF_START 变量的值设置为 0（如果该值不是 0）：
# /etc/rc.config.d/amf

2

停止 AMF 内核驱动程序。运行以下命令：
# /sbin/init.d/amf stop

卸载 AMF 内核驱动程序

1

如果代理停机无关紧要，请使用下列步骤卸载 AMF 内核驱动程序：
■

停止已在 AMF 内核驱动程序中注册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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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fstat 命令输出在“注册的 Reaper (Registered Reaper)”部分下列出了

已在 AMF 中注册的代理。
请参见 amfstat 手册页。
■

停止 AMF 内核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停止 AMF 内核驱动程序”。

■

启动代理。

如果需要最大程度地减少代理停机时间，请使用下列步骤卸载 AMF 内核驱动
程序：

2

■

运行以下命令禁用 AMF 驱动程序，即使代理仍已在其中注册也是如此。
# amfconfig -Uof

■

停止 AMF 内核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停止 AMF 内核驱动程序”。

管理 I/O 防护
本节介绍 I/O 防护并提供通用 I/O 防护管理任务的说明。
■

关于管理 I/O 防护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管理 I/O 防护”。

■

关于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12 页的“关于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

关于 vxfenadm 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19 页的“关于 vxfenadm 实用程序”。

■

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24 页的“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

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25 页的“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如果您在管理 I/O 防护时遇到问题，请参考故障排除一节以获得帮助。
请参见第 177 页的“I/O 防护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管理 I/O 防护”。

关于管理 I/O 防护
I/O 防护功能提供可通过 VRTSvxfen depot得到的下列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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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entsthdw

测试用于 I/O 防护的磁盘 SCSI-3 功能
请参见第 112 页的“关于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vxfenconfig

配置和取消配置 I/O 防护
列出 vxfen 驱动程序所使用的协调点。

vxfenadm

显示关于 I/O 防护操作的信息并管理用于 I/O 防护的 SCSI-3 磁
盘注册和保留
请参见第 119 页的“关于 vxfenadm 实用程序”。

vxfenclearpre

从磁盘删除 SCSI-3 注册和保留
请参见第 124 页的“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vxfenswap

替换协调点，而不停止 I/O 防护
请参见第 125 页的“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vxfendisk

生成磁盘组中磁盘的路径的列表。使用此实用程序需要安装和
配置 Veritas Volume Manager。

I/O 防护命令驻留在 /opt/VRTS/bin|grep -i vxfen 文件夹中。请确保已将此文件夹
路径添加到 PATH 环境变量。
有关这些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相应的手册页。

关于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可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验证用于存储数据的共享存储阵列是否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和 I/O 防护。在配置 I/O 防护过程中，使用该测试实用程序测试单个磁
盘。该实用程序还有许多其他选项，它们可能更适合用于测试其他配置中的存储设
备。您还需要测试协调器磁盘组。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以设置 I/O
防护。
您可从集群中的某个系统运行该实用程序，该程序通过以下方法测试用于存放数据
的存储：在指定磁盘上设置并验证 SCSI-3 注册，在指定磁盘上设置并验证持久性保
留，在磁盘中写入数据并读取数据，从磁盘上删除注册。
另请参考 vxfentsthdw(1M) 手册页。

关于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的常规准则
查看下列准则以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

该实用程序需要两个连接到共享存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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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这些测试会重写并破坏磁盘上的数据，除非您使用 -r 选项。

■

这两个节点必须具有 ssh（默认）或 remsh 通信。如果使用 remsh，启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时请指定 -n 选项。
完成测试过程之后，可以删除通信权限并还原公共网络连接。

■

为确保在测试期间这两个系统都连接到同一磁盘，可以使用 vxfenadm -i
diskpath 命令来验证磁盘序列号。
请参见第 123 页的“验证节点识别出的磁盘是否相同”。

■

对于具有大量磁盘的磁盘阵列，可使用 -m 选项来选取少许磁盘，然后创建磁盘
组并使用 -g 选项测试所选取的所有磁盘。

■

如果该实用程序表明磁盘可以用于 I/O 防护，则会显示如下消息：
The disk /dev/vx/rdmp/c1t1d0 is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1

如果实用程序没有显示表明磁盘就绪的消息，则验证失败。
■

如果要测试的磁盘具有现有的 SCSI-3 注册键，则测试在继续后面的操作前会发
出一条警告。

关于 vxfentsthdw 命令选项
表 2-4 描述了该实用程序提供的用于测试存储设备的方法。
表 2-4

vxfentsthdw 选项

vxfentsthdw 选项

说明

何时使用

-n

实用程序使用 remsh 进行通信。 使用 remsh 进行通信时使用。

-r

无损测试。以无损方式测试磁盘 在进行无损测试时使用。
的 SCSI-3 持久性保留，就是说，
请参见第 116 页的“使用 -r 选项在
只进行读取测试而不进行写入测
磁盘上执行无损测试”。
试。可以与 –m、-f 或 -g 选项结
合使用。

-t

在 SCSI-3 保留下，测试 SCSI
需要执行 TUR 测试时。
TEST UNIT (TUR) 命令的返回
值。TUR 测试失败时，会输出一
条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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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entsthdw 选项

说明

何时使用

-d

使用 DMP 设备。

默认情况下，该脚本会为磁盘组
中的磁盘选择 DMP 路径。如果
需要该脚本为磁盘组中的磁盘使
用原始路径，请使用 -w 选项。

可以与 -c 或 -g 选项结合使用。

使用原始设备。

-w

可以与 -c 或 -g 选项结合使用。

使用 -w 选项，该脚本会为磁盘组
中的磁盘选择原始路径。默认情
况下，该脚本会使用 -d 选项为磁
盘组中的磁盘选择 DMP 路径。

-c

实用程序测试协调器磁盘组，提 测试协调器磁盘组中的磁盘时。
示系统和设备并报告是成功还是
请参见第 114 页的“使用
失败。
vxfentsthdw -c 选项测试协调器
磁盘组”。

-m

以交互模式手动运行实用程序， 测试少许磁盘或对大型阵列中的
提示系统和设备并报告是成功还 磁盘进行抽样时。
是失败。
请参见第 116 页的“使用
可以与 -r 和 -t 选项结合使用。-m vxfentsthdw -m 选项测试共享磁
为默认选项。
盘”。

-f filename

实用程序测试文本文件中列出的 对几个磁盘进行测试时。
系统/设备组合。
请参见第 118 页的“使用
可以与 -r 和 -t 选项结合使用。 vxfentsthdw -f 选项测试文件中
列出的共享磁盘”。

-g disk_group

实用程序测试指定磁盘组中的所 测试大量磁盘和磁盘阵列时。可
有磁盘设备。
临时创建用于测试的磁盘组并在
测试之后将其解体（取消分
可以与 -r 和 -t 选项结合使用。
组）。
请参见第 118 页的“使用
vxfentsthdw -g 选项测试磁盘组
中的所有磁盘”。

使用 vxfentsthdw -c 选项测试协调器磁盘组
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验证是否已将磁盘配置为支持 I/O 防护。在此过程
中，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按照一次测试一个磁盘的方式在每个节点上测试这三个
磁盘。
在本节中，该过程使用下列磁盘举例说明：
■

在节点 sys1 上，这些磁盘被识别为
/dev/vx/rdmp/c1t1d0、/dev/vx/rdmp/c2t1d0 和 /dev/vx/rdmp/c3t1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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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节点 sys2 上，相应磁盘是 /dev/vx/rdmp/c4t1d0、/dev/vx/rdmp/c5t1d0 和
/dev/vx/rdmp/c6t1d0。

注意：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测试协调器磁盘组时，该实用程序要求可从两个
节点访问协调器磁盘组 vxfencoorddg。
使用 vxfentsthdw –c 测试协调器磁盘组

1

使用 vxfentsthdw 命令并指定 -c 选项。例如：
# vxfentsthdw -c vxfencoorddg

2

输入要用于测试协调器磁盘的节点：
Enter the first node of the cluster: sys1
Enter the second node of the cluster: sys2

3

查看测试进程针对协调器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为两个节点输出的内容。每个磁
盘都应显示如下输出内容：
ALL tests on the disk /dev/vx/rdmp/c1t1d0 have PASSED.
The disk is now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1 as a COORDINATOR DISK.
ALL tests on the disk /dev/vx/rdmp/c4t1d0 have PASSED.
The disk is now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2 as a COORDINATOR DISK.

4

测试完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之后，vxfencoorddg 磁盘组就可供使用了。

删除和替换故障磁盘
如果协调器磁盘组中的某个磁盘没有通过验证，请从 vxfencoorddg 磁盘组中删除
该故障磁盘或 LUN，并用其他磁盘或 LUN 进行替换，然后重新测试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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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和替换故障磁盘

1

使用 vxdiskadm 实用程序从磁盘组中删除故障磁盘。
请参考《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2

将一个新磁盘添加到节点，并对其进行初始化，然后再将其添加到协调器磁盘
组。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以了
解初始化 I/O 防护磁盘和设置协调器磁盘组的说明。
若有必要，启动磁盘组。
有关启动磁盘组的说明，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3

重新测试磁盘组。
请参见第 114 页的“使用 vxfentsthdw -c 选项测试协调器磁盘组”。

使用 -r 选项在磁盘上执行无损测试
需要保留数据时，可以在磁盘设备上执行无损测试。
对磁盘执行无损测试
◆

要测试含有要保留的数据的磁盘设备，可以将 -r 选项与 -m、-f 或 -g 选项结合
使用。
例如，要将 -m 选项和 -r 选项结合使用，可以按如下方式运行该实用程序：
# vxfentsthdw -rm

使用 -r 选项进行调用时，实用程序不会执行向磁盘写入的测试。因此，它不会
针对常见的所有使用情况对磁盘进行测试。

使用 vxfentsthdw -m 选项测试共享磁盘
查看用于测试共享磁盘的过程。默认情况下，该实用程序使用 -m 选项。
在以下步骤中此过程使用 /dev/vx/rdmp/c1t1d0 磁盘。
如果实用程序没有显示表明磁盘就绪的消息，则验证失败。验证失败可能是由于磁
盘阵列配置不当而造成的。另外，也可能是因磁盘损坏而致。
如果验证失败是因磁盘损坏而致，请删除并替换该磁盘。如果 vxfentsthdw 实用程
序表明磁盘可用于 I/O 防护，则会显示如下消息：
The disk /dev/vx/rdmp/c1t1d0 is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1

注意：对于 A/P 阵列，仅在主动启用路径上运行 vxfentsthdw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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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fentsthdw 脚本测试磁盘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在某一节点上，启动实用程序。
# vxfentsthdw [-n]

3

查看完有关测试将重写磁盘上数据的概述和警告之后，请确认继续执行该过程
并输入节点名称。
******** WARNING!!!!!!!! ********
THIS UTILITY WILL DESTROY THE DATA ON THE DISK!!
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 : [y/n] (default: n) y
Enter the first node of the cluster: sys1
Enter the second node of the cluster: sys2

4

输入要检查的磁盘的名称。对于各个节点，所使用的磁盘名称可能相同：
Enter the disk name to be checked for SCSI-3 PGR on node
sys1 in the format: /dev/vx/rdmp/cxtxdx
/dev/vx/rdmp/c2t13d0
Enter the disk name to be checked for SCSI-3 PGR on node
sys2 in the format: /dev/vx/rdmp/cxtxdx
Make sure it's the same disk as seen by nodes sys1 and sys2
/dev/vx/rdmp/c2t13d0

如果磁盘的序列号不同，则测试会终止。

5

查看实用程序在执行检查并报告其活动时的输出。

6

如果磁盘在每个节点上都可用于 I/O 防护，则实用程序会报告成功消息：
ALL tests on the disk /dev/vx/rdmp/c1t1d0 have PASSED
The disk is now ready to be configured for I/O Fencing on node
sys1
...
Removing test keys and temporary files, if any ...
.
.

7

针对要验证的每个磁盘运行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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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fentsthdw -f 选项测试文件中列出的共享磁盘
使用 -f 选项可测试文本文件中列出的磁盘。请查看下面的示例过程。
测试文件中列出的共享磁盘

1

创建文本文件 disks_test 来测试由 sys1 和 sys2 系统共享的两个磁盘，该文件
的内容如下所示：
sys1 /dev/vx/rdmp/c2t2d1 sys2 /dev/vx/rdmp/c3t2d1
sys1 /dev/vx/rdmp/c2t2d1 sys2 /dev/vx/rdmp/c3t2d1

其中第一个磁盘在第一行中列出，并被 sys1 识别为 /dev/vx/rdmp/c2t2d1，
被 sys2 识别为 /dev/vx/rdmp/c3t2d1。另一磁盘在第二行中列出，并被 sys1
识别为 /dev/vx/rdmp/c2t2d2，被 sys2 识别为 /dev/vx/rdmp/c3t2d2。通常，
磁盘列表可能会非常大。

2

要测试磁盘，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fentsthdw -f disks_test

实用程序每次报告一个磁盘的测试结果，就像使用 -m 选项时一样。

使用 vxfentsthdw -g 选项测试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
使用 -g 选项测试某个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例如，您可以创建一个由磁盘阵列中所
有磁盘组成的临时磁盘组，并对该组进行测试。
注意：请勿将测试磁盘组导入为共享磁盘组；即，请勿使用命令为 vxdg import 的
-s 选项。
测试完毕后，将该磁盘组销毁并根据需要将磁盘放入合适的磁盘组中。
测试某个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

1

为需要测试的磁盘创建磁盘组。

2

输入以下命令以测试磁盘组 test_disks_dg：
# vxfentsthdw -g test_disks_dg

实用程序每次报告一个磁盘的测试结果。

测试具有现有键的磁盘
如果实用程序检测到协调器磁盘具有现有键，则会显示如下消息：
There are Veritas I/O fencing keys on the disk. Please make sure
that I/O fencing is shut down on all nodes of the cluster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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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ng.
******** WARNING!!!!!!!! ********
THIS SCRIPT CAN ONLY BE USED IF THERE ARE NO OTHER ACTIVE NODES
IN THE CLUSTER! VERIFY ALL OTHER NODES ARE POWERED OFF OR
INCAPABLE OF ACCESSING SHARED STORAGE.
If this is not the case, data corruption will result.
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 : [y/n] (default: n) y

继续进行测试之前，实用程序会通过一条警告进行提示。只要尚未配置 I/O 防护，
就可以继续进行测试。

关于 vxfenadm 实用程序
管理员可以使用 vxfenadm 命令对防护配置进行测试和故障排除。
管理员可以使用的命令选项如下：
读取磁盘上的键，并以数字、字符和节点格式显示这些键

-s

注意：-g 和 -G 选项已废弃。请使用 -s 选项。
-i

从设备中读取 SCSI 查询信息

-m

向磁盘进行注册

-n

为磁盘设置保留

-p

删除其他系统的注册

-r

读取保留

-x

删除注册

有关命令选项的完整列表，请参阅 vxfenadm(1m) 手册页。

关于 I/O 防护注册键格式
vxfen 驱动程序在数据磁盘和协调器磁盘上注册的键由八个字节组成。协调器磁盘
和数据磁盘的键格式不同。
协调器磁盘的键格式如下：
字节

0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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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V

F

cID 0x

cID 0x

cID 0x

cID 0x

nID 0x

nID 0x

6

7

6

7

其中：
■

VF 是为这些键创建命名空间的唯一标识符（占用两个字节）

■

cID 0x 是采用十六进制的 LLT 集群 ID（占用四个字节）

■

nID 0x 是采用十六进制的 LLT 节点 ID（占用两个字节）

vxfen 驱动程序在 I/O 防护的 sybase 模式下使用此键格式。
已配置为 VCS 下故障转移磁盘组的数据磁盘的键格式如下：
字节

0

1

2

3

值

A+nID

V

C

S

4

5

其中，nID 是 LLT 节点 ID
例如：如果节点 ID 为 1，则第一个字节的值为 B (A + 1 = B)。
已配置为 CVM 下并行磁盘组的数据磁盘的键格式如下：
字节

0

1

2

3

4

值

A+nID

P

G

R

DGcount DGcount DGcount DGcount

5

其中：DGcount 是配置中的磁盘组计数（占用四个字节）。
默认情况下，CVM 对每个磁盘组使用唯一的防护键。但是，有些阵列对可以注册的
唯一键的总数有所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 same_key_for_alldgs 可调参
数更改默认行为。此参数的默认值为 off。如果您的配置达到了存储阵列的唯一键
总数限制，则可以使用以下 vxdefault 命令将该值更改为 on：
# vxdefault set same_key_for_alldgs on
# vxdefault list
KEYWORD
...
same_key_for_alldgs
...

CURRENT-VALUE

DEFAULT-VALUE

on

off

如果将该可调参数更改为 on，那么 CVM 随后在导入或创建磁盘组时生成的所有键
的最后四个字节均为 0000（DGcount 为 0）。您必须逐出并重新导入所有已导入的
磁盘组，才能使 same_key_for_alldgs 可调参数的更改值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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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I/O 防护注册键
可使用 vxfenadm 命令显示当前分配给磁盘的键。
以下过程中诸如 disk_7、 disk_8和 disk_9 之类的变量表示设置中的磁盘名称。
显示 I/O 防护注册键

1

要显示磁盘的键，请运行以下命令：
# vxfenadm -s disk_name

例如：
■

要显示节点 ID 为 1 的系统上的协调器磁盘 /dev/vx/rdmp/c1t1d0 的键，请
输入以下命令：
# vxfenadm -s /dev/vx/rdmp/c1t1d0
key[1]:
[Numeric Format]: 86,70,68,69,69,68,48,48
[Character Format]: VFDEED00
* [Node Format]: Cluster ID: 57069 Node ID: 0 Node Name: sys1

vxfenadm 的 -s 选项以三种格式显示键值的所有八个字节。在数字格式中，
■

前两个字节代表标识符 VF，包含 ASCII 值 86 和 70。

■

接下来的四个字节包含采用十六进制编码的集群 ID 57069 (0xDEED) 的
ASCII 值，分别为 68、69、69、68。

其余字节包含节点 ID 0 (0x00) 的 ASCII 值，分别为 48、48。节点 ID 1
应为 01，节点 ID 10 应为 0A。
Node Format 前面的星号表示 vxfenadm 命令在已配置 LLT 且正在运行的
集群节点上运行。
■

■

显示 CVM 并行磁盘组上的键：
# vxfenadm -s /dev/vx/rdmp/disk_7
Reading SCSI Registration Keys...
Device Name: /dev/vx/rdmp/disk_7
Total Number Of Keys: 1
key[0]:
[Numeric Format]: 66,80,71,82,48,48,48,49
[Character Format]: BPGR0001
[Node Format]: Cluster ID: unknown Node ID: 1 Node Name: sys2

■

显示 VCS 故障转移磁盘组上的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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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fenadm -s /dev/vx/rdmp/disk_8
Reading SCSI Registration Keys...
Device Name: /dev/vx/rdmp/disk_8
Total Number Of Keys: 1
key[0]:
[Numeric Format]: 65,86,67,83,0,0,0,0
[Character Format]: AVCS
[Node Format]: Cluster ID: unknown Node ID: 0 Node Name: sys1

2

显示在磁盘文件中指定的所有磁盘中注册的键：
# vxfenadm -s all -f disk_filename

例如：
显示协调器磁盘上的所有键：
# vxfenadm -s all -f /etc/vxfentab
Device Name: /dev/vx/rdmp/disk_9
Total Number Of Keys: 2
key[0]:
[Numeric Format]: 86,70,70,68,57,52,48,49
[Character Format]: VFFD9401
* [Node Format]: Cluster ID: 64916 Node ID: 1
key[1]:
[Numeric Format]: 86,70,70,68,57,52,48,48
[Character Format]: VFFD9400
* [Node Format]: Cluster ID: 64916 Node ID: 0

Node Name: sys2

Node Name: sys1

可使用 lltstat -C 命令验证集群 ID，使用 lltstat -N 命令验证节点 ID。例如：
# lltstat -C
57069

如果磁盘的键不属于特定集群，则 vxfenadm 命令无法查找节点 ID 对应的节
点名称，从而会将节点名称输出为 unknown。例如：
Device Name: /dev/vx/rdmp/disk_7
Total Number Of Keys: 1
key[0]:
[Numeric Format]: 86,70,45,45,45,45,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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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 Format]: VF----01
[Node Format]: Cluster ID: unknown

Node ID: 1

Node Name: sys2

对于具有任意键格式的磁盘，vxfenadm 会将所有字段都输出为 unknown。例
如：
[Numeric Format]: 65,66,67,68,49,50,51,45
[Character Format]: ABCD123[Node Format]: Cluster ID: unknown Node ID: unknown
Node Name: unknown

验证节点识别出的磁盘是否相同
要确认磁盘（或 LUN）是否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这两个节点必须同时访问同
一磁盘。由于共享磁盘在各个节点上的名称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需要通过检查序
列号来验证磁盘的身份。使用 vxfenadm 命令并指定 -i 选项，可验证在 LUN 的所
有路径上是否返回了同一个 LUN 序列号。
例如，某个 EMC 磁盘可以从节点 A 通过 /dev/vx/rdmp/c2t13d0 路径进行访问，
也可以从节点 B 通过 /dev/vx/rdmp/c2t11d0 路径进行访问。
验证节点识别出的磁盘是否相同

1

验证数据的共享存储与安装了 SF Oracle RAC 的两个节点之间的连接。

2

从节点 A 输入以下命令：
# vxfenadm -i /dev/vx/rdmp/c2t13d0
Vendor id
Product id
Revision
Serial Number

:
:
:
:

EMC
SYMMETRIX
5567
42031000a

当您使用 /dev/vx/rdmp/c2t11d0 路径在节点 B 上输入等效命令时，会出现相
同的序列号信息。
而对于另一个制造商 Hitachi Data Systems 制造的磁盘，输出会有所不同，可
能类似以下内容：
# vxfenadm -i /dev/vx/rdmp/c2t1d0
Vendor id
Product id
Revision
Serial Number

:
:
:
:

HITACHI
OPEN-3
-HP
0117
0401EB6F0002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vxfenadm(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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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可以使用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删除磁盘上的 SCSI-3 注册和保留。
请参见第 124 页的“删除已有的键”。
该实用程序当前不支持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必须使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配置来手动
解决任何已有的裂脑。
请参见第 187 页的“在已设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启动防
护期间发生的问题”。

删除已有的键
如果遇到了裂脑情况，请使用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从协调器磁盘上和所有共享
磁盘组中的数据磁盘上删除 SCSI-3 注册和保留。
您还可以使用此过程从磁盘删除由其他节点创建的注册键和保留键。
在裂脑发生之后清除键

1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 VCS。
# hastop -all

2

确保所有节点已关闭端口 h。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下列命令以验证端口 h 是否已
关闭：
# gabconfig -a

端口 h 不能在输出中出现。

3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 I/O 防护。在每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sbin/init.d/vxfen stop

4

如果有在 VCS 控制之外运行且可访问共享存储的应用程序，则关闭集群中所有
可访问共享存储的其他节点。这样可防止数据损坏。

5

启动 vxfenclearpre 脚本：
# /opt/VRTSvcs/vxfen/bin/vxfenclearp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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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阅读脚本的介绍和警告。然后，可以选择运行脚本。
Do you still want to continue: [y/n] (default : n) y

有些情况下，从磁盘/LUN 中逐出一个节点时，会在集群中某个节点的控制台
上显示类似以下内容的信息性消息。可以忽略这些信息性消息。
<date> <system name> scsi: WARNING: /sbus@3,0/lpfs@0,0/
sd@0,1(sd91):
<date> <system name> Error for Command: <undecoded
cmd 0x5f> Error Level: Informational
<date> <system name> scsi: Requested Block: 0 Error Block 0
<date> <system name> scsi: Vendor: <vendor> Serial Number:
0400759B006E
<date> <system name> scsi: Sense Key: Unit Attention
<date> <system name> scsi: ASC: 0x2a (<vendor unique code
0x2a>), ASCQ: 0x4, FRU: 0x0

该脚本清理磁盘并显示下列状态消息。
Cleaning up the coordinator disks...
Cleaning up the data disks for all shared disk groups...
Successfully removed SCSI-3 persistent registration and
reservations from the coordinator disks as well as the
shared data disks.
You can retry starting fencing module. In order to
restart the whole product, you might want to
reboot the system.

