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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

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6.0.1 产品的功
能支持

■

将 SmartMove 和自动精简置备与 数据库一起使用

■

查找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管理功能信
息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组件和功
能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使用，以便提高存储和应用程序的性能和恢复能力并
简化管理。本指南提供了 SFHA Solutions 产品的管理功能的主要用例：

18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表 1-1

SFHA Solutions 产品的主要用例

用例

SFHA Solutions 功能

使用 SFHA Solutions 数据库加速器提高数据 Quick I/O
库性能，使数据库实现原始磁盘的速度，同时
缓存 Quick I/O
保留文件系统的管理功能和便利性。
并行 I/O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Veritas Extension for Cached Oracle Disk
Manager
使用 SFHA Solutions Flashsnap、存储检查点 FlashSnap
和 NetBackup 时间点副本方法备份和恢复数
存储检查点
据，从而保护数据。
NetBackup 与 SFHA Solutions 结合使用
通过使用 SFHA Solutions 卷快照脱离主机处 FlashSnap
理数据，避免降低生产主机的性能。
通过使用 SFHA Solutions 时间点副本方法， FlashSnap
优化用于测试、决策建模和开发的生产数据库
副本。
当您需要对时间点副本使用比文件系统或卷更 FileSnap
细的粒度时，可以使用 SFHA Solutions 优化
空间 FileSnap 创建文件级别时间点快照。您
可以使用 FileSnap 来克隆虚拟机。
根据期限、优先级和访问率条件，使用 SFHA SmartTier
Solutions SmartTier 将数据移至不同的存储
层，从而最大化存储利用率。
使用 SFHA Solutions 转换实用程序将数据从 脱机转换实用程序
本机操作系统文件系统和卷转换到 VxFS 和
联机迁移实用程序
VxVM。
将数据从原始磁盘转换到 VxFS：使用 SFHA
Solutions。

脱机转换实用程序

使用 SFHA Solutions 将数据从一个平台迁移 可移植的数据容器
到另一个平台（服务器迁移）。
使用 SFHA Solutions 可移植的数据容器跨阵 卷镜像
列迁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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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6.0.1 产品的功能支持
存储解决方案和用例基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的共享管理功能。集群功能可通过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以
及 SFHA Solutions 产品单独提供。
表 1-2 列出了跨 SFHA Solutions 产品所支持的功能。 表 1-3 列出了在 VCS 中可用
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
表 1-2
存储管理功能

SFHA Solutions 产品中的存储管理功能
SF
SF
Basic Std.

SF
Ent.

SF
SF
SFCFS SFRAC SVS
Std.HA Ent.HA HA

SF
Syb
CE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N

Y

Y

Y

Y

Y

Y

Y

N

Veritas Extension for Cached Oracle Disk
Manager

N

Y

Y

Y

Y

Y

N

Y

N

Quick I/O

Y

Y

Y

Y

Y

Y

Y

Y

Y

缓存 Quick I/O

Y

Y

Y

Y

Y

Y

Y

Y

Y

并行 I/O

Y

Y

Y

Y

Y

Y

Y

Y

Y

压缩

N

Y

Y

Y

Y

Y

Y

Y

Y

重复数据删除

N

N

Y

N

Y

Y

Y

Y

Y

SmartMove

Y

Y

Y

N

Y

Y

Y

Y

Y

SmartTier

N

Y

Y

Y

Y

Y

Y

Y

Y

SmartTier for Oracle

N

N

Y

N

Y

Y

Y

N

N

精简回收

Y

Y

Y

Y

Y

Y

Y

Y

Y

可移植的数据容器

Y

Y

Y

Y

Y

Y

Y

Y

Y

FlashSnap

N

N

Y

N

Y

Y

Y

Y

Y

Database FlashSnap

N

N

Y

N

Y

Y

Y

N

N

存储检查点

N

N

Y

N

Y

Y

Y

Y

Y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N

N

Y

N

Y

Y

Y

N

N

注意：Oracle RAC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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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管理功能

SF
SF
Basic Std.

SF
Ent.

SF
SF
SFCFS SFRAC SVS
Std.HA Ent.HA HA

SF
Syb
CE

FileSnap

N

N

Y

N

Y

Y

Y

Y

N

卷复制

O

O

O

O

O

O

O

O

O

虚拟存储的高级支持

Y

Y

Y

Y

Y

Y

N

N

N

适用于 VMware vCenter 的 Symantec
Storage Plug-in

N

N

N

N

N

N

N

Y

N

实现高可用性 (HA) 的集群功能

N

N

N

Y

Y

Y

Y

Y

Y

灾难恢复功能 (HA/DR)

N

N

N

O

O

O

O

N

O

表 1-3

SFHA Solutions 产品中的可用性管理功能

可用性管理功能

VCS

VCS HA/DR

实现高可用性 (HA) 的集群功能

Y

Y

数据库和应用程序/ISV 代理

Y

Y

高级故障转移逻辑

Y

Y

通过 I/O 防护实现数据完整性保护

Y

Y

高级虚拟机支持

Y

Y

虚拟业务服务

Y

Y

复制代理

N

Y

复制数据集群

N

Y

校园（伸展）集群

N

Y

全局集群 (GCO)

N

Y

防火练习

N

Y

■

Y=在您的许可证内包含该功能。

■

O=您的许可证不包括此功能，但可单独获得授权。

■

N=您的许可证不支持该功能。

注意：
■

Veritas File Replicator 许可证包含文件复制功能。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
将 SmartMove 和自动精简置备与 数据库一起使用

■

Veritas Replicator 许可证同时包含文件复制和卷复制（以前称为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简称 VVR）。

■

SmartTier 是 Dynamic Storage Tiering (DST) 的重命名扩展版。

■

Symantec VirtualStore (SVS) 只可用于 Linux 和 Solaris 操作系统。

■

除非另行说明，否则表 1-2 和表 1-3 中所列的所有功能在 AIX 上都受支持。有
关受支持系统的信息，请参见特定的产品文档。

将 SmartMove 和自动精简置备与 数据库一起使用
可以将 SmartMove 和自动精简置备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和 数据库一起使用。
删除数据文件时，如果基础设备是可回收的精简 LUN，则可以回收这些文件使用的
存储空间。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精简回收功能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查找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管理功能信息
本指南中提供了下列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管理功能及其用例的说明：
■

改善数据库性能

■

备份和恢复数据

■

脱离主机处理数据

■

优化测试和开发环境

■

最大化存储利用率

■

将数据从本机操作系统转换到 VxFS

■

将数据从原始磁盘转换到 VxFS

■

将数据从一个平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服务器迁移）

■

跨阵列迁移数据

有关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ibitlity Solutions 管理功能的概念
和管理信息，请参见玭：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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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for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
指南》。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for Oracle RAC 管理指南》。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for Sybase ASE CE 管理指南》。

有关将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s and High Availibitlity Solutions 管理功能与
Oracle 数据库结合使用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有关将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s and High Availibitlity Solutions 管理功能与
DB2 数据库结合使用的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Storage and
Availability Management for DB2 Databases（《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TM：
DB2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有关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s and High Availibitlity Solutions 复制功能
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Replic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

部分

改善数据库性能

■

2. 数据库加速器概述

■

3. 使用 Veritas Quick I/O 提高数据库性能

■

4. 使用 Veritas Cached Quick I/O 提高数据库性能

■

5. 使用 Veritas Concurrent I/O 提高数据库性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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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库加速器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数据库加速器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数据库加速器
在所有环境中关注的重点都是维护优异性能或满足性能服务级别协议 (SLA)。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可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数据
库环境的总体性能。
表 2-1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数据库加速器

SFHA Solutions 数据库 支持的数据库
加速器

用例和注意事项

Oracle Disk Manager
(ODM)

■

Oracle

缓存 Oracle Disk
Oracle
Manager（缓存 ODM）

通过包含对文件 I/O 的高级内核支持的
改进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来提高
Oracle 性能并管理系统带宽。
■ 使用 ODM，就可以使用 Oracle
Resilvering 并关闭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脏区日志 (DRL) 来提高性能。
■ 使用 SmartSync 恢复加速器，可以缩
短还原一致性所需的时间，并为业务关
键型应用程序释放了更多的 I/O 带宽。
使用缓存 ODM，可以使选定的 I/O 使用缓
存提高 ODM I/O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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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HA Solutions 数据库 支持的数据库
加速器

用例和注意事项

Quick I/O (QIO)

使用 Veritas Quick I/O，可以使在 VxFS
文件系统上运行的数据库实现原始设备性
能。

Oracle
DB2
Sybase

缓存 Quick I/O（缓存
QIO）

Oracle
DB2

使用缓存 QIO，可以通过利用大量系统内
存有选择地缓冲经常访问的数据来进一步
增强数据库的性能。

Sybase
并行 I/O

DB2
Sybase

针对 DB2 和 Sybase 环境优化了并行 I/O
(CIO)
使用 Veritas Concurrent I/O，可以提高在
VxFS 文件系统上运行的数据库的性能，而
且对不断增长的文件大小没有限制。

通过使用这些数据库加速器技术，数据库性能与原始磁盘分区的性能是相当的，不
过具有文件系统的可管理性优点。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功能，可通过从服务器到阵列的所有可用路径对 I/O 活动进
行负载平衡，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性能。 DMP 支持所有主要硬件 RAID 供应商，
因此无需第三方多径处理软件，从而降低了总拥有成本。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数据库加速器，可以更精确地管理数据库的性能。

3
使用 Veritas Quick I/O 提高
数据库性能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Quick I/O

关于 Quick I/O
Veritas Quick I/O 是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Standard 和 Enterprise 产品中
随附的一项 VxFS 功能，应用程序可通过它将预分配的 VxFS 文件当作原始字符设
备来进行访问。Quick I/O 提供了在文件系统上运行数据库而不会降低性能的管理
优势。

Quick I/O 的工作原理
Veritas Quick I/O 支持直接 I/O 和 AIX Fastpath 异步 I/O，并且允许数据库将 VxFS
文件系统上的常规文件当作原始字符设备进行访问。
使用 Quick I/O 的优点是：
■

通过将 Quick I/O 文件当作原始设备，提高了性能和处理吞吐量。

■

可以将 Quick I/O 文件当作常规文件来进行管理，这简化了诸如分配、移动、复
制、调整大小和备份 Sybase 数据服务器之类的管理任务。

Quick I/O 如何改进数据库性能
使用 Quick I/O 的优点是：
■

通过将 Quick I/O 文件当作原始设备，提高了性能和处理吞吐量。

■

可以将 Quick I/O 文件当作常规文件来进行管理，这简化了诸如分配、移动、复
制、调整大小和备份 Sybase 数据服务器之类的管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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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Quick I/O 可以将常规文件当作原始设备来进行访问，此功能改进了数据库的
性能：
表 3-1
Quick I/O 功能

优点

支持直接 I/O

使用 read() 和 write() 系统调用对文件执行 I/O 通
常会导致数据复制两次： 第一次是在用户和内核空
间之间，第二次是在内核空间和磁盘之间。相反，
原始设备上的 I/O 是直接 I/O。即，数据在用户空间
和磁盘之间直接复制，这节省了一个复制级别。与
原始设备上的 I/O 相同，Quick I/O 可避免额外复
制。

避免内核写入锁定数据库文件

通过 write() 系统调用执行数据库 I/O 时，每次系
统调用都会在内核内部获取和释放写入锁。此锁可
防止同时对同一文件执行多项写入操作。由于数据
库系统通常用自己的锁定来管理对文件进行的并行
访问，因此每个文件写入锁不必将 I/O 操作序列化。
Quick I/O 可绕过文件系统的按文件锁定并使数据库
服务器控制数据访问。

避免双重缓冲

多数数据库服务器可保留自身的缓冲区缓存，而无
需系统缓冲区缓存。因此，缓存在文件系统缓冲区
中的数据库数据是多余的，将会导致内存浪费以及
占用额外的系统 CPU 来管理缓冲区。通过支持直接
I/O，Quick I/O 省去了双重缓冲。将直接在关系数
据库管理系统 (RDBMS) 缓存与磁盘之间复制数据，
这可降低 CPU 利用率并释放原来可供数据库服务器
缓冲区缓存使用的内存，从而进一步提高事务处理
吞吐量。

支持 AIX Fastpath 异步 I/O

AIX Fastpath 异步 I/O 是一种执行非阻塞系统级别
读取和写入的 I/O 形式，使系统可以同时处理多个
I/O 请求。AIX 等操作系统提供对原始设备上异步
I/O 的支持，而对常规文件上的异步 I/O 不提供支
持。因此，即使数据库服务器能够使用异步 I/O，
但如果数据库在文件系统上运行，该服务器仍无法
发出异步 I/O 请求。没有异步 I/O 将显著降低性能。
Quick I/O 使数据库服务器可以在使用 Quick I/O 接
口访问的文件系统文件上利用内核支持的异步 I/O。

4
使用 Veritas Cached Quick
I/O 提高数据库性能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设置缓存 Quick I/O 的任务

■

在文件系统上启用缓存 Quick I/O

■

为缓存 Quick I/O 确定备选文件

■

对单个文件启用和禁用缓存 Quick I/O

设置缓存 Quick I/O 的任务
要设置并使用缓存 Quick I/O，应按以下列出的顺序执行操作：
■

在用于数据库的基础文件系统上启用缓存 Quick I/O。

■

在生产环境中使用系统以生成文件 I/O 统计数据。

■

在使用文件时收集文件 I/O 统计数据。

■

分析文件 I/O 统计数据以确定哪些文件从缓存 Quick I/O 中受益。

■

对未从缓存中受益的文件禁用缓存 Quick I/O。

在文件系统上启用缓存 Quick I/O
缓存 Quick I/O 依赖于作为基础系统增强功能来运行的 Veritas Quick I/O，以便实
现正常运行。按照此处列出的程序，确保设置正确以成功使用缓存 Quick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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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

必须拥有使用 vxtunefs 命令更改文件系统行为的权限，以启用或
禁用缓存 Quick I/O。默认情况下，需要拥有超级用户 (root) 权限，
以运行 vxtunefs 命令，但其他系统用户不需要。

■

必须在文件系统上启用 Quick I/O。Quick I/O 在文件系统载入时自
动启用。

如果已经在系统上正确启用 Quick I/O，可以按如下方式继续启用缓存
Quick I/O：
设置文件系统缓存 Quick I/O 标志，这将为文件系统中的所有文件
启用缓存 Quick I/O。
■ 设置文件系统缓存 Quick I/O 标志将为文件系统中的所有文件启用
缓存。 必须对未从缓存中受益的单个 Quick I/O 文件禁用缓存 Quick
I/O，以避免不必要的内存消耗。 此最终任务在启用进程结束时出
现。
■

使用说明

■

如果启用缓存 Quick I/O，建议监控数据库服务器上到交换设备的所
有分页活动。 可以使用 vmstat -I 命令监控交换设备分页活动。
如果观察到交换设备分页，则需要进行合适的 AIX 虚拟内存管理器
(VMM) 调整以改进数据库性能。

启用和禁用 qio_cache_enable 标志
在装入文件系统后，以超级用户 (root) 身份使用 vxtunefs 命令设置
qio_cache_enable 标志。
为文件系统启用 qio_cache_enable 标志
◆

按如下方式使用 vxtunefs 命令：
# /opt/VRTS/bin/vxtunefs -s -o qio_cache_enable=1 /mount_point

例如：
# /opt/VRTS/bin/vxtunefs -s -o qio_cache_enable=1 /db02

其中 /db02 为包含 Quick I/O 文件的 VxFS 文件系统，将 qio_cache_enable
标志设置为 1 会启用缓存 Quick I/O。此命令将对该文件系统上的所有 Quick
I/O 文件都启用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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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文件系统上禁用该标志
◆

按如下方式使用 vxtunefs 命令：
# /opt/VRTS/bin/vxtunefs -s -o qio_cache_enable=0 /mount_point

例如：
# /opt/VRTS/bin/vxtunefs -s -o qio_cache_enable=0 /db02

其中 /db02 为包含 Quick I/O 文件的 VxFS 文件系统，将 qio_cache_enable
标志设置为 0 会禁用缓存 Quick I/O。此命令将对该文件系统上的所有 Quick
I/O 文件都禁用缓存。

使缓存 Quick I/O 设置在重新启动和装入后持久保留
可以通过在 /etc/vx/tunefstab 文件中添加文件系统条目使缓存 Quick I/O 系统设
置在重新启动和装入后持久保留。
注意：tunefstab 文件是用户创建的文件。有关如何创建文件并添加可调参数的信
息，请参见 tunefstab (4) 手册页。
重新启动后启用文件系统
◆

在 /etc/vx/tunefstab 文件中加入文件系统并设置标志条目：
/dev/vx/dsk/dgname/volname qio_cache_enable=1

其中：
■ /dev/vx/dsk/dgname/volname 是块设备的名称
■

dgname 是磁盘组的名称

■

volname 是卷的名称

例如：
/dev/vx/dsk/PRODdg/db01 qio_cache_enable=1
/dev/vx/dsk/PRODdg/db02 qio_cache_enable=1

其中，/dev/vx/dsk/PRODdg/db01 是文件系统所驻留的块设备。
tunefstab (4) 手册页包括有关如何添加可调参数的信息。

请参见 tunefstab(4) 手册页。
注意：vxtunefs 可以指定装入点或块设备；tunefstab 仅须始终指定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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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tunefs 获取可调参数信息
使用 vxtunefs 命令为每个文件系统检查 qio_cache_enable 标志的设置。
仅获取有关 qio_cache_enable 标志设置的信息
◆

结合使用 grep 命令与 vxtunefs 命令：
# /opt/VRTS/bin/vxtunefs /mount_point | grep qio_cache_enable

例如：
# /opt/VRTS/bin/vxtunefs /db01 | grep qio_cache_enable

其中 /db01 是文件系统的名称。 此命令按如下方式仅显示 qio_cache_enable
设置：
qio_cache_enable = 0

还可以使用 vxtunefs 命令获取更完整的 I/O 特性和可调参数统计数据列表。
请参见 vxtunefs(1) 手册页。
获取有关所有 vxtunefs 系统参数的信息
◆

在使用 vxtunefs 命令时不使用 grep 命令：
# /opt/VRTS/bin/vxtunefs /mount_point

例如：
# /opt/VRTS/bin/vxtunefs /db01
vxtunefs 命令输出显示如下：
Filesystem i/o parameters for /db01
read_pref_io = 65536
read_nstream = 1
read_unit_io = 65536
write_pref_io = 65536
write_nstream = 1
write_unit_io = 65536
pref_strength = 10
buf_breakup_size = 131072
discovered_direct_iosz = 262144
max_direct_iosz = 1048576
default_indir_size = 8192
qio_cache_enable = 0
odm_cache_enable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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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_throttle = 0
max_diskq = 1048576
initial_extent_size = 1
max_seqio_extent_size = 2048
max_buf_data_size = 8192
hsm_write_prealloc = 0
read_ahead = 1
inode_aging_size = 0
inode_aging_count = 0
fcl_maxalloc = 887660544
fcl_keeptime = 0
fcl_winterval = 3600
fcl_ointerval = 600
oltp_load = 0
delicache_enable = 1
thin_friendly_alloc = 0
dalloc_enable = 1
dalloc_limit = 90
vxtunefs(1) 手册页包含 vxtunefs 参数和可调参数说明的完整描述。

请参见 vxtunefs(1) 手册页。

为缓存 Quick I/O 确定备选文件
确定哪些文件可从缓存 Quick I/O 中受益是一个迭代过程，该过程因应用程序的不
同会有所不同。因此，可能需要多次完成以下步骤，以便为缓存 Quick I/O 确定最
佳的备选文件。
为 Quick I/O 确定备选文件前，确保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先决条件

■

必须为文件系统启用缓存 Quick I/O。

使用说明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qiostat(1M) 手册页。

收集 I/O 统计数据
在文件系统上启用缓存 Quick I/O 后，需要收集统计数据以确定并指定可以最佳利
用缓存 Quick I/O 优势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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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确定能够从缓存 Quick I/O 受益的文件所需的统计数据

1

通过输入如下命令重置 qiostat 计数器：
$ /opt/VRTS/bin/qiostat -r /mount_point/filenames

2

在完整的标准负载下运行数据库，并经过一个完整的周期（多数情况为 24 至
48 小时），以确定在全天的不同时间段中，在不同的使用类别下（例如 OLTP、
报告和备份）系统的 I/O 模式和数据库通信。

3

在数据库正在运行时，按如下方式运行 qiostat -l 报告缓存统计数据：
$ /opt/VRTS/bin/qiostat -l /mount_point/filenames

或者使用 -i 选项按指定的间隔查看统计数据报告：
$ /opt/VRTS/bin/qiostat -i n /mount_point/filenames

其中，n 表示时间（单位为秒）。
例如：
若要在文件系统的所有数据库文件中收集 I/O 统计信息：
$ /opt/VRTS/bin/qiostat -l /db01/*.dbf

关于 I/O 统计数据
qiostat 命令的输出是用于决定是否对特定文件启用或禁用缓存 Quick I/O 的主要

信息源。每个对象的统计数据列印两行。
第二行的信息定义如下：
■ CREAD 是来自 VxFS 缓存的读取数（或对启用缓存顾问的 Quick I/O 文件执行的

总读取数）
■ PREAD

是对启用缓存顾问的 Quick I/O 文件读取磁盘的次数

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是 CREADS 的数目减去 PREADS 的数目乘以
100，然后除以 CREADS 的总数的结果。公式如下所示：

■ HIT RATIO

(CREADs - PREADs) * 100/ CREADs
qiostat -l 命令的输出与以下内容类似：

分析输出以查找缓存命中率在什么位置超出了给定的阈值。对于给定的应用程序，
如果文件的缓存命中率超过 20%，足以证明值得对此文件启用缓存。对于含有较大
负载的系统，可接受的比率为 30% 或者更高。缓存命中率的阈值因数据库类型和负
载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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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述示例中的输出为例，文件 /db01/tbs1_cont001 未从缓存中受益，因为缓存
命中率为零。此外，在采样期间，文件接收到很少的 I/O。
但是，文件 /db01/tbs2_* 的缓存命中率为 21.6%。如果已断定对于系统和负载，
此数字超出了可接受的阈值，则意味着数据库可从缓存中受益。另外，需研究报告
的读取和写入操作的数目。当比较 /db01/tbs2_* 文件的读取和写入数目时，会发
现读取的数目大概是写入数目的二倍。当在读取活动超过写入活动的文件中使用缓
存 Quick I/O 时，系统将实现更高的性能。
基于这两个因素，/db01/tbs2_cont001 和 /db01/tbs2_cont002 是缓存 Quick I/O
的最佳备选文件。

关于 I/O 统计数据
qiostat 命令的输出是用于决定是否对特定文件启用或禁用缓存 Quick I/O 的主要

信息源。每个对象的统计数据列印两行。
第二行的信息定义如下：
■ CREAD 是来自 VxFS 缓存的读取数（或对启用缓存顾问的 Quick I/O 文件执行的

总读取数）
■ PREAD

是对启用缓存顾问的 Quick I/O 文件读取磁盘的次数

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是 CREADS 的数目减去 PREADS 的数目乘以
100，然后除以 CREADS 的总数的结果。公式如下所示：