7

启动防护模块。
# /sbin/init.d/vxfen start

8

在所有节点上启动 VCS。
# hastart

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vxfenswap 实用程序使您可以添加、删除和替换联机集群中的协调点。该实用程序
会验证新磁盘序列号在所有节点上是否相同以及新磁盘是否可以支持 I/O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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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实用程序同时支持基于磁盘和基于服务器的两种防护。
请参考 vxfenswap(1M) 手册页。
有关 I/O 防护要求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在以下情况下，无需停止 I/O 防护即可替换协调器磁盘：
■

磁盘发生损坏或无法使用，您需要切换到一个新磁盘组。
请参见第 127 页的“集群联机时替换 I/O 防护协调器磁盘”。
请参见第 130 页的“替换联机的集群中的协调器磁盘组”。
如果需要在集群脱机时替换协调器磁盘，您无法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必
须手动执行该实用程序替换协调器磁盘时所执行的步骤。
请参见第 182 页的“集群脱机时替换损坏的磁盘”。

■

您希望在原始设备与 DMP 设备之间切换磁盘接口。

■

协调器磁盘中已注册的键已丢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现网络分裂，集群可能出现混乱。您可以使用 vxfenswap
命令用同样的磁盘替换协调器磁盘。在磁盘替换过程中，缺失的键会重新注册，
没有数据损坏的任何风险。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刷新协调器磁盘上丢失的键”。

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配置中，您可以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执行以下任务：
■

执行自定义协调点（CP 服务器或 SCSI-3 磁盘）的计划替换。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在联机集群中替换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调点”。

■

刷新协调点上注册的 I/O 防护键。
请参见第 138 页的“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刷新协调点上的注册键。”。

您也可以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在基于磁盘的防护和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之间迁
移，而不会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导致应用程序停机。
请参见第 53 页的“在联机集群中从基于磁盘的防护迁移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请参见第 58 页的“在联机集群中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
如果 vxfenswap 操作失败，则可以使用 vxfenswap 命令的 -a cancel 选项手动回
滚 vxfenswap 实用程序所做的更改。
■

对于基于磁盘的防护，可使用 vxfenswap -g diskgroup -a cancel 命令取消
vxfenswap 操作。
如果某个节点在磁盘替换过程中出现故障，或者您中止了磁盘替换，则必须运
行此命令。

■

对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可使用 vxfenswap -a cancel 命令取消 vxfenswap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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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联机时替换 I/O 防护协调器磁盘
查看在运行的集群中添加、删除或替换一个或多个协调器磁盘的过程。
警告：如果在 vxfenswap 脚本替换协调器磁盘组之前有任何节点离开集群成员集，
则该集群可能出现混乱。
集群联机时替换协调器磁盘组中的磁盘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确定 FaultTolerance 属性的值。
# hares -display coordpoint -attribute FaultTolerance -localclus

3

估计您打算在配置防护期间使用的协调点数。

4

将 FaultTolerance 属性的值设置为 0。
注意：由于在此过程中稍后需将此属性值重置为小于协调点数的值，因此必须
将该值设置为 0。这可以确保 Coordpoint 代理不会出现故障。

5

检查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的现有值。
#hares -display coordpoint -attribute LevelTwoMonitorFreq -localclus

注意：在继续下一步之前，请记下该属性值。迁移后，如果重新启用该属性，
需要将其设置为同一值。
您也可以运行 hares -display coordpoint，确定是否已设置
LevelTwoMonitorFreq 的值。

6

禁用 CoordPoint 代理的二级监视。
# hares -modify coordpoint LevelTwoMonitorFreq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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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保该集群联机。
# vxfenadm -d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8

导入协调器磁盘组。
/etc/vxfendg 文件中包括磁盘组的名称（通常为 vxfencoorddg），该磁盘组包
含协调器磁盘，因此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tfC import ‘cat /etc/vxfendg‘

其中：
-t 指定只有在重新启动节点之后才可以导入磁盘组。
-f 指定强制执行导入，适用于一个或多个磁盘不可访问的情况。
-C 指定删除所有导入锁。

9

如果您的设置使用 VRTSvxvm version，请跳到步骤 10。不需要设置
coordinator=off 来添加或删除磁盘。对于其他 VxVM 版本，请执行此步骤：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关闭协调器磁盘组的协调器属性值。
# vxdg -g vxfencoorddg set -o coordinator=off

10 要从协调器磁盘组删除磁盘，请使用 VxVM 磁盘管理员实用程序 vxdiskadm。
11 执行下列步骤将新磁盘添加到协调器磁盘组：
■

将新磁盘添加到节点。

■

将新磁盘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

检查磁盘是否符合 I/O 防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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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新磁盘添加到协调器磁盘组，并将协调器磁盘组的协调器属性值设置为
on。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
配置指南》。
请注意，尽管此磁盘组的内容已更改，但 I/O 防护仍保持相同状态。

12 在某一节点上，启动 vxfenswap 实用程序。必须将该磁盘组指定给此实用程
序。
该实用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备份现有 /etc/vxfentab 文件。

■

在每个节点上，为已修改的磁盘组创建测试文件 /etc/vxfentab.test。

■

读取在 vxfenswap 命令中指定的磁盘组，并将该磁盘组添加到每个节点上
的 /etc/vxfentab.test 文件。

■

验证所有节点上的新磁盘序列号均相同。如果检查失败，则脚本中止。

■

验证新磁盘是否可以在每个节点上支持 I/O 防护。

13 如果通过了磁盘验证，实用程序会报告成功，并询问您是否希望提交此新协调
器磁盘组。

14 请确认是否要清除协调点上的键并继续执行 vxfenswap 操作。
Do you want to clear the keys on the coordination points
and proceed with the vxfenswap operation? [y/n] (default: n) y

15 查看实用程序显示的消息，并确认要提交新协调器磁盘组。否则跳到步骤 16。
Do you wish to commit this change? [y/n] (default: n) y

如果该实用程序提交成功，则它会将 /etc/vxfentab.test 文件改名为
/etc/vxfentab 文件。

16 如果不希望提交新协调器磁盘组，请回答 n。
vxfenswap 实用程序回滚磁盘替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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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新启用 CoordPoint 代理的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您可能需要使用在
禁用该属性之前设置的值。
# hares -modify coordpoint LevelTwoMonitorFreq Frequencyvalue

其中： Frequencyvalue 是该属性的值。

18 将 FaultTolerance 属性设置为小于协调点总数 50% 的值。
例如，如果配置中有四 (4) 个协调点，则该属性值必须小于 (2)。如果其值设置
为大于 (2)，则 CoordPoint 代理将出现故障。

替换联机的集群中的协调器磁盘组
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还可以替换协调器磁盘组。以下示例将协调器磁盘组
vxfencoorddg 替换为新磁盘组 vxfendg。
替换协调器磁盘组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确定 FaultTolerance 属性的值。
# hares -display coordpoint -attribute FaultTolerance -localclus

3

估计您打算在配置防护期间使用的协调点数。

4

将 FaultTolerance 属性的值设置为 0。
注意：由于在此过程中稍后需将此属性值重置为小于协调点数的值，因此必须
将该值设置为 0。这可以确保 Coordpoint 代理不会出现故障。

5

检查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的现有值。
#hares -display coordpoint -attribute LevelTwoMonitorFreq -localclus

注意：在继续下一步之前，请记下该属性值。迁移后，如果重新启用该属性，
需要将其设置为同一值。

6

禁用 CoordPoint 代理的二级监视。
# hares -modify coordpoint LevelTwoMonitorFreq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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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保该集群联机。
# vxfenadm -d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8

查找处于 /etc/vxfendg 文件中的当前协调器磁盘组的名称（通常为
vxfencoorddg）。
# cat /etc/vxfendg
vxfencoorddg

9

查找可用于替换当前协调器磁盘组的备用磁盘组。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c4t0d1
c4t0d2
c4t0d3
c4t0d4
c4t0d5
c4t0d6

TYPE
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auto:cdsdisk

GROUP
STATUS
- (vxfendg)
- (vxfendg)
- (vxfendg)
- (vxfencoorddg)
- (vxfencoorddg)
- (vxfencoorddg)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10 验证新磁盘组是否符合 I/O 防护标准。运行以下命令：
# vxfentsthdw -c vxfendg

请参见第 114 页的“使用 vxfentsthdw -c 选项测试协调器磁盘组”。

11 如果尚未逐出新磁盘组，则运行以下命令逐出该磁盘组：
# vxdg deport vxfen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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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使用新的防护模式信息和磁盘策略信息创建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

使用新的防护模式信息和磁盘策略信息编辑现有的 /etc/vxfenmode，然后
删除任何已有的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请注意，/etc/vxfenmode.test 文件和 /etc/vxfenmode 文件的格式相同。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
配置指南》。

13 在任何节点上，启动 vxfenswap 实用程序。例如，如果 vxfendg 是需要用作协
调器磁盘组的新磁盘组：
# vxfenswap -g vxfendg [-n]

该实用程序执行下列任务：
■

备份现有 /etc/vxfentab 文件。

■

在每个节点上，为已修改的磁盘组创建测试文件 /etc/vxfentab.test。

■

读取在 vxfenswap 命令中指定的磁盘组，并将该磁盘组添加到每个节点上
的 /etc/vxfentab.test 文件。

■

验证所有节点上的新磁盘序列号均相同。如果检查失败，则脚本中止。

■

验证新磁盘组是否可以在每个节点上支持 I/O 防护。

14 如果通过了磁盘验证，则实用程序报告成功，并询问您是否要替换协调器磁盘
组。

15 请确认是否要清除协调点上的键并继续执行 vxfenswap 操作。
Do you want to clear the keys on the coordination points
and proceed with the vxfenswap operation? [y/n] (default: n) y

16 查看实用程序显示的消息，并确认您希望替换协调器磁盘组。否则跳到步骤
19。
Do you wish to commit this change? [y/n] (default: n) y

如果该实用程序提交成功，则它会将 /etc/vxfentab.test 文件改名为
/etc/vxfentab 文件。
该实用程序还使用此新磁盘组更新 /etc/vxfendg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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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将新协调器磁盘组的协调器属性值设置为 on。
# vxdg -g vxfendg set -o coordinator=on

将旧磁盘组的协调器属性值设置为 off。
# vxdg -g vxfencoorddg set -o coordinator=off

18 验证协调器磁盘组是否已改变。
# cat /etc/vxfendg
vxfendg

协调器磁盘组的交换操作现在已完成。

19 如果不希望替换协调器磁盘组，请在出现提示时回答 n。
vxfenswap 实用程序将所有更改回滚至协调器磁盘组。

20 重新启用 CoordPoint 代理的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您可能需要使用在
禁用该属性之前设置的值。
# hares -modify coordpoint LevelTwoMonitorFreq Frequencyvalue

其中： Frequencyvalue 是该属性的值。

21 将 FaultTolerance 属性设置为小于协调点总数 50% 的值。
例如，如果配置中有四 (4) 个协调点，则该属性值必须小于 (2)。如果其值设置
为大于 (2)，则 CoordPoint 代理将出现故障。

将磁盘从修复的站点添加到协调器磁盘组
在校园集群环境中，假设主站点断开连接，而辅助站点中只有有限组磁盘联机。主
站点还原时，主站点的磁盘还可用作协调器磁盘。可以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将
这些磁盘添加到协调器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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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磁盘从修复的站点添加到协调器磁盘组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确保该集群联机。
# vxfenadm -d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3

验证协调器磁盘组的名称。
# cat /etc/vxfendg
vxfencoorddg

4

运行以下命令：
# vxdisk -o alldgs list
DEVICE
c1t1d0
c2t1d0
c3t1d0

5

TYPE
DISK
auto:cdsdisk
auto
- auto
- -

GROUP
STATUS
- (vxfencoorddg)
offline
offline

online

验证在协调器磁盘组中使用的磁盘数量。
# vxfenconfig -l
I/O Fencing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Count
: 1
Disk List
Disk Name
Major Minor Serial Number
/dev/vx/rdmp/c1t1d0

32

48

Policy

R450 00013154 0312

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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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站点联机时，在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启动 vxfenswap 实用程序：
# vxfenswap -g vxfencoorddg [-n]

7

验证协调器磁盘的计数。
# vxfenconfig -l
I/O Fencing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Single Disk Flag
: 0
Count
: 3
Disk List
Disk Name
Major Minor Serial Number
/dev/vx/rdmp/c1t1d0
/dev/vx/rdmp/c2t1d0
/dev/vx/rdmp/c3t1d0

32
32
32

48
32
16

Policy

R450 00013154 0312
R450 00013154 0313
R450 00013154 0314

dmp
dmp
dmp

刷新协调器磁盘上丢失的键
如果协调器磁盘丢失已注册的键，则发生网络分裂时集群可能出现混乱。
可以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用同样的磁盘替换协调器磁盘。vxfenswap 实用程序
会注册在磁盘替换过程中丢失的键。
刷新协调器磁盘上丢失的键

1

确保系统间的通信能够正常运行。

2

确保该集群联机。
# vxfenadm -d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SCSI3
Fencing SCSI3 Disk Policy: dmp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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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以下命令查看没有键的协调器磁盘：
# vxfenadm -s all -f /etc/vxfentab

Device Name: /dev/vx/rdmp/c1t1d0
Total Number of Keys: 0
No keys...
...

4

将 /etc/vxfenmode 文件复制到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这样可确保两个文件的配置详细信息完全相同。

5

在任何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以启动 vxfenswap 实用程序：
# vxfenswap -g vxfencoorddg [-n]

6

验证是否将这些键自动放置在协调器磁盘上。
# vxfenadm -s all -f /etc/vxfentab

Device Name: /dev/vx/rdmp/c1t1d0
Total Number of Keys: 4
...

启用或禁用首选防护策略
您可以为 I/O 防护配置启用或禁用首选防护功能。
您可以启用首选防护，以使用基于系统的争用策略或基于组的争用策略。如果禁用
首选防护，I/O 防护配置将使用默认的基于计数的争用策略。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首选防护”。
为 I/O 防护配置启用首选防护

1

确保在设置了 I/O 防护的情况下运行集群。
# vxfenadm -d

2

确保集群级属性 UseFence 的值设置为 SCSI3。
# haclus -value UseFence

3

要启用基于系统的争用策略，请执行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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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的。
# haconf -maker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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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设置系统级属性 FencingWeight 的值。
例如，在双节点集群中，要将 sys1 的权重指派为 sys2 权重的五倍，请运行
以下命令：
# hasys -modify sys1 FencingWeight 50
# hasys -modify sys2 FencingWeight 10

■

保存 VCS 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4

要启用基于组的争用策略，请执行以下步骤：
■

使 VCS 配置成为可写的。
# haconf -maker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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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设置每个服务组的组级属性 Priority 的值。
例如，运行以下命令：
# hagrp -modify service_group Priority 1

确保为父服务组分配与其子服务组相同或更低的优先级。如果父服务组和
子服务组承载于不同的子集群中，则优先使用承载子服务组的子集群。
■

保存 VCS 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5

要查看当前在防护驱动程序中设置的防护节点权重，请运行以下命令：
# vxfenconfi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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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I/O 防护配置禁用首选防护

1

确保在设置了 I/O 防护的情况下运行集群。
# vxfenadm -d

2

确保集群级属性 UseFence 的值设置为 SCSI3。
# haclus -value UseFence

3

要禁用首选防护并使用默认的争用策略，请将集群级属性
PreferredFencingPolicy 的值设置为 Disabled。
# haconf -makerw
# haclus -modify PreferredFencingPolicy Disabled
# haconf -dump -makero

管理 CP 服务器
本节提供以下 CP 服务器管理信息：
■

CP 服务器管理用户类型和权限

■

CP 服务器管理命令 (cpsadm)

本节还提供下列 CP 服务器管理任务的说明：
■

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刷新协调点上的注册键。

■

联机集群的协调点替换

■

针对 CP 服务器与 SF Oracle RAC 集群之间的通信，从不安全的设置迁移到安全
设置

为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刷新协调点上的注册键。
SF Oracle RAC 集群处于联机状态时替换协调点（CP 服务器）上的键涉及刷新该协
调点的注册。可以对 CP 服务器执行规划的注册刷新，而不会导致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出现应用程序停机时间。如果 CP 服务器代理发出警报，指明 CP 服务器数据
库中的此类注册丢失，则必须刷新 CP 服务器上的注册。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刷新协调点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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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调点上的注册键

1

确保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和用户已添加到新的 CP 服务器。运行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nodes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users

如果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未出现在此处，请准备新的 CP 服务器供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
有关说明，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
指南》。

2

确保防护是使用 /etc/vxfenmode 文件中提到的协调点以自定义模式在集群上
运行。
如果 /etc/vxfenmode.test 文件存在，请保证其中的信息与 /etc/vxfenmode 文
件中的信息相同。否则，vxfenswap 实用程序将使用 /etc/vxfenmode.test 文
件中列出的信息。
例如，输入以下命令：
# vxfenadm -d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201
Fencing Mode: CUSTOMIZED
Cluster Members:
* 0 (galaxy)
1 (nebula)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3

列出 I/O 防护当前使用的协调点：
# vxfenconfig -l

4

将 /etc/vxfenmode 文件复制到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这样可确保两个文件的配置详细信息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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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集群的其中一个节点运行 vxfenswap 实用程序。
vxfenswap 实用程序要求具有到所有集群节点的安全 ssh 连接。使用 -n 以使

用 rsh，而不是默认的 ssh。
例如：
# vxfenswap [-n]

该命令返回：
VERITAS vxfenswap version <version> <platform>
The logfile generated for vxfenswap is
/var/VRTSvcs/log/vxfen/vxfenswap.log.
19156
Please Wait...
VXFEN vxfenconfig NOTICE Driver will use customized fencing
- mechanism cps
Validation of coordination points change has succeeded on
all nodes.
You may commit the changes now.
WARNING: This may cause the whole cluster to panic
if a node leaves membership before the change is complete.

6

随后，系统会提示您提交更改。确认请输入 y。
此命令会返回一则确认消息，确认已成功替换协调点。

7

确认已成功执行 vxfenswap 实用程序。如果已配置 CP 代理，它会在成功找到
协调点上的注册时报告 ONLINE。可以分别使用 cpsadm 和 vxfenadm 实用程序
来查看 CP 服务器和协调器磁盘上的注册。
请注意，可使用以下命令随时取消正在运行的联机协调点刷新操作：
# vxfenswap -a cancel

在联机集群中替换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协调点
使用以下过程执行自定义协调点（CP 服务器或 SCSI-3 磁盘）的计划替换，而不会
在联机 SF Oracle RAC 集群上产生应用程序停机时间。
注意：如果多个集群共享同一个 CP 服务器，必须在每个集群中执行此替换过程。
当防护在联机集群中以自定义模式运行且 vxfen_mechanism=cps 时，可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来替换协调点。该实用程序还支持在联机集群中从基于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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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护 (vxfen_mode=customized) 迁移到基于磁盘的防护 (vxfen_mode=scsi3)，
反之亦然。
但是，如果 SF Oracle RAC 集群已禁用防护 (vxfen_mode=disabled)，那么您必须
使集群脱机才能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或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请参见第 47 页的“CP 服务器部署和迁移方案”。
可使用 vxfenswap -a cancel 命令随时取消协调点替换操作。
请参见第 125 页的“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替换联机集群的协调点

1

确保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和用户已添加到新的 CP 服务器。运行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server -a list_nodes
# cpsadm -s cpserver -a list_users

如果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未出现在此处，请准备新的 CP 服务器供 SF Oracle
RAC 集群使用：
有关说明，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
指南》。

2

确保防护是使用旧的协调点组以自定义模式在集群中运行。
例如，输入以下命令：
# vxfenadm -d

该命令返回：
I/O Fencing Cluster Information:
================================
Fencing Protocol Version: <version>
Fencing Mode: Customized
Cluster Members:
* 0 (sys1)
1 (sys2)
RFSM State Information:
node 0 in state 8 (running)
node 1 in state 8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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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每个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创建一个包含防护配置更改（如 CP 服务器
信息）的新 /etc/vxfenmode.test 文件。
查看并根据需要更新有关安全性、协调点以及 vxfendg（如果适用于您的配置）
的 vxfenmode 参数。
有关这些参数及其新的可能值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vxfenmode 文件中的文本信
息。

4

从集群的其中一个节点运行 vxfenswap 实用程序。
vxfenswap 实用程序要求具有到所有集群节点的安全 ssh 连接。使用 -n 以使用

rsh，而不是默认的 ssh。
# vxfenswap [-n]

5

查看实用程序显示的消息，并确认是否要提交该更改。
■

如果不需要提交新的防护配置更改，请按 Enter 或在出现提示时回答 n。
Do you wish to commit this change? [y/n] (default: n) n
vxfenswap 实用程序将回滚迁移操作。

■

如果需要提交新的防护配置更改，请在出现提示时回答 y。
Do you wish to commit this change? [y/n] (default: n) y

如果该实用程序成功完成操作，则它会将 /etc/vxfenmode.test 文件改名
为 /etc/vxfenmode 文件。

6

通过检查 vxfen 驱动程序当前使用的协调点来确认是否已成功执行 vxfenswap
实用程序。
例如，运行以下命令：
# vxfenconfig -l

从 CP 服务器与 SF Oracle RAC 集群通信的非安全设置迁移到安全设
置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从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与 SF Oracle RAC 集群的非安全
设置迁移到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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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CP 服务器与 SF Oracle RAC 集群的非安全设置迁移到安全设置

1

停止使用 CP 服务器的所有集群节点上的 VCS。
# hastop -all

2

停止所有集群的所有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的防护。
# /sbin/init.d/vxfen stop

3

在每个 CP 服务器上使用以下命令停止所有的 CP 服务器：
# hagrp -offline CPSSG -any

4

确保为 CP 服务器以及所有客户端上的通信配置了安全性。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指
南》。

5

■

如果 CP 服务器位于 SFHA 集群中，请对每个 CP 服务器执行此步骤。
使 CPSSG 服务组中的装入资源联机。
# hares -online cpsmount -sys local_system_name

完成其余步骤。
■

6

如果 CP 服务器位于单节点 VCS 集群中，请跳过步骤 8 并完成其余步骤。

装入资源联机后，将 credentials 目录从默认位置移到共享存储。
# mv /var/VRTSvcs/vcsauth/data/CPSERVER /etc/VRTSvcs/db/

7

在 CP 服务器的所有节点上创建 softlink。
# ln -s /etc/VRTScps/db/CPSERVER \
/var/VRTSvcs/vcsauth/data/CPSERVER

8

编辑每个 CP 服务器上的 /etc/vxcps.conf 以设置 security=1。

9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 CP 服务器：
# hagrp -online CPSSG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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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编辑集群的第一个节点上的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并删除
UseFence=SCSI3 属性。
在集群的第一个节点上启动 VCS，然后在所有其他节点上启动 VCS。

11 使用安装程序重新配置每个集群上的防护。
# /opt/VRTS/install/installsfrac<version> -fencing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管理 CFS
本节介绍了集群文件系统管理的几个主要方面。
本节提供下列 CFS 管理任务的说明：
■

重定 CFS 文件系统的大小
请参见第 144 页的“重定 CFS 文件系统的大小”。

■

验证 CFS 文件系统的状态
请参见第 144 页的“验证 CFS 文件系统的状态”。

如果您在管理 CFS 时遇到问题，请参考故障排除一节以获得帮助。

重定 CFS 文件系统的大小
如果控制台上显示一条消息，表明 CFS 文件系统已满，您可能要调整文件系统的大
小。 使用 vxresize 命令可调整 CFS 文件系统的大小。 它会扩展文件系统和基础
卷。
有关各个选项的信息，请参见 vxresize (1M) 手册页。
以下命令可调整 Oracle 数据 CFS 文件系统的大小（Oracle 数据卷由 CFS 装入）：
# vxresize -g oradatadg oradatavol +2G

其中 oradatadg 表示 CVM 磁盘组，oradatavol 表示卷，+2G 表明卷的大小增加 2
GB。

验证 CFS 文件系统的状态
运行 cfscluster status 命令以查看节点及其装入点的状态：
# cfscluster status
Node
Cluster Manager

:
:

sys1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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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M state

:

MOUNT POINT
/app/crshome
/ocrvote
/app/oracle/orahome
/oradata1
/arch
Node
Cluster Manager
CVM state

:
:
:

MOUNT POINT
/app/crshome
/ocrvote
/app/oracle/orahome
/oradata1
/arch

running
SHARED VOLUME
crsbinvol
ocrvotevol
orabinvol
oradatavol
archvol

DISK GROUP
bindg
ocrvotedg
bindg
oradatadg
oradatadg

STATUS
MOUNTED
MOUNTED
MOUNTED
MOUNTED
MOUNTED

DISK GROUP
bindg
ocrvotedg
bindg
oradatadg
oradatadg

STATUS
MOUNTED
MOUNTED
MOUNTED
MOUNTED
MOUNTED

sys2
running
running
SHARED VOLUME
crsbinvol
ocrvotevol
orabinvol
oradatavol
archvol

管理 CVM
本节提供下列 CVM 管理任务的说明：
■

手动建立 CVM 集群成员集
请参见第 146 页的“手动建立 CVM 集群成员集”。

■

手动更改 CVM 主节点
请参见第 146 页的“手动更改 CVM 主节点”。

■

手动导入共享磁盘组
请参见第 149 页的“手动导入共享磁盘组”。

■

手动逐出共享磁盘组
请参见第 149 页的“手动逐出共享磁盘组 ”。

■

验证 CVM 是否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运行
请参见第 150 页的“验证 CVM 是否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运行”。

■

验证 CVM 成员集状态
请参见第 150 页的“验证 CVM 成员集状态”。

■

验证 CVM 共享磁盘组的状态
请参见第 151 页的“验证 CVM 共享磁盘组的状态”。

■

验证激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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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51 页的“验证激活模式”。
如果您在管理 CVM 时遇到问题，请参考故障排除一节以获得帮助。
请参见第 189 页的“对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进行故障
排除”。

列出所有 CVM 共享磁盘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列出所有 CVM 共享磁盘：
# vxdisk -o alldgs list |grep shared

手动建立 CVM 集群成员集
大多数情况下不必手动启动 CVM；它通常会在启动 VCS 时启动。
运行以下命令手动启动 CVM：
#vxclustadm -m vcs -t gab startnode
vxclustadm: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

请注意，vxclustadm 读取 main.cf 获取集群配置信息，因此与正在运行的 VCS 无
关。 您无需运行 vxclustadm startnode 命令，因为 hastart（VCS 启动）命令通
常会自动启动 CVM。
验证 CVM 是否正常启动：
# vxclustadm nidmap
Name
sys1
sys2

CVM Nid
0
1

CM Nid
0
1

State
Joined: Master
Joined: Slave

手动更改 CVM 主节点
当集群处于联机状态时，可以手动将 CVM 主节点从集群中的一个节点更改到另一
个节点。CVM 会迁移主节点，并重新配置集群。
Symantec 建议在集群不处理 VxVM 配置更改或集群重新配置操作时切换主节点。
大多数情况下，如果 CVM 检测到正在 VxVM 或集群中进行任何配置更改，CVM 会
中止该操作以更改主节点。 在主节点更改操作开始重新配置集群后，要求配置更改
的其他命令将失败，直到主节点切换完成为止。
请参见第 149 页的“在 CVM 主节点切换期间出错”。
要联机更改主节点，集群必须为集群协议版本 100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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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更改 CVM 主节点

1

要查看当前主节点，请使用以下命令之一：
# vxclustadm nidmap
Name
sys1
sys2

CVM Nid
0
1

CM Nid
0
1

State
Joined: Slave
Joined: Master

# vxdctl -c mode
mode: enabled: cluster active - MASTER
master: sys2

在本示例中，CVM 主节点为 sys2。

2

从集群中的任意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以更改 CVM 主节点：
# vxclustadm setmaster nodename

其中：nodename 指定新 CVM 主节点的名称。
以下示例显示了将集群上的主节点从 sys2 更改为 sys1 的过程：
# vxclustadm setmaster sy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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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监视主节点切换，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clustadm -v nodestate
state: cluster member
nodeId=0
masterId=0
neighborId=1
members[0]=0xf
joiners[0]=0x0
leavers[0]=0x0
members[1]=0x0
joiners[1]=0x0
leavers[1]=0x0
reconfig_seqnum=0x9f9767
vxfen=off
state: master switching in progress
reconfig: vxconfigd in join

在本示例中，状态表明正在更改主节点。

4

要验证是否已成功更改主节点，请使用以下命令之一：
# vxclustadm nidmap
Name
sys1
sys2

CVM Nid
0
1

CM Nid
0
1

State
Joined: Master
Joined: Slave

# vxdctl -c mode
mode: enabled: cluster active - MASTER
master: sys1

手动更改主节点的注意事项
如果主节点未在最适合作为集群主节点的节点上运行，则可以手动更改主节点。下
面提供了一些可能发生此状况的情况。
■

当前运行的主节点已失去对某些磁盘的访问权限。
默认情况下，CVM 通过使用 I/O 传送来处理此情况。但是，您可能希望将应用
程序故障转移到有权访问这些磁盘的节点。移动应用程序时，您可能还希望将
主节点角色重定位到新节点。例如，您可能希望主节点和应用程序位于同一节
点上。
您可以通过使用主节点切换操作来移动主节点角色，而不会导致原始主节点退
出集群。在主节点角色和应用程序切换到其他节点之后，您可能希望从集群中
删除原始节点。您可以卸载文件系统，并以正常方式关闭节点。然后，您可以
对该节点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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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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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同时运行应用程序负载和内部生成的管理 I/O，主节点无法很好地扩展。
您可以选择重新评估放置策略，并重定位主节点。

在 CVM 主节点切换期间出错
Symantec 建议在集群未处理 VxVM 或集群配置更改时切换主节点。
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 CVM 检测到有任何正在进行的配置更改，便会中止更改主
节点的操作。CVM 会将故障的原因记录到系统日志中。在某些情况下，故障会显示
在 vxclustadm setmaster 输出中，如下所示：
# vxclustadm setmaster sys1
VxVM vxclustadm ERROR V-5-1-15837 Master switching, a reconfiguration or
a transaction is in progress.
Try again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由于另一个重新配置操作而中断了主节点切换操作，则主节点
更改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现有主节点仍是集群的主节点。重新配置完成后，请
重新执行 vxclustadm setmaster 命令以更改主节点。
如果主节点切换操作已开始重新配置，则启动配置更改的任何命令都会失败，并显
示以下错误：
Node processing a master-switch request. Retry operation.

如果看到此消息，请在主节点切换完成后重试该命令。

手动导入共享磁盘组
您可以使用下列命令手动导入共享磁盘组：
# vxdg -s import dg_name

手动逐出共享磁盘组
可以使用下列命令手动逐出共享磁盘组：
# vxdg deport dg_name

请注意，逐出共享磁盘组会删除这些磁盘上的 SCSI-3 PGR 键。

手动启动共享卷
手动导入 CVM 共享磁盘组后，需要手动启动磁盘组中的卷，如下所示：
# vxvol -g dg_name star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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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验证卷是否已启动，请运行以下命令：
# vxprint -htrg dg_name | grep ^v

验证 CVM 是否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运行
您可以使用下列选项验证 CVM 是否出现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
下列输出显示在不属于集群成员的节点上：
# vxdctl -c mode
mode: enabled: cluster inactive
# vxclustadm -v nodestate
state: out of cluster

在主节点上显示下列输出：
# vxdctl -c mode
mode: enabled: cluster active - MASTER
master: sys1

在从属节点上显示下列输出：
# vxdctl -c mode
mode: enabled: cluster active - SLAVE
master: sys2

使用以下命令可同时查看所有 CVM 节点：
# vxclustadm nidmap
Name
sys1
sys2

CVM Nid
0
1

CM Nid
0
1

验证 CVM 成员集状态
可以按如下方式验证 CVM 的状态：
# vxclustadm -v nodestate
state: joining
nodeId=0
masterId=0
neighborId=0

State
Joined: Master
Joined: S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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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0x1
joiners=0x0
leavers=0x0
reconfig_seqnum=0x0
reconfig: vxconfigd in join

该状态表示 CVM 已完成其内核级别加入并且位于 vxconfigd 级别加入的中间。
vxdctl -c mode 命令指示节点是主 CVM 还是从属 CVM。

验证 CVM 共享磁盘组的状态
您可以使用下列命令列出 SF Oracle RAC 集群中当前导入的共享磁盘组：
# vxdg list |grep shared
orabinvol_dg enabled,shared,cds 1052685125.1485.csha3

验证激活模式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应该在每个集群节点上将共享磁盘组的 activation 属性
设置为 shared-write。
验证是否将 activation 设置为 shared-write：
# vxdg list dg_name |grep activation
local-activation: shared-write

如果 activation 未设置为 shared-write，请运行以下命令：
# vxdg -g dg_name set activation=sw

管理 SF Oracle RAC 全局集群
本节提供下列全局集群管理任务的说明：
■

关于设置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设置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

使用向导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使用“Fire Drill Setup (防火练习设置)”向导配置防火练习
服务组”。

■

验证防火练习是否成功
请参见第 154 页的“验证防火练习是否成功”。

■

安排防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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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54 页的“安排防火练习”。
对于示例防火练习服务组配置：
请参见第 154 页的“防火练习服务组配置示例”。

关于设置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灾难恢复防火练习过程通过模仿从主站点到辅助站点的故障转移来测试配置应对故
障的能力。执行此过程时，并不停止主站点上的应用程序、不中断用户访问、不中
断复制数据流，也不会导致辅助站点需要进行重新同步。
首先是在辅助站点上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该组的配置非常接近原始应用程序服务
组的配置，并包含复制卷组 (RVG) 中的生产数据的时间点副本。如果需要，应使防
火练习服务组在辅助站点上联机，以表明应用程序服务组可以进行故障转移以及在
辅助站点上联机。由于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与外部客户端或资源的其他实例交互，因
此，即使应用程序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防火练习服务组也可以安全地联机。
只能在辅助站点上执行防火练习，不要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承载原始应用程序的节
点上联机。
在使用 VVR 的灾难恢复设置中执行防火练习之前，请执行以下步骤：
■

对于所有 Mount 资源，将 ReuseMntPt 属性的值设置为 1。

■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使用“Fire Drill Setup (防火练习设置)”向导配置防火练习
服务组”。

■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后，对于所有 Mount 资源，将 ReuseMntPt 属性的值重
置为 0。

VCS 还支持通过 HA 防火练习来验证资源是否可以故障转移到集群中的其他节点。
注意：只能对常规 VxVM 卷执行防火练习；不支持对卷集 (vset) 执行防火练习。
VCS 为基于阵列的解决方案（如 Hitachi Truecopy、EMC SRDF 等等）提供硬件复
制代理。如果要使用硬件复制代理来监视复制的数据集群，请参考 VCS 复制代理文
档以获取关于设置和配置防火练习的详细信息。

关于使用“Fire Drill Setup (防火练习设置)”向导配置防火练习服务
组
使用“Fire Drill Setup (防火练习设置)”向导设置防火练习配置。
该向导可以执行下列具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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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缓存对象以在执行防火练习过程中存储更改的块，这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执
行防火练习所需的磁盘空间和磁盘轴。

■

配置类似实际应用程序组的 VCS 服务组。

该向导仅适用于包含一个磁盘组的应用程序组。 该向导设置应用程序中的第一个
RVG。 如果应用程序包含多个 RVG，必须将第一个 RVG 作为参考，手动创建优化
空间快照并配置 VCS。
可以使用 fdsched 脚本为服务组安排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安排防火练习”。

运行防火练习设置向导
运行向导

1

在 VVR 辅助站点上启动“RVG Secondary Fire Drill (RVG 辅助防火练习)”向
导，其中应用程序服务组处于脱机状态且复制组处于联机状态，并作为一个辅
助：
# /opt/VRTSvcs/bin/fdsetup

2

阅读欢迎界面上的信息并按 Enter 键。

3

该向导标识出全局服务组。输入用于防火练习的服务组的名称。

4

查看磁盘组中可用于优化空间快照的卷的列表。输入选择用于快照的卷。通
常，应准备应用程序使用的所有卷（不管是否为复制卷），否则，可能无法成
功执行快照操作。
看到提示时按 Enter 键。

5

输入存在快照时用于存储写入内容的缓存大小。缓存大小必须足够大，以便存
储防火练习过程中预计的更改块数。不过，缓存已配置为在填满时自动增长。
输入在其上创建缓存的磁盘。
看到提示时按 Enter 键。

6

向导开始运行命令来创建防火练习设置。
看到提示时按 Enter 键。
向导将创建应用程序组及其关联的资源。另外，它还为应用程序（如 Oracle）
创建具有 CFSMount 类型和 RVGSnapshot 类型资源的防火练习组。
在本示例中，两个服务组中的应用程序资源定义相同的应用程序和相同的数据
库。该向导将应用程序资源的 FireDrill 属性设置为 1，以避免在实际应用程序
实例和防火练习服务组同时联机时，代理报告并存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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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防火练习服务组中配置本地属性
防火练习设置向导不识别资源的本地化属性值。 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的资源具有本
地（特定系统）属性值，必须在运行向导之后手动设置这些属性。

验证防火练习是否成功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没有运行应用程序的节点上联机。然后验证防火练习服务组是
否联机。 此操作验证您的灾难恢复解决方案配置是否正确，以及在主站点上发生实
际故障（灾难）后，生产服务组是否会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
如果防火练习服务组无法联机，请查看 VCS 引擎日志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以便在
生产服务组中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您还可以查看位于 /tmp/fd-servicegroup.pid 的防火练习日志。
请记住，验证了防火练习可以正常执行后，要使其脱机。 否则，可能会导致您的环
境中出现故障。 例如，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故障转移到承载防火练习服务组的节
点，可能会发生资源冲突，从而导致两个服务组出现故障。

安排防火练习
可以使用 fdsched 脚本为服务组安排防火练习。 fdsched 脚本设计用于仅在当前在
集群中运行的编号最小的节点上运行。 调度程序按照周期性时间间隔运行命令 hagrp
- online firedrill_group -any。
安排防火练习

1

将文件 /opt/VRTSvcs/bin/fdsched 添加到 crontab。

2

要使防火练习具有高可用性，请将 fdsched 文件添加到集群中的每个节点。

防火练习服务组配置示例
本节中的示例配置介绍辅助站点上的防火练习功能服务组配置。该配置使用 VVR
复制这两个站点之间的数据。
示例服务组介绍下列配置：
■

两个 SF Oracle RAC 集群（每个集群由两个节点组成）驻留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

存储在 CFS 中的单个 Oracle 数据库。

■

该数据库由 Oracle 的 VCS 代理管理。
此代理启动、停止并监视该数据库。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Oracle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缓存熔合使用公共 IP 地址。 专用 IP 地址由高可用
性的 PrivNIC 代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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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在每个站点上的 ClusterService 组下配置一个虚拟 IP 地址，以进行集群
间通信。

■

Oracle 集群注册表 (OCR) 和 Voting 磁盘存储在 CFS 上。

■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用于复制两个站点间的数据。

■

在 RVG 组下配置跨站点复制的共享卷。

■

在 rlogowner 组下配置 VVR 在站点间传送日志信息使用的复制链接。 该组是
一个故障转移组，仅在每个站点的集群中的其中一个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

■

通过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集群指定为 ClusterList 组属性的值，将数据库组
配置为全局组。

■

防火练习服务组 oradb_grp_fd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复制数据的快照，并使用该快
照启动数据库。在防火练习服务组和应用程序服务组之间设置了一个 offline
local 依赖关系，以确保在灾难冲击主站点时，防火练习不会阻止应用程序故障
转移。

图 2-1 说明了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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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练习的服务组配置

图 2-1

oradb_grp_fd（并行）

oradb_grp（并行）

oradb_fd
Oracle
oradb_grp-snaporadata_mnt Offline local
CFSMount
racdata_rvg-sos

rlogowner（故障转移）
logowner

oradb

RVGLogowner

Oracle

logowner_ip

oradb_mnt
CFSMount

IP

ora_vvr_sharedpri

RVGSnapshot

nic
NIC

RVGSharedPri
Online local firm

RVGgroup
（并行）

Online local firm

racdata_rvg
RVGShared
racdata_voldg
CVMVoIDG
Online local firm

cvm（并行）
cssd
Application

ocrvote_mnt
CFSMount

ora_priv
vxfsckd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PrivNIC

部分

性能与故障排除

■

3. SF Oracle RAC 故障排除

■

4. 防止和恢复策略

■

5. 可调参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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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Oracle RAC 故障排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F Oracle RAC 故障排除

■

看到授权许可提示时如何操作

■

在连接失败之后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

安装程序无法为集群创建 UUID

■

就 SF Oracle RAC 安装前检查失败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LLT 运行状况检查警告消息故障排除

■

就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LMX 运行状况检查警告消息进行故障排除

■

I/O 防护故障排除

■

对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进行故障排除

■

VCSIPC 故障排除

■

Oracle 故障排除

■

对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ODM 进行故障排除

关于 SF Oracle RAC 故障排除
本章中的信息可帮助您诊断可能出现的设置或配置问题。 对于组件产品中出现的问
题，可能需要参考相应的技术文档予以解决。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就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LMX 运行状况检查警告消息进行故
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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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F Oracle RAC 集群中收集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使用故障排除脚本可收集集群及其模块的配置和状态信息。 这些脚本标识depot信
息、调试消息、控制台消息以及有关磁盘组和卷的信息。将这些脚本的输出转发到
Symantec 技术支持可以帮助分析和解决任何问题。
■

使用 SORT 数据收集器收集配置信息
请参见第 160 页的“使用 SORT 数据收集器收集配置信息”。

■

收集 SF Oracle RAC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请参见第 160 页的“收集 SF Oracle RAC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

收集 VCS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请参见第 161 页的“收集 VCS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

收集 LLT 和 GAB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请参见第 161 页的“收集 LLT 和 GAB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

收集 IMF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请参见第 161 页的“收集 IMF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使用 SORT 数据收集器收集配置信息
SORT 数据收集器现在取代了 VRTSexplorer 实用程序。
使用 VxExplorer 选项运行数据收集器，并收集来自节点的系统和配置信息以便诊
断或分析集群中的问题。
如果您在集群中发现需要专业帮助的问题，请运行数据收集器，并将 tar 文件输出
发送到 Symantec 技术支持以便解决该问题。
访问 SORT 网站并下载适用于您的操作系统的 UNIX 数据收集器：
https://sort.symantec.com
有关更多信息：
https://sort.symantec.com/public/help/wwhelp/wwhimpl/js/html/wwhelp.htm

收集 SF Oracle RAC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必须运行 getdbac 脚本才能收集有关 SF Oracle RAC 模块的信息。
收集 SF Oracle RAC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

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vcs/bin/getdbac -local

脚本将输出保存到默认文件 /tmp/vcsopslog.time_stamp.tar.Z
如果您无法解决此问题，请联系 Symantec 技术支持部门，并提供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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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VCS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遇到 VCS 问题时，必须运行 hagetcf 命令收集信息。Symantec 技术支持使用这些
脚本的输出帮助分析和解决所有 VCS 问题。hagetcf 命令收集关于安装的软件、集
群配置、系统、日志的信息和相关信息并创建 gzip 文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agetcf(1M) 手册页。
收集 VCS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

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vcs/bin/hagetcf

该命令会提示您指定 gzip 文件的输出目录。可以将 gzip 文件保存到默认的
/tmp 目录或其他目录。
进行故障排除并解决问题。
如果问题无法解决，请联系 Symantec 技术支持部门，并提供 hagetcf 命令所
生成的文件。

收集 LLT 和 GAB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当 LLT 和 GAB 出现问题时，必须运行 getcomms 脚本来收集 LLT 和 GAB 信息。
getcomms 脚本收集 LLT 和 GAB 信息的同时，还收集核心转储和堆栈跟踪。
收集 LLT 和 GAB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1

如果已更改 GAB_FFDC_LOGDIR 参数的默认值，则必须重新导出同一变量才
能运行 getcomms 脚本。
请参见第 166 页的“GAB 消息日志记录”。

2

运行以下命令以收集信息：
# /opt/VRTSgab/getcomms

默认情况下，该脚本使用 remsh。确保您配置了无密码的 remsh。如果在集群
节点之间有无密码的 ssh，则可以使用 -ssh 选项。要在运行该命令的节点上收
集信息，请使用 -local 选项。
进行故障排除并解决问题。
如果问题无法解决，请联系 Symantec 技术支持部门，并提供 getcomms 脚本
所生成的 /tmp/commslog.time_stamp.tar 文件。

收集 IMF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遇到 IMF（智能监视框架）问题时，必须运行 getimf 脚本以收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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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IMF 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

在每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amf/bin/getimf

进行故障排除并解决问题。
如果无法解决问题，请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并提供 getimf 脚本生成
的文件。

SF Oracle RAC 日志文件
表 3-1 列出了各种日志文件及其位置。这些日志文件包含用于确定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有用信息。
表 3-1
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列表

位置

Oracle 安装错误日 oraInventory_path\
/logs/\
志
installActionsdate_time.log

说明
包含在 Oracle RAC 安装过程中发
生的错误。它清楚地说明了错误的
性质及错误是在安装过程的何时发
生的。

注意：验证此文件中是否记录了任
何 installation 错误，因为它们可
能是严重性错误。如果存在任何安
装问题，请将此文件发送到技术支
持以排除问题。
Oracle 警报日志

对于 Oracle RAC 10g：

包含数据库操作所报告的消息和错
误。

$ORACLE_HOME/admin/db_name/\
bdump/alert_instance_name.log
对于 Oracle RAC 11g：
$ORACLE_BASE/diag/rdbms/db_name/\
instance_name/trace/alert_instance_name.log
日志路径是可配置的。
VCS 引擎日志文件 /var/VRTSvcs/log/engine_A.log

包含高可用性后台驻留程序 had 执
行的所有操作。

注意：验证此文件中是否记录了任
何 CVM 或 PrivNIC 错误，因为它
们可能是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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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

位置

说明

CVM 日志文件

/var/adm/vx/cmdlog
/var/adm/vx/ddl.log
/var/adm/vx/translog
/var/adm/vx/dmpevents.log
/var/VRTSvcs/log/engine_A.log

cmdlog 文件包含 CVM 命令的列
表。
有关收集重要 CVM 日志的更多信
息：
请参见第 163 页的“收集重要的 CVM
日志”。

VCS 代理日志文件 /var/VRTSvcs/log/agenttype_A.log
其中： agenttype 是 VCS 代理的类型。
例如，CFS 代理的日志文件可以位于：

包含与代理函数相关的消息和错
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var/VRTSvcs/log/CFSMount_A.log
OS 系统日志

/var/adm/syslog/syslog.log

I/O 防护内核日志 /var/VRTSvcs/log/vxfen/vxfen.log
通过运行以下命令获取日志：

包含由操作系统模块和驱动程序产
生的消息和错误。
包含有关 I/O 防护的消息、错误或
诊断信息。

# /opt/VRTSvcs/vxfen/bin/\
vxfendebug -p
VCSMM 日志文件 /var/VRTSvcs/log/vcsmmconfig.log

包含有关 VCSMM 的消息、错误或
诊断信息。

收集重要的 CVM 日志
您需要停止并重新启动集群，才能收集详细的 CVM TIME_JOIN 消息。
收集详细的 CVM TIME_JOIN 消息

1

在集群的所有节点上，执行下列步骤。
■

编辑 /opt/VRTSvcs/bin/CVMCluster/online 脚本。
将 -T 选项插入以下字符串。
原始字符串： clust_run=`$VXCLUSTADM -m vcs -t $TRANSPORT
startnode 2> $CVM_ERR_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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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修改的字符串：clust_run=`LANG=C LC_MESSAGES=C $VXCLUSTADM -m
vcs -t $TRANSPORT startnode 2> $CVM_ERR_FILE`

2

停止集群。
#hastop -all

3

启动集群。
#hastart
此时，会在 /var/adm/syslog/syslog.log 文件和控制台中显示 CVM
TIME_JOIN 消息。

您也可以启用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日志记录，如下所示：
# vxdctl debug 9 /var/adm/vx/vxconfigd_debug.out

启用的调试信息会在系统控制台日志和文本文件 /var/adm/vx/vxconfigd_debug.out
中累积。9 表示调试级别。1 表示最低调试级别。9 表示详细输出。
小心：启用 vxconfigd 调试会降低 VxVM 性能。在生产环境中，请谨慎使用
vxconfigd 调试。
要禁用 vxconfigd 调试：
# vxdctl debug 0

CVM 内核消息转储可在实时节点上收集，如下所示：
# /etc/vx/diag.d/kmsgdump -k 2000 > \
/var/adm/vx/kmsgdump.out

关于 SF Oracle RAC 内核和驱动程序消息
如果将内核和驱动程序消息配置为显示在控制台上，则 SF Oracle RAC 驱动程序（如
GAB）会将消息输出到控制台。请确保将内核和驱动程序消息记录到控制台。
有关如何配置控制台消息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VCS 消息日志记录
VCS 生成两种类型的日志：引擎日志和代理日志。日志文件名中会追加字母后缀。
字母 A 指示第一个日志文件，B 指示第二个日志文件，C 指示第三个日志文件，依
此类推。
引擎日志位于 /var/VRTSvcs/log/engine_A.log。引擎日志消息的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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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tamp (Year/MM/DD) | Mnemonic | Severity | UMI| Message Text
■

Timestamp：消息生成的日期和时间。

■

Mnemonic：代表产品的字符串 ID（例如 VCS）。

■

Severity：一些级别，包括 CRITICAL、ERROR、WARNING、NOTICE 和 INFO
（分别表示从最严重到最不严重）。

■

UMI：唯一的消息 ID。

■

Message Text：由 VCS 生成的实际消息。

典型的引擎日志如下所示：
2011/07/10 16:08:09 VCS INFO V-16-1-10077 Received new
cluster membership

代理日志位于 /var/VRTSvcs/log/<agent>.log。代理日志消息的格式如下所示：
Timestamp (Year/MM/DD) | Mnemonic | Severity | UMI | Agent Type | Resource
Name | Entry Point | Message Text
典型的代理日志如下所示：
2011/07/10 10:38:23 VCS WARNING V-16-2-23331
Oracle:VRT:monitor:Open for ora_lgwr failed, setting
cookie to null.