■ HIT RATIO

(CREADs - PREADs) * 100/ CREADs
qiostat -l 命令的输出如下所示：
/db01/sysprocs.dbf 17128 9634 68509 38536
17124 15728
8.2
/db1/master.dbf
6
6
6
0.0
/db01/user.dbf
62567 49060

1

21

4

24.8

10.0

62552 38498 250213 153992 21.9
21.6

0.4

0.0

0.4

分析输出以查找缓存命中率在什么位置超出了给定的阈值。对于给定的应用程序，
如果文件的缓存命中率超过 20%，足以证明值得对此文件启用高速缓存。对于含有
较大负载的系统，可接受的比率为 30% 或者更高。缓存命中率的阈值因数据库类型
和负载不同而有所不同。
以上述示例中的输出为例，文件 /db01/master.dbf 未从高速缓存中受益，因为缓
存命中率为零。此外，在采样期间，文件接收到很少的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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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件 /db01/user.dbf 的缓存命中率为 21.6%。如果已断定对于系统和负载，
此数字超出了可接受的阈值，则意味着数据库可从高速缓存中受益。另外，需研究
报告的读取和写入操作的数目。当比较 /db01/user.dbf 文件的读取和写入数目时，
会发现读取的数目大概是写入数目的二倍。当在读取活动超过写入活动的文件中使
用缓存 Quick I/O 时，系统将实现更高的性能。
基于这两个因素，/db01/user.dbf 是缓存 Quick I/O 的最佳备选文件。

预读对 I/O 统计数据的影响
qiostat 输出中 CREAD 的数目表示执行读取操作的总次数（包括缓存 Quick I/O），
PREAD 的数目表示物理读取的次数。CREAD 数目与 PREAD 数目之差 (CREADS - PREADS)

表示从文件系统缓存中读取数据的次数。因此，可以预期 PREAD 的数目始终小于或
等于 CREAD 的数目。
但是，PREAD 计数器也会因文件系统执行预读操作而增加计数。 当文件系统检测到
连续读取时便会执行此类预读操作。 在缓存命中率极低的个别情况下，qiostat 的
输出会显示 CREAD 数目小于 PREAD 数目。因此根据这些 CREAD/PREAD 值计算出的缓
存命中率如果用于决定是否启用或禁用缓存 Quick I/O，则会有误导性。
对于 Sybase，可以通过收集多组数据点，根据统计数据集合来做出更精确的决定。
因此，在指定的表空间中，即使只有一个数据文件表现出较高的缓存命中率，也可
能需要对其中的所有数据文件启用缓存 Quick I/O。

其他分析工具
尽管 qiostat 命令的输出是用于决定是否对特定文件启用缓存 Quick I/O 时的主要
信息来源，但我们也建议在使用 qiostat 命令时应结合使用其他一些工具。 例如，
用于测定数据库吞吐量的基准软件就是这样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 如果在一项基准
测试中，对某组数据文件启用了缓存 Quick I/O 后性能得到改善，则也可以使用这
些结果作为实际启用缓存 Quick I/O 的依据。

对单个文件启用和禁用缓存 Quick I/O
在使用 qiostat 命令或其他分析工具确定要启用缓存 Quick I/O 的相应文件后，还
需要使用 qioadmin 命令对那些不能通过缓存功能获益的单个文件禁用缓存 Quick
I/O。
先决条件

■

在单个文件级别启用或禁用缓存 Quick I/O 之前，先对文件系统启
用缓存 Quick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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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当数据库联机时才可对单个文件启用或禁用缓存 Quick I/O。

应当使用 qiostat 定期监视文件，以确保文件的缓存命中率不发生
足够大的变化而需要重新考虑对文件启用或禁用缓存 Quick I/O。
■ 对单个文件启用或禁用缓存 Quick I/O 也称为启用或禁用缓存参数。
■

■

请参见 qioadmin (1) 手册页。

对单个文件设置缓存参数
可以通过更改单个文件的缓存参数设置来对这些文件启用和禁用缓存 Quick I/O。
对单个文件禁用缓存 Quick I/O
◆

使用 qioadmin 命令按如下方式将缓存参数设置为 OFF：
$ /opt/VRTS/bin/qioadmin -S filename=OFF /mount_point

例如，对于 Sybase，要对文件 /db01/master.dbf 禁用缓存 Quick I/O，请将
缓存参数设置为 OFF：
$ /opt/VRTS/bin/qioadmin -S master.dbf=OFF /db01

对单个文件启用缓存 Quick I/O
◆

使用 qioadmin 命令按如下方式将缓存参数设置为 ON：
$ /opt/VRTS/bin/qioadmin -S filename=ON /mount_point

例如，对于 Sybase，运行 qiostat 命令后显示 /db01/master.dbf 文件的缓
存命中率达到了可以通过缓存功能获益的级别。若要对文件 /db01/master.dbf
启用缓存 Quick I/O，请将缓存参数设置为 ON：
$ /opt/VRTS/bin/qioadmin -S master/dbf=ON /db01

使单个文件的缓存 Quick I/O 设置持久保留
通过在 /etc/vx/qioadmin 文件中添加缓存参数条目，可使单个文件的缓存 Quick
I/O 启用或禁用设置在重新启动和装入后持久保留。
使用 qioadmin 命令设置的缓存参数在 inode 中作为文件的扩展属性加以存储。 这
些设置可以在文件系统重新装入和重新启动后持久保留，但是这些属性不以常规备
份方法加以备份，因此无法还原这些属性。 因此，务必在每次还原文件后重置缓存
参数。 如果在 /etc/vx/qioadmin 文件中维护 Quick I/O 文件的缓存参数，则无此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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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新启动或装入后自动启用或禁用单个文件的缓存 Quick I/O 设置
◆

按如下方式在 /etc/vx/qioadmin 文件中添加缓存参数条目：
device=/dev/vx/dsk/<diskgroup>/<volume>
filename1,OFF
filename2,OFF
filename3,OFF
filename4,ON

例如，若要使 /db01 文件系统中单个文件的缓存 Quick I/O 设置持久保留，请
按如下方式编辑 /etc/vx/qioadmin 文件：
#
# List of files to cache in /db01 file system
#
device=/dev/vx/dsk/PRODdg/db01

对于 Sybase
user.dbf,ON
sysprocs.dbf,OFF
master.dbf,OFF

使用 qioadmin 确定单个文件的缓存 Quick I/O 设置
可以通过使用 qioadmin 命令显示文件的缓存参数设置，从而确定是否对单个文件
启用或禁用缓存 Quick I/O。
注意：若要验证缓存设置，请使用 vxtunefs 检查 qio_cache_enable 标志的设置
以及检查每个文件的单独缓存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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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文件缓存参数的当前设置
◆

按如下方式在 qioadmin 命令中使用 -P 选项：
$ /opt/VRTS/bin/qioadmin -P filename /mount_point

例如，对于 Sybase，显示 /db01 文件系统中 sysprocs.dbf 文件的缓存参数的
当前设置：
$ /opt/VRTS/bin/qioadmin -P sysprocs.dbf /db01
sysprocs.dbf,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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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 Veritas Concurrent I/O
提高数据库性能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并行 I/O

■

用于启用和禁用并行 I/O 的任务

关于并行 I/O
Veritas Concurrent I/O 无需扩展命名空间以及将文件呈现为设备，即可改善 VxFS
文件系统上普通文件的性能。 这简化了管理任务，并允许对读/写操作没有顺序要
求的数据库对文件进行并行访问。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并行 I/O 功能。
Quick I/O 是 DMS 表空间的备选解决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如果系统有额外的内存），缓存 Quick I/O 可进一步增强性
能。

并行 I/O 的工作方式
传统上，UNIX 语义要求对文件的读写操作必须按序列化的顺序执行。 因此，文件
系统必须对重叠的读写操作维持严格的顺序。 但是，数据库一般不要求这种级别的
控制，而是在内部实施并发控制，无需使用文件系统来保证顺序。
Veritas Concurrent I/O 功能针对数据库及其他不要求序列化顺序的应用程序，从
读写操作中删除了这些语义。
使用并行 I/O 的优点包括：
■

单个写操作和多个读操作之间并发执行操作

■

多个写入器之间并发执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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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扩展写入操作的序列化达到最小化

■

所有 I/O 操作均直接进行，无需使用文件系统缓存

■

直接将 I/O 请求发送到文件系统

■

避免 inode 锁定

用于启用和禁用并行 I/O 的任务
默认情况下不启用并行 I/O，必须手动启用。 如果将来选择不使用并行 I/O，必须
手动将其禁用。
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

启用并行 I/O

■

禁用并行 I/O

启用 Sybase 的并行 I/O
由于不需要扩展名字空间，也不需要将文件呈现为设备，因此可以对常规文件启用
并行 I/O。
在启用并行 I/O 前请查看下列信息：
先决条件

■

若要使用并行 I/O 功能，文件系统必须为 VxFS 文件系统。

■

确保打算装入文件系统的装入点存在。

■

确保 DBA 能够访问此装入点。

在使用 -o cio 选项装入的文件系统上启用并行 I/O
◆

请按如下方式使用 mount 命令加载文件系统：
# /usr/sbin/mount -V vxfs -o cio special /mount_point

其中：
■

special 是块专用设备。

■

/mount_point 是文件系统的装入目录。

例如，对于 Sybase，要将名为 /datavol 的文件系统装入名为 /sybasedata 的装入
点，可执行以下命令：
# /usr/sbin/mount -V vxfs -o cio /dev/vx/dsk/sybasedg/datavol \
/sybasedata

以下是装入使用并行 I/O 功能的目录（新 SMS 容器所在目录）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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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名为 /container1 的 SMS 容器装入名为 /mysms 的装入点：
# /usr/sbin/mount -Vt namefs -o cio /datavol/mysms/container1 /mysms

禁用 Sybase 的并行 I/O
如果需要禁用并行 I/O，请卸载 VxFS 文件系统，然后在不使用 -o cio 装入选项的
情况下再次将其装入。
使用 mount 命令禁用文件系统上的并行 I/O

1

关闭 Syabase 实例。

2

使用 umount 命令卸载文件系统。

3

使用不带 -o cio 选项的 mount 命令再次装入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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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使用时间点副本

■

6. 了解时间点副本方法

■

7. 备份和恢复

■

8. NetBackup 环境中的备份和恢复

■

9. 脱离主机处理

■

10. 创建和刷新测试环境

■

11. 创建文件的时间点副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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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时间点副本方法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时间点副本

■

何时使用时间点副本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时间点副本技术

关于时间点副本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了一种灵活且高效的方式来管理业务关键数据。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可以在指定的时刻捕获正在不断变化的数据库的联机映像
（称为时间点副本）。
人们越来越希望数据能够持续可用以便全天候进行事务处理、决策、知识产权创造
等。 保护数据免受损失或破坏也越来越重要。 以前，停止服务后对数据执行备份，
此时数据并不发生变化；然而，这么做无法满足最少停机时间的需要。
时间点副本使您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数据联机可用性。 您可以针对时间点副本执行
系统备份、升级或其他维护任务。 时间点副本可以在活动数据所在的主机上进行处
理，也可以在其他主机上进行处理。如有需要，您可将时间点副本处理转移至另一
台主机上，以避免争用生产服务器上的系统资源。 此方法称为脱离主机处理。 如果
实施正确，脱离主机处理解决方案对主要生产系统的性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在主节点主机上实现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图 6-1 说明了在主节点主机上设置处理解决方案所需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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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使用快照和快速重新同步在主节点主机上实现时间点副本解决方
案
主节点主机

1. 准备卷
卷

缓存卷或
空卷

使用 vxsnap make
创建一个或多个卷的即时快照卷。

卷

快照卷

3. 刷新即时快照
如果需要，使用 vxsnap refresh
更新快照卷并使其准备就绪，
以进行其他处理。

卷

快照卷

卷

快照卷

如果需要，在磁盘组中创建一个缓存卷
或空卷，然后使用 vxsnapprepare
为创建快照准备卷。
2. 创建即时快照卷

4. 应用处理
将所需的处理应用程序应用到快照卷。

根据需要
重复步骤3
和 4。

注意：没有使用磁盘组拆分/结合功能。因为所有处理均在同一磁盘组中发生，因此
除非您想要防止磁盘争用，否则通常不需要从原始卷进行快照内容同步。快照创建
和更新实际上是即时的。
图 6-2 显示了实施解决方案的建议排列，其中使用了主节点主机，并避免了磁盘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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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节点主机上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示例

图 6-2
主节点主机

1

2

包含用于保留生产数据库
或文件系统的主卷的磁盘

SCSI 或光纤
通道连接

包含同步完整空间
即时快照卷的磁盘

在此安装过程中，建议将单独控制器的单独路径（显示为 1 和 2）配置为包含主要
卷和快照卷的磁盘。这可避免磁盘访问争用，但是当处理应用程序运行时，会更大
量地占用主节点主机的 CPU、内存和 I/O 资源。
注意：对于优化空间或未同步的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无法以这种方式隔离 I/O 通路。
这是因为，此类快照仅包含原始卷被更改区域的内容。如果应用程序访问保留在未
变化区域中的数据，则将从原始卷读取数据。

实施脱离主机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图 6-3 显示了通过从负载较轻的主机（此处显示为 OHP 主机）访问快照卷，用于联
机备份和决策支持的 CPU 和 I/O 密集型操作不会降低正在执行主要生产活动（如运
行数据库）的主节点主机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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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主机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示例

图 6-3

OHP 主机

主节点主机

网络

1

2

包含用于保留生产数据库或
文件系统的主卷的磁盘

SCSI
或光纤通道连接

包含快照卷的磁盘

而且，如果将快照卷放置在连接到其他主机控制器的磁盘而不是主节点卷的磁盘
上，可以避免与主节点主机争夺 I/O 资源。要实现此目的，应将图 6-3 中显示的路
径 1 和 2 连接至不同的控制器。
图 6-4 显示了如何在主节点主机中使用光纤通道技术和 4 个光纤通道控制器来实现
此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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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冗余循环访问的脱离主机解决方案连接示例

图 6-4

OHP 主机

主节点主机

网络

c1 c2 c3 c4

c1 c2 c3 c4

光纤通道
集线器或交换机

磁盘阵列

此布局使用冗余循环来访问处理系统和磁盘阵列之间路径中任意单独组件的潜在失
败。
注意：在某些运行系统上，控制器名称可能与此处显示有所不同。
图 6-5 显示了如何通过将一个集群节点配置为 OHP 节点在集群中实施脱离主机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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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集群节点的脱离主机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的实施示例

图 6-5
集群

配置为 OHP 主机的
集群节点
1

2

包含用于保留生产数据库或
文件系统的主卷的磁盘

SCSI 或光纤通道
连接

包含用于实现
脱离主机处理解决方案
的快照卷的磁盘

图 6-6 显示了另一种布局，其中 OHP 节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独立系统：它具有到集
群的网络连接，但不是集群节点，并且没有连接到集群的专用网络。
使用单独 OHP 主机的脱离主机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的实施示例

图 6-6

OHP 主机

集群

网络

1

2

包含用于保留生产数据库
或文件系统的主卷的磁盘

SCSI
或光纤通道连接

包含用于实现
脱离主机处理解决方案的
快照卷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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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脱离主机处理，此文档中示例方案假设有一台单独的 OHP 主机专用于
备份或决策支持角色。对于集群，它可以更简便高效地配置不是集群成员的 OHP
主机。
图 6-7 说明了在主节点主机上设置处理解决方案所需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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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

实施脱离主机处理解决方案
OHP 主机

主节点主机或集群

1. 准备卷
如果需要，
在磁盘组中创建一个空卷，
然后使用 vxsnapprepare
为创建快照准备卷。

卷

空卷

2. 创建快照卷
使用 vxsnap make 创建同步快照卷
（使用 vxsnap print
检查同步状态）。

卷

快照卷

3. 刷新快照镜像
如果需要， 使用 vxsnap refresh
更新快照卷 （使用 vxsnap print
检查同步状态）。

卷

快照卷

4. 拆分并逐出磁盘组
使用 vxdg split
将包含快照卷的磁盘移动到一个单
独的磁盘组。 使用 vxdgdeport
逐出该磁盘组。

卷

快照卷

5. 导入磁盘组
使用 vxdg import 在 OHP
主机上导入包含快照卷的磁盘组。

卷

快照卷

6. 应用脱离主机处理
将所需的脱离主机处理应用程序应
用到OHP 主机上的快照卷。

卷

快照卷

7. 逐出磁盘组
使用 vxdg deport 从 OHP
主机上逐出包含快照卷的磁盘组。

卷

快照卷

逐出

导入

逐出

8. 导入磁盘组
使用 vxdg import
在主节点主机上导入包含快照卷的
磁盘组。

卷

快照卷

9. 合并磁盘组
使用 vxdg join
将包含快照卷的磁盘组与原始卷的
磁盘组合并在一起。

卷

快照卷

导入

根据需要重复步骤 3
到9

使用磁盘组拆分/连接将快照卷拆分为单独的磁盘组，并在 OHP 主机上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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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由于快照卷将移动至另一个磁盘组，然后在另一台主机上导入，因此必须首
先与父项卷同步它们的内容。通过使用快速重新同步，在重新导入快照卷时，从原
始卷刷新它们的内容以加速。

何时使用时间点副本
下列典型安装活动适用于使用 Veritas FlashSnap 实施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

数据备份 - 许多企业要求数据全天候可用。他们无法承受脱机备份关键数据所带
来的停机时间。通过创建数据快照并从此快照进行备份，可以在不增加停机时
间且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继续运行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

■

提供数据连续性 - 要在主节点存储发生故障时提供服务连续性，可以使用时间点
副本解决方案恢复应用程序数据。如果服务器发生故障，可以结合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ystem HA 或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的
高可用性集群功能使用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

决策支持分析和报告 - 诸如决策支持分析和业务报告之类的操作可能不要求访问
实时信息。您可以指示这些操作使用从快照创建的副本数据库，而不是让它们
争相访问主节点数据库。需要时，可以将数据库副本与主节点数据库中的数据
快速重新同步。

■

测试和培训 - 开发组或服务组可以将快照用作新应用程序的测试数据。快照数据
为开发人员、系统测试人员和 QA 小组提供了一个用于测试新应用程序的健壮
性、完整性和性能的现实基础。

■

数据库错误恢复 - 由管理员或应用程序导致的逻辑错误会损害数据库的完整性。
可通过使用存储检查点或快照副本来还原数据库文件，与从磁带或其他备份介
质进行完全还原相比，这样做能够更迅速地恢复数据库。
使用存储检查点可将数据库实例快速回滚到较早的时间点。

■

克隆数据 - 您可以克隆文件系统或应用程序数据。使用此功能可以快速且有效地
置备虚拟桌面。

上述所有快照解决方案也在灾难恢复站点与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一起提供。
有关快照与复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Replic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复制管理指南》）。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了多种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来满足您的需求，包
括以下用例：
■

创建用于决策支持的副本数据库。
请参见第 98 页的“使用副本数据库提供决策支持”。

■

使用快照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请参见第 64 页的“联机数据库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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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和恢复脱离主机集群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79 页的“在脱离主机集群文件系统上备份”。

■

备份和恢复联机数据库。
请参见第 86 页的“使用存储检查点恢复数据库”。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时间点副本技术
本主题介绍可以使用 Veritas FlashSnap™ 技术实现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Veritas
FlashSnap 技术需要许可证。
Veritas FlashSnap 提供了一种高效灵活的管理业务关键数据手段。它允许在给定时
刻捕获正在不断变化的数据联机映像：时间点副本。您可在时间点副本上执行系统
备份、升级，以及其他维护任务，同时还可使关键数据持续可用。如有需要，您可
将时间点副本处理转移至另一台主机上，以避免争用生产服务器上的系统资源。
FlashSnap 许可证支持以下类型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

卷级别解决方案。卷级别快照有多种类型。这些功能适用于需要使用单独存储
创建快照的解决方案。例如，低层存储。其中一些技术提供了异常脱离主机处
理功能。

■

文件系统级别解决方案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的存储检查点功能。存储检查
点适用于存储空间非常关键的解决方案，例如：
■

包含少量大型文件的文件系统。

■

更改相对少量文件系统数据块的应用程序工作负载（例如，Web 服务器内容
和某些数据库）。

■

需要使用文件系统的多个可写副本来进行测试或设定版本的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57 页的“存储检查点”。
■

文件级别的快照。
FileSnap 功能可提供单个文件级别的快照。

卷级别快照
卷快照是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在给定时间点的映像。您也可以创建
卷集的快照。
使用卷快照，您可以在联机创建卷的备份副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给用户造成的
中断。然后，可以使用备份副本还原因磁盘故障、软件错误或人为错误而丢失的数
据，也可以使用它创建副本卷以用于生成报告、开发应用程序或测试等目的。
卷快照还可以用于实施脱离主机联机备份。
实际上，快照可以是该数据集的完整（完全位对位）副本，也可以仅包含自创建快
照以来更新过的数据集元素。后者有时称为首次写入时分配快照，因为只有在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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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中首次更新（重写）数据元素时，才会将这些元素的空间添加到快照映像
中。Storage Foundation 首次写入时分配快照称为空间优化快照。

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卷快照
如果在卷上启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则 VxVM 使用快速重新同步映射来记录在
卷和快照中进行更新的块。
当快照卷重新挂接到它们的原始卷时，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允许迅速刷新并重新使
用快照数据。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使用磁盘存储来确保快速重新同步映射免遭系统
和集群崩溃的影响。如果在专用磁盘组的卷上启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那么即
使重新启动主机，也可能发生增量重新同步。
此外，当卷和其快照卷移动到不同的磁盘组后，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还能跟踪二者
之间的关联关系。当磁盘组重新合并之后，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允许迅速重新同步
快照 Plex。

卷快照中的数据完整性
卷快照捕获在给定时间点存在于卷中的数据。因此，VxVM 不了解上层文件系统或
应用程序（如在文件系统中打开了文件的数据库）在内存中缓存的任何数据。快照
始终具有崩溃一致性，即可通过让应用程序执行快照恢复来使用快照。这类似于在
服务器崩溃后应用程序执行恢复的情况。如果在包含已装入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卷上设置了 fsgen 卷使用类型，则 VxVM 会与 VxFS 协调以将缓存中的数
据刷新到卷。因此，这些快照始终具有 VxFS 一致性，装入时不需要进行 VxFS 恢
复。
对于数据库，还必须使用适当的机制来确保表空间数据在制作卷快照时的完整性。
最新式的数据库软件能够提供暂时挂起文件系统 I/O 的功能。此文档中的示例说明
了如何进行此操作。对于文件系统中的普通文件，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不同应用
程序中打开，所以除了关闭这些应用程序并暂时卸载文件系统之外，可能没有其他
方法能够确保文件数据的绝对完整性。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只需确保文件数据的完
整性，即确保制作快照时文件数据未在使用中。但在所有应用程序协调的情况下，
快照对于崩溃都是可恢复的。