请注意，并非所有节点上的日志都相同，原因如下：
■

VCS 记录本地节点上的本地事件。

■

当某个事件发生时，并非所有节点都在运行。

VCS 将警告和错误消息输出至 STDERR。
如果 VCS 引擎、Command Server 或任何 VCS 代理遇到问题，则会生成首次故障
数据捕获 (FFDC) 日志，并随其他核心转储和堆栈跟踪一起转储到以下位置：
■

对于 VCS 引擎：$VCS_DIAG/diag/had

■

对于 Command Server：$VCS_DIAG/diag/CmdServer

■

对于 VCS 代理：$VCS_DIAG/diag/agents/type，其中 type 表示具体的代理类
型。

变量 $VCS_DIAG 的默认值为 /var/VRTSvcs/。
如果没有打开调试日志记录，则这些 FFDC 日志对于分析需要专业支持的问题很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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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 消息日志记录
如果 GAB 遇到某个问题，则还会生成并转储首次故障数据捕获 (FFDC) 日志。
配置 GAB 后，GAB 也会启动 GAB 日志记录后台驻留程序 (/opt/VRTSgab/gablogd)。
默认情况下启用 GAB 日志记录后台驻留程序。可更改 GAB 可调参数 gab_ibuf_count
的值以禁用 GAB 日志记录后台驻留程序。
请参见第 210 页的“关于 GAB 加载时可调参数或静态可调参数”。
此 GAB 日志记录后台驻留程序在发生严重事件（例如 iofence），或在发生任何
GAB 端口的主节点故障时收集 GAB 相关的日志，并以压缩二进制格式存储数据。
可使用以下 gabread_ffdc 实用程序读取 GAB 二进制日志文件：
/opt/VRTSgab/gabread_ffdc

binary_logs_files_location

可更改下列控制 GAB 二进制日志文件的环境变量的值：
■

GAB_FFDC_MAX_INDX：定义最大 GAB 二进制日志文件数
GAB 日志记录后台驻留程序收集定义数量的日志文件，每个文件大小为 8 MB。
默认值为 20，文件以从 gablog.1 到 gablog.20 的方式命名。无论在任何时候，
最新的文件都是 gablog.1 文件。

■

GAB_FFDC_LOGDIR：为 GAB 二进制日志文件定义日志目录位置
默认位置为：
/var/adm/gab_ffdc

请注意，gablog 后台驻留程序将其日志写入位于相同目录中的 glgd_A.log 和
glgd_B.log 文件。
可以在以下 GAB 启动文件中定义这些变量，也可以使用 export 命令。要使更改生
效，必须重新启动 GAB。
/etc/rc.config.d/gabconf

关于调试日志标记用法
下表说明了调试标记的用法：
实体

所使用的调试日志

代理函数

DBG_1 到 DBG_21

代理框架

DBG_AGTRACE
DBG_AGDEBUG
DBG_AGINFO

SF Oracle RAC 故障排除
关于 SF Oracle RAC 故障排除

实体

所使用的调试日志

Icmp 代理

DBG_HBFW_TRACE
DBG_HBFW_DEBUG
DBG_HBFW_INFO

HAD

DBG_AGENT（用于与代理相关的调试日志）
DBG_ALERTS（用于警报调试日志）
DBG_CTEAM（用于 GCO 调试日志）
DBG_GAB、DBG_GABIO（用于 GAB 调试消息）
DBG_GC（用于对每个日志消息显示全局计数器）
DBG_INTERNAL（用于内部消息）
DBG_IPM（用于进程间消息传送）
DBG_JOIN（用于结合逻辑）
DBG_LIC（用于与授权相关的消息）
DBG_NTEVENT（用于 NT 事件日志）
DBG_POLICY（用于引擎策略）
DBG_RSM（用于 RSM 调试消息）
DBG_TRACE（用于跟踪消息）
DBG_SECURITY（用于与安全相关的消息）
DBG_LOCK（用于调试锁基元）
DBG_THREAD（用于调试线程基元）
DBG_HOSTMON（用于 HostMonitor 调试日志）

为代理启用调试日志
本节介绍如何为 VCS 代理启用调试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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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理启用调试日志

1

将配置设置为读写：
# haconf -makerw

2

启用日志记录并设置所需的日志级别。以下示例说明了用于 IPMultiNIC 资源
类型的命令。
# hatype -modify IPMultiNIC LogDbg DBG_1 DBG_2 DBG_4 DBG_21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LogDbg 属性的说明。

3

对于基于脚本的代理，运行 halog 命令将消息添加至引擎日志：
# halog -addtags DBG_1 DBG_2 DBG_4 DBG_21

4

保存该配置。
# haconf -dump -makero

如果设置了 DBG_AGDEBUG，代理实例的代理框架日志出现在运行代理的节点上
的代理日志中。

对 VCS 引擎启用调试日志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对 VCS 引擎、VCS 代理和 HA 命令启用调试日志：
■

要在运行时启用调试日志，请使用 halog -addtags 命令。

■

要在启动时启用调试日志， 请使用 VCS_DEBUG_LOG_TAGS 环境变量。必须
先设置 VCS_DEBUG_LOG_TAGS，然后再启动 HAD 或运行 HA 命令。
例如：
# export VCS_DEBUG_LOG_TAGS="DBG_TRACE DBG_POLICY"
# hastart
# export VCS_DEBUG_LOG_TAGS="DBG_AGINFO DBG_AGDEBUG DBG_AGTRACE"
# hastart
# export VCS_DEBUG_LOG_TAGS="DBG_IPM"
# hagrp -list

SF Oracle RAC 故障排除
关于 SF Oracle RAC 故障排除

注意：调试日志消息是十分详细的。如果启用调试日志，则日志文件可能会很快填
满。

启用 IMF 的调试日志
运行以下命令，启用智能监视框架 (IMF) 的其他调试日志。将在特定于代理的
/var/VRTSvcs/log/agentname_A.log 日志文件中记录这些消息。
启用其他调试日志

1

对于 Process、Mount 和应用程序代理：
# hatype -modify agentname LogDbg
DBG_AGDEBUG DBG_AGTRACE DBG_AGINFO DBG_1 DBG_2
DBG_3 DBG_4 DBG_5 DBG_6 DBG_7

2

对于 Oracle 和 Netlsnr 代理：
# hatype -modify agentname LogDbg
DBG_AGDEBUG DBG_AGTRACE DBG_AGINFO DBG_1 DBG_2
DBG_3 DBG_4 DBG_5 DBG_6 DBG_7
DBG_8 DBG_9 DBG_10

3

对于 CFSMount 代理：
# hatype -modify agentname LogDbg
DBG_AGDEBUG DBG_AGTRACE DBG_AGINFO DBG_1 DBG_2
DBG_3 DBG_4 DBG_5 DBG_6 DBG_7
DBG_8 DBG_9 DBG_10 DBG_11 DBG_12
DBG_13 DBG_14 DBG_15 DBG_16
DBG_17 DBG_18 DBG_19 DBG_20 DBG_21

4

对于 CVMvxconfigd 代理，不必启用其他任何调试日志。

5

对于 AMF 驱动程序内存跟踪缓冲区：
# amfconfig -S errlevel all all

如果已启用 AMF 驱动程序内存跟踪缓冲区，可使用 amfconfig -p dbglog 命
令查看其他日志。

消息目录
VCS 对消息目录提供多语言支持。这些二进制消息目录 (BMC) 存储在以下默认位置
中。变量 language 代表一个两字母的语言名称缩写。

169

170

SF Oracle RAC 故障排除
看到授权许可提示时如何操作

/opt/VRTS/messages/language/module_name

VCS 命令行界面以 VCS 支持的语言显示错误消息和成功消息。hamsg 命令以 VCS
支持的语言显示 VCS 引擎日志。
BMC 包括：
gcoconfig.bmc

gcoconfig 消息

VRTSvcsHbfw.bmc

心跳框架消息

VRTSvcsTriggers.bmc

VCS 触发器消息

VRTSvcsWac.bmc

广域连接器进程消息

vxfen*.bmc

防护消息

gab.bmc

GAB 命令行界面消息

hagetcf.bmc

hagetcf 消息

llt.bmc

LLT 命令行界面消息

VRTSvcsAgfw.bmc

代理框架消息

VRTSvcsAlerts.bmc

VCS 警报消息

VRTSvcsApi.bmc

VCS API 消息

VRTSvcsCommon.bmc

通用模块消息

VRTSvcsHad.bmc

VCS 引擎 (HAD) 消息

VRTSvcsplatformAgent.bmc

VCS 捆绑代理消息

VRTSvcsplatformagent_name.bmc

VCS Enterprise Agent 消息

看到授权许可提示时如何操作
在此版本中，没有许可证密钥也可以进行安装。为了遵守最终用户许可协议，您必
须安装许可证密钥或使主机由管理服务器管理。如果您在 60 天之内未遵守这些条
款，将会显示以下警告消息：
WARNING V-365-1-1 This host is not entitled to run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Veritas Cluster Server.As set forth in the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EULA) you must complete one of the two options
set forth below. To comply with this condition of the EULA and
stop logging of this message, you have <nn> days to either:
- make this host managed by a Management Server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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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symantec.com/sfhakeyless for details and free download),
or
- add a valid license key matching the functionality in use on this host
using the command 'vxlicinst'

要遵守 EULA 条款和除去这些消息，您必须在 60 天内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安装与主机上使用的功能相对应的有效许可证密钥。
在您安装许可证密钥之后，必须使用以下命令验证该许可证密钥：
# /opt/VRTS/bin/vxlicrep

■

通过使用管理服务器来管理服务器或集群，继续使用无密钥许可。
有关无密钥授权许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URL：
http://go.symantec.com/sfhakeyless

在连接失败之后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如果安装因连接失败而终止，则可以重新启动安装程序来恢复安装。 安装程序检测
到现有安装。 安装程序提示您是否要恢复安装。 如果恢复安装，则安装将从安装失
败点处继续。

安装程序无法为集群创建 UUID
如果安装程序在为集群配置 UUID 之前找不到 uuidconfig.pl 脚本，则它将显示以
下错误消息：
Couldn't find uuidconfig.pl for uuid configuration,
please create uuid manually before start vcs

在 SF Oracle RAC 配置、升级期间或者使用安装程序将节点添加到集群时，可能会
看到该错误消息。
解决方法：要启动 SF Oracle RAC，必须手动运行 uuidconfig.pl 脚本，以在每个集
群节点上配置 UUID。
手动创建集群时配置集群 UUID
◆

在集群中的一个节点上执行以下命令，以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填充集群
UUID。
# /opt/VRTSvcs/bin/uuidconfig.pl -clus -configure nodeA
nodeB ... nodeN

其中，nodeA、nodeB 一直到 nodeN 均为集群节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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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SF Oracle RAC 安装前检查失败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表 3-2 提供了一些准则，用于解决在启动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时可能报告的故
障。
表 3-2

对安装前检查故障进行故障排除

错误消息

原因

Checking system
communication...Failed

未在集群中的系统间设置不使 在集群中的系统间设置不使用
用密码的 SSH 或 remsh 通
密码的 SSH 或 RSH 通信。
信。
有关说明，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中的“设置系统间通信”一
节。

Checking release
compatibility...Failed

当前系统体系结构或操作系统 请确保系统满足该版本所需的
版本不受支持。例如，在此版 硬件和软件条件。
本中不支持 32 位体系结构。
有关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中的“要求和规划”一章。

Checking installed product

有关针对该检查所显示的消息 有关针对该检查所显示的消息
以及相应解决方案的信息：
以及相应解决方案的信息：
请参见第 173 页的表 3-3。

Checking platform version

解决方案

请参见第 173 页的表 3-3。

不支持该系统上安装的操作系 请确保系统满足该版本所需的
统版本。
软件条件。
有关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中的“要求和规划”一章。

Performing product
prechecks

以下检查之一失败：
■

时间同步

■

CPU 速度检查

■

系统体系结构检查

■

操作系统修补程序级别检
查

有关解决这些问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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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检查已安装的产品 - 消息

消息

解决方案

Entered systems have different
products installed:
prod_name-prod_ver-sys_name
Systems running different
products must be upgraded
independently.

指定的两个或更多系统安装了不同的产品。 例
如，当在其他系统上安装 SF Oracle RAC 时，
将在某些系统上安装 SFCFSHA。
您需要单独升级系统。
有关升级 SF Oracle RAC 的说明，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中的“升级 SF Oracle RAC”
一章。
有关升级其他已安装产品的说明，请参见相应
的产品文档。

Entered systems have different
versions of $prod_name
installed:
prod_name-prod_ver-sys_name.
Systems running different
product versions must be
upgraded independently.

指定的两个或更多系统安装了不同版本的 SF
Oracle RAC。例如，某些系统上安装了 SF
Oracle RAC 6.0.1，而其他系统上则安装了 SF
Oracle RAC 6.0。

prod_name is installed.
Upgrading prod_name directly
to another_prod_name is not
supported.

安装了 SF Oracle RAC 以外的产品。 例如，在
系统上安装了 SFCFSHA 6.0.1。

您需要单独升级系统。
有关升级 SF Oracle RAC 的说明，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中的“升级 SF Oracle RAC”
一章。

SF Oracle RAC 安装程序不支持从其他产品直
接升级到 SF Oracle RAC。您需要先升级到已
安装产品的 6.0.1 版本，然后再升级到 SF
Oracle RAC 6.0.1。
有关升级到 SF Oracle RAC 的说明，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中的“从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升级到 SF Oracle RAC”一
节。

prod_name is installed.
component_prod_name is part of
prod_name. Upgrading only
component_prod_name version may
partially upgrade the installed
depot on the systems.

如果安装了 SF Oracle RAC 的早期版本，则安
装程序将支持部分产品升级。例如，您可以将
堆栈中的 VCS 升级到 6.0.1 版本。如果以后想
要升级完整的 SF Oracle RAC 堆栈，您可以运
行 installsfrac 程序。

173

174

SF Oracle RAC 故障排除
LLT 运行状况检查警告消息故障排除

LLT 运行状况检查警告消息故障排除
表 3-4 列出了运行状况检查期间的警告消息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建议。
表 3-4

LLT 警告消息故障排除

警告

可能的原因

建议

Warning:OS timer is 节点上的 CPU 和内存占用较高。 检查节点上可能限制 CPU 和
内存资源的应用程序。
not called for num
seconds
Warning:Kernel
节点上的可用内存不足。
failed to allocate
memory num time(s)
Flow-control
occurred num
time(s)and
back-enabled num
time(s) on port
port number for
node node number

减少节点上的内存占用并释放
已分配的内存。

本地节点与对等节点 (node
■ 为本地节点和对等节点之
number) 之间的网络带宽不
间的通信分配更多带宽。
足。
■ 检查节点上可能限制 CPU
■ 对等节点 (node number) 上的
和内存资源的应用程序。
CPU 和内存占用非常高。
■

Warning:Connectivity 本地节点和对等节点之间的专用互 检查本地节点和对等节点之间
的连接。如果需要，请替换链
with node node id 连不稳定。
接。
on link link id is
flaky num time(s).
The distribution
is:(0-4 s) <num>
(4-8 s) <num> (8-12
s) <num> (12-16 s)
<num> (>=16 s)
One or more link
本地节点和对等节点之间的专用互 检查本地节点和对等节点之间
的专用互联。
connectivity with 联可能没有足够的带宽。
peer node(s) node
name is in trouble.
Link connectivity ■ 配置的其中一个专用互联不可 ■ 如果专用互连有故障，请
操作。
替换链接。
with node id is on
■ LLT 下仅配置了一个专用互
■ 至少配置两个专用互联。
only one
联。
link.Symantec
recommends
configuring a
minimum of 2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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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可能的原因

建议

Only one link is
■ 配置的其中一个专用互联不可 ■ 如果专用互连有故障，请
操作。
替换链接。
configured under
■ LLT 下仅配置了一个专用互
■ 至少配置两个专用互联。
LLT.Symantec
联。
recommends
configuring a
minimum of 2 links.
Retransmitted %
■ 网络接口卡或网络链接有故
障。
percentage of total
transmitted
packets.

■

验证节点之间的网络连接
性。
检查网络接口卡是否存在
异常。

Sent % percentage
of total
transmitted packet
when no link is up.
% percentage of
total received
packets are with
bad checksum.
% percentage of
total received
packets are out of
window.
% percentage of
total received
packets are
misaligned.
% percentage of
total received
packets are with
DLPI error.

DLPI 驱动程序或 NIC 可能有故障 检查 DLPI 驱动程序和 NIC 是
或已损坏。
否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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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可能的原因

建议

% per of total
节点上的 CPU 和内存占用可能较 ■ 检查可能限制 CPU 和内存
使用的应用程序。
transmitted packets 高或网络带宽不足。
■ 确保具有足够的网络带
are with large xmit
宽，以便于低延迟数据传
latency (>16ms) for
输。
portport id
%per received
packets are with
large recv latency
(>16ms) for port
port id.
LLT is not running. 未正确配置 SF Oracle RAC。

重新配置 SF Oracle RAC。
有关说明，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
南》。

就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LMX 运行状况检查警告消
息进行故障排除
表 3-5 列出了运行状况检查期间的警告消息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建议。
表 3-5

LMX 警告消息故障排除

警告

可能的原因

LMX is not running. 可能的原因有：
This warning is not
■ 未正确配置 SF Oracle RAC。
applicable for
■ SF Oracle RAC 未运行。
Oracle 11g running
cluster.
VCSMM is not
running.

建议
根据故障的原因，执行以下任
务之一以解决问题：
■

重新配置 SF Oracle RAC。

■

重新启动 SF Oracle RAC。
有关说明：
请参见第 85 页的“在每个
节点上启动或停止 SF
Oracle 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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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可能的原因

Oracle is not
Oracle RAC 库没有与 SF Oracle
RAC 库链接。
linked to the
Symantec LMX
library. This
warning is not
applicable for
Oracle 11g running
cluster.

建议
重新链接 Oracle RAC 库与 SF
Oracle RAC。

Oracle is linked to
Symantec LMX
Library, but LMX is
not running.
Oracle is not
linked to Symantec
VCSMM library.
Oracle is linked to
Symantec VCSMM
Library, but VCSMM
is not running.

I/O 防护故障排除
以下各节介绍了 I/O 防护问题的故障排除。 查看症状和建议的解决方案。

启动过程中发生 SCSI 保留错误
重新启动 SF Oracle RAC 集群的节点时，可能出现 SCSI 保留错误，例如：
date system name kernel: scsi3 (0,0,6) : RESERVATION CONFLICT

对 SCSI-3 PR I/O 防护保护的任何共享磁盘组的每个磁盘成员，都会显示此消息。
可以放心地忽略此消息。

当 SCSI TEST UNIT READY 命令失败时，vxfentsthdw 实用程序将失败
运行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时，可能会看到一条如下所示的消息：
Issuing SCSI TEST UNIT READY to disk reserved by other node
FAILED.
Contact the storage provider to have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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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其他主机使用 SCSI-3 持久性保留保留磁盘时，磁盘阵列不支持 SCSI TEST
UNIT READY 命令返回成功。如果系统模式选项“186 位”未启用，Hitachi Data

Systems 99XX 阵列将出现此情况。

正在逐出某个节点时，另一个节点不能加入集群
如果某个集群当前正在隔离（逐出）某个节点，在防护操作完成之前，该集群将阻
止新节点加入其中。下面是针对新节点在控制台上显示的消息示例：
...VxFEN ERROR V-11-1-25 ... Unable to join running cluster
since cluster is currently fencing
a node out of the cluster.

如果在引导新节点时出现了这些消息，该节点上的 vxfen 启动脚本便会做出五次加
入集群的尝试。
当 I/O 防护尝试失败时手动将节点加入到此集群中
◆

如果 vxfen 脚本尝试允许该节点加入此集群失败，请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启动
vxfen 驱动程序：
# /sbin/init.d/vxfen stop
# /sbin/init.d/vxfen start

如果该命令失败，请重新启动新节点。

为防止潜在数据损坏，系统发生混乱
节点遇到裂脑情况并从集群逐出时，该节点将发生混乱并显示以下控制台消息：
VXFEN:vxfen_plat_panic: Local cluster node ejected from cluster to
prevent potential data corruption.

当节点由于所有专用互连失败或节点挂起而无法与对等节点保持心跳时，将遇到裂
脑情况。请检查不同情况下的 I/O 防护行为以及要采取的纠正措施。
请参见第 42 页的“I/O 防护在不同事件情形下的工作方式”。

协调器磁盘的 I/O 防护键上的集群 ID 与本地集群的 ID 不匹配
如果您意外地将一个集群的协调器磁盘分配给另一个集群，则在启动 I/O 防护时，
防护驱动程序会显示类似如下内容的错误消息：
000068 06:37:33 2bdd5845 0 ... 3066 0 VXFEN WARNING V-11-1-56
Coordinator disk has key with cluster id 48813
which does not match local cluster id 57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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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警告意味着集群 ID 为 57069 的本地集群拥有键。但是，ID 为 48813 的集群也在
磁盘上拥有键，这表明集群 ID 为 48813 的集群中的节点可能会使用同一个协调器
磁盘。
您可以运行下列命令来验证这些磁盘是否由另一个集群使用。在本地集群的其中一
个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例如，在 sys1 上：
sys1> # lltstat -C
57069
sys1> # cat /etc/vxfentab
/dev/vx/rdmp/disk_7
/dev/vx/rdmp/disk_8
/dev/vx/rdmp/disk_9
sys1> # vxfenadm -s /dev/vx/rdmp/disk_7
Reading SCSI Registration Keys...
Device Name: /dev/vx/rdmp/disk_7
Total Number Of Keys: 1
key[0]:
[Numeric Format]: 86,70,48,49,52,66,48,48
[Character Format]: VFBEAD00
[Node Format]: Cluster ID: 48813 Node ID: 0 Node Name: unknown

其中 disk_7、disk_8 和 disk_9 表示设置中的磁盘名称。
建议的操作：必须为每个集群使用唯一的协调器磁盘组。如果其他集群没有使用这
些协调器磁盘，则在本地集群中将其用作协调器磁盘之前，请使用 vxfenclearpre
命令清除键。
请参见第 124 页的“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防护启动报告已有的裂脑
运行 vxfen 驱动程序，可防止已逐出的节点在从专用网络链接断开后到这些链路修
复之前的这段时间内重新加入该集群。
例如，假设专用网络链接断开后，系统 1 和系统 2 的集群仍可正常运行。同时假设
系统 1 为已逐出的系统。当系统 1 在专用网络链接还原之前重新启动时，其成员集
配置不会显示系统 2；但是，当它尝试向协调器磁盘进行注册时，会发现系统 2 已
向协调器磁盘注册。假设出现了有关系统 2 的此冲突信息，系统 1 将不加入此集群
并通过 vxfenconfig 返回类似以下内容的错误消息：
vxfenconfig: ERROR: There exists the potential for a preexisting
split-brain. The coordinator disks list no nodes which are in
the current membership. However, they also list nodes which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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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in the current membership.
I/O Fencing Disabled!

注意：在系统引导期间，由于 HP-UX rc 定序器将所有 rc 脚本的 stderr 重定向到文
件 /etc/rc.log，因此不会在控制台上显示错误消息。将在 /etc/rc.log 文件中记录该
信息。
此外，在控制台上还会显示以下信息：
<date>
<date>
<date>
<date>
<date>
<date>
<date>
<date>
<date>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system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vxfen: WARNING: Potentially a preexisting
split-brain.
Dropping out of cluster.
Refer to user documentation for steps
required to clear preexisting split-brain.
I/O Fencing DISABLED!
gab: GAB:20032: Port b closed

注意：如果使用 -D 选项配置了 syslogd，则在控制台上不会显示信息性消息。将在
系统缓冲区中记录这些消息。可以使用 dmesg 命令从系统缓冲区进行读取。
但是，当专用网络链接正常运行，而这两个系统都停机时，也会显示同样的错误消
息，这时系统 1 重新启动，而系统 2 则无法恢复。从系统 1 中的集群来看，系统 2
可能仍注册在协调点上。
假定下列情形以了解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中的已有裂脑：
■

有三个 CP 服务器充当协调点。然后，这三个 CP 服务器中的其中一个变得无法
访问。在此状态下，一个客户端节点离开集群，其注册无法从不可访问的 CP 服
务器中删除。当不可访问的 CP 服务器重新启动时，它有一个来自脱离了 SF
Oracle RAC 集群的节点的失效注册。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新节点都不能加入集
群。每个尝试加入集群的节点会从 CP 服务器中获得一个注册列表。一个 CP 服
务器包括一个（先前离开的节点）的额外注册。这使得加入者节点推断，在它
与失效注册所表示的节点之间存在已有的裂脑。

■

所有客户端节点已同时崩溃，因而未从 CP 服务器清除防护键。因此，节点重新
启动时，vxfen 配置无法报告已有的裂脑。

这些情形类似于协调器磁盘的已有裂脑情况，在那些情况下，您可以通过运行
vxfenclearpre 命令来解决问题。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中需要使用 cpsadm 命令解
决类似的问题。
请参见第 181 页的“清除已有的裂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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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已有的裂脑情况
查看有关 VxFEN 驱动程序如何检查已有裂脑情况的信息。
请参见第 179 页的“防护启动报告已有的裂脑”。
表 3-6 描述了如何根据您遇到的情形解决已有的裂脑情况：
表 3-6
情况

清除已有裂脑情况的建议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实际潜在裂脑情况 - 系统 1
2 正在运行，系统 1 被逐
2
出

3
表面潜在裂脑情况 - 系统 1
2 宕机，系统 1 被逐出
（已配置基于磁盘的防
护）

确定系统 1 是否正在运行。
如果系统 1 在正常运行，请将其关闭并修复专用网络链接以消除裂脑情况。
重新启动系统 1。
物理验证系统 2 是否停机。
验证系统当前是否已注册到协调点。
对协调器磁盘使用以下命令：
# vxfenadm -s all -f /etc/vxfentab
该命令的输出会标识注册到协调器磁盘的键。

2

使用 vxfenclearpre 命令清除协调器磁盘上的键和所有共享磁盘组中的数据磁盘。
该命令删除 SCSI-3 注册和保留。
请参见第 124 页的“关于 vxfenclearpre 实用程序”。

3

对系统 2 进行所有必要的修复。

4

重新启动系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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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解决方案

表面潜在裂脑情况 - 系统 1
2 宕机，系统 1 被逐出
（已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防护）

物理验证系统 2 是否停机。
验证系统当前是否已注册到协调点。
对 CP 服务器使用以下命令：
# cpsadm -s cp_server -a list_membership
-c cluster_name
其中，cp_server 是配置 CP 服务器所在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cluster_name 是
SF Oracle RAC 集群（应用集群）的 VCS 名称。
该命令列出向 CP 服务器注册的系统。

2

使用 cpsadm 命令清除 CP 服务器上的键。cpsadm 命令可清除 CP 服务器上的注册：
# cpsadm -s cp_server -a unreg_node
-c cluster_name -n nodeid
其中，cp_server 是 CP 服务器正在侦听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cluster_name 是
SF Oracle RAC 集群 的 VCS 名称，而 nodeid 指定 SF Oracle RAC 集群 节点的节点 ID。
确保在 CP 服务器上清除节点注册之前未在节点上运行防护。
删除所有失效注册后，要加入的节点将可以加入集群。

3

对系统 2 进行所有必要的修复。

4

重新启动系统 2。

注册键会在协调器磁盘中丢失
如果协调器磁盘丢失已注册的键，则发生集群重新配置时集群可能出现混乱。
刷新丢失的键
◆

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用相同的磁盘替换协调器磁盘。vxfenswap 实用程序
会注册在磁盘替换过程中丢失的键。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刷新协调器磁盘上丢失的键”。

集群脱机时替换损坏的磁盘
如果磁盘已损坏或无法运行，且您希望切换到脱机集群中的某个新磁盘组，请执行
以下过程。
在联机集群中，可以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替换这些磁盘。
请参见第 125 页的“关于 vxfenswap 实用程序”。
查看以下信息以替换协调器磁盘组中的协调器磁盘，或者销毁协调器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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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以下过程时，请注意下列事项：
■

添加磁盘时，请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vxfencoorddg，然后重新测试该组是否支
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

■

可以销毁协调器磁盘组，以便磁盘中不再保留任何注册键。然后，该磁盘可另
作他用。

集群脱机时替换协调器磁盘组中的磁盘

1

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到其中一个集群节点上。

2

如果 VCS 正在运行，则将其关闭：
# hastop -all

确保所有节点已关闭端口 h。运行下列命令以验证端口 h 是否已关闭：
# gabconfig -a

3

在每个节点上停止 VCSMM 驱动程序：
# /sbin/init.d/vcsmm stop

4

停止每个节点上的 I/O 防护：
# /sbin/init.d/vxfen stop

这会删除磁盘上的所有注册键。

5

导入协调器磁盘组。/etc/vxfendg 文件中包括磁盘组的名称（通常为
vxfencoorddg），该磁盘组包含协调器磁盘，因此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tfC import ‘cat /etc/vxfendg‘

其中：
-t 指定只有在重新启动节点之后才可以导入磁盘组。
-f 指定强制执行导入，适用于一个或多个磁盘不可访问的情况。
-C 指定删除所有导入锁。

6

要从磁盘组删除磁盘，请使用 VxVM 磁盘管理员实用程序 vxdiskadm。
您还可以销毁现有协调器磁盘组。例如：
■

验证协调器属性是否设置为启用状态。
# vxdg list vxfencoorddg | grep flags: | grep coordinator

■

销毁协调器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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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g -o coordinator destroy vxfencoorddg

7

向节点添加新磁盘并将其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然后，将新磁盘添加到 vxfencoorddg 磁盘组：
■

如果在步骤 6 中销毁了该磁盘组，请再次创建该磁盘组，然后将新磁盘添
加到其中。
有关详细说明，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
和配置指南》。

■

如果该磁盘组已经存在，请将新磁盘添加到其中。
# vxdg -g vxfencoorddg -o coordinator adddisk disk_name

8

测试重新创建的磁盘组是否符合 SCSI-3 持久性保留标准。
请参见第 114 页的“使用 vxfentsthdw -c 选项测试协调器磁盘组”。

9

替换了协调器磁盘组中的磁盘之后，逐出该磁盘组：
# vxdg deport ‘cat /etc/vxfendg‘

10 在每个节点上，启动 I/O 防护驱动程序：
# /sbin/init.d/vxfen start

11 在每个节点上，启动 VCSMM 驱动程序：
# /sbin/init.d/vcsmm start

12 验证 I/O 防护模块是否已启动并且已启用。
# gabconfig -a

请确保端口 b 和端口 o 成员集存在于集群中所有节点的输出中。
# vxfenadm -d

请确保在输出中未禁用 I/O 防护模式。

13 如有必要，在每个节点上重新启动 VCS：
# ha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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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防护运行状况检查警告消息故障排除
表 3-7 列出了运行状况检查期间的警告消息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建议。
表 3-7

I/O 防护警告消息故障排除

警告

可能的原因

建议

VxFEN is not
running on all
nodes in the
cluster.

集群中未启用 I/O 防护。

配置防护。
有关说明，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
南》。

VxFEN is not
■ 如果您使用的是基于磁盘的 I/O 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以
防护，则该防护不是以 SCSI3 SCSI3 模式启动防护。
configured in SCSI3
模式配置的。
mode.
VxFEN is running
■ 在仅有一个协调器磁盘的情况 ■ 至少配置三个协调器磁
下启用了 I/O 防护。
盘。
with only one
■ 为 I/O 防护配置的磁盘数目为 ■ 添加或删除协调器磁盘以
coordinator
偶数。
符合协调器磁盘数为奇数
disk.Loss of this
的标准。使用 vxfenswap
disk will prevent
实用程序添加或删除磁
cluster
盘。
reconfiguration on
请参见第 125 页的“关于
loss of a
vxfenswap 实用程序”。
node.Symantec
■
如果协调器磁盘有故障，
recommends
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
configuring a
序替换磁盘。
minimum of 3
请参见第 125 页的“关于
coordinator disks.
vxfenswap 实用程序”。
VxFEN is running
with even number of
coordinator
disks.There must be
odd number of
coordinator disks.
Replace the disk
disk name using
OCDR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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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可能的原因

建议

The coordinator
disk (disk name)
does not have the
required key for
the local node.

密钥可能被意外删除。

刷新协调器磁盘上的密钥。

SCSI3
write-exclusive
reservation is
missing on shared
disk (disk_name)

SCSI3 保留被意外删除。

有关说明：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刷新协调器
磁盘上丢失的键”。
关闭并重新启动 SF Oracle
RAC。
当 CVM 重新启动时，CVM 重
新注册密钥并安置保留。

CP 服务器故障排除
所有 CP 服务器操作和消息均以易读的格式详细记录在 /var/VRTScps/log 目录下的
日志中。这些项按日期和时间排序。这些日志可用于故障排除，或者用于查看承载
CP 服务器的系统上任何可能的安全问题。
下列文件包含可能有助于了解 CP 服务器和 CP 服务器排除故障的日志和文本文件：
■

/var/VRTScps/log/cpserver_[ABC].log

■

/var/VRTSvcs/log/vcsauthserver.log（与安全相关）

■

如果 CP 服务器上的 vxcpserv 进程失败，则请查看下列诊断文件：
■

/var/VRTScps/diag/FFDC_CPS_pid_vxcpserv.log

■

/var/VRTScps/diag/stack_pid_vxcpserv.txt

注意：如果 CP 服务器上的 vxcpserv 进程失败，这些文件将成为核心文件的补
充。在这种情况下，VCS 会自动重新启动 vxcpserv 进程。
/var/VRTSvcs/log/vxfen/vxfend_[ABC].log 文件包含一些日志，可为您了解和排
查 SF Oracle RAC 集群（客户端集群）节点上与防护相关的问题提供帮助。
请参见第 187 页的“CP 服务器服务组相关问题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187 页的“检查 CP 服务器的连接”。
请参见第 187 页的“在已设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启动防
护期间发生的问题”。
请参见第 188 页的“协调点联机迁移期间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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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服务器服务组相关问题故障排除
如果在 CP 服务器配置后无法启动 CPSSG 服务组，请执行以下步骤：
■

验证 CPSSG 服务组及其资源是否有效以及是否在 VCS 配置中正确配置。

■

检查 VCS 引擎日志 (/var/VRTSvcs/log/engine_[ABC].log) 以查看是否有
CPSSG 服务组资源为 FAULTED 状态。

■

查看依赖关系图示例以确保正确配置所需的资源。

检查 CP 服务器的连接
可以使用 cpsadm 命令测试 CP 服务器的连接性。
只有设置了环境变量 CPS_USERNAME 和 CPS_DOMAINTYPE，才能在 SF Oracle
RAC 集群（客户端集群）节点上运行 cpsadm 命令。
检查 CP 服务器的连接
◆

运行以下命令以检查 CP 服务器是否已启动并在进程级别上运行：
# cpsadm -s cp_server -a ping_cps

其中，cp_server 是 CP 服务器正在监听的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主机名。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故障排除
/var/VRTSvcs/log/vxfen/vxfend_[ABC].log 文件包含一些日志，可为您了解和排
查 SF Oracle RAC 集群（应用集群）节点上与防护相关的问题提供帮助。

在已设置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启动
防护期间发生的问题
表 3-8

SF Oracle RAC 集群（客户端集群）节点上的防护启动问题

问题

说明和解决方案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
上使用 cpsadm 命令会
导致连接错误

如果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上发出 cpsadm 命令后收到连接错误消息，请执行以下操作：
■

确保 CP 服务器可从所有的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进行访问。

检查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使用的 CP 服务器虚拟 IP 或虚拟主机名以及端口号是否正
确。
检查 /etc/vxfenmode 文件。
■ 确保正在运行的 CP 服务器使用的是相同的虚拟 IP/虚拟主机名和端口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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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说明和解决方案

授权故障

如果未在 CP 服务器配置中添加 CP 服务器的节点或用户，会出现授权故障，从而不允许 SF
Oracle RAC 集群（客户端集群）节点上的防护访问 CP 服务器以及在 CP 服务器上注册自身。
如果向大多数协调点注册失败，将无法启动防护。
要解决此问题，请在 CP 服务器配置中添加 CP 服务器节点和用户，然后重新启动防护。

身份验证故障

如果已在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集群（客户端集群）节点之间配置了安全通信，以下
原因可能会导致身份验证错误：
未在 CP 服务器和/或 SF Oracle RAC 集群上正确配置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s (AT)。
■ CP 服务器和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使用不同的根代理，并且未在身份验证代理之间建
立信任：
请参见第 68 页的“关于 SF Oracle RAC 集群和 CP 服务器之间的安全通信”。
■

协调点联机迁移期间发生的问题
在使用 vxfenswap 实用程序进行协调点联机迁移期间，如果在验证任意集群节点中
的协调点期间遇到故障，则操作会自动回滚。
在以下情况中可能会发生新协调点组验证故障：
■

未在所有 SF Oracle RAC 集群 节点上更新 /etc/vxfenmode.test 文件，因为节点
上的新协调点是从旧的 /etc/vxfenmode.test 文件中取得的。必须使用当前详细
信息更新 /etc/vxfenmode.test 文件。如果 /etc/vxfenmode.test 文件不存在，
vxfenswap 将从 /etc/vxfenmode 文件中复制新协调点的配置。

■

不同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上的 /etc/vxfenmode 文件中列出的协调点不相
同。如果在集群节点上的 /etc/vxfenmode 文件中列出了不同的协调点，则会由
于在协调点快照检查期间发生故障而导致操作失败。

■

没有从一个或多个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到 CP 服务器的网络连接。

■

尚未在新 CP 服务器上添加集群、节点或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的用户，从而
导致授权故障。

在发出 vxfenswap 命令后进行 Vxfen 服务组活动
协调点代理从 vxfenconfig -l 输出中读取协调点详细信息，并开始监视这些协调
点上的注册内容。
因此，在执行 vxfenswap 命令期间，如果用户正在更改 vxfenmode 文件，则协调
点代理不会变为 FAULTED 状态，而是继续监视旧的协调点组。
只要未提交对 vxfenmode 文件的更改，或者未在 vxfenconfig -l 输出中反映出新
协调点集，协调点代理就会继续监视在每个监视周期从 vxfenconfig -l 输出中读
取的旧协调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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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点代理的状态（ONLINE 或者 FAULTED）根据协调点的可访问性、这些协调
点上的注册以及容错值而定。
在提交对 vxfenmode 文件的更改并反映在 vxfenconfig -l 输出中后，协调点代理
会读取新协调点集，并继续在新监视周期内对其进行监视。

对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Cluster Volume Manager
进行故障排除
本节讨论就 CVM 问题进行的故障排除。

在电缆连接断开后恢复主机与磁盘之间的通信
如果无意间使主机和某磁盘之间的光纤电缆断开连接，则无需重新启动就可以恢复
两者之间的通信。
还原主机和磁盘之间中断的电缆通信

1

重新连接电缆。

2

在所有节点上，使用 ioscan -funC disk 命令扫描新磁盘。
主机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才能发现磁盘。

3

在所有节点上，发出以下命令重新扫描磁盘：
# vxdisk scandisks

4

在主节点上，将磁盘重新挂接到它们所在的磁盘组并保留同一介质名称：
# vxreattach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xreattach(1M) 手册页。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无法导入共享磁盘组
比如显示类似以下内容的消息时：
vxvm:vxconfigd:ERROR:vold_pgr_register(/dev/vx/rdmp/disk_name):
local_node_id<0
Please make sure that CVM and vxfen are configured
and operating correctly

首先，确保 CVM 正在运行。 您可以通过运行 vxclustadm nidmap 命令查看集群中
的 CVM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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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clustadm nidmap
Name
sys1
sys2

CVM Nid
1
0

CM Nid
0
1

State
Joined: Master
Joined: Slave

上述输出表明 CVM 运行正常，并且系统 sys1 被用作 CVM 主节点。 如果 CVM 运
行正常，则当 CVM 无法从 vxfen 驱动程序检索本地系统的节点 ID 时，会显示上述
输出。 未配置端口 b 时，通常发生这种情况。
验证是否配置了 vxfen 驱动程序
◆

使用以下命令检查 GAB 端口：
# gabconfig -a

本地系统上必须存在端口 b。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导入共享磁盘组出错
导入共享磁盘组时，可能出现以下消息：
VxVM vxdg ERROR V-5-1-587 Disk group disk group name: import
failed: No valid disk found containing disk group

可能需要删除已写入到磁盘的密钥。
有关删除写入到磁盘的密钥的信息：
请参见第 124 页的“删除已有的键”。

无法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启动 CVM
如果您无法启动 CVM，请检查 /etc/llthosts 和 main.cf 文件中节点 ID 的一致
性。
可能需要删除已写入到磁盘的密钥。
有关删除写入到磁盘的密钥的信息：
请参见第 124 页的“删除已有的键”。

将节点添加到 SF Oracle RAC 集群后，CVM 组仍处于脱机状态
向集群中添加节点后，CVM 组处于脱机状态的可能原因如下：
■

cssd 资源在 cvm 组中配置为关键资源。

■

cvm 组中配置为关键资源的其他资源处于脱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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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 cssd 配置为关键资源时解决问题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现有集群中的其中一个节点。

2

在 cvm 组中将 cssd 资源配置为非关键资源：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cssd Critical 0
# haconf -dump -makero

在组中的其他资源脱机时解决问题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现有集群中的其中一个节点。

2

使资源联机：
# hares -online resource_name -sys system_name

3

验证资源的状态：
# hastatus -resource resource_name

4

如果资源脱机，请将其配置为非关键资源：
# haconf -makerw
# hares -modify resource_name Critical 0
# haconf -dump -makero

即使 CVMCluster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处于联机状态，CVMVolDg
也不联机
当 CVMCluster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时，会自动导入已设置 auto-import 标志的所有
共享磁盘组。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磁盘组导入失败，则 CVMVolDg 资源会出现故障。
清理 CVMVolDg 类型的资源并使之脱机不能解决此问题。
解决资源问题

1

解决导致共享磁盘组导入失败的问题。

2

使包含 CVMVolDg 资源类型的 cvm 组和包含 CVMCluster 资源类型的服务组
脱机。

3

使包含 CVMCluster 资源的 cvm 组联机。

4

使包含 CVMVolDg 资源的 cvm 组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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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IPC 故障排除
本节讨论就 VCSIPC 问题进行的故障排除。

Oracle 跟踪/日志文件中的 VCSIPC wait 警告消息
当使用千兆以太网互联时，高负载会导致 LMX/LLT 流控制 VCSIPC，从而导致在
Oracle 跟踪文件中报告警告消息。跟踪文件的默认位置为
$ORACLE_HOME/rdbms/log，如果参数 background_dump_dest 或 user_dump_dest
发生更改，则此位置也会更改。 这些消息如下所示：
VCSIPC wait: WARNING: excessive poll done, 1001 times
VCSIPC wait: WARNING: excessive poll done, 1001 times

作为一个解决方法，您可以更改流控制的 LLT 低位标记、高位标记和窗口值。 有关
更改这些值的更多信息，请与 Veritas 支持联系。

Oracle 跟踪/日志文件中的 VCSIPC 错误
如果发现 Oracle 跟踪/日志文件中有任意 VCSIPC 错误，则请检查
/var/adm/syslog/syslog.log 文件以查看是否有任意 LMX 错误消息。
如果您看到包含以下任一项的消息：

. . . out of buffers
. . . out of ports
. . . no minors available

请参见第 221 页的“关于 LMX 可调参数”。
如果发现 Oracle 跟踪/日志文件中有如下所示的任何 VCSIPC 警告消息：
connection invalid

或者，
Reporting communication error with node

请检查其他系统上的 Oracle 实时应用集群实例是仍在运行还是已重新启动。 警告
消息指出 VCSIPC/LMX 连接不再有效。

Oracle 故障排除
本节讨论 Oracle 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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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日志文件
以下 Oracle 日志文件有助于解决 Oracle 组件的问题：
■

表 3-9

■

表 3-10

■

表 3-11

表 3-9

Oracle Clusterware 日志文件

组件

日志文件位置

集群准备服务后台驻留 $CRS_HOME/log/hostname/crsd
程序 (crsd) 日志文件
集群同步服务 (CSS)

$CRS_HOME/log/hostname/cssd

由 evmd 生成的事件管 $CRS_HOME/log/hostname/evmd
理器 (EVM) 信息
Oracle RAC RACG

$CRS_HOME/log/hostname/racg
$ORACLE_HOME/log/hostname/racg

表 3-10

Oracle RAC 11g 版本 2 日志文件

组件

日志文件位置

Clusterware 警报日志 $GRID_HOME/log/<host>/alert<host>.log
磁盘监视器后台驻留程 $GRID_HOME/log/<host>/diskmon
序
OCRDUMP、
OCRCHECK、
OCRCONFIG、
CRSCTL

$GRID_HOME/log/<host>/client

集群时间同步服务

$GRID_HOME/log/<host>/ctssd

网格进程间通信后台驻 $GRID_HOME/log/<host>/gipcd
留程序
Oracle High
Availability Services
后台驻留程序

$GRID_HOME/log/<host>/oh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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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日志文件位置

集群准备服务后台驻留 $GRID_HOME/log/<host>/crsd
程序
网格即插即用后台驻留 $GRID_HOME/log/<host>/gpnpd
程序
多播域名服务后台驻留 $GRID_HOME/log/<host>/mdnsd
程序
事件管理器后台驻留程 $GRID_HOME/log/<host>/evmd
序
RAC RACG（仅在已安 $GRID_HOME/log/<host>/racg
装 11.1 数据库之前的
版本时使用）
集群同步服务后台驻留 $GRID_HOME/log/<host>/cssd
程序
服务器管理器

$GRID_HOME/log/<host>/srvm

HA 服务后台驻留程序 $GRID_HOME/log/<host>/agent/ohasd/\
oraagent_oracle11
代理
HA 服务后台驻留程序 $GRID_HOME/log/<host>/agent/ohasd/\
oracssdagent_root
CSS 代理
HA 服务后台驻留程序 $GRID_HOME/log/<host>/agent/ohasd/\
oracssdmonitor_root
ocssd 监视器代理
HA 服务后台驻留程序 $GRID_HOME/log/<host>/agent/\
ohasd/orarootagent_root
Oracle 根代理
CRS 后台驻留程序
Oracle 代理

$GRID_HOME/log/<host>/agent/\
crsd/oraagent_oracle11

CRS 后台驻留程序
Oracle 根代理

$GRID_HOME/log/<host> agent/\
crsd/orarootagent_root

网格命名服务后台驻留 $GRID_HOME/log/<host>/gnsd
程序

SF Oracle RAC 故障排除
Oracle 故障排除

表 3-11

Oracle 数据日志文件

组件

日志文件位置

Oracle 数据库

$ORACLE_BASE/diag/rdbms/database_name/SID/

Oracle 说明
处理下列特定 Oracle 问题时查看以下 Oracle 说明：
259301.1

Oracle RAC 10g

280589.1

如果没有为 Oracle Clusterware 配置一个或多个现有的集群节点，则
Oracle Clusterware 安装不会成功。

265769.1

Oracle RAC 10g：排除 Oracle Clusterware 重新启动的故障

1050693.1

Oracle RAC 11g：对 Oracle Clusterware 节点逐出进行故障排除（重新
启动）

279793.1

如何在 Oracle RAC 10g 中还原丢失的 vote 磁盘

239998.1

Oracle RAC 10g：如何在 Oracle Clusterware 安装失败后进行清理
该 Oracle 说明中缺少以下两项内容：
■

删除 /var/opt/oracle/ocr.loc 文件。

此文件包含集群注册表的位置。如果不删除此文件，那么在下一次
安装过程中，安装程序不会查询 OCR 位置，而是从此文件中获取。
■ 如果存在以前的 9i Oracle 安装，那么请删除以下文件：
/var/opt/oracle/srvConfig.loc。如果此文件存在，安装程序将从此
文件中获取 Vote 磁盘位置，可能产生错误 the Vote disk should be
placed on a shared file system（Vote 磁盘应该放在共享的文件系
统上），甚至可能在指定 Vote 磁盘位置之前发生该错误。
1377349.1

如何取消配置/重新配置（重建 OCR）或如何卸载 Grid Infrastructure

330358.1

《Oracle Clusterware 10g 版本 2/11g 版本 1/11g 版本 2 诊断集合指
南》

在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期间，OUI 无法在集群配置屏幕上显示节
点名称
在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 时，Oracle Universal Installer (OUI) 无法在“Specify
Cluster configuration (指定集群配置)”屏幕上显示集群中节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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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I 会运行 /tmp/OraInstall */*/lsnodes 实用程序以确定集群中节点的名称。
如果该实用程序无法检索到节点信息，节点信息将无法在 OUI 中显示。
表 3-12 列出了故障的可能原因和相应的解决方案。
表 3-12

OUI 故障 - 原因和解决方案

原因

解决方案

由于权限问题，Oracle 用户无法读取
/etc/llthosts 文件。

请为其他用户设置对 /etc/llthosts 文件的读
权限。

由于权限问题，Oracle 用户无法读取以下 请为其他用户设置对该文件的读权限。
文件。
HP-UX (IA)：
/opt/nmapi/nmapi2/lib/hpux64/libnmapi2.so

从 SF Oracle RAC 4.1 MP2 版本升级后重新链接 VCSMM 库失败
从 SF Oracle RAC 4.1 MP2 升级后，重新链接过程可能会失败，并显示以下消息：
$CRS_HOME/lib/libskgxn2.so is not a VCSMM library
on one or more node(s) of your cluster.
It should be a symbolic link to
/opt/nmapi/nmapi2/lib/hpux64/libnmapi2.so file,
which must be a VCSMM library file.