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是给定时刻的文件系统持久映像。存储检查点使用写入时复制技术降低
了 I/O 开销，方法是仅识别和维护至创建上一存储检查点后已更改的文件系统块。
存储检查点有下列重要功能：
■

当系统重新启动和崩溃时，存储检查点会在系统上存在。

■

存储检查点不仅可以保留文件系统元数据和文件系统的目录层次结构，它还保
留了当创建存储检查点时存在的用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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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创建已装入的文件系统的存储检查点后，您可以继续在文件系统上创建、删
除和更新文件，并且不会影响存储检查点的映像。

■

与文件系统快照不同，存储检查点是可写的。

■

要将占用的磁盘空间降低最低，存储检查点使用文件系统中的空闲空间。

存储检查点和适用于数据库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的存储回滚功能允许从
逻辑错误（例如数据库毁坏、缺少文件和被丢弃的表空间）中快速恢复数据库。 可
以装入数据库的连续存储检查点以找出错误，然后将数据库还原到发生问题前的存
储检查点。
请参见第 86 页的“使用存储检查点恢复数据库”。
Symantec NetBackup for Oracle Advanced BLI Agent 使用存储检查点提高备份
Oracle 数据库的速度。
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for Oracle Advanced BLI Agent System Administrator's
Guide（《Symantec NetBackup for Oracle Advanced BLI Agent 系统管理指南》）。

7
备份和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备份和恢复方法

■

保留多个时间点副本

■

联机数据库备份

■

在脱离主机集群文件系统上备份

■

使用存储检查点恢复数据库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备
份和恢复方法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FHA Solutions) 提供了时间
点副本方法，可应用于多种数据库备份用例。
以下用例提供了示例：
■

创建并维护完整映像快照和增量时间点副本

■

脱离主机数据库备份

■

联机数据库备份

■

使用存储检查点恢复数据库

■

使用 NetBackup 进行备份和恢复

有关基本备份和恢复配置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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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多个时间点副本
对于恢复逻辑损坏的数据，盘上快照十分有效。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FHA Solutions) 提供了一种颇具成本效益且非常有效的机
制，用于管理不同时间点上的多个生产数据副本。使用 Flashsnap 可以创建一个解
决方案，用于保留和管理快照的整个生命周期，以便从逻辑数据损坏中恢复。此
外，对于主存储发生故障或脱离主机处理情况，还可以使用保留的快照映像本身实
现业务连续性。
以下示例过程说明如何创建用于恢复的完整映像快照和定期时间点副本。利用可供
选择的多个时间点副本，您可以选择具有相对精确度的恢复时间点。

设置多个时间点副本
要设置多个时间点副本的初始配置，请设置将随着时间推移进行配置的时间点副本
的存储。
在示例过程中，disk1、disk2、…、diskN 是在第 1 层存储上为应用程序数据配置的
LUN。这些 LUN 的一个子集 logdisk1、logdisk2、…、logdiskN 将用于配置 DCO。
磁盘 sdisk1、sdisk2、…、sdiskN 是来自第 2 层存储的磁盘。
注意：如果您的磁盘阵列中包含受写入缓存支持的存储，Symantec 建议您对 DCO
和数据卷使用同一组 LUN。
如果默认情况下未指定 logdisk，Veritas Volume Manager 会尝试从数据卷所使用
的相同 LUN 中分配 DCO。
请参见第 51 页的图 6-4。
您需要确保缓存具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具有多处更改的多个副本。可根据下列准则
估计您的要求。
要确定存储要求，请使用以下命令：
表 7-1

存储要求

Sp

表示主卷的存储要求

Sb

表示主断开快照的存储要求。

Nc

表示要保留的时间点副本的数量。

Sc

表示在创建快照之前一段时间内的平均更改大小。

St

表示总体存储要求。

管理多个时间点副本的总体存储要求可大致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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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 Sp
St = Sb + Nc * Sc
要确定缓存卷的大小，请使用以下命令：
缓存卷要求

表 7-2
Nc

表示要保留的时间点副本的数量。

Sc

表示按一定间隔进行的更改的平均大小。

Rc

表示缓存对象的区域大小。

St

表示总体存储要求。

要配置的缓存卷的大小可计算为：
Nc * Sc * Rc
此公式假定应用程序 IO 大小粒度小于缓存对象区域大小，最多小 Rc
配置多个时间点副本的初始设置

1

如果主应用程序存储已针对快照进行了配置（即 DCO 已挂接到主卷），请转到
步骤 2。
否则，请配置主卷并使其做好用于快照的准备。
例如：
# vxassist -g appdg make appvol 10T <disk1 disk2 ... diskN >
# vxsnap -g appdg prepare appvol

2

配置用于完整映像快照和将要定期创建的时间点副本的存储，方法与配置主卷
类似。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不需要从相同的（第 1 层）存储中分配以
配置时间点副本。例如，可以从第 2 层存储中分配。

3

从第 2 层存储配置快照卷，以用作主卷的主快照。
# vxassist -g appdg make snap-appvol 10T <sdisk1 sdisk2 ... sdiskN >
# vxsnap -g appdg prepare snap-appvol \
<alloc=slogdisk1, slogdisk2, ...slogdiskN>

4

在主卷与快照卷之间建立关系，并等待快照同步完成。
# vxsnap -g appdg make source=appvol/snapvol=snap-appvol/sync=yes
# vxsnap -g appdg syncwait snap-app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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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建一个要用于缓存卷的卷。
# vxassist -g appdg make cachevol 1G layout=mirror \
init=active disk16 disk17

6

从第 2 层存储中配置磁盘组中的共享缓存对象，将其用于按固定间隔创建的时
间点副本。
# vxmake -g appdg cache snapcache cachevolname=cachevol

启动缓存对象：
# vxcache -g appdg start snapcache

此时您已完成创建常规时间点副本的初始设置。

刷新时间点副本
配置用于快照的卷之后，可以定期调用一个包含类似下列步骤的脚本，以便按固定
间隔创建时间点副本。
确定快照寿命期
◆

要查找最早和最近的快照，请使用快照的创建时间。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之一：
■

使用以下命令并查找快照卷的 SNAPDATE。
# vxsnap -g appdg list appvol

■

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rint -g appdg -m snapobject_name| grep creation_time

其中 snapobject-name 为 appvol-snp、appvol-snp1 ...、 appvol-snpN。
刷新主快照
◆

刷新主快照，与主卷保持一致。
# vxsnap -g appdg refresh snap-appvol source=appvol

创建已刷新快照卷的层叠式快照
◆

创建已刷新快照卷的层叠式快照。
# vxsnap -g appdg make source=snap-appvol/new=sosnap-\
appvol${NEW_SNAP_IDX}/cache=snapcache/infrontof=snap-app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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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最早的时间点副本
◆

如果达到时间点副本的数量限制，请删除最早的时间点副本。
# vxedit -g appdg -rf rm sosnap-appvol${ OLDEST_SNAP_IDX }

从逻辑损坏中恢复
在主存储损坏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保留的快照映像。必须确定不受逻辑损坏影响的
最新快照。
确定最新的有效快照

1

按从最新到最早的顺序，验证每个快照的快照映像。创建时间点副本的优化空
间快照，以生成时间点映像的合成副本。
# vxsnap -g appdg make source=sosnapappvol${
CURIDX}/new=syn-appvol/cache=snapcache/sync=no

2

装入合成副本并验证数据。
如果合成副本损坏，请继续执行步骤 3。
如果确定合成副本未损坏，您可以继续执行恢复步骤。
请参见第 63 页的“从逻辑损坏中恢复”。

3

卸载合成副本，将其删除并返回以验证下一个最近的时间点副本。使用以下命
令分离合成副本并将其删除：
# vxsnap -g appdg dis syn-appvol
# vxedit -g appdg -rf rm syn-appvol

当您找到最新的未损坏快照时，请使用它恢复主卷。
从逻辑损坏中恢复

1

如果应用程序正在主卷上运行，请停止应用程序。

2

卸载应用程序卷。

3

从合成副本中还原主卷。
# vxsnap -g appdg restore appvol source=syn-appvol

4

恢复应用程序：
■

装入主卷。

■

验证主卷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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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使用刷新的快照映像进行脱离主机处理
保留的时间点映像还可用于执行脱离主机处理。如果将保留的时间点映像用于此用
途，则要求用于创建快照的存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可从应用程序主机进行访问

■

可从脱离主机处理主机进行访问

■

拆分为单独的磁盘组

将快照存储拆分为单独的磁盘组
◆

将快照存储拆分为单独的磁盘组。
# vxdg split appdg snapdg snap-appvol

可以选择使用 vxdg deport 命令将 snapdg 磁盘组从应用程序主机中逐出，并使用
vxdg import 命令将其导入另一主机，以继续执行脱离主机处理。
刷新用于脱离主机处理的快照映像

1

将 snapdg 磁盘组从脱离主机处理主机中逐出。
# vxdg deport snapdg

2

在应用程序主机上导入 snapdg 磁盘组。
# vxdg import snapdg

3

在应用程序主机上，将 snapdg 磁盘组与 appdg 结合。
# vxdg join snapdg appdg

完成此步骤之后，可以继续执行管理时间点副本的步骤。
请参见第 62 页的“刷新时间点副本”。

联机数据库备份
通过配置主节点主机或专用单独主机对主节点主机数据库的快照镜像执行备份操
作，可执行数据库的联机备份。
下面介绍了两种备份方法：
■

请参见第 65 页的“在同一台主机备份联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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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73 页的“为联机数据库制作脱离主机备份”。

注意：所有命令都要求用户具有超级用户 (root) 权限或与之等效的权限，除非明确
指出该命令必须由数据库管理员运行。
有关使用快照备份 Oracle 数据库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注意：Symantec 不支持以下过程中的示例数据库脚本，它们仅供参考。您可以通
过 Veritas Vpro 咨询服务采购环境自定义。

在同一台主机备份联机数据库
图 7-1 显示了一个示例，其中备份两个主数据库卷 database_vol 和 dbase_logs（它
们配置在挂接到控制器 c1 和 c2 的磁盘上），并在挂接到控制器 c3 和 c4 的磁盘上
创建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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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节点主机上数据库备份的系统配置示例

图 7-1

数据库的主节点主机

本地
磁盘
控制器
c1

c2

c3

在这些磁盘上创建
数据库卷

c4

磁盘阵列

在这些磁盘上创建
快照卷

由主节点主机备份
到磁盘、磁带或
其他介质

注意：该示例假设您已经为要备份的数据文件准备了包含文件系统的卷。
备份联机数据库
■

准备快照（完整空间或优化空间）。
根据应用程序，优化空间快照所需的磁盘空间通常是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所需的
10%。

■

为待备份数据库文件的 VxFS 文件系统所在的卷创建快照镜像。

■

执行联机数据库备份。

下面是一些更适合使用完整即时快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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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对数据库备份进行脱离主机处理。

■

如果优化空间快照的创建持续时间较长且修改频率较高，那么该快照与完整快
照的区别不会很大。 因此，出于性能原因将首选完整快照。

准备用于备份的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可以将完整空间即时快照用于联机或脱离主机的数据库备份。
警告：要避免数据不一致，不能将同一个快照用于不同的时间点副本应用程序。如
果您需要为多个应用程序创建快照镜像，请配置至少一个专用于各个应用程序的快
照镜像。
在同一主机上创建用于联机数据库备份的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1

使用以下命令将一个或多个快照 Plex 添加到卷，并通过断开这些 Plex 创建表
空间卷的完整空间断开快照 snapvol：
# vxsnap -g database_dg addmir database_vol [nmirror=N] \
[alloc=storage_attributes]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
source=database_vol/newvol=snapvol[/nmirror=N]\
[alloc=storage_attributes]

默认情况下，除非使用 nmirror 属性指定了快照数，否则只添加一个 Plex 快
照。对于备份，通常只需要一个 Plex。可指定存储属性（例如，磁盘列表）来
确定创建 Plex 的位置。
至少可以指定 N 个磁盘，若指定的镜像数为 N。

2

如果卷布局不支持 Plex 断开，则为快照准备一个空卷。为不包含任何备用 Plex
的原始卷创建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可以使用具有所需冗余级别并且与原始卷具
有相同大小及相同区域大小的空卷。
对原始卷使用 vxprint 命令，确定所需的快照卷大小。
# LEN=‘vxprint [-g diskgroup] -F%len database_vol‘

注意：此步骤和后续步骤中显示的命令假定您正在使用 Bourne 类型的 shell，
如 sh、ksh 或 bash。对于其他 shell（如 csh 或 tcsh），可能需要修改这里给
出的命令。 这些步骤仅适用于即时快照 DCO。

3

对原始卷使用 vxprint 命令，以发现其 DCO 的名称：
#

DCONAME=‘vxprint [-g diskgroup] -F%dco_name database_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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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 DCO 使用 vxprint 命令，以确定其区域大小（以块为单位）：
# RSZ=‘vxprint [-g diskgroup] -F%regionsz $DCONAME‘

5

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一个具有所需大小和冗余的卷 snapvol。可以使用存储
属性指定哪些磁盘应用于卷。init=active 属性使卷立即可用。
# vxassist [-g diskgroup] make snapvol $LEN \
[layout=mirror nmirror=number] init=active \
[storage_attributes]

6

为即时快照操作准备快照卷，如下所示：
# vxsnap [-g diskgroup] prepare snapvol [ndcomirs=number] \
regionsz=$RSZ [storage_attributes]

建议将 DOC 镜像的数目 (ndcomirror) 指定为与卷中的镜像数 (nmirror) 相同。

7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快照：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source=database_vol/snapvol=snapvol

如果数据库跨越多个卷，可以指定所有卷和它们的快照卷作为同一条线路上的
单独元组，例如：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source=database_vol1/snapvol=snapvol1 \
source=database_vol2/newvol=snapvol2 \
source=database_vol3/snapvol=snapvol3

在做好创建备份的准备工作后，请继续在同一主机上创建联机数据库的备份。

准备用于数据库备份的优化空间快照
如果快照卷将用于同一主机上，且不会移动到另一主机，则可以使用优化空间即时
快照而不是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根据应用程序，优化空间快照所需的磁盘空间通常
是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所需的 10%。
准备用于联机数据库备份的优化空间快照

1

决定要分配给位于缓存对象之下的缓存卷的以下特性：
■

缓存卷的大小应该足够大，以便记录在刷新快照的间隔时间对父卷进行的
更改。如果刷新间隔为 24 小时，则建议将此值设置为父卷总大小的 10%。

■

如果冗余是所需的缓存卷特性，则应该镜像缓存卷。这将使该缓存卷所需
的空间随该卷的镜像数成比例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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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镜像了缓存卷，则需要在多个磁盘上占用空间，所使用的磁盘数至少
应等于缓存卷所具有的镜像数。这些磁盘不应该与用于存储父卷的磁盘相
同。选择这些磁盘时还应该避免影响关键卷的 I/O 性能或阻碍磁盘组的拆分
和结合操作。

决定了它的特性后，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用于缓存卷的卷。以下示例创建
镜像缓存卷 cachevol，此卷大小为 1GB，位于磁盘组 database_dg中（在磁盘
disk16 和 disk17上）：
# vxassist -g database_dg make cachevol 1g layout=mirror \
init=active disk16 disk17

指定了属性 init=active 以使缓存卷立即可用。

3

使用 vxmake cache 命令在上述步骤中创建的缓存卷之上创建缓存对象：
#

vxmake [-g diskgroup] cache cache_object \

cachevolname=cachevol [regionsize=size] [autogrow=on] \
[highwatermark=hwmk] [autogrowby=agbvalue] \
[maxautogrow=maxagbvalue]]

如果指定区域大小，则必须是 2 的乘方，并且必须大于或等于 16 KB (16k)。如
果未指定，则缓存的区域大小设置为 64 KB。
注意：所有共享缓存的优化空间快照的区域大小必须相等，或者必须是设置的
缓存区域大小的整数倍。如果原始卷的区域大小小于缓存的区域大小，快照创
建也会失败。
如果不允许缓存大小根据需要增加，请指定 autogrow=off。默认情况下，缓
存大小自动增加的功能是打开的。
以下示例中，缓存对象 cache_object在缓存卷 cachevol上创建，该缓存的区域
大小设置为 32KB，并且启用了 autogrow 功能：
# vxmake -g database_dg cache cache_object cachevolname=cachevol \
regionsize=32k autogrow=on

4

创建缓存对象后，使用下面的命令启用该对象：
vxcache [-g diskgroup] start cache_object

例如，要启动缓存对象 cache_object，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cache -g database_dg start cache_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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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您的缓存对象创建一个优化空间快照。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
source=database_vol1/newvol=snapvol1/cache=cache_object

6

如果同时创建多个优化空间快照，那么这些快照可以全部指定同一个缓存对
象，如以下示例所示：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
source=database_vol1/newvol=snapvol1/cache=cache_object \
source=database_vol2/newvol=snapvol2/cache=cache_object \
source=database_vol3/newvol=snapvol3/cache=cache_object

注意：此步骤使快照卷为备份循环做好准备，并开始跟踪对原始卷的更改。
在做好创建备份的准备工作后，请继续在同一主机上创建联机数据库的备份。

在同一主机上备份 Sybase 数据库
您可以创建 Sybase 数据库的联机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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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主机上备份联机 Sybase 数据库

1

如果文件系统中要备份的卷包含数据库表，则挂起对卷的更新。Sybase ASE 从
版本 12.0 开始，提供了 Quiesce 功能，允许临时挂起对数据库的写入操作。请
以 Sybas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使用脚本使数据库进入 quiesce 模式，如示例所
示。
#!/bin/ksh
#
# script: backup_start.sh
#
# Sample script to quiesce example Sybase ASE database.
#
# Note: The “for external dump” clause was introduced in Sybase
# ASE 12.5 to allow a snapshot database to be rolled forward.
# See the Sybase ASE 12.5 document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isql -Usa -Ppassword -SFMR <<!
quiesce database tag hold database1[, database2]... [for external dump]
go
quit
!

2

使用下列命令从原始卷刷新快照卷的内容：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fresh snapvol source=database_vol \
[snapvol2 source=database_vol2]...

例如，刷新快照 snapvol1、 snapvol2 和 snapvol3：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fresh snapvol1 source=database_vol1 \
snapvol2 source=database_vol2 snapvol3 source=database_v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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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已临时挂起对卷的更新，请通过 quiesce 模式释放所有表空间或数据库。
请以 Sybas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使用脚本将数据库从 quiesce 模式中释放，如
示例所示。
#!/bin/ksh
#
# script: backup_end.sh
#
# Sample script to release example Sybase ASE database from
# quiesce mode.
isql -Usa -Ppassword -SFMR <<!
quiesce database tag release
go
quit
!

4

备份快照卷。如果需要在卷中重新装入文件系统以备份它，请先对该卷运行
fsck。下面是检查和装入文件系统的命令示例：
# fsck -V vxfs /dev/vx/rdsk/database_dg/snapvol
# mount -V vxfs /dev/vx/dsk/database_dg/snapvol
mount_point

此时在 Symantec NetBackup 中，使用命令（例如，bpbackup）备份文件系
统。完成备份后，使用以下命令卸载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5

在每次需要备份卷时重复此过程中的步骤。

重新同步卷
在某些情况下（如恢复已损坏卷的内容），根据快照卷（用作热备用）重新同步卷
可能会很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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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快照卷重新同步卷
◆

输入以下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restore database_vol source=snapvol \
destroy=yes|no
destroy 属性指定是否将快照卷的 Plex 重新挂接至原始卷。例如，从快照卷

snapvol 重新同步卷 database_vol，而不删除快照卷：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store database_vol \
source=snapvol destroy=no

注意：在尝试之前从快照重新同步卷内容前，必须关闭数据库并卸载在原始卷
上配置的文件系统。

为联机数据库制作脱离主机备份
图 7-2 显示了一个示例，其中备份两个主数据库卷 database_vol 和 dbase_logs（它
们配置在挂接到控制器 c1 和 c2 的磁盘上），并在挂接到控制器 c3 和 c4 的磁盘上
创建快照。
对于能够访问包含主节点数据库卷的磁盘的脱离主机处理主机没有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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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系统配置为脱离主机数据库备份

图 7-2

网络

数据库的主节点主机

OHP 主机

本地
磁盘

本地
磁盘
控制器
c1

c2

控制器
c3

主节点主机可对在这些磁
盘上创建的卷进行访问

c4

c1

c2

c3

c4

这两种主机均可对在这些磁盘
上创建的快照卷进行访问

磁盘阵列

由 OHP 主机备份到磁盘、磁带或其他介质

如果数据库是在集群共享磁盘组中的卷上进行配置的，则我们假设数据库的主节点
主机 (primary host) 是该集群的主节点 (master node)。但是，如果主节点主机
(primary host) 也不是主节点 (master node)，则最好在主节点 (master node) 上执
行共享磁盘组上的大多数 VxVM 操作。
这一部分的过程被设计为将能影响系统性能的写入时复制操作最小化。您可通过省
略步骤 5 至步骤为联机 Sybase 数据库创建脱离主机备份，以及步骤 10 至步骤 13
在一台主机上实现此过程，这些步骤对快照磁盘组进行拆分、逐出、重新导入以及
重新加入。
为联机数据库制作脱离主机数据库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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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备份准备完整空间快照。

■

为数据库创建脱离主机数据库备份。
请参见第 75 页的“为联机 Sybase 数据库创建脱离主机备份”。

为联机 Sybase 数据库创建脱离主机备份
为联机 Sybase 数据库创建脱离主机备份

1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此命令对卷添加一个或多个快照 Plex：
# vxsnap -g database_dg addmir database_vol [nmirror=N] \
[alloc=storage_attributes]

默认情况下，添加一个快照 Plex，除非使用 nmirror 属性指定了快照编号。对
于备份，通常只需要一个 Plex。可指定存储属性（例如，磁盘列表）来确定创
建 Plex 的位置。

2

挂起对卷的更新。请以 Sybas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使用脚本使数据库进入
quiesce 模式，如示例所示。
#!/bin/ksh
#
# script: backup_start.sh
#
# Sample script to quiesce example Sybase ASE database.
#
# Note: The "for external dump" clause was introduced in Sybase
# ASE 12.5 to allow a snapshot database to be rolled forward.
# See the Sybase ASE 12.5 document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isql -Usa -Ppassword -SFMR <<!
quiesce database tag hold database1[, database2]... [for
external dump]
go
qu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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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以下命令，通过断开您在步骤 1 中从原始卷添加的 Plex 来创建表空间卷的
完整空间快照 snapvol：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
source=database_vol/newvol=snapvol/nmirror=N \
[alloc=storage_attributes]
nmirror 属性指定快照卷中镜像的数量 N。

如果数据库跨越多个卷，可以指定所有卷和它们的快照卷作为同一条线路上的
单独元组，例如：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source=database_vol1/snapvol=snapvol1 \
source=database_vol/snapvol=snapvol2 \
source=database_vol3/snapvol=snapvol3 alloc=ctlr:c3,ctlr:c4

此步骤使快照卷为备份循环做好准备，并开始跟踪对原始卷的更改。

4

从 quiesce 模式释放所有表空间或数据库。请以 Sybas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使
用脚本将数据库从 quiesce 模式中释放，如示例所示。
#!/bin/ksh
#
# script: backup_end.sh
#
# Sample script to release example Sybase ASE database from quiesce
# mode.
isql -Usa -Ppassword -SFMR <<!
quiesce database tag release
go
quit
!

5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从原始磁盘组 snapvoldg 将包含快照卷的磁盘
拆分为单独的磁盘组 database_dg：
# vxdg split database_dg snapvoldg snapvol ...

6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逐出快照卷的磁盘组：
# vxdg deport snapvoldg

7

在要执行备份的 OHP 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导入快照卷的磁盘组：
# vxdg import snapvol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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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非将 VxVM 设置为不自动恢复，否则 VxVM 将在磁盘组导入后自动恢复卷。
检查快照卷是否最初被禁用，并在拆分后未恢复。
如果卷处于 DISABLED 状态，请在 OHP 主机上使用下列命令来恢复并重新启
动快照卷：
# vxrecover -g snapvoldg -m snapvol ...

9

在 OHP 主机上备份快照卷。如果需要在卷中重新装入文件系统以备份它，请
先对该卷运行 fsck。下面是检查和装入文件系统的命令示例：
# fsck -V vxfs /dev/vx/rdsk/snapvoldg/snapvol
# mount -V vxfs /dev/vx/dsk/snapvoldg/snapvol mount_point

在 Symantec NetBackup 中，使用命令（例如，bpbackup）备份文件系统。完
成备份后，使用以下命令卸载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10 在 OHP 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逐出快照卷的磁盘组：
# vxdg deport snapvoldg

11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导入快照卷的磁盘组：
# vxdg [-s] import snapvoldg

注意：如果您正在重新导入磁盘组，以使其重新加入集群中的共享磁盘组，请
指定 -s 选项。

12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将快照卷的磁盘组与原始卷的磁盘组重新结
合：
# vxdg join snapvoldg database_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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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除非将 VxVM 设置为不自动恢复，否则 VxVM 将在结合后自动恢复卷。检查
快照卷是否最初被禁用，并在结合后未恢复。
如果卷处于 DISABLED 状态，请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下列命令来恢复并重新启
动快照卷：
# vxrecover -g database_dg -m snapvol

14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将快照卷重新挂接到其原始卷上：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attach snapvol source=database_vol \
[snapvol2 source=database_vol2]...

例如，重新挂接快照卷 snapvol1、snapvol2 和 snapvol3：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attach snapvol1 source=database_vol1 \
snapvol2 source=database_vol2 snapvol3 source=database_vol3

在将重新挂接的 Plex 与父卷中的数据重新同步时，这些 Plex 保持在 SNAPTMP
状态。重新同步完成后，它们处于 SNAPDONE 状态。您可以使用 vxsnap print
命令检查同步进度。
在每次需要备份卷时重复步骤 2 至 14。

重新同步卷
在某些情况下（如恢复已损坏卷的内容），根据快照卷（用作热备用）重新同步卷
可能会很实用。
重新同步卷
◆

请使用以下命令语法：
vxsnap -g database_dg restore database_vol source=snapvol \
destroy=yes|no
destroy 属性指定是否将快照卷的 Plex 重新挂接至原始卷。

例如，从快照卷 snapvol 重新同步卷 database_vol，而不删除快照卷：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store database_vol \
source=snapvol destroy=no

注意：在尝试之前从快照重新同步卷内容前，必须关闭数据库并卸载在原始卷
上配置的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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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离主机集群文件系统上备份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允许集群节
点共享对同一文件系统的访问。SFCFSHA 对在集群节点之间共享读密集型数据非
常有用。
通过在一台单独主机上创建包含文件系统的卷的快照并执行备份操作，可以实施集
群文件系统的脱离主机备份。
图 7-3 显示了一个示例，其中包含要备份的文件系统的主节点卷，该卷在挂接到控
制器 c1 和 c2 的磁盘上进行配置，快照则在挂接到控制器 c3 和 c4 的磁盘上创建。
系统配置为脱离主机文件系统备份情形

图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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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脱离主机集群文件系统备份：
■

通过集群节点装入 VxFS 文件系统，用于共享访问。
请参见第 80 页的“装入用于共享访问的文件系统”。

■

准备具有共享访问权限的已装入文件系统的快照。

■

备份具有共享访问权限的已装入文件系统的快照
请参见第 82 页的“备份具有共享访问权限的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

所有命令都要求用户具有超级用户 (root) 权限或与之等效的权限。

装入用于共享访问的文件系统
要为共享访问装入 VxFS 文件系统，在需要的各个集群节点上使用下列命令：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database_dg/database_vol
mount_point

例如，在磁盘组 database_dg 中装入卷 database_vol，实现装入点 /mnt_pnt 上的
共享访问：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database_dg/database_vol /mnt_pnt

准备具有共享访问权限的已装入文件系统的快照
必须使用完整空间快照进行脱离主机备份。
警告：要避免数据不一致，不能将同一个快照用于不同的时间点副本应用程序。如
果您需要为多个应用程序创建快照镜像，请配置至少一个专用于各个应用程序的快
照镜像。
准备备份具有共享访问权限的已装入文件系统的快照

1

在主节点上，使用以下命令，通过从原始卷断开 Plex 来创建包含文件系统的卷
的完整空间快照 snapvol：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
source=database_vol/newvol=snapvol/nmirror=N
nmirror 属性指定快照卷中镜像的数量 N。

例如，要创建共享磁盘组 exampledg 中卷 database_vol 的快照，请使用以下
命令：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source=database_vol/newvol=snapvol\
/nmirr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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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卷没有任何可用 Plex，或者其布局不支持 Plex 断开，则为快照准备一个
空卷。

2

对原始卷使用 vxprint 命令，确定所需的快照卷大小。
# LEN=‘vxprint [-g database_dg] -F%len database_vol‘

注意：此步骤和后续步骤中显示的命令假定您正在使用 Bourne 类型的 shell，
如 sh、ksh 或 bash。对于其他 shell（如 csh 或 tcsh），可能需要修改这里给
出的命令。这些步骤仅适用于即时快照 DCO。

3

对原始卷使用 vxprint 命令，以发现其 DCO 的名称：
#

4

DCONAME=‘vxprint [-g database_dg] -F%dco_name database_vol‘

对 DCO 使用 vxprint 命令，以确定其区域大小（以块为单位）：
# RSZ=‘vxprint [-g database_dg] -F%regionsz $DCONAME‘

5

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一个具有所需大小和冗余的卷 snapvol，以及一个具有
正确区域大小的即时快照 DCO 卷：
# vxassist [-g database_dg] make snapvol $LEN \
[layout=mirror nmirror=number] logtype=dco drl=no \
dcoversion=20 [ndcomirror=number] regionsz=$RSZ \
init=active [storage_attributes]

建议将 DCO 镜像的数目 (ndcomirror) 指定为与卷中的镜像数 (nmirror) 相同。
使用了属性 init=active 以使卷立即可用。可以使用存储属性指定哪些磁盘应
该用于卷。
在单个步骤中创建快照卷及其 DCO 卷的替代办法是，可以先创建卷，然后准备
它以用于即时快照操作，如下所示：
# vxassist [-g database_dg] make snapvol $LEN \
[layout=mirror nmirror=number] init=active \
[storage_attributes]
# vxsnap [-g database_dg] prepare snapvol [ndcomirs=number] \
regionsz=$RSZ [storage_attributes]

6

然后，使用下列命令创建快照：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source=database_dg/snapvol=snap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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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步骤实际上会创建快照，并设置已准备好进行备份循环的快照卷，然
后开始跟踪对原始卷的更改。
在做好创建备份的准备工作后，请继续执行步骤 1。

备份具有共享访问权限的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虽然可以从任何节点运行下列步骤中的命令，但 Symantec 建议从主节点运行它们。
备份具有共享访问权限的装入文件系统快照

1

在任何节点上，使用以下命令从原始卷刷新快照卷的内容：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fresh snapvol source=database_vol \
[snapvol2 source=database_vol2]... syncing=yes
syncing=yes 属性在背景中启动快照同步。

例如，要刷新快照 snapvol，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fresh snapvol source=database_vol \
syncing=yes

每次要备份数据时，都可以运行此命令。vxsnap refresh 命令将仅重新同步
那些自上次刷新以来已修改的区域。

2

在集群的任何节点上，使用下列命令等待快照的内容与原始卷的内容完全同
步：
# vxsnap -g database_dg syncwait snapvol

例如，要等待快照 snapvol 的同步完成，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database_dg syncwait snapvol

注意：在完成快照内容同步前，不能将快照卷移动到不同的磁盘组。您可以使
用 vxsnap print 命令检查同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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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主节点上，使用以下命令将快照卷拆分为单独的磁盘组 snapvoldg（从原始
磁盘组 database_dg 中）：
# vxdg split volumedgsnapvoldgsnapvol

例如，要将卷 database_vol 的快照放置到共享磁盘组 splitdg，请使用以下命
令：
# vxdg split database_dg splitdg snapvol

4

在主节点上，使用以下命令逐出快照卷的磁盘组：
# vxdg deport snapvoldg

例如，要逐出磁盘组 splitdg：
# vxdg deport splitdg

5

在要在其上执行备份的 OHP 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导入快照卷的磁盘组：
# vxdg import snapvoldg

例如，导入磁盘组 splitdg：
# vxdg import splitdg

6

除非将 VxVM 设置为不自动恢复，否则 VxVM 将在磁盘组导入后自动恢复卷。
检查快照卷是否最初被禁用，并在拆分后未恢复。
如果卷处于 DISABLED 状态，请在 OHP 主机上使用下列命令来恢复并重新启
动快照卷：
# vxrecover -g snapvoldg -m snapvol

例如，要启动卷 snapvol：
# vxrecover -g splitdg -m snap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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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OHP 主机上，使用下列命令检查并本地装入快照卷：
# fsck -V vxfs /dev/vx/rdsk/database_dg/database_vol
# mount -V vxfs /dev/vx/dsk/database_dg/database_volmount_point

例如，要检查并将卷 snapvol 装入磁盘组 snapvoldg 以实现装入点 /bak/mnt_pnt
上的共享访问，请使用以下命令：
# fsck -V vxfs /dev/vx/rdsk/snapvoldg/snapvol
# mount -V vxfs /dev/vx/dsk/snapvoldg/snapvol /bak/mnt_pnt

8

此时在 Symantec NetBackup 中，使用命令（例如，bpbackup）备份文件系
统。完成备份后，使用以下命令卸载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9

在脱离主机处理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逐出快照卷的磁盘组：
# vxdg deport snapvoldg

例如，要逐出 snapvoldg，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deport snapvoldg

10 在主节点上，使用以下命令将快照卷的磁盘组作为共享磁盘组重新导入：
# vxdg -s import snapvoldg

例如，要导入 snapvoldg：
# vxdg -s import snapvoldg

11 在主节点上，使用以下命令将快照卷的磁盘组与原始卷的磁盘组重新结合：
# vxdg join snapvoldgdatabase_dg

例如，要连接磁盘组 snapvoldg 与 database_dg，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join snapvoldgdatabase_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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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除非将 VxVM 设置为不自动恢复，否则 VxVM 将在结合后自动恢复卷。检查
快照卷是否最初被禁用，并在结合后未恢复。
如果卷处于 DISABLED 状态，请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下列命令来恢复并重新启
动快照卷：
# vxrecover -g database_dg -m snapvol

13 当备份完成时，使用下列命令卸载快照卷，并使其准备好内容以从主卷进行刷
新：
# umount mount_point

当同步完成时，快照已就绪，可重新用于备份。
警告：在尝试卸载快照前，请关闭快照卷中访问文件系统的所有应用程序，并
卸载所有此类文件系统。
在每次需要备份卷时重复整个过程。

根据快照卷重新同步卷
在某些情况下（如恢复已损坏卷的内容），根据快照卷（用作热备用）重新同步卷
可能会很实用。
根据快照卷重新同步卷
◆

输入以下命令：
vxsnap -g database_dg restore database_vol source=snapvol \
destroy=yes|no
destroy 属性指定是否将快照卷的 Plex 重新挂接至原始卷。例如，从快照卷

snapvol 重新同步卷 database_vol，而不删除快照卷：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store database_vol source=snapvol destroy=no

注意：在尝试从快照重新同步内容前，必须卸载在原始卷配置上配置的文件系
统。

重新挂接快照 Plex
即时快照的部分或全部 Plex 可以重新挂接到指定的原始卷，或重新挂接到快照层次
结构中位于快照卷上方的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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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不支持此操作。
默认情况下，重新挂接所有 Plex，这将删除该快照。如果需要，可以用 nmirror 属
性的值指派要重新挂接的 Plex 的数目。
注意：正在重新挂接的快照不能向任何应用程序公开。例如，必须先卸载快照卷上
配置的所有文件系统。
重新挂接快照
使用以下命令将即时快照重新挂接至指定的原始卷，或重新挂接到快照卷上快
照层次结构中的源卷：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attach snapvol source=database_vol \
[nmirror=number]

例如，以下命令将快照卷 snapvol 中的 1 个 Plex 重新挂接到卷 database_vol：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attach snapvol source=database_vol nmirror=1

在将重新挂接的 Plex 与父卷中的数据重新同步时，这些 Plex 保持在 SNAPTMP
状态。重新同步完成后，它们处于 SNAPDONE 状态。
vxsnap refresh 和 vxsnap reattach 命令的行为略有不同。
vxsnap reattach 命令可将快照卷重新挂接到其源卷，并开始将卷数据复制到快照

卷。
vxsnap refresh 命令会更新快照卷内容视图。在后台进行同步的同时，包含新内

容的更新的快照会立即可用。

使用存储检查点恢复数据库
您可以使用存储检查点实施已在 VxFS 文件系统上布置的数据库的高效备份和恢复。
存储检查点允许您将整个数据库、表空间或单独的数据库文件还原到创建存储检查
点的时间。回滚到任意存储检查点或从任意存储检查点还原通常速度非常快，因为
只需要还原已更改的数据块。
还可以装入存储检查点，从而允许执行普通文件系统操作，或者启动辅助数据库。
有关如何管理存储检查点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管理指
南》。
有关如何管理 Oracle 数据库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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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存储检查点只能用于从逻辑错误（例如，人为错误或软件故障）还原。因为
所有数据块在位于同一个物理设备，因此在磁盘故障后，不能使用存储检查点还原
文件。磁盘故障需要从在单独介质中保留的数据库文件的备份副本还原数据库。建
议结合数据冗余（例如，磁盘镜像）与存储检查点，以保护高度关键性数据免遭物
理介质故障和逻辑错误的损坏。
存储检查点要求在被创建的文件系统中具有一定的空间，并且空间大小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增长，以容纳创建的已更改的文件系统块副本。如果文件系统用尽空间，并
且没有任何能够展开文件系统和基础卷的磁盘空间，如果存储检查点是使用可移除
属性创建的，那么 VxFS 会自动删除最旧的存储检查点。

创建存储检查点
创建存储检查点，请在 VxDBA 实用程序中选择 3 Storage Checkpoint
Administration > Create New Storage Checkpoints。这可使用联机或脱机数
据库完成。
注意：要在数据库联机时创建存储检查点，则在 Oracle 中必须启用 ARCHIVELOG 模
式。在创建存储检查点期间，表空间被置于备份模式。由于建立存储检查点只需数
秒钟，因此表空间处于联机备份模式时生成的额外重做日志非常小。要优化恢复，
建议保持 ARCHIVELOG 模式启用。

警告：如果在创建存储检查点后，对数据库结构进行更改（例如添加或删除数据文
件），则会无法实现存储回滚。创建存储检查点之后，数据库控制文件的备份副本
将保存在 /etc/vx/vxdba/ORACLE_SID/checkpoint_dir 目录下。如有必要，可以
使用该文件帮助进行数据库恢复。如果可能，将创建控制文件的 ASCII 和二进制副
本，并对二进制版本进行压缩以节省空间。在尝试使用这些控制文件恢复您的数据
库时应务必小心。建议每当您调整数据库时删除旧的存储检查点并创建新的存储检
查点。

还原数据库
例如，在发生逻辑错误后，在此部分中的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存储检查点还原数据
库。
还原数据库

1

确保数据库脱机。您能使用 VxDBA 实用程序显示数据库及其表空间的状态，
并关闭数据库：
■

选择 2 Display Database/VxDBA Information，访问显示状态信息的菜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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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1 Database Administration > Shutdown Database Instance，
关闭数据库。

2

在 VxDBA 实用程序选择 4 Storage Rollback Administration > Roll Back
the Database to a Storage Checkpoint，并选择适当的存储检查点。这会
将数据库使用的除重做日志和控制文件外的所有数据文件，还原到创建状态存
储检查点时的状态。

3

在 VxDBA 实用程序中选择 1 Database Administration > Startup Database
Instance，启动但不要打开数据库实例。

4

使用下列命令之一执行数据库的不完整介质恢复：
■

恢复数据库，直到停止恢复：
recover database until cancel;
...
alter database [database] recover cancel;

■

将数据库恢复到指定系统更改编号 scn 前的时间点：
recover database until change scn;

■

将数据库恢复到指定时间：
recover database until time ’yyyy-mm-dd:hh:mm:ss’;

■

使用备份控制文件将数据库恢复到指定时间：
recover database until time ’yyyy-mm-dd:hh:mm:ss’ \
using backup controlfile;

注意：当发生错误时进行查找，检查 ../bdump/alert*.log 文件。
有关数据库恢复的完整和详细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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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要在不完整介质恢复后打开数据库，请使用以下命令：
alter database open resetlogs;

注意：在不完整介质恢复后，需要使用 resetlogs 选项重置日志序列。请记
住，在日志重置后，执行完全数据库备份并创建另一个存储检查点。

6

执行完全数据库备份，使用 VxDBA 实用程序，将数据库回滚到的存储检查点
之前创建的所有现有存储检查点删除。对于存储回滚，不会再使用这些存储检
查点。如有必要，请使用 VxDBA 实用程序删除早期的存储检查点，并创建新
的存储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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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NetBackup 环境中的备份
和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NetBackup 备份和还原 Sybase

■

关于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备份和还原 Sybase 的 Quick I/O 文件

■

在 SFHA Solutions 产品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关于使用 NetBackup 备份和还原 Sybase
Veritas NetBackup for Sybase 未包括在标准 Veritas Database Edition 中。此处包
含的信息仅供参考。
Veritas NetBackup for Sybase 将 Sybase 备份服务器的数据库备份和恢复功能与
NetBackup 的备份和恢复管理功能相集成。
Veritas NetBackup 使用 Sybase API 为 Sybase 数据服务器提供高性能备份和还原。
使用 Veritas NetBackup，可以为网络上的 Sybase ASE 数据服务器（NetBackup 客
户端）设置自动的、无人参与的备份计划。这些备份可以是完全数据库转储或增量
备份（事务日志），由 NetBackup 服务器管理。也可以手动备份数据服务器。Sybase
dump 和 load 命令用于执行备份和还原。
Veritas NetBackup 提供图形用户界面和菜单驱动的用户界面以适合您的需求。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NetBackup System Administrator's Guide for UNIX
（《Veritas NetBackup 系统管理指南 - U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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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备份和还原 Sybase 的
Quick I/O 文件
在备份文件时，Veritas NetBackup 不遵循符号链接。典型备份管理应用程序按此
种方式设计，可避免重复备份相同数据。如果在要备份的文件列表中同时包含有链
接及其所指向的文件，则会发生这种情况。
Quick I/O 文件包含两个组件：一个是分配有空间的隐藏文件，另一个是指向该隐
藏文件 Quick I/O 接口的链接。由于 NetBackup 不遵循符号链接，所以必须在要备
份的文件列表中指定 Quick I/O 链接及其隐藏文件。
在 db01 目录中查看所有文件及其属性：
$ ls -la /db01
total 2192
drwxr-xr-x

2 root

root

96

Oct 20 17:39

drwxr-xr-x

9 root

root

8192

-rw-r--r--

1 db2

dba

1048576

lrwxrwxrwx
1 db2
.dbfile::cdev:vxfs:

dba

22

.