此过程失败的原因是 Veritas skgxn 库被直接复制到 Oracle Clusterware 主目录
($CRS_HOME/lib)，而不是将 Oracle Clusterware 主目录中的库链接到
/opt/nmapi/nmapi2/lib/hpux64/libnmapi2.so 库。
要解决此问题，请为此库创建从 Oracle Clusterware 主目录到
/opt/nmapi/nmapi2/lib/hpux64/libnmapi2.so 库的符号链接，如下所示：
# ln -s /opt/nmapi/nmapi2/lib/hpux64/libnmapi2.so \
$CRS_HOME/lib/libskgxn2.so

重新链接 VCSMM 库后，按照《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
和配置指南》中的描述重新链接 ODM 库。

在 SF Oracle RAC 中启动 Oracle 实例时出错
如果未配置 VCSMM 驱动程序（成员集模块），启动 Oracle 实例时将出现如下所
示的错误：
ORA-29702: error occurred in Cluster Group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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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VCSMM 驱动程序：
# /sbin/init.d/vcsmm start

清除 Oracle 组故障
如果 Oracle 组出故障，则可以清除故障并通过运行以下命令使组处于联机状态：
# hagrp -clear oracle_grp
# hagrp -online oracle_grp -sys node_name

即使没有手动关闭，Oracle 日志文件也会记录调用了关闭
如果监视 Oracle 资源失败，则 Oracle Enterprise Agent 会调用关闭。 在所有集群
节点上，查看下面的 VCS 和 Oracle 代理日志文件以了解错误或状态：
/var/VRTSvcs/log/engine_A.log
/var/VRTSvcs/log/Oracle_A.log

解决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ASYNCH_IO 错误
如果在对 Oracle 数据库执行选择和更新查询时发生 ASYNCH_IO 错误，则可以通过
为 dba 用户设置 MLOCK 权限来解决问题。
为 DBA 用户设置 MLOCK 权限

1

向 dba 组授予 RTPRIO MLOCK RTSCHED 权限：
# setprivgrp dba RTPRIO MLOCK RTSCHED

2

创建 /etc/privgroup 文件并添加以下行：
dba RTPRIO MLOCK RTSCHED

3

为 dba 组验证权限的可用性：
# /usr/bin/getprivgrp dba

Oracle 的 clusterware 进程无法启动
验证 Oracle RAC 配置是否符合下列配置要求：
■

使用 PrivNIC 代理或 MultiPrivNIC 代理，在专用链接上配置了正确的专用 IP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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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访问 OCR 和 voting 磁盘共享磁盘组。

■

已装入包含 OCR 和 voting 磁盘的文件系统。

检查 CSSD 日志文件以了解更多内容。
对于 Oracle RAC 10g R2：
可以在 $CRS_HOME/log/node_name/cssd/* 下找到 CSSD 日志文件
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可以在 $GRID_HOME/log/node_name/cssd/* 下找到 CSSD 日志文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Oracle RAC 文档。

重新启动之后 Oracle Clusterware 失败
如果系统引导之后 Oracle Clusterware 无法启动，则请检查
/var/adm/syslog/syslog.log 消息文件中是否出现以下字符串。
文件中的字符串值：
Oracle CSSD failure.
Rebooting for cluster
integrity

文件中的字符串值：
Waiting for file
system containing

由于 Oracle CSSD 故障，Oracle Clusterware 可能失
败。 Oracle CSSD 可能因以下事件之一出现故障：
发生通信故障并且 Oracle Clusterware 已隔离该节
点。
■ OCR 和 Vote 磁盘变得不可用。
■

■

ocssd 被手动终止。

■

终止 init.cssd 脚本。

Oracle Clusterware 安装位于共享磁盘上，且 init 脚
本正在等待文件系统变得可用。

文件中的字符串值：

以下文件不可用或者有损坏项：

Oracle Cluster Ready
Services disabled by
corrupt install

/var/opt/oracle/scls_scr/\
hostname/root/crsstart

文件中的字符串值：

包含 OCR 的共享文件系统不可用且 Oracle Clusterware
正在等待它变得可用。

OCR initialization
failed accessing OCR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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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进行虚拟 IP (VIP) 配置故障排除
对 VIP 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时，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和文件：
■

检查所有节点上的网络问题：
# /usr/sbin/ifconfig nic_name

■

验证每个节点上的 /etc/hosts 文件。 或者，确保虚拟主机名向 DNS 服务器注
册，如下所示：

■

验证每个节点上的虚拟主机名。
# ping virtual_host_name

■

检查下列命令的输出：
对于 Oracle RAC 10g R2/Oracle RAC 11g R1：
$CRS_HOME/bin/crs_stat -t

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GRID_HOME/bin/crsctl stat res -t
■

在有问题的节点上，使用命令：

■

对于 Oracle RAC 10g R2/Oracle RAC 11g R1：
$ $CRS_HOME/bin/srvctl start nodeapps -n node_name

对于 Oracle RAC 11g R2：
$ $GRID_HOME/bin/srvctl start nodeapps -n node_name

就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Oracle Clusterware 运行状况检查警告消
息进行故障排除
表 3-13 列出了运行状况检查期间的警告消息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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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对 Oracle Clusterware 警告消息进行故障排除

警告

可能的原因

建议

Oracle Clusterware Oracle Clusterware 未启动。 ■ 使 cvm 组联机，以启动 Oracle
Clusterware：
is not running.
Oracle Clusterware 正在等待
依赖项（如 OCR 或 voting 磁
# hagrp -online cvm \
盘）或可用的专用 IP 地址。
-sys system_name
■

No CSSD resource is 未在 VCS 下配置 CSSD 资
源。
configured under
VCS.
The CSSD resource
name is not
running.

检查 VCS 日志文件
/var/VRTSvcs/log/engine_A.log，
确定导致问题的原因并解决问
题。

在 VCS 下配置 CSSD 资源，并使该
资源联机。

■

VCS 未在运行。

■

这些依赖资源（如 OCR
# hastart
和 voting 磁盘的
CFSMount 或 CVMVolDg
■ 检查 VCS 日志文件
资源）未联机。
/var/VRTSvcs/log/engine_A.log，
确定导致问题的原因并解决问
题。

■

启动 VCS：

Mismatch between
Oracle Clusterware 所使用的 Oracle Clusterware 的专用互连必
LLT links llt nics 专用互连不是基于 LLT 接口 须使用 LLT 链接。 在其中一个 LLT
配置的。
链接上配置专用 IP 地址。
and Oracle
Clusterware links
crs nics.
Mismatch between
Oracle Clusterware 所使用的 配置 PrivNIC 资源以监视 Oracle
Oracle Clusterware 专用 IP 地址不是在 PrivNIC Clusterware 所使用的专用 IP 地
址。
links crs nics and 下配置的。
PrivNIC links
private nics.
Mismatch between
在 Oracle Clusterware 安装 请确保在 Oracle Clusterware 安装
CRS nodes crs nodes 过程中配置的主机名与在 LLT 过程中配置的主机名与在 LLT 下配
置的主机名相同。
and LLT nodes llt 下配置的主机名不同。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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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ODM 进行故障排除
本节讨论 ODM 故障排除。

未正确地针对 ODM 配置文件系统导致 Oracle 关闭
链接 Oracle RAC 与 Veritas ODM 库可以提供最佳的文件系统性能。
查看有关创建此链接和确认 Oracle 使用这些库的说明。如果没有将 ODM 库链接到
Oracle RAC，RAC 集群中的共享文件系统可能表现为性能不佳且不受支持。
如果 ODM 找不到为集群文件系统提供支持所需的资源，则不允许 Oracle 识别集群
文件并导致 Oracle 在启动时失败。
若要验证集群状态，请运行下列命令并查看输出：
# cat /dev/odm/cluster
cluster status: enabled

如果状态为 enabled，则 ODM 支持集群文件。所有其他集群状态都表示 ODM 不支
持集群文件。其他可能的值包括：
pending

ODM 还不能与对等端通信，但预计最终可以通信。

failed

ODM 集群支持未能正确初始化。请检查控制台日志。

disabled

ODM 不支持集群文件。如果您认为 ODM 应该支持集群文
件：
使用 mount 检查 /dev/odm 装入选项。如果正在使用
nocluster 选项，则该选项可以强制实施 disabled
集群支持状态。
■ 确保已安装了 VRTSgms（组消息服务）depot。
■

运行以下命令：
# swlist VRTSgms
■

验证是否已加载 gms 模块：
# kcmodule -v vxgms

■

重新启动 ODM：
# /sbin/init.d/odm stop
# /sbin/init.d/odm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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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止和恢复策略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验证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GAB 端口

■

检查 GAB 种子设定成员资格

■

手动设定 GAB 成员集种子

■

评估 VCS I/O 防护端口

■

验证 VCS I/O 防护是否正常运行

■

管理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SCSI-3 PR 密钥

■

标识有故障的协调器 LUN

验证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GAB 端口
下列端口需要在 SF Oracle RAC 集群的所有节点上正常运行：
■

GAB

■

I/O 防护

■

ODM

■

CFS

■

VCS (had)

■

vcsmm（SF Oracle RAC 的成员集模块）

■

CVM（内核消息传送）

■

CVM (vxconfigd)

■

CVM（将命令由从属节点传送到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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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M (I/O 传送)

下列命令可用于验证 GAB 端口的状态：
# gabconfig -a

GAB 端口成员集
Port
Port
Port
Port
Port
Port
Port
Port
Port
Port

a
b
d
f
h
o
u
v
w
y

gen
gen
gen
gen
gen
gen
gen
gen
gen
gen

7e6e7e05
58039502
588a7d02
1ea84702
cf430b02
de8f0202
de4f0203
db411702
cf430b02
73f449

membership
membership
membership
membership
membership
membership
membership
membership
membership
membership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01

数据表明，集群上正常运行的所有 GAB 端口都包含 0 和 1 两个节点。
有关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GAB 端口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检查 GAB 种子设定成员资格
参与集群的系统的数目作为参数指定给 /etc/gabtab 中的 gabconfig 命令。 在下列
示例中，预计两个节点形成一个集群：
# cat /etc/gabtab
/sbin/gabconfig -c -n2

GAB 等待指定节点数可用后才自动创建端口 a 成员集。 端口 a 表示 SF Oracle RAC
集群节点的 GAB 成员集。 每次重新配置 GAB（如加入或脱离节点）都会增加或减
少每个集群成员集节点中的这个种子成员集。
gabconfig -a 中的示例端口 a 成员集如下所示：
Port a gen 7e6e7e01 membership 01

在本例中，7e6e7e01 表示“成员集生成编号”，01 对应于集群的“节点映射”。
节点映射中显示的所有节点反映相同的成员集 ID，通过下列命令便可看到：
# gabconfig -a | grep "Port a"
分号用作脱离集群的节点的占位符。 在下列示例中，节点 0 已脱离集群：
# gabconfig -a | grep "Por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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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 a gen 7e6e7e04 membership ;1

当最后一个节点退出端口 a 成员集后，便没有其他节点可以增加成员集 ID。因此该
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都将不再存在端口 a 成员集。
当最后一个系统从完全集群冷关闭状态恢复启动后，集群将自动在所有系统上设定
种子并形成端口 a 成员集。 系统随后能以任意组合关闭和重新启动，只要至少有一
个节点无论何时都保持活动状态即可。
如果所有节点共享同一成员集 ID 和节点映射，就可以证明节点映射中的所有节点
均参与同一端口 a 成员集。 这种一致性检查用于检测“裂脑”和“已有的裂脑”情
况。
当正在运行的集群分离成互不了解的两个或多个分区时，即发生裂脑。 当“冷”节
点（以前没有参与集群）启动并允许形成可能不包括所有节点的成员集（多个子级
集群）时，会检测到已有的网络分裂，进而可导致潜在的裂脑。
注意：Symantec I/O 防护可防止任何裂脑情形所导致的数据损坏。

手动设定 GAB 成员集种子
由于 GAB 强制执行的“最低种子要求”安全性，当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重新启动时，
可能其中一个节点不能启动。 需要人为干预以完全确定其他节点实际上没有参与它
们自己的微型集群。
在手动设计种子前应仔细验证下列内容，已防止引入裂脑和导致后续数据损坏：
■

验证集群中的其他节点都不具有端口 a 成员集

■

验证其他节点都没有导入任何共享磁盘组

■

确定仍在运行的任何节点都不具有端口 a 成员集的原因

运行下列命令以手动设定 GAB 成员集种子：
# gabconfig -cx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gabconfig (1M)。

评估 VCS I/O 防护端口
I/O 防护 (VxFEN) 使用 GAB 提供的专用端口在集群的多个节点之间进行通信。当
gabconfig -a 在集群上的任何一个节点中运行时，您将会看到此端口（显示为端
口 b）。此成员集中的端口 b 相对应的条目指示由 I/O 防护查看的集群中的现有成
员。
GAB 使用端口 a 来维护集群成员集，且必须是活动的以便启动 I/O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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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检查集群中是否已启用防护，可在 vxfenadm (1M) 中使用 -d 选项，以在每个
集群节点上显示 I/O 防护模式。端口 b 成员集应存在于 gabconfig -a 的输出中，
而且该输出应该列出集群上的所有节点。
如果 I/O 防护需要的 GAB 端口没有出现，即如果端口 a 在 gabconfig -a 命令的输
出中不可见，则必须在此节点上启动 LLT 和 GAB。
下列命令可用于分别启动 LLT 和 GAB：
在每个节点上启动 LLT：
# /sbin/init.d/llt start
如果每个节点上的 LLT 配置正确，则控制台输出会显示：
LLT INFO V-14-1-10009 LLT Protocol available

在每个节点上启动 GAB：
# /sbin/init.d/gab start
如果每个节点上的 GAB 配置正确，则控制台输出会显示：
GAB INFO V-15-1-20021 GAB available
GAB INFO V-15-1-20026 Port a registration waiting for seed port
membership

验证 VCS I/O 防护是否正常运行
强制要求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启用 VCS I/O 防护以防止裂脑情况。 可假设在以
下情况下，VCS I/O 防护正常运行：
■

节点上已启用防护端口 b
# gabconfig -a

验证节点上是否已启用防护：
# vxfenadm -d
■

注册密钥出现在协调器磁盘中
# vxfenadm -s all -f /etc/vxfentab

管理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SCSI-3 PR 密钥
I/O 防护将 SCSI-3 PR 密钥放置在协调器 LUN 上。密钥的格式符合命名约定，其
中，ASCII 码字符 A 作为系统的 LLT ID 的前缀，其后面跟 7 个短划线字符。

防止和恢复策略
管理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SCSI-3 PR 密钥

例如：
节点 0 使用 A------节点 1 使用 B------在 SF Oracle RAC/SF CFS/SF HA 环境中，VxVM/CVM 将密钥注册到数据磁盘上，
它的格式是 ASCII 码字符 A 作为系统的 LLT ID 的前缀，后面跟字符 PGRxxxx，其
中 xxxx = i 表示磁盘组是待导入的第 i 个共享组。
例如： 节点 0 使用 APGR0001（对于第一个导入的共享组）。
除注册键之外，VCS/CVM 还在数据 LUN 上安装了保留键。 因为只有一个节点可保
留 LUN，因此每个集群中只有一个保留键。
请参见第 40 页的“关于 SCSI-3 持久性保留”。
以下命令列出了数据磁盘组上的密钥：
#vxdg list |grep data
sys1_data1 enabled,shared,cds 1201715530.28.pushover

选择属于sys1_data1 的数据磁盘：
#vxdisk -o alldgs list |grep sys1_data1
c1t2d0s2 auto:cdsdisk
c1t2d1s2 auto:cdsdisk
c1t2d2s2 auto:cdsdisk

c1t2d0s2
c1t2d1s2
c1t2d2s2

sys1_data1 online shared
sys1_data1 online shared
sys1_data1 online shared

以下命令可列出 PR 密钥：
#vxdisk -o listreserve list c1t2d0s2
........
........
或者，使用 vxfenadm 命令列出 PR 密钥：
#echo "/dev/vx/dmp/c1t2d0s2" > /tmp/disk71
# vxfenadm -s all -f /tmp/disk71
Device Name: /dev/vx/dmp/c1t2d0s2
Total Number Of Keys: 2
key[0]:
Key Value [Numeric Format]: 66,80,71,82,48,48,48,52
Key Value [Character Format]: BPGR0004
key[1]:
Key Value [Numeric Format]: 65,80,71,82,48,48,48,52
Key Value [Character Format]: APGR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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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主机到 LUN 有多个路径，评估协调器 LUN 上的 SCSI-3 PR 键
的数量
实用程序 vxfenadm (1M) LUN 可用于显示协调器 LUN 上的键。键值可以标识与每
个键对应的节点。每个节点在所有到 LUN 的可用路径上安装一个注册键。因此，
注册键的总数是每个节点以上述方式安装的键的总和。
请参见第 119 页的“关于 vxfenadm 实用程序”。

检测从协调器 LUN 中意外删除的 SCSI-3 PR 键
当前安装在协调器磁盘上的键可以使用下列命令进行读取：
# vxfenadm -s all -f /etc/vxfentab
对于正常的集群运行状态，正在运行的集群中的每个节点在每个协调器磁盘上都应
有一个键。如果您具有双路径 DMP 配置，则每个节点将对应两个密钥。

标识有故障的协调器 LUN
随 I/O 防护一起提供的实用程序 vxfentsthdw (1M) 可用于标识有故障的协调器
LUN。 必须在集群中的任一节点上运行此实用程序。 应该为需要检查的协调器 LUN
提供此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12 页的“关于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5
可调参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F Oracle RAC 可调参数

■

关于 GAB 可调参数

■

关于 LLT 可调参数

■

关于 LMX 可调参数

■

关于 VXFEN 可调参数

■

校园集群的调整准则

关于 SF Oracle RAC 可调参数
可以配置可调参数，以增强特定 SF Oracle RAC 功能的性能。 本章讨论如何配置下
列 SF Oracle RAC 可调参数：
■

GAB

■

LLT

■

LMX

■

VXFEN

Symantec 建议您在没有 Symantec 支持人员帮助的情况下不要更改可调内核参数。
其中几个可调参数是用于为关键数据结构预分配内存；更改这些参数的值可能会增
加内存使用率或降低性能。
警告：如果没有 Symantec 支持人员的协助，请不要按照以下说明调节 LMX 和
VXFEN 的 SF Oracle RAC 可调参数来增强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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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GAB 可调参数
GAB 提供了用于修改和控制 GAB 模块的行为的各种配置和可调参数。
这些可调参数不仅提供对配置（如集群中的最大可能节点数）的控制，而且提供对
GAB 在遇到故障或故障情况时的行为的控制。将 GAB 模块加载到系统中时，需要
其中某些可调参数。要对这些加载时可调参数进行任何更改，需要先卸载 GAB 模
块，然后再重新加载该模块或者重新启动系统。其他可调参数（运行时）可以在加
载、配置 GAB 模块时以及集群正在运行时进行更改。对这样的可调参数的任何更改
将对可调参数值和 GAB 行为立即产生效果。
请参见第 210 页的“关于 GAB 加载时可调参数或静态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关于 GAB 运行时可调参数或动态可调参数”。

关于 GAB 加载时可调参数或静态可调参数
表 5-1 列出了模块加载期间使用的 GAB 中的静态可调参数。使用 gabconfig -e 命
令可列出所有此类 GAB 可调参数。
仅可以通过在 GAB 配置文件中添加新值来修改这些可调参数。仅在重新启动时或重
新加载 GAB 模块时，更改才会生效。
表 5-1

GAB 静态可调参数

GAB 参数

说明

值（默认值和范
围）

gab_numnids

集群中的最大节点数

默认值：64
范围： 1-64

gab_numports

集群中的最大端口数

默认值：32
范围： 1-32

gab_flowctrl

GAB 实现流控制前 GAB 队列（发送或
接收）中暂停消息的数量。

默认值：128
范围： 1-1024

集群已启动并使用 gabconfig -Q 选项
运行时，可重写此值。使用 gabconfig
命令可控制此可调参数的值。
gab_logbufsize

GAB 内部日志缓冲区大小（以字节为单 默认值：48100
位）
范围： 8100-65400

gab_msglogsize

内部消息日志中的最大消息数

默认值：256
范围： 128-4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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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 参数

说明

值（默认值和范
围）

gab_isolate_time

隔离的客户端的最长等待时间

默认值：120000 毫
秒（2 分钟）

可在运行时覆盖

范围：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关于 GAB 运行时可调
160000-240000
参数或动态可调参数”。
（以毫秒为单位）
gab_kill_ntries

尝试终止客户端的次数

默认值：5

可在运行时覆盖

范围：3-10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关于 GAB 运行时可调
参数或动态可调参数”。
gab_conn_wait

在集群重新配置期间 GAB 从集群断开节 默认值：12
点之前等待时间段的最大数量（如稳定
范围：1-256
超时参数中所定义）

gab_ibuf_count

确定是启用还是禁用了 GAB 日志记录后 默认值：8
台驻留程序
范围：0-32
默认情况下会启用 GAB 日志记录后台驻
留程序。要禁用它，请将
gab_ibuf_count 的值更改为 0。
集群已启动并使用 gabconfig -K 选项
时，禁止登录到 GAB 后台驻留程序。使
用 gabconfig 命令可控制此可调参数
的值。

gab_kstat_size

在 GAB 中维护的系统统计数据的数量

默认值：60
范围：0-240

关于 GAB 运行时可调参数或动态可调参数
在已配置 GAB 时，以及在集群正在运行时，可以更改 GAB 动态可调参数。运行
gabconfig 命令后，更改会立即生效。请注意，其中一些参数也控制 GAB 在遇到
故障或故障情况时的行为。其中一些情况可能会触发 PANIC，PANIC 旨在防止数据
损坏。
可以使用 gabconfig -l 命令显示默认值。要使对这些值的更改在重新启动后持久
保留，可以将相应的命令选项与任何现有选项一起追加到 /etc/gabtab 文件。例
如，可以将 -k 选项添加到某个现有 /etc/gabtab 文件，该文件可能如下所示：
gabconfig -c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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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该选项后，/etc/gabtab 文件类似如下所示：
gabconfig -c -n4 -k

表 5-2 介绍了 GAB 动态可调参数（就像使用 gabconfig -l 命令所看到的那样），
并指定该命令来修改这些参数。
表 5-2

GAB 动态可调参数

GAB 参数

说明和命令

Control port seed

此选项定义可以形成集群的最小节点数量。此选项控制集群的形成。如
果集群中节点的数量少于在 gabtab 文件中指定的数量，则集群不会形
成。例如：如果键入 gabconfig -c -n4，则直到所有四个节点都加
入集群后，集群才会形成。如果使用 gabconfig -x 命令启用了此选
项，那么即使集群中的其他节点还不是成员集的一部分，该节点也将加
入集群。
使用以下命令可设置可以形成集群的节点数量：
gabconfig -n count
使用以下命令可启用控制端口种子。节点可以形成集群，而无需等待成
员集的其他节点：
gabconfig -x

Halt on process
death

默认值：Disabled
此选项控制用户进程终止时 GAB 停止系统（使系统发生混乱）的能力。
如果 _had 和 _hashadow 是使用 kill -9 终止的，则系统很可能失去
高可用性。如果启用此选项，则在检测到客户端进程终止时 GAB 将使
系统发生混乱。默认行为是禁用此选项。
使用以下命令可在进程终止时启用系统停止：
gabconfig -p
使用以下命令可在进程终止时禁用系统停止：
gabconfi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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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 参数

说明和命令

Missed heartbeat
halt

默认值：Disabled
如果启用了此选项，则在 CVM 环境中，错过来自 VCS 引擎或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的第一次心跳时，系统将发生混乱。默认选
项是禁用即时混乱。
此 GAB 选项控制在 VCS 引擎或 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错过与 GAB
的心跳通信时，GAB 是否会使该节点发生混乱。如果 VCS 引擎发生挂
起且无法与 GAB 进行心跳通信，则 GAB 将立即使系统不发生混乱。
GAB 将首先通过在 iofence_timeout 间隔（默认值 15 秒）后发送
SIGABRT（kill_ntries - 默认值 5 次）次，尝试中止该进程。如果此操
作失败，则 GAB 将等待“隔离超时值”时间段，该时间段是由一个称
为 isolate_time（默认值 2 分钟）的全局可调参数控制的。如果该进程
仍处于活动状态，则 GAB 将使系统发生混乱。
如果启用此选项，则从客户端丢失心跳时，GAB 将立即停止系统。
进程心跳发生故障时，使用以下命令可启用系统停止：
gabconfig -b
进程心跳发生故障时，使用以下命令可禁用系统停止：
gabconfig -B

Halt on rejoin

默认值：Disabled
如果在网络分裂后一个或多个节点重新加入某个集群，则此选项允许用
户配置 VCS 引擎或任何其他用户进程的行为。默认情况下 GAB 不会使
运行 VCS 引擎的节点发生混乱。GAB 会终止 userland 进程（VCS 引擎
或 vxconfigd 进程）。这样会回收用户端口（使用 VCS 引擎时为端口
h）并会以编程方式清除使用旧生成编号的消息。如果需要，必须在
GAB 的控制之外处理进程的重新启动，例如，hashadow 进程重新启动
_had。
GAB 有内核客户端（如防护、VxVM 或 VxFS）时，如果在网络分裂后
该节点重新加入集群，那么该节点将始终发生混乱。发生混乱是强制性
的，因为这是 GAB 可以清除端口和删除旧消息的唯一方式。
使用以下命令可在重新加入时启用系统停止：
gabconfig -j
使用以下命令可在重新加入时禁用系统停止：
gabconfig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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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 参数

说明和命令

Keep on killing

默认值：Disabled
如果启用此选项，则在 VCS 引擎或 vxconfigd 进程无法与 GAB 进行心
跳通信时，以及 GAB 无法终止 VCS 引擎或 vxconfigd 进程时，GAB 会
防止系统发生混乱。如果终止失败，GAB 将尝试继续终止 VCS 引擎，
且不会发生混乱。
如果进程没有终止，请重复尝试终止进程
gabconfig -k

Quorum flag

默认值：Disabled
如果新成员集小于旧成员集的 50%，则这是 GAB 中允许节点 IOFENCE
（会导致发生混乱）的一个选项。通常会禁用此选项，而在与其他产品
集成时，会使用此选项
启用 iofence 定额
gabconfig -q
禁用 iofence 定额
gabconfig -d

GAB queue limit

默认值：发送队列限制：128
默认值：接收队列限制：128
GAB 队列限制选项控制暂停消息的数量，GAB 在达到此数量之前设置
流。发送队列限制控制 GAB 发送队列中暂停消息的数量。GAB 达到此
限制后，它将为 GAB 客户端的发送方进程设置流控制。GAB 接收队列
限制控制在 GAB 为接收方发送流控制之前 GAB 接收队列中暂停消息的
数量。
将发送队列限制设置为指定的值
gabconfig -Q sendq:value
将接收队列限制设置为指定的值
gabconfig -Q recvq: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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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 参数

说明和命令

IOFENCE timeout

默认值：15000(ms)
此参数指定 GAB 在采取下一个操作之前将等待客户端响应 IOFENCE 消
息的超时值（以毫秒为单位）。根据 kill_ntries 的值，GAB 将尝试通
过发送 SIGABRT 信号终止客户端进程。如果在 GAB 已尝试终止客户端
进程 kill_ntries 次后，客户端进程仍保持注册状态，则 GAB 在另外等
待 isolate_timeout 值之后将停止系统。
将 iofence 超时值设置为指定的值（以毫秒为单位）。
gabconfig -f value

Stable timeout

默认值：5000(ms)
指定在 LLT 最后一次报告给定端口的本地节点连接状态发生变化后，
GAB 等待重新配置成员集的时间。连接状态中的任意变化都将重新启
动 GAB 等待期。
将稳定超时值设置为指定的值
gabconfig -t stable

Isolate timeout

默认值：120000(ms)
此可调参数指定 GAB 将等待客户端进程取消注册以响应 GAB 发送
SIGKILL 信号的超时值。如果该进程仍存在，则在隔离超时值后，GAB
将停止系统
gabconfig -S isolate_time:value

Kill_ntries

默认值：5
此可调参数指定 GAB 通过发送 SIGABRT 信号尝试终止该进程的次数。
gabconfig -S kill_ntries:value

Driver state

此参数显示 GAB 是否已配置。GAB 可能尚未进行种子设定以及建立任
何成员集。

Partition
arbitration

此参数显示是否要求 GAB 专门忽略危险。
有关 -s 标志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gabconfig (1M) 手册页。

关于 LLT 可调参数
LLT 提供了用于修改和控制 LLT 模块的行为的各种配置和可调参数。本节介绍了一
些 LLT 可调参数，这些参数可以在运行时和 LLT 启动时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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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 Low Latency Transport (LLT)”。
这些可调参数划分为两个类别：
■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216 页的“关于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

LLT 流控制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219 页的“关于 LLT 流控制可调参数”。

请参见第 220 页的“设置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关于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表 5-3 列出了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计时器值以 .01 秒为单位进行设置。 lltconfig
–T query 命令可用于显示当前计时器值。
表 5-3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peerinact

如果 LLT 在此计时器间隔内 1600
没有在某个对等节点的链路上
收到任何数据包，则会将该链
路标记为“inactive (不活
动)”。将链路标记为
“inactive (不活动)”之后，
LLT 不会在该链路上发送任何
数据。

peertrouble

如果 LLT 在此计时器间隔内 200
没有在某个对等节点的高优先
级链路上收到任何数据包，则
会将该链路标记为“troubled
(有问题)”。将链路标记为
“troubled (有问题)”之后，
LLT 不会在该链路上发送任何
数据，直到该链路再次启动。

何时更改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要根据客户端的通知处理 该计时器值应始终大于
逻辑，对节点/链路不活动 peertrouble 计时器值。
通知机制进行延迟或加
速，请更改此值。
■ 要对故障网络电缆/交换机
进行计划的更换，请增大
该值。
■

■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专用
网络链接非常慢或网络通
信量突增，请增大此值以
防止发出对等节点终止的
错误通知。
按计划更换发生故障的网
络电缆或交换机时，请将
该值设置为一个较高的
值。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专用 此计时器值应始终小于
网络链接非常慢或集群中 peerinact 计时器值。并且，
的节点非常繁忙，请增大 它应该很接近其默认值。
该值。
■ 要对故障网络电缆/交换机
进行计划的更换，请增大
该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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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peertroublelo 如果 LLT 在此计时器间隔内 400
没有在某个对等节点的低优先
级链路上收到任何数据包，则
会将该链路标记为“troubled
(有问题)”。将链路标记为
“troubled (有问题)”之后，
LLT 不会在该链路上发送任何
数据，直到该链路再次可用。

何时更改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专用 此计时器值应始终小于
网络链接非常慢或集群中 peerinact 计时器值。并且，
的节点非常繁忙，请增大 它应该很接近其默认值。
该值。
■ 要对故障网络电缆/交换机
进行计划的更换，请增大
该值。
■

heartbeat

在每个心跳计时器间隔之后， 50
LLT 会通过每个高优先级链路
重复地向对等节点发送心跳数
据包。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专用网络
链接非常慢（或拥塞）或集群
中的节点非常繁忙，请增大该
值。

heartbeatlo

在每个 heartbeatlo 计时器间 100
隔之后，LLT 会通过每个低优
先级链路重复地向对等节点发
送心跳数据包。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网络链接 此计时器值应小于
非常慢或集群中的节点非常繁 peertroublelo 计时器值。而
忙，请增大该值。
且，它不应该接近
peertroublelo 计时器值。

timetoreqhb

如果 LLT 在“timetoreqhb” 1400
时间段内没有在特定链路上从
该对等节点收到任何数据包，
则会尝试请求从对等节点获取
心跳（在同一链路上向对等节
点发送 5 次特殊心跳请求
(hbreq)）。如果对等节点没
有响应这些特殊心跳请求，
LLT 将针对该对等节点将此链
路标记为“expired (过期)”。
可以在 0 到 (peerinact - -200)
范围内设置此值。0 值会禁用
请求心跳机制。

要根据客户端的通知处理逻
每次更改 peerinact 计时器
辑，对节点/链路不活动通知 时，系统都会自动将此计时器
机制进行加速，请减小此可调 设置为 peerinact - 200。
参数的值。

此值指定两次连续的特殊心跳 40
请求之间的时间间隔。有关特
殊心跳请求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 timetoreqhb 参数。

Symantec 建议不要更改此值 不适用

reqhbtime

此计时器值应小于
peertrouble 计时器值。而
且，它不应该接近
peertrouble 计时器值。

要进行故障网络电缆/交换机
的计划更换，请将此计时器的
值设置为 0 以禁用请求心跳机
制。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专用网络
链接非常慢或网络通信量突
增，请不要更改此计时器可调
参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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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timetosendhb 如果 LLT 计时器不是定期运 200
行，则 LLT 会发送超出计时
器上下文心跳以保持节点的活
动状态。此选项指定当计时器
不运行时，在发送心跳之前需
要等待的时间。
如果将此计时器可调参数设置
为 0，则会禁用超出计时器上
下文心跳机制。

何时更改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要进行故障网络电缆/交换机
的计划更换，请将此计时器的
值设置为 0 以禁用超出计时器
上下文心跳机制。

此计时器值不应超过
peerinact 计时器值。而且，
它不应该接近 peerinact 计时
器值。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专用网络
链接非常慢或集群中的节点非
常繁忙，请增大该值。

sendhbcap

此值指定 LLT 连续发送超出
计时器上下文心跳的最长时
间。

oos

如果对于某个节点，
10
out-of-sequence 计时器已过
期，则 LLT 会向该节点发送
适当的 NAK。只要 LLT 收到
oos 数据包，就不会发送
NAK。它会在发送 NAK 之前
等待 oos 计时器指定的时间。

出于性能考虑，请不要更改此 不适用
值。减小该值可能会导致不必
要的重新传输/否定确认通
信。

如果 LLT 在此计时器间隔内 10
未收到数据包的确认，它会重
新传输该数据包。

请不要更改此值。减小该值可 不适用
能会导致不必要的重新传输。

service

在每个 service 计时器间隔
后，LLT 会调用其服务例程
（用于将消息传送到 LLT 客
户端）。

出于性能考虑，请不要更改此 不适用
值。

arp

当此计时器到期时，LLT 将会 0
刷新存储的对等节点地址，并
重新了解地址。

默认情况下禁用此功能。

arpreq

LLT 会在此计时器到期时发送 3000
arp 请求以检测集群中的其他
对等节点。

出于性能考虑，请不要更改此 不适用
值。

retrans

18000

100

Symantec 建议不要使用此
值。

不适用

如果在集群（例如，校园集
群）中往返时间很长，则可以
增加 oos 的值。

如果在集群（例如，校园集
群）中往返时间很长，则可以
增加 retrans 的值。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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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linkstable

此值指定在 LLT 为本地节点 200
的任何链接处理链接断开事件
之前等待的时间。当您启用链
接故障的快速检测时，LLT 会
收到来自操作系统的链接断开
事件。

何时更改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对于片状链接，应增加此值。 此计时器值不应超过
peerinact 计时器值。而且，
它不应该接近 peerinact 计时
器值。

关于 LLT 流控制可调参数
表 5-4 列出了 LLT 流控制可调参数。流控制值使用数据包数量进行设置。lltconfig
-F query 命令可用于显示当前流控制设置。
表 5-4

LLT 流控制可调参数

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highwater

某个节点的传输队列中的数据 200
包数量达到 highwater 时，
LLT 是流控制的。

何时更改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如果客户端以突发生方式生成 此流控制值应始终大于
数据，请增大此值以匹配传入 lowwater 流控制值。
的数据速率。请注意，增大该
值意味着消耗更多的内存，因
此请设置适当的值以避免不必
要的内存浪费。
减小该值可能会导致控制客户
端的不必要的流。

lowwater

如果 LLT 已对客户端进行流 100
控制，则直到某个节点的端口
传输队列中的数据包数量降至
lowwater 之后，它才会重新
开始接收数据包。

rporthighwater 某个端口的接收队列中的数据 200
包数量达到 highwater 时，
LLT 是流控制的。

Symantec 建议不要更改此可 此流控制值应小于 highwater
调参数。
流控制值。该值不应接近
highwater 流控制值。

如果客户端以突发生方式生成 此流控制值应始终大于
数据，请增大此值以匹配传入 rportlowwater 流控制值。
的数据速率。请注意，增大该
值意味着消耗更多的内存，因
此请设置适当的值以避免不必
要的内存浪费。
减小该值可能会导致控制对等
节点上的客户端的不必要的
流。

219

220

可调参数
关于 LLT 可调参数

LLT 参数

说明

默认值

rportlowwater 如果 LLT 已对对等节点上的 100
客户端进行流控制，则直到端
口的接收队列中的数据包数量
降至 rportlowwater 之后，它
才会重新开始为该客户端接收
数据包。
window

这是 LLT 将允许传输的未确
认数据包的最大数量。

50

何时更改

与其他 LLT 可调参数的依
赖关系

Symantec 建议不要更改此可 此流控制值应小于
调参数。
rpothighwater 流控制值。该
值不应接近 rporthighwater
流控制值。

根据专用网络速度更改该值。
若在减小该值时不考虑网络速
度，可能会导致不必要地重新
传输未按窗口顺序到达的数据
包。

此流控制值不应该大于
highwater 流控制值与
lowwater 流控制值之间的
差。
此参数 (window) 的值应该与
带宽延迟产品的值保持一致。

linkburst

它表示 LLT 在选择下一链接 32
之前在链接上发送的背靠背数
据包的数量。

出于性能考虑，其值应该为 0 此流控制值不应该大于
或最小为 32。
highwater 流控制值与
lowwater 流控制值之间的
差。

ackval

通过对下一个出站数据包附加 10
一个确认数据包，LLT 将数据
包的确认发送到发送者节点。
如果不存在要附加 ACK 数据
包的数据包，LLT 会在向发送
者发送明确确认之前等待
ackval 个数据包。

出于性能考虑，请不要更改此 不适用
值。增大该值可能会导致不必
要的重新传输。

sws

为了避免糊涂窗口综合症
40
(Silly Window Syndrome)，
仅当未确认的数据包计数低于
此可调参数值时，LLT 才会传
输更多数据包。

出于性能考虑，每当 window 其值应小于 window 的值，但
可调参数的值改变时，就应该 应很接近其值。
根据以下给出的公式更改此参
数的值：sws = window *4/5。

largepktlen

如果 LLT 要将数据包传输到 1024
多个端口，LLT 每次可将一个
大数据包或最多五个小数据包
传输到一个端口。此参数指定
大数据包的大小。

Symantec 建议不要更改此可 不适用
调参数。

设置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可以使用 lltconfig 命令设置 LLT 可调参数，或者在 /etc/llttab 文件中设置 LLT
可调参数。可以在运行时在本地节点上使用 lltconfig 命令更改参数。Symantec
建议您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运行该命令来更改这些参数的值。要使设置的 LLT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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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系统重新启动后得到保留，必须在 /etc/llttab 文件中包含参数定义。如果未
在 /etc/llttab 中进行任何指定，则会采用这些参数的默认值。在 /etc/llttab 文件中
指定的参数值只在 LLT 启动时才会生效。Symantec 建议您在每个节点的
/etc/llttab 文件中指定相同的可调参数定义。
获得并设置计时器可调参数：
■

使用 lltconfig 命令获得定时器可调参数的当前列表：
# lltconfig -T query

■

使用 lltconfig 命令设置计时器可调参数：
# lltconfig -T timer tunable:value

■

在 /etc/llttab 文件中设置计时器可调参数：
set-timer

timer tunable:value

获得并设置流控制可调参数
■

使用 lltconfig 命令获得流控制可调参数的当前列表：
# lltconfig -F query

■

使用 lltconfig 命令设置流控制可调参数：
# lltconfig -F flowcontrol tunable:value

■

在 /etc/llttab 文件中设置流控制可调参数：
set-flow

flowcontrol tunable:value

请参见 lltconfig(1M) 和 llttab(1M) 手册页。

关于 LMX 可调参数
本节介绍 LMX 可调参数和如何重新配置 LMX 模块。

LMX 可调参数
表 5-5 介绍了 LMX 驱动程序的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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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LMX 可调参数

LMX 参数

默认值

最大值

说明

lmx_minor_max

8192

65535

指定系统范围内
context 的最大数目。
每个 Oracle 进程通常
有两个 LMX
context。
在本文档中
“context”和
“minor”可互换使
用；“context”是特
定于 Oracle 的术语，
用于指定 lmx.conf 文
件中的值。

lmx_port_max

8192

65535

指定从发送者到接收
者单向传送消息的通
信端点数。

lmx_buffer_max

8192

65535

指定内存中用于复制
LMX 数据的可寻址区
域数。

如果在某个节点上看到消息 no minors available，请添加一个用于增加最大 context
数的值的配置参数。
注意：此错误消息可能包含术语 minors，但是当更改参数的值时必须使用术语
contexts。

警告：增加特定系统上的 context 数会对该系统的资源造成一定影响。

重新配置 LMX 模块
本节讨论了如何在节点上重新配置 LMX 模块。要使参数更改生效，必须重新配置
LMX 模块。

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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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LMX 模块

1

配置可调参数。
# /usr/sbin/kctune tunable=value

例如：
# /usr/sbin/kctune lmx_minor_max=16384

2

如果使用 Oracle RAC 10g 或 Oracle RAC 11g，请停止 Oracle Clusterware（如
果 Oracle Clusterware 不受 VCS 控制）并验证是否已停止 Oracle Clusterware。
还必须停止不受 VCS 控制的应用程序。

3

卸载 CFS 装入点（如果装入点不受 VCS 控制）。

4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停止 VCS：
# /opt/VRTSvcs/bin/hastop -local

5

检查对于此节点是否仅注册了 gab 端口 a、b、d 和 o。
此节点上不应显示 f、h、u、v、y 和 w。
# gabconfig -a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ada401 membership 0123
Port b gen ada40d membership 0123
Port d gen ada409 membership 0123
Port o gen ada406 membership 0123

6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重新启动节点：
sys1> # /usr/sbin/shutdown -r

由 VCS 控制的 CFS 装入点自动重新装入，但必须手动重新装入不受 VCS 控制
的 CFS 装入点。
必须手动重新启动不受 VCS 控制的应用程序。

关于 VXFEN 可调参数
本节描述 VXFEN 可调参数和如何重新配置 VXFEN 模块。
表 5-6 介绍了 VXFEN 驱动程序的可调参数。

223

224

可调参数
关于 VXFEN 可调参数

表 5-6

VXFEN 可调参数

vxfen 参数

说明和值：默认值、最小值和最大值

vxfen_debug_sz

调试日志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

vxfen_max_delay

值
默认值：131072 (128 KB)
最小值：65536 (64 KB)
最大值：524288 (512 KB)

指定发生网络分裂时，较小的子集群在与较大的子集群争夺对协
调器磁盘的控制权之前所等待的最大秒数。
该值必须大于 vxfen_min_delay 值。
■

vxfen_min_delay

值
默认值： 60
最小值： 1
最大值： 600

指定发生网络分裂时，较小的子集群在与较大的子集群争夺对协
调器磁盘的控制权之前所等待的最小秒数。
该值必须小于或等于 vxfen_max_delay 值。
■

vxfen_vxfnd_tmt

指定 I/O 防护驱动程序 VxFEN 等待 I/O 防护后台驻留程序
VXFEND 在完成给定任务后返回的时间（以秒为单位）。
■

panic_timeout_offst

值
默认值： 1
最小值： 1
最大值： 600

值
默认值： 60
最小值： 10
最大值： 600

指定一个时间（秒），在发生裂脑时 GAB 实现其决策之前，I/O
防护驱动程序 VxFEN 将根据此时间计算传递给 GAB 模块而等待
防护完成其仲裁的延迟时间。您可以在 vxfenmode 文件中设置此
参数，并使用 vxfenadm 命令检查此值。根据 the vxfen_mode，
GAB 延迟的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对于 scsi3 模式：1000 * (panic_timeout_offst +
vxfen_max_delay)
■ 对于自定义模式：1000 * (panic_timeout_offst + max
(vxfen_vxfnd_tmt, vxfen_loser_exit_delay))
■ 默认值： 10
■

可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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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裂时，较小的子集群在争夺协调器磁盘控制权之前会出现延迟。时间延迟会
使较大的子集群赢得对协调器磁盘的资源争夺。vxfen_max_delay 和
vxfen_min_delay 参数可定义延迟，以秒为单位。

配置 VXFEN 模块参数
在调整内核驱动程序可调参数之后，必须重新配置 VXFEN 模块，才能使参数更改
生效。
以下过程示例更改了 vxfen_min_delay 参数的值。
配置 VxFEN 参数和重新配置 VxFEN 模块

1

配置可调参数。
# /usr/sbin/kctune tunable=value

例如：
# /usr/sbin/kctune vxfen_min_delay=100

2

如果使用的是 Oracle 10g 或 Oracle 11g，请停止 CRS（如果 CRS 不受 VCS 控
制）并验证 CRS 是否已停止。

3

卸载 CFS 装入点（如果装入点不受 VCS 控制）。
通过检查 /etc/mnttab 文件，确定要卸载的文件系统。
# mount | grep vxfs | grep cluster

若要卸载输出中列出的装入点，请输入：
# umount mount_point

4

停止 VCS。
# hastop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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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查对于此节点是否仅注册了 gab 端口 a、b、d 和 o。
此节点上不应出现端口 f、h、u、v、w 和 y。
# gabconfig -a
GAB Port Memberships
===============================================================
Port a gen ada401 membership 0123
Port b gen ada40d membership 0123
Port d gen ada409 membership 0123
Port o gen ada406 membership 0123

6

重新启动节点。
# /usr/sbin/shutdown -r

校园集群的调整准则
调整 SF Oracle RAC 校园集群时的一个重要注意事项是设置 LLT 对等完整时间。按
照下面的准则确定对等完整时间的最佳值：
■

使用 lltping (1M) 计算往返时间。

■

使用往返时间的一半作为 LLT 心跳时间。

■

将 LLT 对等故障时间设置为心跳时间的 2-4 倍。

■

LLT 对等完整时间应设置为大于心跳时间的 4 倍。

部分

参考资料

■

A. SF Oracle RAC 运行状况检查的列表

■

B. 错误消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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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F Oracle RAC 运行状况检
查的列表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LLT 运行状况检查

■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LMX 运行状况检查

■

I/O 防护健康状况检查

■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PrivNIC 运行状况检查

■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Oracle Clusterware 运行状况检查

■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进行的 CVM、CFS 和 ODM 运行状况检查

LLT 运行状况检查
本节列出了针对 LLT 执行的运行状况检查、每个检查显示的消息以及检查的简要说
明。
注意：警告消息指明了组件中存在的问题或集群的常规运行状况。 按照故障排除建
议解决这些问题。
请参见第 174 页的“LLT 运行状况检查警告消息故障排除”。
表 A-1 列出了针对 LLT 执行的运行状况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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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LLT 的运行状况检查列表

运行状况检查列
表

消息

说明

LLT 计时器子系统
计划检查

Warning: OS timer is not 检查 LLT 模块的运行是否与计划的
操作系统计时器一致。
called for num seconds
此消息表明未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
调用操作系统计时器。
参数 timer_threshold 包含此检
查的最佳阈值。

针对数据包传输的 Warning: Kernel failed
OS 内存可用性检查 to allocate memory num
time(s)

检查内核是否已为 LLT 进行集群通
信分配了足够的内存。
此消息表明内核尝试分配必要的内
存已失败 (num) 次。
参数 no_mem_to_xmit_allow 包
含此检查的最佳阈值。

流控制状态监视

Flow-control occurred
num time(s)and
back-enabled num time(s)
on port port number for
node node number

检查 LLT 是否具有足够的带宽来接
受传入的数据包并传输数据包。流
控制还取决于对等节点接受传入的
数据流量的能力。
此消息表明已控制数据包传输和接
收 (num) 次且已将其标准化 (num)
次。
参数 max_canput 包含此检查的最
佳阈值。

片状链接监视

Warning: Connectivity
with node node id on
link link id is flaky
num time(s).

检查专用互联是否稳定。
此消息表明在规定的持续时间（例
如 0-4 秒）内，监视 (link)（与对等
节点 (node id) 的连接）(num) 次。

The distribution is:
参数 flakylink_allow 包含此检
(0-4 s) <num> (4-8 s)
查的最佳阈值。
<num> (8-12 s) <num>
(12-16 s) <num> (>=16 s)
节点状态检查

One or more link
connectivity with peer
node(s) node name is in
trouble.

检查当前的节点成员集。
此消息表明与对等节点 (node name)
的连接出现问题。
此检查不需要阈值。

SF Oracle RAC 运行状况检查的列表
LLT 运行状况检查

运行状况检查列
表

消息

说明

链接状态检查

Link connectivity with
node name is on only one
link. Symantec
recommends configuring a
minimum of 2 links.

检查当前活动的专用互联的数目。
此消息表明本地节点和对等节点
node id之间仅有一个专用互连存在
或可正常运行。
此检查不需要阈值。

连接检查

Only one link is
检查在配置过程中 LLT 下配置的专
用互联数目。
configured under LLT.
Symantec recommends
此消息表明在 LLT 下仅存在或配置
configuring a minimum of 了一个专用互联。
2 links.
此检查不需要阈值。

LLT 数据包相关的
检查

Retransmitted %
percentage of total
transmitted packets.

检查由 LLT 传输的数据包是否能够
到达对等节点，且不发生任何错误。
如果在数据包传输过程中发生错误，
它会表明在专用互联中发生错误。

Sent % percentage of
total transmitted packet 此消息表明传输或接收的数据包的
百分比，以及关联的传输错误，例
when no link is up.
如错误校验和及出错的链接。
% percentage of total
下列参数包含此检查的最佳阈值：
received packets are
retrans_pct,
with bad checksum.
send_nolinkup_pct,
% percentage of total
recv_oow_pct,
received packets are out recv_misaligned_pct,
of window.
recv_badcksum_pct
% percentage of total
received packets are
misaligned.
DLPI 层相关的检查 % percentage of total
received packets are
with DLPI error.