Oct 20 17:39
Oct 20 17:39

Oct 20 17:39

..
.dbfile

dbfile ->\

在上面示例中，必须在备份类文件列表中同时包含符号链接 dbfile 和隐藏文件
.dbfile。
如果想要备份目录中的所有 Quick I/O 文件，可以通过仅指定要备份的目录来简化
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每个 Quick I/O 文件中的两个组件都将得到适当地备份。一
般来说，应指定要备份的目录，除非只想备份那些目录中的某些文件，而不是所有
文件。
当还原 Quick I/O 文件时，如果已经有符号链接和隐藏文件，则 NetBackup 将从备
份映像对两个组件进行还原。如果丢失了其中一个组件，或者两个组件都丢失，则
NetBackup 将根据需要进行创建或重写。

在 SFHA Solutions 产品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通过对 SFHA Solutions 产品和 NetBackup 进行如下集成，可提高结合使用这两者
的简便性和效率：
■

对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进行集群

■

使用 NetBackup 备份和恢复 VxVM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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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进行集群
要使 NetBackup 主服务器在集群环境中具有高可用性，请按以下过程操作。
使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介质和进程具有高可用性

1

2

验证 NetBackup 和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的版本是否兼容。NetBackup 集群
兼容性列表中提供了详细组合信息：
■

有关 NetBackup 7.x 集群兼容性：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TECH126902。

■

有关 NetBackup 6.x 集群兼容性：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TECH43619。

■

有关 NetBackup 5.x 集群兼容性：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TECH29272。

■

有关 NetBackup 兼容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landing&key=15145

对主服务器进行集群的步骤因 NetBackup 的版本不同而异。有关说明，请参见
相应的 NetBackup 指南。
■

对于 NetBackup 7.x：
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Clustered Master Server Administrator's Guide
（《Symantec NetBackup 集群主服务器管理指南》）
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3679。

■

对于 NetBackup 7.0.1：
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Clustered Master Server Administrator's Guide
7.0.1（《Symantec NetBackup 集群主服务器管理指南 7.0.1》）
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135520。

■

对于 NetBackup 7.0：
请参见 NetBackup High Availability Guide 7.0（《NetBackup 高可用性指
南 7.0》）
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127045。

■

对于 NetBackup 6.5：
请参见 NetBackup High Availability Guide 6.5（《NetBackup 高可用性指
南 6.5》）
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2835。

■

有关 NetBackup 文档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landing&key=1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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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VCS 资源和 NetBackup 进程的稳健性

1

验证能否使 Netbackup 主服务器联机。

2

验证能否使 Netbackup 主服务器脱审。

3

验证能否监视所有 NetBackup 资源。

使用 NetBackup 备份和恢复 VxVM 卷
要使 NetBackup 能够备份 VxVM 卷上的对象，请按以下过程操作。此过程使用
VxVM 卷执行即时恢复 (IR)。
使用 NetBackup 备份 VxVM 卷中的对象

1

创建一个包含六个磁盘的 VxVM 磁盘组。磁盘的数量可能因卷大小、磁盘大
小、卷布局和快照方法而异。
如果运行此测试的系统是集群系统，请使用 -s 选项创建共享磁盘组。
# vxdg -s init database_dg disk1 disk2 disk3 \
disk4 disk5 disk6

2

创建一个大小为 10 GB 或磁盘的最大大小（取两者中的较大者）的镜像条带
VxVM 卷。
# vxassist -g database_dg make vol_name 10G \
layout=mirror-stripe init=active
# vxvol -g database_dg set fastresync=on vol_name
# vxassist -g database_dg snapstart nmirror=1 vol_name

注意：快照有三种类型：镜像快照、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和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该示例使用即时恢复 (IR) 快照。有关快照创建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 7.1 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Administrator's Guide（《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的第 104-107 页。
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3661。

3

在该卷上生成文件系统。

4

在该卷上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如果 VxVM 卷是集群卷，请使用 -o cluster 选项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5

将 VxFS 文件系统填充到所需级别。例如，可以填充到 95% 满，或者填充到适
合您的文件系统的任何级别。

6

存储这些文件的 cksu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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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卸载 VxFS 文件系统。

8

启用以下“Advanced Client (高级客户端)”选项：

9

■

“Perform Snapshot Backup (执行快照备份)”。

■

将“Advanced Snapshot Options (高级快照选项)”设置为 vxvm。

■

启用“Retain snapshots for instant recovery (保留快照以便即时恢复)”。

使用 NetBackup 策略备份 VxVM 卷。
请参见 7.1 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Administrator's Guide（《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的第 98-101 页。
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3661。

使用 NetBackup 恢复 VxVM 卷
要使 NetBackup 能够恢复 VxVM 卷上的对象，请按以下过程操作。此过程使用
VxVM 卷执行即时恢复 (IR)。
使用 NetBackup 恢复 VxVM 卷中的对象

1

将 VxVM 卷初始化为 0。

2

将 VxVM 卷恢复为新初始化的 VxVM 卷。

3

在空的 VxVM 卷上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4

根据恢复的文件验证 cksum(1)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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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脱离主机处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Storage Foundation 脱离主机处理方法

■

使用副本数据库提供决策支持

■

什么是脱离主机处理？

■

关于使用 VVR 进行脱离主机处理

Storage Foundation 脱离主机处理方法
尽管备份和恢复是 Storage Foundation 时间点副本方法的重要用例，但它们也可用
于以下用途：
■

定期分析（挖掘）生产数据

■

预测性假设分析

■

针对实际数据测试软件

■

诊断和解决应用程序或数据库问题

脱离主机处理用例通常需要生产数据集的一致映像，这一点与备份用例类似。它们
与备份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

访问模式
备份是一种只读活动，而大多数脱离主机处理活动则会更新它们处理的数据。
因此，快照文件系统对于脱离主机处理用途的实用性有限。

■

多次使用
备份对每个源数据映像使用一次，随后便可以丢弃快照。对于其他用例，通常
需要对同一数据集执行多次试验。可以同时创建生产数据的存储检查点快照和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此工具可为探索应用提供相同的数据映像，而且几乎不会
增加开销。可以针对包含所需数据集状态的快照的多个快照运行测试，而不是
对所需数据集状态的快照进行破坏性测试。每次测试后，可以删除使用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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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原始快照包含原有起始状态。可以使用相同数据开始任意次数的测试或分析，
从而为评估提供可比较的备选项。所有此类测试均可在生产应用程序处理活动
数据的同时运行。
■

计划
备份通常是定期计划的活动，以便于计划存储和 I/O 容量需求，而快照的其他应
用则必须在几乎或完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运行。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和优化空间
即时快照以及存储检查点可以提供立即可访问的快照，因此比较适合此类应用。

Storage Foundation 数据分析和脱离主机处理用例示例：
■

决策支持

■

使用 VVR 来激活辅助节点

使用副本数据库提供决策支持
您可以在指定时刻使用主节点数据库的快照创建副本数据库。然后可以实施决策支
持分析和报告生成操作，这些操作从数据库副本而不是主节点数据库中获取相关数
据。借助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快速重新同步功能，您可使用主节点
数据库的最新信息快速刷新数据库副本。还可以通过缩短更新决策支持数据所用的
时间来更频繁地生成分析报告。
下面介绍了这两种方法，为决策支持创建副本数据库：
■

请参见第 98 页的“在同一台主机上创建副本数据库”。

■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创建脱离主机副本数据库”。

注意：所有命令都要求用户具有超级用户 (root) 权限或与之等效的权限，除非明确
指出该命令必须由数据库管理员运行。

在同一台主机上创建副本数据库
图 9-1 显示了一个示例，其中包含要备份的主节点数据库卷，dbase_vol 和
dbase_logs，它们在挂接到控制器 c1 和 c2 的磁盘上进行配置，而快照则在挂接到
控制器 c3 和 c4 的磁盘上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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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节点主机上决策支持的系统配置示例

图 9-1

数据库的主节点主机

本地
磁盘
控制器
c1

c2

在这些磁盘上创建
数据库卷

c3

c4

磁盘阵列

在这些磁盘上创建
快照卷

在主节点主机上设置决策支持的副本数据库
■

准备快照（完整空间或优化空间）。
请参见第 67 页的“准备用于备份的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

为待备份数据库文件的 VxFS 文件系统所在的卷创建快照镜像。

■

制作数据库副本。

■

所有命令都要求用户具有超级用户 (root) 权限或与之等效的权限。

99

100

脱离主机处理
使用副本数据库提供决策支持

为副本数据库做准备
在主节点主机上准备用于副本数据库的快照

1

如果您不准备这样做，则准备主机来使用包含数据库表副本的快照卷。安装初
始化数据库所需的所有新数据库日志和配置文件。

2

使用以下命令，通过断开原始卷中的 Plex 来创建表空间卷的完整空间快照
snapvol：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
source=volume/newvol=snapvol/nmirror=N
nmirror 属性指定了快照卷中镜像的数量 N。

如果卷没有任何可用 Plex，或者其布局不支持 Plex 断开，则为快照准备一个
空卷。

3

对原始卷使用 vxprint 命令，确定所需的快照卷大小。
# LEN=‘vxprint [-g diskgroup] -F%len volume‘

注意：此步骤和后续步骤中显示的命令假定您正在使用 Bourne 类型的 shell，
如 sh、ksh 或 bash。对于其他 shell（如 csh 或 tcsh），可能需要修改这里给
出的命令。 这些步骤仅适用于即时快照 DCO。

4

对原始卷使用 vxprint 命令，以发现其 DCO 的名称：
#

5

DCONAME=‘vxprint [-g diskgroup] -F%dco_name volume‘

对 DCO 使用 vxprint 命令，以确定其区域大小（以块为单位）：
# RSZ=‘vxprint [-g diskgroup] -F%regionsz $DCONAME‘

6

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一个具有所需大小和冗余的卷 snapvol。可以使用存
储属性指定哪些磁盘应用于卷。init=active 属性使卷立即可用。
# vxassist [-g diskgroup] make snapvol $LEN \
[layout=mirror nmirror=number] init=active \
[storage_attrib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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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为即时快照操作准备快照卷，如下所示：
# vxsnap [-g diskgroup] prepare snapvol [ndcomirs=number] \
regionsz=$RSZ [storage_attributes]

建议将 DCO 镜像的数目 (ndcomirror) 指定为与卷中的镜像数 (nmirror) 相同。

8

要创建快照，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source=volume/snapvol=snapvol

如果数据库跨越多个卷，可以指定所有卷和它们的快照卷作为同一条线路上的
单独元组，例如：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
source=vol1/snapvol=svol1/nmirror=2 \
source=vol2/snapvol=svol2/nmirror=2 \
source=vol3/snapvol=svol3/nmirror=2

如果您想要节省磁盘空间，可以使用下列命令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
source=volume/newvol=snapvol/cache=cacheobject

参数 cacheobject 是在磁盘组中创建的用于优化空间快照的已有缓存名称。要
创建缓存对象，请按照步骤 9 到 12 执行操作。
如果同时创建多个优化空间快照，那么这些快照可以全部指定同一个缓存对
象，如以下示例所示：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
source=vol1/newvol=svol1/cache=dbaseco \
source=vol2/newvol=svol2/cache=dbaseco \
source=vol3/newvol=svol3/cache=dbaseco

9

决定要分配给位于缓存对象之下的缓存卷的以下特性：
■

缓存卷的大小应该足够大，以便记录在刷新快照的间隔时间对父卷进行的
更改。如果刷新间隔为 24 小时，则建议将此值设置为父卷总大小的 10%。

■

如果冗余是所需的缓存卷特性，则应该镜像缓存卷。这将使该缓存卷所需
的空间随该卷的镜像数成比例增大。

■

如果镜像了缓存卷，则需要在多个磁盘上占用空间，所使用的磁盘数至少
应等于缓存卷所具有的镜像数。这些磁盘不应该与用于存储父卷的磁盘相
同。选择这些磁盘时还应该避免影响关键卷的 I/O 性能或阻碍磁盘组的拆分
和结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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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决定了它的特性后，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用于缓存卷的卷。以下示例在磁
盘 disk16 和 disk17 上的磁盘组 mydg 中创建一个大小为 1 GB 的镜像缓存卷
cachevol：
# vxassist -g mydg make cachevol 1g layout=mirror \
init=active disk16 disk17

指定了属性 init=active 以使缓存卷立即可用。

11 使用 vxmake
#

cache 命令在上述步骤中创建的缓存卷之上创建缓存对象：

vxmake [-g diskgroup] cache cache_object \

cachevolname=volume [regionsize=size] [autogrow=on] \
[highwatermark=hwmk] [autogrowby=agbvalue] \
[maxautogrow=maxagbvalue]]

如果指定区域大小，则必须是 2 的乘方，并且必须大于或等于 16 KB (16k)。如
果未指定，则缓存的区域大小设置为 64 KB。
注意：所有共享缓存的优化空间快照的区域大小必须相等，或者必须是设置的
缓存区域大小的整数倍。如果原始卷的区域大小小于缓存的区域大小，快照创
建也会失败。
如果不允许缓存大小根据需要增加，请指定 autogrow=off。默认情况下，缓
存大小自动增加的功能是打开的。
以下示例在缓存卷 cachevol 之上创建缓存对象 cobjmydg，该缓存的区域大小
设置为 32KB，并且启用了 autogrow 功能：
# vxmake -g mydg cache cobjmydg cachevolname=cachevol \
regionsize=32k autogrow=on

12 创建缓存对象后，使用下面的命令启用该对象：
# vxcache [-g diskgroup] start cache_object

例如，要启动缓存对象 cobjmydg，可使用下面的命令：
# vxcache -g mydg start cobjmydg

注意：此步骤设置快照卷，并开始跟踪对原始卷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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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副本数据库
快照准备完毕后，便可以创建副本数据库了。
创建副本数据库

1

如果要备份的卷包含文件系统中的数据库表，则挂起对卷的更新：
Sybase ASE 从版本 12.0 开始，提供了 Quiesce 功能，允许临时挂起对数据库
的写入操作。请以 Sybas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使用脚本使数据库进入 quiesce
模式，如示例所示。
#!/bin/ksh
#
# script: backup_start.sh
#
# Sample script to quiesce example Sybase ASE database.
#
# Note: The “for external dump” clause was introduced in Sybase
# ASE 12.5 to allow a snapshot database to be rolled forward.
# See the Sybase ASE 12.5 document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isql -Usa -Ppassword -SFMR <<!
quiesce database tag hold database1[, database2]... [for
external dump]
go
quit
!

如果您正在使用 Sybase ASE 12.5，则可以向 quiesce 命令指定 for external
dump 子句。此热备用方法允许使用从主节点数据库转储的事务处理日志来更新
副本数据库。
请参见第 115 页的“更新热备用 Sybase ASE 12.5 数据库”。

2

使用下列命令从原始卷刷新快照卷的内容：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fresh snapvol source=vol \
[snapvol2 source=vol2]...

例如，刷新快照卷 svol1、svol2 与 svol3：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fresh svol1 source=vol1 \
svol2 source=vol2 svol3 source=v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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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在步骤 1 中临时挂起了对卷的更新，请执行下列步骤。
从挂起、热备份或者 quiesce 模式释放所有表空间或数据库：
请以 Sybas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使用脚本将数据库从 quiesce 模式中释放，如
示例所示。
#!/bin/ksh
#
# script: backup_end.sh
#
# Sample script to release example Sybase ASE database from
# quiesce mode.
isql -Usa -Ppassword -SFMR <<!
quiesce database tag release
go
quit
!

如果您正在使用 Sybase ASE 12.5，则可以向 quiesce 命令指定 for external
dump 子句。此热备用方法允许使用从主节点数据库转储的事务处理日志来更新
副本数据库。
请参见第 115 页的“更新热备用 Sybase ASE 12.5 数据库”。

4

对于包含表空间的各个快照卷，使用下列命令检查它所包含的文件系统，并装
入卷：
# fsck -V vxfs /dev/vx/rdsk/diskgroup/snapvol
# mount -V vxfs /dev/vx/dsk/diskgroup/snapvol
mount_point

例如，要在快照卷 snap1_dbase_vol 中检查文件系统，并将其装入到
/rep_dbase_vol 上：
# fsck -V vxfs /dev/vx/rdsk/database_dg/snap1_dbase_vol
# mount -V vxfs /dev/vx/dsk/database_dg/snap1_dbase_vol \
/rep_dbase_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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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所有所需日志文件从主节点数据库复制到副本数据库。
对于 Sybase ASE 数据库，如果当对数据库进行 quiesced 时指定了 for
external dump 子句，请以数据库管理员身份使用下列 isql 命令为数据库转
储事务处理日志：
dump transaction to dump_device with standby_access

然后将转储的事务处理日志复制到相应的数据库目录。

6

请以数据库管理员身份启动新的数据库：
■

对于 Sybase ASE 数据库，使用如示例所示的脚本。
#!/bin/ksh
#
# script: startdb.sh <list_of_database_volumes>
#
# Sample script to recover and start replica Sybase ASE
# database.
# Import the snapshot volume disk group.
vxdg import $snapvoldg
# Mount the snapshot volumes (the mount points must already
# exist).
for i in $*
do
fsck -V vxfs /dev/vx/rdsk/$snapvoldg/snap_$i
mount -V vxfs /dev/vx/dsk/$snapvoldg/snap_$i \
${rep_mnt_point}/$i
done
#
#
#
#

Start the replica database.
Specify the -q option if you specified the "for external
dump" clause when you quiesced the primary database.
See the Sybase ASE 12.5 document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ybase/ASE-12_5/bin/dataserver \
[-q] \
-sdatabase_name \
-d /sybevm/master \
-e /sybase/ASE-12_5/install/dbasename.log \
-M /sybase

105

106

脱离主机处理
使用副本数据库提供决策支持

# Online the database. Load the transaction log dump and
# specify “for standby_access” if you used the -q option
# with the dataserver command.
isql -Usa -Ppassword -SFMR <<!
[load transaction from dump_device with standby_access
go]
online database database_name [for standby_access]
go
quit
!

如果您使用热备用方法，请为 dataserver 命令指定 -q 选项。使用下列
isql 命令加载事务处理日志的转储，并使数据库联机：
load transaction from dump_device with standby_access
online database database_name for standby_access

如果您不使用热备用方法，请使用下列 isql 命令恢复数据库，将所有未提
交的事务处理时间回滚到 quiesce 命令发出时的时间，并使数据库联机：
online database database_name

当您想要重新同步快照与主节点数据库时，关闭副本数据库，卸载快照卷，
并返回步骤 1，以从原始卷刷新快照内容。

创建脱离主机副本数据库
图 9-2 显示了一个示例，其中包含要备份的主节点数据库卷，dbase_vol 和
dbase_logs，它们在挂接到控制器 c1 和 c2 的磁盘上进行配置，而快照则在挂接到
控制器 c3 和 c4 的磁盘上创建。
对于能够访问包含主节点数据库卷的磁盘的脱离主机处理主机没有任何要求。
注意：如果数据库是在集群共享磁盘组中的卷上进行配置的，则我们假设数据库的
主节点主机 (primary host) 是该集群的主节点 (master node)。如果主节点主机
(primary host) 也不是主节点 (master node)，则对共享磁盘组进行的所有 VxVM 操
作都必须在主节点 (master node) 上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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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系统配置为脱离主机决策支持

图 9-2

网络

数据库的主节点主机

OHP 主机

本地
磁盘

本地
磁盘

OHP
主机的本地磁盘上创建的
卷用于副本数据库的日志
和配置文件

控制器
c1

c2

控制器
c3

主节点主机可对在这些磁
盘上创建的卷进行访问

c4

c1

磁盘阵列

c2

c3

c4

这两种主机均可对在这些磁盘
上创建的快照卷进行访问

在另一个主机上设置提供决策支持的副本数据库
■

准备完整空间快照。
请参见第 68 页的“准备用于数据库备份的优化空间快照”。

■

为待备份数据库文件的 VxFS 文件系统所在的卷创建快照镜像。

■

制作数据库副本。

■

所有命令都要求用户具有超级用户 (root) 权限或与之等效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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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副本数据库以提供脱离主机的决策支持
设置副本数据库以提供脱离主机的决策支持

1

如果未完成此操作，请为脱离主机处理主机做好使用包含数据库表副本的快照
卷的准备。安装初始化数据库所需的所有新数据库日志和配置文件。

2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下列命令，通过从原始卷断开 Plex 来获取表空间卷的完
整空间快照 snapvol：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
source=volume/newvol=snapvol/nmirror=N
nmirror 属性指定快照卷中镜像的数量 N。

如果卷没有任何可用 Plex，或者其布局不支持 Plex 断开，则为快照准备一个
空卷。
然后，使用下列命令创建快照：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source=volume/snapvol=snapvol

如果数据库跨越多个卷，可以指定所有卷和它们的快照卷作为同一条线路上的
单独元组，例如：
# vxsnap -g database_dg make source=vol1/snapvol=svol1 \
source=vol2/snapvol=svol2 source=vol3/snapvol=svol3

注意：此步骤设置快照卷，并开始跟踪对原始卷的更改。
在做好创建副本数据库的准备工作后，请继续执行步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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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备份的卷包含文件系统中的数据库表，则挂起对卷的更新：
Sybase ASE 从版本 12.0 开始，提供了 Quiesce 功能，允许临时挂起对数据库
的写入操作。请以 Sybas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使用脚本使数据库进入 quiesce
模式，如示例所示。
#!/bin/ksh
#
# script: backup_start.sh
#
# Sample script to quiesce example Sybase ASE database.
#
# Note: The “for external dump” clause was introduced in Sybase
# ASE 12.5 to allow a snapshot database to be rolled forward.
# See the Sybase ASE 12.5 document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isql -Usa -Ppassword -SFMR <<!
quiesce database tag hold database1[, database2]... [for external dump]
go
quit
!

如果您正在使用 Sybase ASE 12.5，则可以向 quiesce 命令指定 for external
dump 子句。此热备用方法允许使用从主节点数据库转储的事务处理日志来更新
副本数据库。
请参见第 115 页的“更新热备用 Sybase ASE 12.5 数据库”。

4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下列命令从原始卷刷新快照卷的内容：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fresh snapvol source=vol \
[snapvol2 source=vol2]... syncing=yes
syncing=yes 属性在背景中启动快照同步。

例如，刷新快照卷 svol1、svol2 与 svol3：
# vxsnap -g database_dg refresh svol1 source=vol1 \
svol2 source=vol2 svol3 source=v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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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在步骤 3 中临时挂起了对卷的更新，请从挂起、热备份或 quiesce 模式释
放所有表空间或数据库。
请以 Sybas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使用脚本将数据库从 quiesce 模式中释放，如
示例所示。
#!/bin/ksh
#
# script: backup_end.sh
#
# Sample script to release example Sybase ASE database from
quiesce mode.
isql -Usa -Ppassword -SFMR <<!
quiesce database tag release
go
quit
!

6

使用下列命令等待快照内容与原始卷内容完全同步：
# vxsnap -g database_dg syncwait snapvol

例如，要等待为所有快照 svol1、svol2 和 svol3 完成同步，您应发出三个不
同的命令：
# vxsnap -g database_dg syncwait svol1
# vxsnap -g database_dg syncwait svol2
# vxsnap -g database_dg syncwait svol3

注意：在完成快照内容同步前，不能将快照卷移动到不同的磁盘组。您可以使
用 vxsnap print 命令检查同步进度。

7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从原始磁盘组 database_dg 将包含快照卷的磁
盘拆分为单独的磁盘组 snapvoldg：
# vxdg split database_dg snapvoldgsnapvol ...

例如，将快照卷从 database_dg 中拆分出来：
# vxdg split database_dg snapvoldg svol1 svol2 sv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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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逐出快照卷的磁盘组：
# vxdg deport snapvoldg

9

在要设置副本数据库的脱离主机处理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导入快照卷的磁盘
组：
# vxdg import snapvoldg

10 除非将 VxVM 设置为不自动恢复，否则 VxVM 将在磁盘组导入后自动恢复卷。
检查快照卷是否最初被禁用，并在拆分后未恢复。
如果卷处于 DISABLED 状态，请在脱离主机处理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恢复并重
新启动快照卷：
# vxrecover -g snapvoldg -m snapvol ...

11 在脱离主机处理主机上，针对包含表空间的每个快照卷，使用以下命令检查其
包含的文件系统，并装入卷：
# fsck -V vxfs /dev/vx/rdsk/diskgroup/snapvol
# mount -V vxfs /dev/vx/dsk/diskgroup/snapvol
mount_point

例如，检查在快照卷 snap1_dbase_vol 中的文件系统，并将其装入
/rep/dbase_vol：
# fsck -V vxfs /dev/vx/rdsk/snapvoldg/snap1_dbase_vol
# mount -V vxfs /dev/vx/dsk/snapvoldg/snap1_dbase_vol \
/rep/dbase_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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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将所有所需日志文件从主节点主机复制到脱离主机处理主机。
对于主节点主机上的 Sybase ASE 数据库，如果当对数据库进行 quiesced 时指
定了 for external dump 子句，请以数据库管理员身份使用下列 isql 命令为
数据库转储事务处理日志：
dump transaction to dump_device with standby_access

然后将转储的事务日志复制到脱离主机处理主机上适当的数据库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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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请以数据库管理员身份启动新的数据库：
对于 Sybase ASE 数据库，使用如示例所示的脚本。
#!/bin/ksh
#
# script: startdb.sh <list_of_database_volumes>
#
# Sample script to recover and start replica Sybase ASE
# database.
# Import the snapshot volume disk group.
vxdg import $snapvoldg
# Mount the snapshot volumes (the mount points must already
# exist).
for i in $*
do
fsck -V vxfs /dev/vx/rdsk/$snapvoldg/snap_$i
mount -V vxfs /dev/vx/dsk/$snapvoldg/snap_$i \
${rep_mnt_point}/$i
done
# Start the replica database.
# Specify the -q option if you specified the "for external
dump" clause when you quiesced the primary database.
# See the Sybase ASE 12.5 document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ybase/ASE-12_5/bin/dataserver \
[-q] \
-sdatabase_name \
-d /sybevm/master \
-e /sybase/ASE-12_5/install/dbasename.log \
-M /sybase
# Online the database. Load the transaction log dump and
# specify “for standby_access” if you used the -q option
# with the dataserver command.
isql -Usa -Ppassword -SFMR <<!
[load transaction from dump_device with standby_access
go]

113

114

脱离主机处理
使用副本数据库提供决策支持

online database database_name [for standby_access]
go
quit
!