检查数据链路层 (DLP) 是否导致在数
据包传输中发生错误。
此消息表明收到的一些数据包 (%)
包含 DLPI 错误。
您可以在配置文件中设置所需的百
分比值。
参数 recv_dlpierror_pct 包含
此检查的最佳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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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状况检查列
表

消息

说明

链接间的流量分配

Traffic distribution
over links: %% Send data
on linknumpercentage %%
Recv data on
linknumpercentage

检查 LLT 下配置的所有链接的流量
分配。
此消息显示特定链接 (num) 上数据
发送和接收的百分比 (%)
此检查不需要阈值。

LLT 端口状态检查

% per of total
检查传输或接收数据包的延迟期。
transmitted packets are
此消息表明一定百分比 (%) 的已传
with large xmit latency 输/接收数据包超过规定的延迟期。
(>16ms) for port port id
下列参数包含此项检查的最佳阈值：
%per received packets
hirecvlatencycnt_pct、
are with large recv
hixmitlatencycnt_pct。
latency (>16ms) for port
port id.

系统负载监视

Load Information:
Average : num,num,num

监视在规定周期（1 秒、5 秒、15
秒）内系统的工作负荷。
此检查不需要阈值。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LMX 运行状况检查
本节列出了对 LMX 执行的运行状况检查、每项检查显示的消息以及检查的简要说
明。
注意：警告消息指明了组件中存在的问题或集群的常规运行状况。
有关解决问题的建议，请参见本文档中的“故障排除”一章。
表 A-2 列出了对 LMX 执行的运行状况检查。

SF Oracle RAC 运行状况检查的列表
I/O 防护健康状况检查

表 A-2

LMX 运行状况检查列表

运行状况检查列表 消息

说明

与 LMX/VCSMM 驱 LMX is not running. This
动程序的工作状态相 warning is not
关的检查
applicable for Oracle
11g running cluster.

检查 VCSMM/LMX 是否正在运行。
此警告仅对运行 Oracle RAC 10g 的
集群有效。

VCSMM is not running.

与确认 Oracle 二进
制文件与
LMX/VCSMM 库链
接情况相关的检查。

Oracle is not linked to
the Symantec LMX
library. This warning is
not applicable for
Oracle 11g running
cluster.
Oracle is linked to
Symantec LMX Library,
but LMX is not running.

注意：仅当在 VCSIPC 上发生数据
库缓存熔合通信时，才会执行此检
查。
检查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是否已
与 LMX/VCSMM 库链接。 此警告仅
对运行 Oracle RAC 10g 的集群有
效。

注意：仅当在 VCSIPC 上发生数据
库缓存熔合通信时，才会执行此检
查。

Oracle is not linked to
Symantec VCSMM library.
Oracle is linked to
Symantec VCSMM Library,
but VCSMM is not
running.
LMX 端口上的
Oracle 通信的相关
信息

Traffic over LMX numnum
num

显示当数据库缓存熔合使用 VCSIPC
进行进程间通信时 LMX 上的 Oracle
RAC 通信。
此消息显示调用脚本时 LMX 上的通
信。

I/O 防护健康状况检查
本节列出了对 I/O 防护执行的健康状况检查、每项检查显示的消息以及检查的简要
说明。
注意：警告消息会表明组件中的问题或集群的一般健康状态。
有关解决问题的建议，请参见本文档中的“故障排除”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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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 列出对 I/O 防护执行的健康状况检查。
表 A-3
健康状况检查列
表

I/O 防护的健康状况检查列表
消息

与 VxFEN 的工作状 VxFEN is not configured
态相关的检查
in SCSI3 mode.
VxFEN is not running on
all nodes in the
cluster.
与协调器磁盘健康
状况相关的检查

VxFEN is running with
only one coordinator
disk. Loss of this disk
will prevent cluster
reconfiguration on loss
of a node. Symantec
recommends configuring
a minimum of 3
coordinator disks.

说明
检查 Symantec 防护是否是以 SCSI3
模式配置的，并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
上运行。

检查为 Symantec 防护配置的协调器
磁盘数目以及这些磁盘的状态。

VxFEN is running with
even number of
coordinator disks. There
must be odd number of
coordinator disks.
Replace the disk disk
name using OCDR
procedure.
验证协调器磁盘上
的密钥

The coordinator disk
(disk name) does not
have the required key
for the local node.

验证共享磁盘上的 SCSI3 write-exclusive
SCSI3 独占写入保留 reservation is missing
on shared disk
(disk_name)

检查在 Symantec 防护下配置的协调
器磁盘是否具有当前节点的密钥。

检查节点是否可以访问共享磁盘以进
行写入操作。

SF Oracle RAC 运行状况检查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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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PrivNIC 运行状况检查
本节列出了对 PrivNIC 执行的运行状况检查、每项检查显示的消息以及检查的简要
说明。
注意：警告消息指明了组件中存在的问题或集群的常规运行状况。
有关解决问题的建议，请参见本文档中的“故障排除”一章。
表 A-4 列出对 PrivNIC 执行的运行状况检查。
表 A-4

PrivNIC 运行状况检查列表

运行状况检查列表 消息

说明

与 VCS 的工作状态
相关的检查

检查 VCS 是否正在运行。

VCS is not running on
the local system.

与 PrivNIC 资源的状 如果 PrivNIC 资源未联机：The 检查 VCS 下配置的 PrivNIC 资源是
态相关的检查
PrivNIC resource name is 否处于联机状态。
not online.
将 PrivNIC 使用的
NIC 与 LLT 下配置
的 NIC 进行比较

对于 PrivNIC 资源：Mismatch
between LLT links llt
nics and PrivNIC links
private nics.

检查 PrivNIC 资源使用的 NIC 所具
有的接口 (private nics) 是否与为
LLT 链路配置的接口 (llt nics) 相同。

反复检查 PrivNIC 使
用的 NIC 与 Oracle
Clusterware 使用的
NIC。

对于 PrivNIC 资源：Mismatch
between Oracle
Clusterware links crs
nics and PrivNIC links
private nics.

检查 Oracle Clusterware 所使用的
专用互连是否与 PrivNIC 资源下配
置的 NIC 相同。

SF Oracle RAC 集群中的 Oracle Clusterware 运行状况
检查
本节列出了对 Oracle Clusterware 执行的运行状况检查、每项检查显示的消息以及
检查的简要说明。
注意：警告消息指明了组件中存在的问题或集群的常规运行状况。
有关解决问题的建议，请参见本文档中的“故障排除”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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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列出对 Oracle Clusterware 模块执行的运行状况检查。
表 A-5
运行状况检查列
表

Oracle Clusterware 模块的运行状况检查列表
消息

说明

验证 CRS 的工作状 Oracle Clusterware is not 检查 Oracle Clusterware 是否已启
态
动并正在运行。
running.
验证 CSSD 资源的
工作状态

No CSSD resource is
configured under VCS.

检查 CSSD 资源是否在 VCS 下配置
且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The CSSD resource name is
not running.
将 CRS 使用的 NIC Mismatch between LLT links 检查 Oracle Clusterware 使用的专
与 LLT 下配置的
用互连是否与 LLT 链路 (llt nics) 相
llt_nic1, llt_nic2 and
NIC 进行比较
Oracle Clusterware links 同。
crs_nic1, crs_nic2.
将 CRS 使用的 NIC Mismatch between Oracle
检查 Oracle Clusterware 使用的专
与 PrivNIC 监视的 Clusterware links crs nics 用互连 (crs nics) 是否由 PrivNIC
NIC 进行比较
and PrivNIC links private 资源 (private nics) 监视。
nics.
将为 CRS 配置的节 Mismatch between CRS nodes 检查 Oracle Clusterware 安装期间
点与 llt 命令所列出 crs nodes and LLT nodes
所配置的主机名是否与运行 LLT 命
的节点进行比较。 llt nodes.
令 lltstat -nvv 时所显示的主
机名列表相匹配。

在 SF Oracle RAC 集群中进行的 CVM、CFS 和 ODM 运
行状况检查
本节列出了为 CVM、CFS 和 ODM 执行的运行状况检查，每次检查所显示的消息以
及该检查的简短描述。
注意：警告消息指明了组件中存在的问题或集群的常规运行状况。
有关解决问题的建议，请参见本文档中的“故障排除”一章。
表 A-6 列出了为 CVM、CFS 和 ODM 模块执行的运行状况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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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CVM、CFS 和 ODM 的运行状况检查列表

运行状况检查列
表

消息

说明

验证 CVM 状态

CVM is not running

检查 CVM 是否正在集群中运行。

验证 CFS 状态

CFS is not running

检查 CFS 是否正在集群中运行。

验证 ODM 状态

ODM is not running

检查 ODM 是否正在集群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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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错误消息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错误消息

■

SF Oracle RAC 中的 LMX 错误消息

■

VxVM 错误消息

■

VXFEN 驱动程序错误消息

关于错误消息
错误消息可由以下软件模块生成：
■

LLT Multiplexer (LMX)

■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

Veritas Fencing (VXFEN) 驱动程序

SF Oracle RAC 中的 LMX 错误消息
有两种类型的 LMX 错误消息：严重错误消息和非严重错误消息。
在就错误消息联系 Symantec 支持人员寻求帮助前，请先收集有关系统和系统配置
的信息。这些信息将有助于 Symantec 支持人员确定和解决错误。
请参见第 160 页的“从 SF Oracle RAC 集群中收集信息以进行支持分析”。

SF Oracle RAC 中的 LMX 严重错误消息
表 B-1 中的消息报告系统内存不足、LMX 无法与 LLT 进行通信或者用户无法加载
或卸载 LMX 等时出现的严重性错误。
表 B-1 列出了 LMX 内核模块的严重性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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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LMX 严重性错误消息

消息 ID

LMX 消息

00001

lmxload packet header size incorrect (number)

00002

lmxload invalid lmx_llt_port number

00003

lmxload context memory alloc failed

00004

lmxload port memory alloc failed

00005

lmxload buffer memory alloc failed

00006

lmxload node memory alloc failed

00007

lmxload msgbuf memory alloc failed

00008

lmxload tmp msgbuf memory alloc failed

00009

lmxunload node number conngrp not NULL

00010

lmxopen return, minor non-zero

00011

lmxopen return, no minors available

00012

lmxconnect lmxlltopen(1) err= number

00013

lmxconnect new connection memory alloc failed

00014

lmxconnect kernel request memory alloc failed

00015

lmxconnect mblk memory alloc failed

00016

lmxconnect conn group memory alloc failed

00017

lmxlltunregister: LLT unregister port number failed err= number

00018

lmxload contexts number > number, max contexts = system limit =
number

00019

lmxload ports number > number, max ports = system limit = number

00020

lmxload buffers number > number, max buffers = system limit =
number

00021

lmxload msgbuf number > number, max msgbuf size = system limit
= number

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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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Oracle RAC 中的 LMX 非严重错误消息
如果表 B-2 中显示的消息导致在运行 Oracle 应用程序时出现错误，请使用 lmxconfig
命令禁止显示这些消息。 例如：
# lmxconfig -e 0

要重新启用消息显示，请键入：
# lmxconfig -e 1

表 B-2 列出了在运行时可能出现的 LMX 错误消息。
表 B-2

LMX 非严重性错误消息

消息 ID

LMX 消息

06001

lmxreqlink duplicate kreq= 0xaddress, req= 0xaddress

06002

lmxreqlink duplicate ureq= 0xaddress kr1= 0xaddress, kr2= 0xaddress
req type = number

06003

lmxrequnlink not found kreq= 0xaddress from= number

06004

lmxrequnlink_l not found kreq= 0xaddress from= number

06101

lmxpollreq not in doneq CONN kreq= 0xaddress

06201

lmxnewcontext lltinit fail err= number

06202

lmxnewcontext lltregister fail err= number

06301

lmxrecvport port not found unode= number node= number ctx=
number

06302

lmxrecvport port not found (no port) ctx= number

06303

lmxrecvport port not found ugen= number gen= number ctx= number

06304

lmxrecvport dup request detected

06401

lmxinitport out of ports

06501

lmxsendport lltsend node= number err= number

06601

lmxinitbuf out of buffers

06602

lmxinitbuf fail ctx= number ret= number

06701

lmxsendbuf lltsend node= number err= number

06801

lmxconfig insufficient privilege, uid= 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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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ID

LMX 消息

06901

lmxlltnodestat: LLT getnodeinfo failed err= number

VxVM 错误消息
表 B-3 列出了与 I/O 防护有关的 VxVM 错误消息。
表 B-3

有关 I/O 防护的 VxVM 错误消息

消息

说明

vold_pgr_register(disk_path):
failed to open the vxfen
device.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vxfen driver is
installed and configured.

未配置 vxfen 驱动程序。请按照说明设置这
些磁盘并启动 I/O 防护。 然后清理出现故障
的资源并使服务组联机。

vold_pgr_register(disk_path):
Probably incompatible vxfen
driver.

系统上安装了不兼容的 VxVM 和 vxfen 驱动
程序版本。请安装正确的 SF Oracle RAC 版
本。

VXFEN 驱动程序错误消息
表 B-4 列出了 VXFEN 驱动程序错误消息。除了 VXFEN 驱动程序错误消息以外，还
可能会显示信息性消息。
请参见第 243 页的“VXFEN 驱动程序信息性消息”。
请参见第 243 页的“有关节点逐出的信息性消息”。
表 B-4
消息

VXFEN 驱动程序错误消息
说明

Unable to register with coordinator disk with 当 vxfen 驱动程序无法向其中一个协调器磁
serial number: xxxx
盘进行注册时会显示此消息， 显示出现故障
的协调器磁盘的序列号。

错误消息
VXFEN 驱动程序错误消息

消息

说明

Unable to register with a majority of the
coordinator disks. Dropping out of cluster.

当 vxfen 驱动程序无法向大多数协调器磁盘
进行注册时会显示此消息。启用防护前，必
须先解决协调器磁盘的相关问题。
在此消息的前面会显示消息“VXFEN: Unable
to register with coordinator disk with serial
number xxxx”。

VXFEN 驱动程序信息性消息
出现裂脑时，如果从集群中逐出节点以防止数据损坏，则会出现下列通知消息。
VXFEN CRITICAL V-11-1-20 Local cluster node ejected from cluster
to prevent potential data corruption

有关节点逐出的信息性消息
从磁盘或 LUN 中逐出节点时，某个集群节点的控制台上可能会出现信息性消息。
可以忽略这些信息性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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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Agent（代理）

一种进程，用于启动、停止和监视某种类型的所有已配置资源，并将资源的状态报
告给 VCS。

Authentication Broker

Veritas Security Services 的组件，充当比根代理低一级的中间注册机构和认证机
构。身份验证代理可以对客户端（如用户或服务）进行身份验证，并为其授予证
书，该证书将成为 Veritas 凭据的一部分。但是，身份验证代理不能对其他代理进
行身份验证。该任务必须由根代理执行。

(身份验证代理)

Cluster（集群）

集群是指为了实现多重处理和高可用性而链接在一起的一台或多台计算机。 这个术
语与 VCS 集群同义，表示属于同一 GAB 成员集的一台或多台计算机。

CVM (Cluster Volume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集群功能。

Manager)
Disaster Recovery（灾难 对于物理上处于分散区域的集群，管理员可以设置一个策略，用于在由于不可预知
恢复）

的事件导致一个地理区域的集群出现故障时将应用程序从一个位置迁移到另一个位
置。 进行灾难恢复需要心跳和复制。

disk array（磁盘阵列） 以逻辑方式排列为一个对象的磁盘集合。 阵列有助于提供诸如冗余或提高的性能等

优点。
DMP（动态多径处理）

本产品中设计了一项功能，它使用路径故障转移和负载平衡，为通过多条路径与主
机系统连接的多端口磁盘阵列提供更大的可靠性和性能。 使用一种特定于每种受支
持阵列类型的机制，DMP 检测到磁盘的各条路径。 DMP 还可以区分连接到同一主
机系统的某种受支持阵列类型的不同磁盘阵列。

Failover（故障转移）

在一个服务组出现故障时将其迁移到另一个系统上，这就是故障转移。

Group Atomic Broadcast VCS 引擎的通信机制，用于管理集群成员集、监视心跳通信并在整个集群内分发信
（GAB，组原子广播）

息。

HAD (High Availability

在每个系统上运行的核心 VCS 进程。 HAD 进程维护和传输本地系统上运行的资源
的相关信息，并接收在集群中的其他系统上运行的资源的相关信息。

Daemon)（高可用性后
台驻留程序）
HA（高可用性）

针对集群网络上的系统故障，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将该产品配置为高
度可用的一种概念。

IP address（IP 地址）

TCP/IP 网络上计算机或其他设备的标识符，以四个 8 位编号表示，由句点分隔。
消息和其他数据依据他们的目标 IP 地址在网络上路由。
另请参见“虚拟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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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opardy（危险）

如果一个节点失去了两个必需心跳连接中的一个，该节点即存在危险。 当一个节点
在只有一个心跳连接的情况下运行时（有危险），VCS 不会在新节点上重新启动应
用程序。 这种禁用故障转移的行为是一种防止数据损坏的安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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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T (Low Latency

是 VCS 引擎的一种通信机制，它提供内核间通信并监视网络通信。

Transport)
logical volume（逻辑
卷）

在基本磁盘上扩展分区中驻留的简单卷，限制在扩展分区的空间内。 逻辑卷可格式
化并分配一个驱动器盘符，且可细分为逻辑驱动器。
另请参见 LUN

LUN

LUN，即逻辑单元，既可以对应于单个物理磁盘，又可以对应于由设备驱动程序或
者智能磁盘阵列的硬件以单个逻辑实体或虚拟磁盘形式导出的磁盘集。 VxVM 以及
其他软件模块可以自动地确定 LUN 的特殊属性，或者使用磁盘标记来定义新的存
储属性。 磁盘标记通过使用 vxdisk命令或者图形用户界面进行管理。

main.cf

存储集群配置的文件。

mirroring（镜像）

两个或多个相同数据副本在单独卷上维护的存储冗余格式。 （每个重复副本称为镜
像。） 另请参见 RAID Level 1。

Node（节点）

应用程序和服务组所驻留的物理主机或系统。 当系统通过 VCS 链接起来后，它们
即成为集群中的节点。

Resource Dependency

资源之间的依赖关系由两个资源名称之间的关键字 requires 指明。 这表示第二个资
源（子）必须先联机，第一个资源（父）才能联机。 反过来，父资源必须先脱机，
子资源才能脱机。 而且，子资源的故障会传播到父资源。

（资源依赖关系）

Resources（资源）

协同工作以提供公共网络应用程序服务的各个组件。 资源可以是物理组件（例如磁
盘组或网络接口卡）、软件组件（例如数据库服务器或 Web 服务器）或配置组件
（例如 IP 地址或装入的文件系统）。

Resource Types（资源类 集群中的每一个资源都由一个唯一的名称来标识，还根据其类型进行了分类。 VCS
型）

包括一组适用于存储、网络和应用程序服务的预定义资源类型。

root broker（根代理）

首要的身份验证代理，它拥有自行签署的证书。 根代理有一个专用域，其中只能存
储被视为有效的代理名称。

SAN（存储区域网络）

一种组网范例，在这种网络中，可以轻松地重新配置任何计算机、磁盘存储和互连
硬件（如交换机、集线器和网桥）子集之间的连接。

Service Group

服务组依赖关系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可以按照依赖关系规则将两个服

Dependency (服务组依赖 务组链接起来，类似于资源的链接方式。
关系)
Service Group（服务
组）

服务组是指协同工作、为客户端提供应用程序服务的一组资源。 服务组通常包括基
于硬件和软件的多个资源，这些资源协同工作，提供单项服务。

术语表

Shared Storage（共享存 连接到两个或多个系统并由这些系统使用的存储设备。
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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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Tier

多卷 VxFS 文件系统的管理员可以通过定义放置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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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这些放置
策略导致在文件系统卷集的特定子集（称为文件放置级别）上创建和扩展这些策略
应用到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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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MP Notification

为管理 IP 网络上的节点而开发的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SNMP 通知）
State（状态）

资源、组或系统的当前活动状态。 资源状态与两个系统都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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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系统）

应用程序和服务组所在物理系统。 当系统通过 VCS 链接起来后，即成为集群中的
节点。
请参见“节点”。

types.cf

此文件描述 VCS 引擎的标准资源类型；具体来讲，就是控制特定资源所需的数据。

VCS (Veritas Cluster

开放的系统集群解决方案，用于消除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停机时间、简化服务器整
合，并允许在多平台环境中有效管理多种应用程序。

Server)

Virtual IP Address（虚拟 与集群关联的唯一 IP 地址。 它可以与服务组中的其他资源一起用于集群中的任意
IP 地址）

系统上。 该地址也称为 IP 别名，请不要将其与基础 IP 地址混淆，后者是与系统的
主机名对应的 IP 地址。

VVR (Veritas Volume

数据复制工具，设计用于有效地实施灾难恢复计划。

Replicator)
VxFS (Veritas File
System)

VxVM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套件的组件，提供高性能和联机管理功能，方便
您创建和维护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是组成结构的目录集合，使您可以查找和存储文
件。
在存储客户端上安装的一个 Symantec 产品，该产品支持将物理磁盘作为逻辑设备
进行管理。它通过控制空间分配、性能、数据可用性、设备安装以及专用系统和共
享系统的系统监视来增强数据存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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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

AMF 驱动程序 32
安全通信 68
安全性 68

二进制消息目录
关于 169
位置 169

B

F

保留
说明 40

C
Cluster File System (CFS)
概述 29
体系结构 30
通信 30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概述 27
体系结构 27
通信 28
CP 服务器
部署方案 47
迁移方案 47
CP 服务器数据库 38
CP 服务器用户权限 38
CVM 主节点
更改 146
错误消息
代理日志 164
节点逐出 243
消息目录 169
引擎日志 164
与 I/O 防护有关的 VxVM 错误 242

D
代理
基于轮询的资源监视 32
智能资源监视 32
代理日志
格式 164
位置 164

format 命令 189
防火练习
关于 152
全局集群 152
灾难恢复 152

G
GAB
可调参数 210
GAB 可调参数
动态 211
Control port seed 211
Driver state 211
Gab queue limit 211
Halt on process death 211
Halt on rejoin 211
IOFENCE timeout 211
Isolate timeout 211
Keep on killing 211
Kill_ntries 211
Missed heartbeat halt 211
Partition arbitration 211
Quorum flag 211
Stable timeout 211
静态 210
gab_conn_wait 210
gab_flowctrl 210
gab_isolate_time 210
gab_kill_ntries 210
gab_kstat_size 210
gab_logbufsize 210
gab_msglogsize 210
gab_numnids 210
gab_numports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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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dbac
故障排除脚本 160
更改 CVM 主节点 146
故障排除
CVMVolDg 191
getdbac 160
Oracle 日志文件 197
脚本 160
启动 Oracle 实例时出错 196
启动过程中发生 SCSI 保留错误 177
日志记录 164
未正确地针对 ODM 配置文件系统 201
无法导入共享磁盘组 189
运行用于分析的脚本 160
在电缆连接断开后恢复通信 189
主题概述 189, 192, 201

H
环境变量
MANPATH 84
基于服务器的防护
替换协调点
联机集群 140

I
I/O 防护
操作 41
测试和情形 42
防止数据损坏 39
通信 41
IP 地址
VIP 配置故障排除 199

J
集群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25
集群互联通信通道 23
集群主节点
更改 146
镜像
在 LMX 错误消息中显示 192

L
LLT
关于 23
可调参数 215

LLT 计时器可调参数
设置 220
LMX
错误消息, 非严重 241
可调参数 221

M
MANPATH 环境变量 84
命令
format（验证磁盘） 189
vxdctl enable（扫描磁盘） 189
内核
可调驱动程序参数 209

O
Oracle Disk Manager (ODM)
概述 74
Oracle 实例
定义 17
Oracle 修补程序
应用 90

Q
切换 CVM 主节点 146
驱动程序
可调参数 209

R
日志记录
代理日志 164
消息标记 164
引擎日志 164
日志文件 186

S
SCSI-3 PR 40
SF Oracle RAC
错误消息 239
功能概况 17
关于 15
可调参数 209
体系结构 17, 20
通信基础架构 21
组件概述 21
SF Oracle RAC 安装
安装前任务
设置 MANPATH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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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Oracle RAC 组件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27
数据磁盘
用于 I/O 防护 41
数据损坏
防止 39

T

协调器磁盘
DMP 设备 41
I/O 防护 41
虚拟业务服务
概述 77
功能 78
示例配置 79

Y

通信
GAB 与进程端口关系 27
Group Membership Services/Atomic Broadcast
GAB 25
互联通信通道 23
数据流 21
通信堆栈 22
要求 22

V
VCS
日志记录 164
VCSIPC
Oracle 跟踪/日志文件中的错误 192
概述 76
跟踪/日志文件中的错误 192
跟踪文件中的警告 192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81
vxdctl 命令 189
VXFEN 驱动程序错误消息 242
VXFEN 驱动程序信息性消息 243
VxVM
与 I/O 防护有关的错误消息 242
VxVM (Volume Manager)
与 I/O 防护有关的错误 242

W
文件
Oracle 跟踪/日志文件中的错误 192
跟踪/日志文件中的错误 192

X
消息
LMX 错误消息, 非严重 241
VXFEN 驱动程序错误消息 242
已逐出的节点 243
消息标记
关于 164
协调点定义 47

引擎日志
格式 164
位置 164

Z
智能资源监视
手动禁用 108
手动启用 108
主节点
更改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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