如果您使用热备用方法，请为 dataserver 命令指定 -q 选项。使用下列 isql
命令加载事务处理日志的转储，并使数据库联机：
load transaction from dump_device with standby_access
online database database_name for standby_access

如果您不使用热备用方法，请使用下列 isql 命令恢复数据库，将所有未提交
的事务处理时间回滚到 quiesce 命令发出时的时间，并使数据库联机：
online database database_name

重新同步数据与主节点主机
此过程描述了如何重新同步快照中的数据与主节点主机。
重新同步快照与主节点数据库

1

在脱离主机处理主机上，关闭副本数据库，然后使用以下命令卸载各个快照
卷：
# umount mount_point

2

在脱离主机处理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逐出快照卷的磁盘组：
# vxdg deport snapvoldg

3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导入快照卷的磁盘组：
# vxdg [-s] import snapvoldg

注意：如果您正在重新导入磁盘组，以使其重新加入集群中的共享磁盘组，请
指定 -s 选项。

4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以下命令将快照卷的磁盘组与原始卷的磁盘组重新结
合：
# vxdg join snapvoldgdatabase_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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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非将 VxVM 设置为不自动恢复，否则 VxVM 将在结合后自动恢复卷。检查
快照卷是否最初被禁用，并在结合后未恢复。
如果卷处于 DISABLED 状态，请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下列命令来恢复并重新启
动快照卷：
# vxrecover -g database_dg -m snapvol

6

使用“创建脱离主机副本数据库”中的步骤可重新同步快照并使该快照在脱离
主机处理主机上再次可用。
现在快照可用于备份或其他决策支持应用程序。

更新热备用 Sybase ASE 12.5 数据库
如果在使主节点数据库进入 quiesced 模式时指定了 for external dump 子句，并
通过向 dataserver 命令指定 -q 选项来启动副本数据库，则可以使用事务处理日志
更新副本数据库。
更新副本数据库

1

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下列 isql 命令转储数据库的事务处理日志：
dump transaction to dump_device with standby_access

将事务日志转储复制到脱离主机处理主机上适当的数据库目录。

2

在脱离主机处理主机上，使用以下 isql 命令加载新的事务日志：
load transaction from dump_device with standby_access

3

在脱离主机处理主机上，使用以下 isql 命令使数据库联机：
online database database_name for standby_access

重新挂接快照 Plex
即时快照的部分或全部 Plex 可以重新挂接到指定的原始卷，或重新挂接到快照层次
结构中位于快照卷上方的源卷。
注意：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不支持此操作。
默认情况下，重新挂接所有 Plex，这将删除该快照。如果需要，可以用 nmirror 属
性的值指派要重新挂接的 Plex 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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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正在重新挂接的快照不能向任何应用程序公开。例如，必须先卸载快照卷上
配置的所有文件系统。
重新挂接快照
◆

通过使用以下命令，可以将即时快照的部分或全部 Plex 重新挂接到指定的原始
卷，或重新挂接到快照卷上快照层次结构中的源卷：
# vxsnap [-g diskgroup] reattach snapvol source=vol \
[nmirror=number]

例如，以下命令将快照卷 snapmyvol 中的 1 个 Plex 重新挂接到卷 myvol：
# vxsnap -g mydg reattach snapmyvol source=myvol nmirror=1

在将重新挂接的 Plex 与父卷中的数据重新同步时，这些 Plex 保持在 SNAPTMP
状态。重新同步完成后，它们处于 SNAPDONE 状态。

什么是脱离主机处理？
脱离主机处理在运行应用程序以外的主机上对应用程序数据执行操作。典型操作包
括决策支持系统 (DSS) 和备份。在 VVR 环境中，可在复制数据集的辅助节点上执行
脱离主机处理操作。这样将会减少应用程序服务器（即主节点）上的负载。
辅助节点上的数据访问模型是从 RVG 的每个数据卷中断开镜像，执行镜像操作，
然后在进行复制时重新挂接镜像。

关于使用 VVR 进行脱离主机处理
本章说明如何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进行脱离主
机处理。 通过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带内控制 (IBC) 消息传送功能
和快速重新同步 (FMR) 功能一起使用，以及其与 VVR 的集成，您可以在复制卷组
(RVG) 级别创建应用程序一致的快照。 这样，您便可以在辅助节点主机上执行脱离
主机处理。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 vradmin ibc 命令执行脱离主机处理操作。 您也可以使用 vxibc
命令执行脱离主机处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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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测试环境

■

创建测试环境

■

刷新测试环境

关于测试环境
有时需要对生产数据的副本进行一些测试或开发。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这些环境
与生产环境隔离。因为这样做可使测试或开发环境不会与生产环境相互干扰。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可提供一种非常有效且颇具成本效益的机制，根据生产数据的
副本同时创建多种测试设置。此过程不会影响生产应用程序的性能，同时可提供全
面的隔离。

创建测试环境
在设置测试或开发环境之前，必须已在应用程序磁盘组中创建一个生产应用程序
卷。
为测试环境做准备
◆

准备用于快照操作的应用程序数据卷
# vxsnap -g appdg prepare appvol

创建测试环境

1

标识要创建断开快照的磁盘。这些磁盘不需要来自与应用程序卷相同的阵列。
这些磁盘必须对将运行测试/开发环境的主机可见。

2

使用这些磁盘创建镜像断开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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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镜像以创建断开快照。此步骤将应用程序卷数据复制到添加的用于创
建快照的新镜像。
# vxsnap -g appdg addmir appvol alloc=<sdisk1,sdisk2,...>

■

创建快照。
# vxsnap -g appdg make src=appvol/nmirror=1/new=snapvol

拆分包含镜像断开快照的磁盘组。

3

# vxdg split appdg testdevdg snapvol

从生产应用程序主机逐出磁盘组。

4

# vxdg deport testdevdg

在将要运行测试环境的主机上导入 testdev 磁盘组。

5

# vxdg import testdevdg

此步骤完成后，testdevdg 磁盘组中现有的 snapvol 便已做好用于测试或开发的
准备。如果需要，还可以通过采用上述方法创建 snapvol 的快照，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的 Flashsnap 功能创建 snapvol 的多个副本。

刷新测试环境
测试或开发环境可能需要定期与当前生产数据重新同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的 Flashsnap 功能可以高效实现这一目标。
刷新测试环境

1

将 testdevdg 磁盘组从测试环境中逐出。此步骤需要在测试环境中停止使用
snapvol。
# vxdg deport testdevdg

2

将 testdevdg 导入生产环境。
# vxdg import testdevdg

3

将 snapvol 重新挂接到 appvol 以同步当前生产数据。请注意，此同步效率很
高，因为它仅复制已更改的数据。
# vxsnap -g appdg snapvol source=app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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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需要重新设置 testdevdg 环境时，请重新创建断开快照。
# vxsnap -g appdg make src=appvol/nmirror=1/new=snapvol

5

拆分包含镜像断开快照的磁盘组。
# vxdg split appdg testdevdg snapvol

6

从生产应用程序主机逐出磁盘组。
# vxdg deport testdevdg

7

在将要运行测试环境的主机上导入 testdev 磁盘组。
# vxdg import testdevdg

此步骤完成后，testdevdg 中存在的 snapvol 已准备用于测试或开发目的。
此外，还可以创建更多的 snapvol 快照，以便使用同一快照创建更多测试或开发环
境。为此，可以使用以下机制：
■

镜像断开快照
请参见第 67 页的“准备用于备份的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

优化空间快照
请参见第 68 页的“准备用于数据库备份的优化空间快照”。

■

Veritas File System 存储检查点
请参见第 87 页的“创建存储检查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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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创建文件的时间点副本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 FileSnap 创建文件的时间点副本

使用 FileSnap 创建文件的时间点副本
使用 FileSnap 获取最佳性能的关键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写入时复制开销。通过启用
“迟缓写入时复制”功能可达到此目的。“迟缓写入时复制”功能易于启用，通常
会带来性能的显著提高。如果“迟缓写入时复制”功能对于所考虑的用例而言并非
可行选择，则高效地分配源文件可能会减少写入时复制的需要。

使用 FileSnap 置备虚拟桌面
虚拟桌面基础结构 (VDI) 操作系统引导映像是一个很好的 FileSnap 用例。 可能会发
生更改的引导映像部分是用户配置文件、页文件（或 UNIX/Linux 的交换区）和应
用程序数据。 您应该将此类数据从引导映像中分离出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取消共
享。 您应该为主引导映像文件分配单个扩展区。

使用 FileSnap 置备虚拟桌面的示例
下列示例使用一个 4 GB 的主引导映像，其中包含将由所有快照共享的单个扩展区。
# touch /vdi_images/master_image
# /opt/VRTS/bin/setext -r 4g -f chgsize /vdi_images/master_image
master_image 文件可作为磁盘设备提供给用于安装操作系统的虚拟机。安装并配

置操作系统后，该文件即已准备好用于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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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ileSnap 优化写入密集型应用程序
生成虚拟机以执行某些写入密集型任务时，可能会发生大量的取消共享。Symantec
建议通过启用“迟缓写入时复制”功能优化性能。如果用例不允许启用“迟缓写入
时复制”功能，则可通过细致规划来减少取消共享的出现次数。减少取消共享最简
单的方法是将应用程序数据分离到引导映像以外的文件。 如果由于应用程序的性质
而无法使用该方法，则可执行类似于以下示例的操作。

使用 FileSnap 优化写入密集型应用程序的示例
假设引导映像和应用程序数据所需的磁盘空间为 20 GB。其中，只有 4 GB 供操作系
统使用，剩余的 16 GB 是供应用程序写入的空间。每个虚拟机实例需要的任何数据
或二进制文件仍可能属于共享扩展区的前 4 GB。由于大多数写入都应发生在 16 GB
部分，因此应以适当的方式分配主映像，使 16 GB 的空间不被共享，如下列命令中
所示：
# touch /vdi_images/master_image
# /opt/VRTS/bin/setext -r 4g -f chgsize /vdi_images/master_image
# dd if=/dev/zero of=/vdi_images/master_image seek=16777215 \
bs=1024 count=1

最后一个命令将在文件末尾创建一个 16 GB 的间隙。因为未向间隙分配任何扩展
区，因此对间隙的写入不需要取消共享。

使用 FileSnap 即时创建多个数据副本
为了生成报告、进行挖掘和测试而创建一个或多个生产数据副本是很常见的。 在这
些情况下，会频繁地使用最新数据更新数据副本，并且始终存在数据的一个或多个
副本。FileSnap 可用于即时创建多个副本。 由于在更新期间可能会发生数据的取消
共享，使用原始数据的应用程序的性能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 即使删除了所有
FileSnap，这种对性能的轻微影响也仍可能会存在。 不过，您很少会看到全部
FileSnap 被删除，因为这些用例通常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都会有一个或多个副本。

部分

最大化存储利用率

■

12. 通过 SmartTier 优化存储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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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SmartTier 优化存储分
层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martTier

■

关于 VxFS 多卷文件系统

■

关于 VxVM 卷集

■

关于卷标记

■

将 SmartTier 用于 的使用情形

■

设置文件系统，以使用 SmartTier 执行存储分层

■

使用 SmartTier 将旧的存档日志重新定位到第二层存储

■

将非活动表空间或段重定位到第 2 层存储

■

将活动索引重新定位到高级存储

■

将所有索引重新定位到高级存储

关于 SmartTier
SmartTier 会将数据存储与数据使用要求进行匹配。进行数据匹配之后，可以根据
由存储或数据库管理员 (DBA) 确定的数据使用要求和其他要求对数据进行重定位。
在一段时间内会保留越来越多的数据，其中的一些数据可能不常使用。不常使用的
数据仍然需要占用大量的磁盘空间。使用 SmartTier，数据库管理员可以在管理数
据时将不常用的数据移到速度较慢、价格较低的磁盘上。该功能还允许将经常访问
的数据存储在速度较快的磁盘上以加快检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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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存储是指将不同类型的数据分配给不同的存储类型，以此提高性能和降低成
本。对于 SmartTier，存储级别用于指定构成特定层的磁盘。有以下两种定义存储
级别的常用方法：
■

性能、存储或成本级别： 最常用级别由速度快、价格高的磁盘构成。数据不再
定期需要时，可以将该数据移动到由速度较慢、价格较低的磁盘组成的另一级
别中。

■

恢复级别： 每个级别都包括非镜像卷、镜像卷和 n 路镜像卷。
例如，数据库通常由数据、索引和日志组成。可以使用三路镜像来设置数据，
因为数据至关重要。可以使用两路镜像来设置索引，因为尽管索引很重要，但
可以重新创建。不必每天都重做日志并存档，但重做日志并存档对数据库恢复
很重要，也应当建立镜像。

SmartTier 是一项 VxFS 功能，使用该功能可以根据创建的规则从不同存储层分配
文件存储空间。与当前的分层存储方法相比，SmartTier 是种更为灵活的选择。静
态存储分层 (Static Storage Tiering) 的过程包括将应用程序文件一次性手动分配给
存储级别，长期不变。层级存储管理解决方案通常要求先将文件迁移回文件系统名
称空间，然后才能执行应用程序访问请求，这导致了延迟和运行时开销。与之相
反，SmartTier 允许组织：
■

通过将文件动态移动到其优化存储层（文件的值随时间发生更改）来优化存储
资产

■

自动在存储层之间移动数据，无须更改用户或应用程序访问文件的方式

■

根据管理员设置的策略自动迁移数据，消除通常与数据移动关联的分层存储和
停机时间的操作需求

注意：SmartTier 是扩展和重命名的功能，先前称为 Dynamic Storage Tiering
(DST)。
SmartTier 策略控制初始文件位置以及现有文件的重定位情况。这些策略使应用了
这些策略的文件将在文件系统卷集的特定子集上创建和扩展，称为放置级别。文件
在满足指定命名、定时、访问率以及存储容量相关的条件时，将被重定位到其他放
置级别的卷中。
除了预设策略外，可以在必要时通过 SmartTier 将文件手动移动到速度较快或较慢
的存储。还可以运行列出活动策略、显示文件活动、显示卷使用情况或显示文件统
计数据的报告。
SmartTier 利用了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中
包括的两项关键技术：对多卷文件系统的支持，以及文件系统管理的存储内基于策
略的文件自动放置。多卷文件系统占用两个或多个虚拟存储卷，因此允许单个文件
系统跨越多个可能异构的物理存储设备。例如，第一个卷可能驻留在 EMC Symmetrix
DMX 轴，第二个卷可能驻留在 EMC CLARiiON 轴。通过提供唯一命名空间，多卷
对用户和应用程序是透明的。但是此多卷文件系统仍然可识别每个卷的标识，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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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控制单个文件的存储位置。与基于策略的文件自动放置结合使用时，多卷文件
系统会提供一个理想的分层存储工具，该工具将自动移动数据，对应用程序和用户
无任何停机时间需求。
在数据库环境中，访问时间规则可能适用于某些文件。但是，某些数据文件在每次
访问后都会更新，因此不能使用访问时间规则。SmartTier 提供了将部分和全部文
件重定位到辅助层的机制。
要使用 SmartTier，必须使用下列功能管理存储：
■

VxFS 多卷文件系统

■

VxVM 卷集

■

卷标记

■

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 管理

■

子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 管理

关于 VxFS 多卷文件系统
多卷文件系统是占用两个或更多虚拟卷的文件系统。 卷的集合称为卷集，它由属于
单个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磁盘组的磁盘或磁盘阵列 LUN 组成。 多卷
文件系统提供单个命名空间，这样使多个卷的存在对用户和应用程序是透明的。 为
便于管理，每个卷均保持单独的标识，从而可以控制单个文件定向到的位置。
此功能仅在满足以下要求的文件系统上可用：
■

最小磁盘组版本是 140。

■

对于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最小文件系统布局版本是 7。

■

对于子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最小文件系统布局版本是 8。

要将现有的 VxFS 系统转换为 VxFS 多卷文件系统，必须将单个卷转换为卷集。
VxFS 卷管理实用程序（fsvoladm 实用程序）可用于管理 VxFS 卷。 fsvoladm 实用
程序执行管理任务，如添加卷、删除卷、调整卷的大小、封装卷，以及在指定 Veritas
File System 中的卷上设置、清除或查询标志。
有关使用此实用程序的其他信息，请参见 fsvoladm (1M) 手册页。

关于 VxVM 卷集
卷集允许用单个逻辑对象表示多个卷。卷集不能为空。所有进出基础卷的 I/O 都通
过卷集的 I/O 接口进行定向。卷集功能支持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多卷增强
功能。该功能使文件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基础卷的不同性能特性和可用性特
性。 例如，可以将文件系统元数据存储在冗余较高的卷上，而将用户数据存储在性
能较好的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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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卷标记
通过将卷标记与 VxVM 卷相关联，可以使该卷成为放置类的一部分。 为了便于进
行文件放置，VxFS 会将放置类中的所有卷都视为是等效的，并在它们之间平衡空
间分配。 一个卷可以具有多个与之关联的标记。 如果一个卷具有多个标记，则该卷
属于多个放置类，并受与任何放置类相关的分配和重定位策略约束。
警告：对卷使用多个标记时应小心谨慎。
放置类是多卷文件系统的卷集中给定卷的 SmartTier 属性。 此属性是一个字符串，
称为卷标记。

将 SmartTier 用于 的使用情形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包括 SmartTier，这是一项存储分
层功能，允许您对数据进行分层以获得最佳存储利用率。
示例过程演示了下列用例：
■

将存储时间超过两天的存档日志重定位到第 2 层存储

■

将非活动表空间或段重定位到第 2 层存储

■

将活动索引重定位到第 0 层存储

■

将所有索引重定位到第 0 层存储

设置文件系统，以使用 SmartTier 执行存储分层
在用例示例中，存在以下情况：
■

数据库容器位于文件系统中 /DBdata

■

数据库存档日志位于文件系统中 /DB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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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SmartTier 创建所需的文件系统

1

列出磁盘：
# vxdisk list
DEVICE
fas30700_0
fas30700_1
fas30700_2
fas30700_3
fas30700_4
fas30700_5
fas30700_6
fas30700_7
fas30700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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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K
fas30700_0
fas30700_1
fas30700_2
fas30700_3
fas30700_4
fas30700_5
fas30700_6
fas30700_7
fas30700_8

GROUP
-------------------

假定每层有 3 个 LUN。

2

创建磁盘组。
# Vxdg init DBdg fas30700_0 fas30700_1 fas30700_2 \
fas30700_3 fas30700_4 fas30700_5 fas30700_6 fas30700_7 \
fas30700_8

3

创建卷 datavol 和 archvol。
# vxassist -g DBdg make datavol 200G alloc=fas30700_3,\
fas30700_4,fas30700_5
# vxassist -g DBdg make archvol 50G alloc= fas30700_3,\
fas30700_4,fas30700_5

标记 datavol 和 archvol 作为第 1 层卷。
# vxassist -g DBdg settag datavol vxfs.placement_class.tier1
# vxassist -g DBdg settag archvol vxfs.placement_class.tier1

4

创建第 0 层卷。
# vxassist -g DBdg make tier0_vol1 50G alloc= fas30700_0,\
fas30700_1,fas30700_2
# vxassist -g DBdg make tier0_vol2 50G alloc= fas30700_0,\
fas30700_1,fas30700_2
# vxassist -g DBdg settag tier0_vol1 vxfs.placement_class.tier0
# vxassist -g DBdg settag tier0_vol2 vxfs.placement_class.tier0

STATUS
online thin
online thin
online thin
online thin
online thin
online thin
online thin
online thin
online 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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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建第 2 层卷。
# vxassist -g DBdg make tier2_vol1 50G alloc= fas30700_6,\
fas30700_7,fas30700_8
# vxassist -g DBdg make tier2_vol2 50G alloc= fas30700_6,\
fas30700_7,fas30700_8
# vxassist -g DBdg settag tier2_vol1 vxfs.placement_class.tier2
# vxassist -g DBdg settag tier2_vol2 vxfs.placement_class.tier2

6

将 datavol 和 archvol 转换为卷集。
# vxvset -g DBdg make datavol_mvfs datavol
# vxvset -g DBdg make archvol_mvfs archvol

7

将卷 Tier-0 和 Tier-2 添加到 datavol_mvfs。
# vxvset -g DBdg addvol datavol_mvfs tier0_vol1
# vxvset -g DBdg addvol datavol_mvfs tier2_vol1

8

将卷 Tier-2 添加到 archvol_mvfs
# vxvset -g DBdg archvol_mvfs tier2_vol2

9

创建文件系统并装入 datavol_mvfs 和 archvol_mvfs。
# mkfs -V vxfs /dev/vx/rdsk/DBdg/datavol_mvfs

10 装入 DBdata 文件系统
# mount -V vxfs /dev/vx/dsk/DBdg/datavol_mvfs /DBdata

11 装入 DBarch 文件系统
# mount -V vxfs /dev/vx/dsk/DBdg/archvol_mvfs /DBarch

12 将数据库迁移到新创建的支持 SmartTier 的文件系统。可以通过从备份还原或
将相应文件复制到各个文件系统来迁移数据库。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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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martTier 将旧的存档日志重新定位到第二层存
储
繁忙的数据库每天会生成数百 GB 的存档日志。从磁带备份中还原这些存档日志并
不理想，因为这会增加数据库恢复时间。管理需求可能会要求将这些存档日志保留
几周时间。
例如，为了节省存储成本，可以将存储时间超过两天（示例）的存档日志重新定位
到第 2 层存储中。为实现此目的，必须创建一个策略文件，例如
archive_policy.xml。
注意：重新定位存档日志用例适用于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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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存储时间超过两天的存档日志重定位到第 2 层

1

创建策略文件。下面提供了一个示例 XML 策略文件。
<?xml version="1.0"?>
<!DOCTYPE PLACEMENT_POLICY SYSTEM "/opt/VRTSvxfs/etc\
/placement_policy.dtd">
<PLACEMENT_POLICY Version="5.0" Name="access_age_based">
<RULE Flags="data" Name="Key-Files-Rule">
<COMMENT>
This rule deals with key files such as archive logs.
</COMMENT>
<SELECT Flags="Data">
<COMMENT>
You want all files. So choose pattern as '*'
</COMMENT>
<PATTERN> * </PATTERN>
</SELECT>
<CREATE>
<ON>
<DESTINATION>
<CLASS> tier1 </CLASS>
</DESTINATION>
</ON>
</CREATE>
<RELOCATE>
<TO>
<DESTINATION>
<CLASS> tier2 </CLASS>
</DESTINATION>
</TO>
<WHEN>
<ACCAGE Units="days">
<MIN Flags="gt">2</MIN>
</ACCAGE>
</WHEN>
</RELOCATE>
</RULE>
</PLACEMENT_POLICY>

请注意 WHEN 子句中的 ACCAGE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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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查找其他示例策略文件，请转到 /opt/VRTSvxfs/etc。
基于访问时间的策略适用于此用例。请注意 XML 文件的 CREATE ON 和 RELOCATE
TO 部分。

应用策略文件

1

以 root 身份验证 archive_policy.xml
# fsppadm validate /DBarch archive_policy.xml

2

如果验证过程不成功，请更正此问题。只有验证 archive_policy.xml 成功后，
才可以继续操作。

3

将策略分配给 /DBarch 文件系统
# fsppadm assign /DBarch archive_policy.xml

4

强制执行策略。执行强制步骤时，将对存储时间为两天的存档日志进行重定
位。必须每天进行一次策略强制执行以便重定位旧存档日志。此强制操作可以
根据需要执行，也可以使用类似 cron 的调度程序执行。
# fsppadm enforce /DBarch

将非活动表空间或段重定位到第 2 层存储
常见的做法是使用数据库中的分区。每个分区映射到一个唯一的表空间。例如，在
购买物品数据库中，可以将订单表分为各个季度的订单。第一季度订单可以整理到
Q1_order_tbs segment 中，第二季度订单可以整理到 Q2_order_tbs 中。
随着季度的更替，有关较早季度数据的活动会减少。通过将较早季度数据重定位到
第 2 层，可以大大节省存储成本。数据重定位可以在数据库联机时进行。
在下面的示例用例中，分步演示了如何在第三季度开始时将第一季度订单数据重定
位到第 2 层。示例步骤假定所有数据库数据都在 /DBdata 文件系统中。
针对 Sybase 将第一季度订单数据重定位到第 2 层存储的准备工作

1

获得属于段 Q1_order_tbs 的数据文件的列表。系统过程 sp_helpsegment 和
sp_helpdevice 可用于此用途。
sybsadmin$ sp_helpsegment Q1_order_tbss

注意：在 Sybase 术语中，“表空间”与“段”相同。

2

记下段 Q1_order_tbs 的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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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每个设备名称，使用 sp_helpdevice 系统过程获得数据文件的物理路径
名。
sybsadmin$ sp_helpdevice <device name>

4

将所有数据文件路径名保存在 Q1_order_files.txt 中
# cat Q1_order_files.txt
NODE0000/Q1_order_file1.f
NODE0000/Q1_order_file2.f
...
NODE0000/Q1_order_file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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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第一季度订单数据重定位到第 2 层

1

准备一个策略 XML 文件。例如，策略文件名为 Q1_order_policy.xml。下面是
一个示例策略。
这是用于无条件重定位的策略，因此没有 WHEN 子句。SELECT 子句包含多个
PATTERN 语句。每个 PATTERN 用于选择一个不同的文件。
<?xml version="1.0"?>
<!DOCTYPE PLACEMENT_POLICY SYSTEM "/opt/VRTSvxfs/etc/\
placement_policy.dtd">
<PLACEMENT_POLICY Version="5.0" Name="selected files">
<RULE Flags="data" Name="Key-Files-Rule">
<COMMENT>
This rule deals with key important files.
</COMMENT>
<SELECT Flags="Data">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 > NODE0000</DIRECTORY>
<PATTERN> Q1_order_file1.f </PATTERN>
<PATTERN> Q1_order_file2.f </PATTERN>
<PATTERN> Q1_order_fileN.f </PATTERN>
</SELECT>
<RELOCATE>
<COMMENT>
Note that there is no WHEN clause.
</COMMENT>
<TO>
<DESTINATION>
<CLASS> tier2 </CLASS>
</DESTINATION>
</TO>
</RELOCATE>
</RULE>
</PLACEMENT_POLICY>

2

验证策略 Q1_order_policy.xml。
# fsppadm validate /DBdata Q1_order_policy.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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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配策略。
# fsppadm assign /DBdata Q1_order_policy.xml

4

强制执行策略。
# fsppadm enforce /DBdata

将活动索引重新定位到高级存储
数据库事务处理速率取决于访问索引的速度。如果索引驻留在较慢的存储上，则会
降低数据库事务处理速率。第 0 层存储通常非常昂贵，因此无法将整个表数据重定
位到第 0 层。索引通常很小，并且可以提高数据库事务处理速率，因此将活动索引
重定位到第 0 层存储的方法比较实用。使用 SmartTier 可以将活动索引移动到第 0
层存储。
对于下面的电话公司数据库示例过程，假定 call_details 表的 customer_id 列上有一
个索引 call_idx。
针对 Sybase 将 call_idx 重定位到高级存储的准备工作

1

获得 call_idx 段的数据文件的列表。
$ sybsadmin$ sp_helpsegment call_idx

2

记下段 call_idx 的设备名称。

3

对于每个设备名称，使用 sp_helpdevice 系统过程获得数据文件的物理路径
名。
sybsadmin$ sp_helpdevice <device name>

4

将所有数据文件路径名保存在 index_files.txt 中。
# cat index_files.txt
/SYBdata/NODE0000/IDX/call1.idx
/SYBdata/NODE0000/IDX/call2.idx
/SYBdata/NODE0000/IDX/call3.i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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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call_idx 重定位到第 0 层存储

1

准备策略 index_policy.xml。
示例策略：
<?xml version="1.0"?>
<!DOCTYPE PLACEMENT_POLICY SYSTEM "/opt/VRTSvxfs/etc/\
placement_policy.dtd">
<PLACEMENT_POLICY Version="5.0" Name="selected files">
<RULE Flags="data" Name="Key-Files-Rule">
<COMMENT>
This rule deals with key important files.
</COMMENT>
<SELECT Flags="Data">
<DIRECTORY Flags="nonrecursive" > NODE0000</DIRECTORY>
<PATTERN> call*.idx </PATTERN>
</SELECT>
<RELOCATE>
<COMMENT>
Note that there is no WHEN clause.
</COMMENT>
<TO>
<DESTINATION>
<CLASS> tier0 </CLASS>
</DESTINATION>
</TO>
</RELOCATE>
</RULE>
</PLACEMENT_POLICY>

2

分配并强制执行策略。
# fsppadm validate /DBdata index_policy.xml
# fsppadm assign /DBdata index_policy.xml
# fsppadm enforce /DBdata

将所有索引重新定位到高级存储
使用一些通用扩展名命名索引文件是 DBA 的常见做法。例如，所有索引文件均使用
.inx 扩展名命名。如果第 0 层存储有足够的容量，您可以将数据库的所有索引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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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到第 0 层存储。此外，还可以确保通过使用策略定义的 CREATE 和 RELOCATE 子
句，使用此特殊要求创建的所有索引容器均在第 0 层存储上自动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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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索引重定位到第 0 层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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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如下例所示的策略：
# cat index_policy.xml
<?xml version="1.0"?>
<!DOCTYPE PLACEMENT_POLICY SYSTEM "/opt/VRTSvxfs/etc/\
placement_policy.dtd">
<PLACEMENT_POLICY Version="5.0" Name="selected files">
<RULE Flags="data" Name="Key-Files-Rule">
<COMMENT>
This rule deals with key important files.
</COMMENT>
<SELECT Flags="Data">
<PATTERN> *.inx </PATTERN>
</SELECT>
<CREATE>
<COMMENT>
Note that there are two DESTINATION.
</COMMENT>
<ON>
<DESTINATION>
<CLASS> tier0 </CLASS>
</DESTINATION>
<DESTINATION>
<CLASS> tier1</CLASS>
</DESTINATION>
</ON>
</CREATE>
<RELOCATE>
<COMMENT>
Note that there is no WHEN clause.
</COMMENT>
<TO>
<DESTINATION>
<CLASS> tier0 </CLASS>
</DESTINATION>
</TO>
</RELOCATE>
</RULE>
</PLACEMENT_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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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确保即使第 0 层空间不足，也可以成功创建文件，请添加两个 ON 子句，如
1 中的示例策略所示。

3

分配并强制执行策略。
# fsppadm validate /DBdata index_policy.xml
# fsppadm assign /DBdata index_policy.xml
# fsppadm enforce /DB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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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了解数据迁移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数据迁移的类型

数据迁移的类型
本节描述下列类型的数据迁移：
■

使用脱机迁移将数据从 LVM 迁移到 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时，可能已经有一些由 Logical Volume Manager 控
制的卷。您可以保留您的数据，并将这些卷转换成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
请参见第 147 页的“关于转换 LVM、JFS 和 JFS2 配置”。

■

使用联机迁移将数据从本机 LVM 卷迁移到 VxVM 卷
您可能有一些受本机 Logical Volume Manager 控制的卷。您可以将数据从这些
卷迁移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在此过程中应用程序的停机时间有限，
并且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回滚。
请参见第 169 页的“关于从 Logical Volume Manager (LVM) 卷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的联机迁移”。
您可以通过联机迁移将独立环境中的 LVM 卷迁移到 VxVM。
请参见第 170 页的“独立环境中从 LVM 卷到 VxVM 卷的联机迁移”。
此外，还可以通过联机迁移将 VCS HA 集群环境中的 LVM 卷迁移到 VxVM。
请参见第 178 页的“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卷到 VxVM 卷的联机迁移”。

■

通过联机迁移将数据从本机文件系统迁移到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
统
请参见第 185 页的“关于将本机文件系统联机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

使用跨平台数据共享 (CDS) 在平台之间迁移数据
Storage Foundation 允许您创建磁盘和卷，以便数据可以由运行不同操作系统
的系统读取。不能同时从不同的操作系统装入和访问 CDS 磁盘和卷。CDS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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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一个系统和另一个运行不同操作系统的系统之间迁移数据提供了一种简便
的方法。
请参见第 205 页的“跨平台共享 (CDS) 功能的概述”。
■

在阵列之间迁移数据
Storage Foundation 支持不同供应商提供的阵列。如果存储需要更改，可以在
阵列之间移动数据。
请参见第 193 页的“使用 Linux 的存储的阵列迁移”。
注意：如果计划从一个密集阵列迁移到一个精简阵列，将使用不同的过程。

14
将本机卷和文件系统脱机
迁移到 VxVM 和 VxFS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转换 LVM、JFS 和 JFS2 配置

■

将未使用的 LVM 物理卷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

将 LVM 卷组转换为 VxVM 磁盘组

■

恢复 LVM 卷组配置

■

vxconvert 使用示例

■

关于测试实例

■

将 LVM、JFS 和 JFS2 转换为 VxVM 和 VxFS

关于转换 LVM、JFS 和 JFS2 配置
本节介绍如何将 LVM、JFS 和 JFS2 配置转换为 VxVM 和 VxFS 配置，并主要说明
下列主题：
■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将未使用的 LVM 物理卷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将 LVM 卷组转换为 VxVM 磁盘组”。
转换过程还包括将 LVM 卷组中存储的 JFS 和 JFS2 文件系统转换为 VxFS。

■

请参见第 158 页的“恢复 LVM 卷组配置”。

■

请参见第 158 页的“vxconvert 使用示例”。

基本转换工具有 VxVM 命令、vxconvert 和 vxdiskadm。这部分讨论如何使用这些
工具的详细信息，并介绍这些工具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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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受 LVM 管理的磁盘有两种类型：
■

未使用的磁盘，不含用户数据且没有被任何卷组使用，但具有 LVM 磁盘头文
件。
对于未使用的 LVM 磁盘，您可以使用 vxdiskadm。
请参见 vxdiskadm(1M) 手册页。

■

卷组中的 LVM 磁盘，其中包含逻辑卷和卷组。
对于卷组中的 LVM 磁盘，转换的主要工具是 vxconvert 命令。

将未使用的 LVM 物理卷初始化为 VxVM 磁盘
不属于任何卷组且不包含用户数据的 LVM 磁盘已经被清理，因此没有 LVM 磁盘头
文件。然后，通过采用常规方法初始化磁盘可以将磁盘置于 VxVM 控制之下。
警告：您必须确保磁盘未采用任何 LVM 配置使用。如果这些磁盘上存在任何用户
数据，都将在初始化过程中丢失。

删除 LVM 磁盘信息
若要从磁盘中删除 LVM 磁盘头文件信息，请使用下列命令：
# chpv -C diskname

其中，diskname 是任意物理磁盘，例如 hdisk4。

初始化磁盘供 VxVM 使用
若要初始化磁盘供 VxVM 使用，请使用 vxdiskadm 命令并选择以下选项：
1) Add or initialize one or more disks

或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init disk_name

VxVM 实用程序不会篡改识别为由 LVM 所有的磁盘（由于 LVM VGRA 磁盘头文
件）。如果您尝试在 LVM 磁盘上使用 vxdisk init 或 vxdiskadm 命令前未先使用
chpv 命令，则这些命令将失败。

将 LVM 卷组转换为 VxVM 磁盘组
建议您在开始转换卷组之前仔细通读本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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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转换已装入的 JFS 或 JFS2 文件系统。在继续进行转换之前卸载此类文件系统。
vxconvert 进程以默认的格式将 LVM 卷组转换为 VxVM 磁盘组。您可使用
vxdiskadm 菜单指定默认格式。如果您不指定默认格式，vxconvert 使用与跨平台

数据共享 (CDS) 功能兼容的格式（cdsdisk 格式）。
本节概述了将 LVM 卷组转换为 VxVM 磁盘组的过程。在转换过程中，指定 LVM
卷组中的所有 JFS 或 JFS2 文件系统将转换为 VxFS。
转换过程涉及许多步骤。虽然有工具帮助您完成转换过程，但其中一些步骤无法自
动完成。您应确保了解整个转换过程的运作方式，以及在开始转换卷组之前在该过
程中需要执行什么操作。
用于转换的工具为 vxconvert。此交互式、菜单驱动的程序将引导您完成转换卷组
供 VxVM 使用的过程的多个步骤。使用 vxconvert 可以缩短将 LVM 转换为 VxVM
的停机时间。如果不使用 vxconvert 工具，唯一可能的就地转换方式是完全备份用
户数据，销毁现有 LVM 配置并仅保留原始磁盘，在 VxVM 中重新创建配置，然后
重新加载用户数据。
vxconvert 进程现场将 LVM 卷组转换为 VxVM 磁盘组。这意味着，实用程序将通

过接管用于 LVM 配置信息的磁盘区，并创建对等的 VxVM 卷配置信息，将 LVM
卷组内的磁盘更改为 VxVM 磁盘。用户数据、用于数据库的磁盘部分等不受转换的
影响。在转换期间，JFS 和 JFS2 数据均被转换。
转换操作会更改系统用来引用逻辑存储的名称。所以，转换过程必须脱机执行。在
卷组转换过程中，这些卷组中不允许有应用程序访问用户数据。转换过程中，还必
须限制对 LVM 配置本身（LVM 的元数据）的访问。

卷组转换的限制
某些 LVM 卷配置无法转换成 VxVM。导致转换可能失败的一些原因是：
■

无充足元数据空间的卷组。
在从 LVM 至 VxVM 的转换中，用于存储 LVM 元数据的磁盘区域将由 VxVM 元
数据重写。如果 LVM 元数据占用的空间无法满足要写入的 VxVM 元数据的要求
，则无法转换包含该磁盘的组。如果有足够的转换空间，则还可能需要更多的
空间以便将来更改配置时使用。

■

包含根卷的卷组。
当前用于 AIX 的 VxVM 版本不支持 VxVM 根卷。因此，vxconvert 无法转换包
含可作为根的卷的卷组。不但当前根卷无法转换，任何用作备用根卷的卷也将
被拒绝转换。

■

包含镜像的卷组，使用镜像写入缓存功能来实现卷一致性恢复。
注意，将镜像 LVM 卷转换为 VxVM 时，有些卷可能使用镜像写入缓存一致性恢
复方法。vxconvert 实用程序可以转换这些卷，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无法
创建同等级别的一致性。所以，vxconvert 将检测此种情况，并提示用户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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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此卷组将会丢失 MWC 功能，且使生成的 VxVM 镜像磁盘组的运行效能相
对降低。
■

带有任何 dump 或 swap 主卷的卷组。
由于 VxVM 不支持根可置性，因此，vxconvert 不会将任何类型卷上的主要交
换或分页空间转换成 VxVM。

■

包含 /usr 文件系统的卷组。
对于此版本而言，无法转换包含了 /usr 文件系统的卷组，原因是 vxconvert 需
要访问 /usr 中的文件。

■

磁盘在坏块目录中有坏块的卷组。
与 LVM 不同，VxVM 不支持物理卷级别的坏块向量重设置。如果 LVM 卷组使
用的任一磁盘的坏块目录中存在任何有效坏块，则该组无法转换。
转换错误消息列表描述在这种情况下要采取的措施。

■

根 LVM 卷组上没有足够的磁盘空间来保存每个物理磁盘的 VGRA 区域副本。
对于大 LVM 卷组，特别是附带大 VGDA 的卷组，每个物理卷需要具备大于 64
MB 的空间。因此，对于包含 128 个磁盘的卷组，所需存储空间要大于 8 GB。
默认保存区域是 /etc/vx/reconfig.d。

■

有镜像卷的卷组。
如果要转换的 LVM 卷组有镜像卷，但系统未安装支持 VxVM 镜像的有效许可
证，则转换失败。

转换过程摘要
将 LVM 卷组转换成 VxVM 磁盘组要使用若干步骤。这些步骤中的大多数可以通过
vxconvert 实用程序来完成。所有步骤都不是强制的，并且有些步骤是仅当转换过
程中出现问题时才须遵循。有些步骤（如备份用户数据）留待通过常规的管理过程
来完成。
转换过程中执行步骤的顺序为：
■

确定要转换的 LVM 卷组。

■

分析 LVM 卷组，然后分析卷组上的 JFS 或 JFS2 文件系统（如果有），以查看
是否可以进行转换。

■

如果分析操作失败，采取措施以便使转换能够进行。

■

备份您的 LVM 配置和用户数据。

■

规划新的 VxVM 逻辑卷名称。

■

停止应用程序对要转换卷组中的卷进行访问。

■

转换指定卷组中的 JFS 或 JFS2 文件系统（如果有），然后转换卷组。

■

如果转换操作失败，请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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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的 VxVM 逻辑卷名称进行更改。

■

对新的 VxVM 卷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

定制您的 VxVM 配置。

本部分后面几个小节将对这些步骤进行详细介绍，其中包括如何使用 vxconvert 的
示例。
请参见第 158 页的“vxconvert 使用示例”。
您还可以还原到您的原始 LVM 配置。
请参见第 158 页的“恢复 LVM 卷组配置”。

从 JFS 和 JFS2 文件系统向 VxFS 进行转换
vxconvert 实用程序使用版本 7 磁盘布局，将 JFS 和 JFS2 文件系统转换成 VxFS 文

件系统。
从 JFS 或 JFS2 文件系统向 VxFS 文件系统进行转换要求文件系统内或在文件系统转
换现有元数据结束后立即有足够的可用空间。该空间必须在文件系统驻留的同一设
备或卷中提供。所需可用空间的大小大约是文件系统总大小的 12-15%，但是确切
数量具体取决于文件和目录的数量和大小，以及分配的 inode 数量。转换过程所花
的时间最多比在文件系统上运行文件系统检查 (fsck) 所花的时间多三倍。
转换后，您可以使用实用程序（例如 fsadm 和 vxresize）重新组织文件系统。
将已转换成 VxFS 的文件系统进行缩小的能力取决于文件系统中剩余可用空间的数
量和位置。如果尝试缩小已转换的文件系统时失败，请指定更小的缩小大小。
转换过程不涉及 JFS 或 JFS2 日志设备和 JFS2 快照设备。转换文件系统之后，您可
以恢复这些设备所使用的空间，以另作其用。

转换限制
必须考虑下列转换限制：
■

您无法使用 vxconvert 实用程序反转从 JFS 或 JFS2 文件系统至 VxFS 文件系统
的转换操作。相反，您必须重新创建原始文件系统并从备份中还原数据。

■

无法转换压缩的 JFS 文件系统。您必须在启动转换过程之前先将压缩的 JFS 文件
系统解压缩。

■

无法转换碎片大小为 512 个字节的 JFS 文件系统。

■

JFS 或 JFS2 文件系统中的配额文件未转换成 VxFS 配额文件格式。

■

JFS 文件系统的扩展属性未转换成 VxFS 扩展属性。

■

无法转换块大小为 512 个字节的 JFS2 文件系统。

■

无法转换 Inode 数目大于 232 的 JFS2 文件系统。

151

152

将本机卷和文件系统脱机迁移到 VxVM 和 VxFS
将 LVM 卷组转换为 VxVM 磁盘组

■

可以转换含有扩展属性的 JFS2 v1 文件系统，但是不保留这些属性。

■

可以转换含有指定属性的 JFS2 v2 文件系统，但是不保留 ACL 和 DMAPI 属性。

■

可以转换含有快照的 JFS2 文件系统，但是不保留快照。

转换步骤介绍
按以下次序执行下列步骤进行转换：
■

请参见第 152 页的“识别要转换的 LVM 磁盘和卷组”。

■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分析 LVM 卷组以查看是否可以进行转换”。

■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如果分析操作失败，采取措施以便使转换能够进行”。

■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备份 LVM 配置和用户数据”。

■

请参见第 154 页的“规划新的 VxVM 逻辑卷名称”。

■

请参见第 155 页的“停止应用程序访问待转换卷组中的卷”。

■

请参见第 156 页的“转换和重新启动”。

■

请参见第 157 页的“转换卷组”。

■

请参见第 157 页的“如果转换失败请采取措施”。

■

请参见第 157 页的“对新的 VxVM 逻辑卷名称进行更改”。

■

请参见第 157 页的“重新启动新 VxVM 卷上的应用程序”。

■

请参见第 158 页的“定制 VxVM 配置”。

识别要转换的 LVM 磁盘和卷组
很明显，转换过程中第一步即是确定要转换的内容。诸如 lsvg 和 SMIT 等本机 LVM
管理实用程序可帮助您确定备选 LVM 卷组以及构成它们的磁盘。
您也可使用 vxconvert 和 vxdisk 命令检查组及其成员磁盘。
几个示例中显示了通过 vxconvert 和 vxdisk 实用程序呈现的信息以及它们的解释。
请参见第 158 页的“vxconvert 使用示例”。
您也可以使用以下 VxVM 命令列出 LVM 磁盘：
# vxdisk list

分析 LVM 卷组以查看是否可以进行转换
选择要转换的卷组后，您需要对其进行分析，以确定是否可以进行转换供 VxVM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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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convert 的分析选项检查将会妨碍转换成功完成的问题。此选项检查几种情
况。
请参见第 149 页的“卷组转换的限制”。
分析将计算把卷组磁盘添加到 VxVM 磁盘组，以及用 VxVM 卷、Plex 和子磁盘替
换所有现有磁盘和卷所需要的空间。如果您不具备转换磁盘所需要的空间，则转换
就会失败。分析还会计算将包含 JFS 或 JFS2 文件系统的卷转换成 VxFS 所需要的空
间。如果任何这些卷中没有足够的空间，转换将被中止。
在您分析 LVM 卷组之前，必须卸载文件系统。如果尝试分析活动的系统，则分析
将失败，并且您会收到错误消息。
若要分析 LVM 卷组，请选择 vxconvert 实用程序的选项 1。
注意：分析选项在 vxconvert 中显示为单独菜单项，但是会对所有转换进行隐式分
析。如果您只选择 Convert LVM and JFS to VxVM and VxFS （将 LVM 和 JFS 转换
成 VxVM 和 VxFS）菜单选项，vxconvert 将对您指定的所有组进行分析。如果直
接使用转换选项，则可以在进行分析之后，并且对磁盘进行任何更改之前中止转
换。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将 LVM 卷组转换为 VxVM 磁盘组”。
当有大量组/磁盘要进行转换时，分析选项十分有用，且在实际进行转换之前，需要
做一些规划。针对许多用户或关键应用程序的安装可以使用运行系统上的分析选
项。然后，转换停机时间可以得到更好地规划和管理。在停机时间期间，直接使用
转换选项可以更好地服务较小的配置。
分析选项示例如下所示。
请参见第 158 页的“vxconvert 使用示例”。

如果分析操作失败，采取措施以便使转换能够进行
分析操作可能会因若干原因而失败。
请参见第 149 页的“卷组转换的限制”。
由 vxconvert 生成的消息会解释失败的类型，以及重试分析之前可以采取的所有措
施。
对于特定的错误消息和操作，还提供了有关的详细信息。

备份 LVM 配置和用户数据
分析之后，可以了解要将哪些卷组转换成 VxVM 磁盘组。至此，您尚未修改 LVM
配置。
通过采取下一个步骤 (完成到 VxVM 的转换)，显著更改对存储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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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转换过程不移动，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影响用户数据，但强烈建议您备份受影
响磁盘上的所有数据。
在转换期间，任何虚假重新启动、断电、硬件错误或操作系统错误都可能导致不可
预测以及不受欢迎的后果。建议您使用一组经验证的备份来防止灾难。
vxconvert 实用程序本身在每个磁盘的转换过程中也保存 LVM 元数据的快照。但

它只能通过 vxconvert 程序使用。在特定限制范围内，您可以使用该数据在 LVM
卷转换为 VxVM 后将其恢复。
请参见第 159 页的“显示 vxconvert 主菜单”。
即使 vxconvert 可提供此级别的 LVM 配置备份，也要建议您在运行 vxconvert 之
前先备份数据。
若要备份用户数据，请使用常规备份进程。
警告：执行备份之前，应确保所有应用程序和配置文件正确引用新的 VxVM 逻辑
卷。
请参见第 157 页的“对新的 VxVM 逻辑卷名称进行更改”。
备份进程和系统本身可能与系统当前使用的卷名具有依赖关系。转换成 VxVM 会更
改那些名称。建议您了解名称更改的涵义，以便从将要进行的备份中还原。
若要备份数据，可使用在逻辑卷上备份数据常用的备份实用程序。例如，若要备份
包含文件系统的逻辑卷，可以使用 backup (1M) 命令将数据备份到磁带。
例如，要将装入到 /foodir 上的数据备份到设备 /dev/rmt# 上，请使用以下命令：
# backup -0 -u -f /dev/rmt# /foodir

若要备份应用程序信息，如果正转换的逻辑卷不包含文件系统，且直接被某应用程
序使用(例如数据库应用程序)，则请使用应用程序提供的备份工具。如果不存在此
类工具，请考虑使用 dd 命令。

规划新的 VxVM 逻辑卷名称
从 LVM 卷更改为 VxVM 卷时，系统访问数据时所用的设备名称也将发生更改。LVM
在为该卷组指定的目录下的 /dev 中为其逻辑卷创建设备节点。VxVM 在 /dev/vx/dsk
和 /dev/vx/rdsk 中创建设备节点。当转换完成时，旧 LVM 设备节点从系统中消
失，并且系统将访问 /dev/vx 中的设备节点上的数据。
这种名称上的变化可能会带来问题。当特定设备节点名称发生更改时，任何引用这
些节点名称的应用程序都将发生危险。同样，记录供应用程序使用的特定设备节点
名称的任何文件都可能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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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 /etc/filesystems 文件。为了解决此问题，在转换完成时，
vxconvert 将使用新的 VxVM 名称重写 /etc/filesystems，以便 fsck、mount 和
相关的实用程序可以如执行转换之前那样正常运行。
尽管如此，转换中名称更改还是可能导致许多其他应用程序存在潜在的危险。
vxconvert 对此也无能为力。系统管理员必须检查用于下列每个区域中的机制，以
便检查它们是否引用了 LVM 设备名称：
■

原始逻辑设备上运行的数据库可能记录该设备节点的名称。

■

备用系统可能根据专用文件中记录的设备节点名称进行设备级别备份。备份标
记可能也记录设备名称。

■ cron(1M)
■

运行的脚本。

其他管理脚本。

若要解决转换中名称更改的问题，请使用 vxconvert 映射文件。vxconvert 记录
LVM 设备节点名称和 VxVM 设备节点名称之间的映射。此数据可用于创建从旧 LVM
卷到新 VxVM 设备名称的符号链接。映射记录在下列文件中：
/etc/vx/reconfig.d/vgrecords/vol_grp_name/vol_grp_name.trans

此文件提供关于将来如何继续将旧 LVM 卷名称链接到新 VxVM 设备名称的信息。
警告：这种解决命名问题的方法存在风险。符号链接可能会失效。例如，如果数据
库通过符号链接 /dev/rvol1（“旧 LVM 名称”）引用 /dev/vx/rdsk/vol1，并且
基础 VxVM 卷配置发生了任何更改，数据库可能会引用一个缺失或完全不同的卷。

注意：您可能想要使用此符号链接方法轻松转换到 VxVM。在成功转换至 VxVM 以
后，可以设置符号链接。然后，可以对每个卷进行逐项检查。当名称更改不会再引
发让您不满意的问题时，即可删除该卷的符号链接。在此转换期间，请务必小心维
护静态 VxVM 卷配置。
一段时间后，最终目标应该是所有应用程序都使用基础 VxVM 命名，并且不存在对
这些卷的间接引用。

停止应用程序访问待转换卷组中的卷
在进行转换的 LVM 卷组上应用程序不可以处于活动状态。在尝试转换任何卷组之
前，必须确保使用该组的应用程序已关闭。这涉及停止数据库，卸载文件系统等。
注意：装入之前，需要针对 VxFS 文件系统检查 /etc/filesystems 文件中是否存
在有效且受支持的选项，并更新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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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换期间，vxconvert 尝试卸载已装入的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156 页的“转换和重新启动”。
然而，vxconvert 不会尝试关闭正在那些文件系统上运行的应用程序，另外，它也
不会尝试处理在原始 LVM 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 (如数据库)。
注意：强烈建议不要依赖 vxconvert' 机制来卸载文件系统。如果您关闭应用程序
并且在运行 vxconvert 之前卸载文件系统，转换将会更加简单。
若要卸载文件系统，请使用下列命令：
# umount file_system_device

例如：
# umount /dev/lv01

卸载文件系统后，请使用 fsck 命令检查其完整性：
# fsck -V vxfs -y file_system_device

例如：
# fsck -V vxfs -y /dev/lv01

转换和重新启动
在转换期间，完成分析阶段后，要转换的磁盘将被视为已准备好进行转换。
vxconvert 程序将询问您是否已准备好进行转换更改。如果选择完成转换，则系统
将尝试卸载所有相关联的已装入文件系统，停止和导出卷组，然后安装 VxVM 配
置。
如果 vxconvert 无法停止和导出卷组或卸载文件系统，则不重新启动系统就无法完
成转换。通过重新启动系统，您可以选择中止转换或完成转换。如果您选择重新启
动，在重新启动期间，当可以保证过程没有访问正在转换的卷时，vxconvert 将自
动触发转换完成。
如果您选择中止，而不是重新启动来完成转换，vxconvert 将返回至主菜单。
注意：待转换的 LVM 逻辑卷必须全部可用于 vxvmconvert 进程。在运行
vxvmconvert 之前，请勿停用卷组或任何逻辑卷。
若要在不确定 LVM 卷或相对应的卷组是否处于活动状态时激活卷组，您可以利用
以下命令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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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yonvg vol_grp_name

转换卷组
若要将 LVM 卷组实际转换为 VxVM 磁盘组，请选择 vxconvert 实用程序的选项
2。
vxconvert 将提示输入将要创建用以替换正在转换的 LVM 卷组的 VxVM 磁盘组的

名称。这是通过 vxconvert 完成的唯一对象命名。
VxVM 卷名称可能需要修改。
请参见第 158 页的“定制 VxVM 配置”。
已分析选择进行转换的卷组，确保可以进行转换。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分析 LVM 卷组以查看是否可以进行转换”。
分析阶段成功完成后，vxconvert 将请您进行更改或中止转换。当选择进行转换
时，将写入新的 VxVM 元数据。
注意：在转换期间，最好一次转换一个卷组，以避免错误。
还提供了具有详细转换过程信息的示例。
请参见第 158 页的“vxconvert 使用示例”。

如果转换失败请采取措施
转换失败的原因有很多。
请参见第 149 页的“卷组转换的限制”。
来自 vxconvert 的消息将解释故障类型，以及在重新尝试转换之前可采取的所有措
施。

对新的 VxVM 逻辑卷名称进行更改
必须确保所有应用程序和配置文件都正确引用新的 VxVM 逻辑卷。
请参见第 154 页的“规划新的 VxVM 逻辑卷名称”。

重新启动新 VxVM 卷上的应用程序
完成到 VxVM 的转换后，便可在新设备上装入文件系统，并且可以重新启动应用程
序。
对于在运行 vxconvert 前卸载的文件系统，请使用新卷名称重新装入它们。
vxconvert 将具有更新的 /etc/filesystems，后者采用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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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后，请删除已从对应 JFS 或 JFS2 日志卷转换的所有 VxVM 日志卷。

定制 VxVM 配置
vxconvert 将提供一个默认名称，以便为新形成的 VxVM 磁盘组命名，仅为可选

项。然而，也可以选择自己的 VxVM 磁盘组名称。默认情况下，通过将卷组名称的
前缀 vg 替换为 dg，vxconvert 可以重命名 LVM 卷组。例如，vg08 将成为 dg08。
如果 LVM 卷组名称中没有 vg，则 vxconvert 将直接对其磁盘组使用同一个卷组名
称。
根据此磁盘组名称，将为新建 VxVM 磁盘组中的磁盘提供 VxVM 磁盘介质名。
请参见 vxintro(1M) 手册页 。
如果新建 VxVM 磁盘组是 dg08，则它将具有名为 dg0801、dg0802 等的 VxVM 磁
盘。逻辑卷中的 VxVM Plex 将为 dg0801-01、dg0801-02，等。
如果不满意转换生成的默认对象名称，则使用标准的 VxVM 实用程序重命名这些对
象。有关重命名磁盘组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vxedit (1M) 手册页中的重命名选
项。
注意：对该配置完全满意之后，必须仅重命名 VxVM 配置中的对象。
如果选择设置 VxVM 卷的符号链接，则避免重命名 VxVM 对象。
请参见第 154 页的“规划新的 VxVM 逻辑卷名称”。
如果更改了基础 VxVM 设备节点的名称，则这些符号链接将无效。

恢复 LVM 卷组配置
如果您需要还原原始 LVM 配置，除还原旧的 LVM 元数据和关联配置文件之外，您
还必须恢复用户数据。
注意：LVM 内部数据的快照保留于 root 文件系统。在转换为 VxVM 之前，您必须
已经备份位于所有卷组的逻辑卷上的数据。
LVM 卷组的恢复包括两步过程：LVM 内部数据 (元数据和配置文件) 的恢复，以及
用户或应用程序数据的恢复。

vxconvert 使用示例
下列部分包含使用 vxconvert 实用程序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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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vxconvert 主菜单
若要显示 vxconvert 菜单，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convert
...
Press return to continu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Operations
Menu: Volume Manager and File System Conversion
1

Analyze LVM Volume Groups and JFS/JFS2 File Systems
for Conversion
2
Convert LVM and JFS/JFS2 to VxVM and VxFS
3
Set path for saving VGRA records and JFS/JFS2 meta
data
list
List disk information
listvg List LVM Volume Group information
?
??
q

Display help about menu
Display help about the menuing system
Exit from menus

Select an operation to perform:

列出磁盘信息
vxconvert 的 list 选项显示有关系统上磁盘的信息。
...
Select an operation to perform: # list
List disk information
Menu: Volume Manager/LVM_Conversion/ListDisk
Use this menu option to display a list of disks. You can also
choose to list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disk at a specific
disk device address.
Enter disk device or "all" [<address>,all,q,?](default: all) all
DEVICE
EXT_DISKS_0
EXT_DISKS_1

DISK
-

GROUP
-

STATUS
LVM
online in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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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_DISKS_2
EXT_DISKS_3
EXT_DISKS_4
EXT_DISKS_5
EXT_DISKS_6
EXT_DISKS_7
EXT_DISKS_8
EXT_DISKS_9

disk01

rootdg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LVM
online
LVM
online

invalid
invalid
invalid
invalid
invalid
invalid

Device to list in detail [<address>,none,q,?] (default: none) none

列出 LVM 卷组信息
若要列出 LVM 卷组信息，请使用 listvg 选项。
注意：要转换的卷组必须不是根卷组或在组中不能含有可引导卷。

分析 LVM 卷组、JFS 和 JFS2 以进行转换
若要分析一个或多个 LVM 卷组和任意 JFS 或 JFS2 文件系统，请选择选项 1。

LVM 卷分析失败的示例
下面示例显示了一个失败的 LVM 卷分析。
Second Stage Conversion Analysis of vgbig
There is not enough free space on the /etc/vx device
to complete the conversion of the LVM Volume Group (vgbig).
You will need to have at least 17530 blocks free.

转换 LVM 卷组和 JFS 或 JFS2 文件系统
若要将 LVM 卷组转换成 VxVM 磁盘组，以及将 JFS 或 JFS2 文件系统转换成 VxFS
文件系统，请选择选项 2。

JFS 转换失败的示例
下面示例显示了一个失败的 JFS 转换。
Found insufficient space to convert the JFS (/dev/lv01) to VxFS.
At least 2972 kilobytes space is required. To allow conversion,
please go back and increase the filesystem size.

将本机卷和文件系统脱机迁移到 VxVM 和 VxFS
vxconvert 使用示例

161

Analysis of (/dev/lv01) from JFS to VXFS has failed due to the
error:
vxfs vxfsconvert: Total of 2972K bytes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conversion
Please check the error and do accordingly.

LVM 转换失败的示例
下面示例显示了一个失败的 LVM 转换。
Second Stage Conversion Analysis of vgbig
There is not enough free space on the /etc/vx device
to complete the conversion of the LVM Volume Group (vgbig).
You will need to have at least 17530 blocks free.

转换前后的示例输出
下面示例显示了转换前后的示例输出。

转换后的示例输出
下面示例显示了转换之后的输出。
# vxconvert
...
Select an operation to perform: listvg
...
Enter Volume Group (i.e.- vg04) or “all”
[<address>,all,q,?] (default: all)
LVM VOLUME GROUP INFORMATION
Name
Type
Physical Volumes
rootvg
ROOT
hdisk0
...
Select an operation to perform: q
# vxprint
Disk group: dgbig
TY NAME
ASSOC

KSTATE

LENGTH

PLOFFS STATE

TUTIL0 PUTI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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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dgbig
dm dgbig01

dgbig
EXT_DISKS_6 -

17765832 -

-

-

-

v
pl
sd
v
pl
sd
v
pl
sd

gen
loglv00
loglv00-01
fsgen
lv01
lv01-01
fsgen
lv02
lv02-01

131072
131072
131072
655360
655360
655360
65536
65536
65536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

-

-

loglv00
loglv00-01
dgbig01-01
lv01
lv01-01
dgbig01-03
lv02
lv02-01
dgbig01-02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0
0
0

磁盘组 dgbig 包含 VxVM 磁盘 dgbig01 和卷 loglv00。VxVM 磁盘 dgbig01 与磁
盘设备 EXT_DISKS_6 相关联并且长度为 17765832 个块。卷 loglv00 类型为 gen，
在 VxVM 内核驱动程序里启用，长度为 131072，并且处于 ACTIVE 状态。这意味
着卷已启动，并且 Plex 已被启用。对卷执行的操作（例如恢复和数据访问）取决于
使用类型 gen。
Plex loglv00-01 与卷 loglv00 相关联，并且映射卷的整个地址范围。与 Plex 相关
联的是一个子磁盘 dgbig01-01，该子磁盘映射的 Plex 地址范围为 0 到 Plex 的整个
长度，即 131072 个块。对于子磁盘 dgbig01-01，正如其名称中第一部分所暗示
的，它使用 VxVM 磁盘 dgbig01 的一个扩展区。

关于测试实例
本节介绍了测试实例配置和影响转换时间的因素。

测试实例配置
测试实例使用下列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SF) 版本

SF 5.0-MP3

硬件配置

电源 5 H/W，型号 51A

操作系统级别

AIX 5.3 TL07 SP2

存储阵列

启用了 EMC Powerpath 的 EMC Clariion

影响转换时间的因素
根据影响转换时间的多个理论因素制定测试用例，这些因素包括：

将本机卷和文件系统脱机迁移到 VxVM 和 VxFS
关于测试实例

■

文件系统中文件的平均大小

■

文件系统的大小

■

文件系统中包括的文件数量

■

卷组中的物理卷数量

■

卷组中的逻辑卷数量

测试实例：文件数量和大小、文件系统大小
此测试调查下列因素：
■

文件系统中的文件数量

■

文件系统中文件的平均大小

■

文件系统的大小

表 14-1

在测试实例中使用的值

文件

平均文件大小
(GB)

文件系统大小
(GB)

LVM 卷组大小
(GB)

转换时间 (分:
秒)

4

5

50 (jfs)

50

1:28

10

3

70 (jfs)

180

3:12

800

50

450 (jfs2)

450

3:36

9

42

400 (jfs2)

400

3:49

推断
根据测试结果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
■

减少文件的数量可减少转换时间。

■

增加文件系统中的可用空间可减少转换时间。

测试实例：文件数、文件系统大小
此测试实例调查下列因素：
■

文件系统中的文件数有变化，而文件大小则恒定保持在 0.04 MB。

■

文件系统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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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测试实例中使用的值

表 14-2
文件

文件系统大
小 (GB)

磁盘

逻辑卷

卷组大小
(GB)

转换时间
(分:秒)

150

5

3

3

6

2:44.281

25000

5

3

3

6

3:39.377

150

15

8

3

16

4:22.730

25000

15

8

3

16

5:38.280

100000

5

4

3

6

8:22.436

100000

15

8

3

16

9:01.918

150

50

29

2

59

24:18.791

25000

50

29

2

59

26:24.359

100000

50

26

2

51

27:05.961

推断
根据测试结果可以推断，增加某个文件系统大小范围内的文件数量会增加转换时
间。
注意：在此测试中，转换时间的增加相对于文件数量的增加是微不足道的。这可以
归因于文件系统大小很小。在从 LVM 到 VxVM 的某个客户数据中心迁移过程中，
当大文件系统（大约 2 TB）有非常多的文件（接近 2 百万个文件）时，会显著增加
转换时间。

测试实例：平均文件大小
此测试调查文件系统中一个文件的平均大小对转换时间的影响。数据量（即文件的
数量乘以每个文件的平均大小的值）保持恒定。结果，当文件大小减小时，文件的
数量会增加。
测试是在保持下列参数恒定的情况下执行的：
卷数

1

平均卷大小

350 GB

文件系统大小

350 GB (jfs)

磁盘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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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M 卷组大小

400 GB

卷组数量

1

表 14-3

在测试实例中使用的值

文件

平均文件大小 (GB)

转换时间 (分:秒)

24

12.5

4:21.412

100

3

4:25.849

48

6.25

4:26.339

300

1

4:41.521

12

25

4:46.357

600

.50

5:04.095

6

50

5:15.490

1200

.25

5:25.575

推断
根据测试结果可以推断出以下结论：
■

缩减文件大小会减少转换时间

■

在测试快结束时增加文件数量会增加转换时间

测试实例：逻辑卷的数量
此测试调查卷组内逻辑卷 (LV) 的数量对转换时间的影响。
应该将这些检验结果与平均文件大小测试用例进行比较。
请参见第 164 页的“测试实例：平均文件大小”。
测试是在保持下列参数恒定的情况下执行的：
卷数

24 + 1

平均卷大小

1 300 GB LV + 24 2 GB LV

文件系统大小

350 GB (jfs)

磁盘数

7

LVM 卷组大小

400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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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组数量

表 14-4

1

在测试实例中使用的值

文件

平均文件大小 (GB)

转换时间 (分:秒)

300

1

5:11.013

600

.50

5:26.123

1200

.25

5:42.171

24

12.5

6:22.357

48

6.25

6:26.523

100

3

6:41.312

12

25

6:42.512

6

50

7:05.872

推断
根据测试结果可以推断，增加逻辑卷的数量会增加转换时间，但增加量微乎其微。

测试实例：物理卷的数量
此测试调查卷组内物理卷 (LV) 的数量对转换时间的影响。
测试是在保持下列参数恒定的情况下执行的：
磁盘数

52

逻辑卷的数量

1

每个文件的大小

1 MB

卷组大小

100 GB

表 14-5

在测试实例中使用的值

文件系统大小 (GB)

文件

转换时间 (分:秒)

5

150

83:57.106

5

25000

84:42.825

5

100000

80:0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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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大小 (GB)

文件

转换时间 (分:秒)

15

150

81:03.553

15

25000

83:37.725

15

100000

84:51.357

50

150

82:04.489

50

25000

85:01.479

50

100000

85:23.097

100

150

79:24.965

100

25000

96:13.457

100

100000

93:59.675

推断
与侧重于文件数量和文件系统大小的测试案例不同，当磁盘数量在整个测试案例中
保持恒定时，转换时间会急骤缩短。此结果意味着，增加卷组中磁盘的数量对转换
时间的增加起了重要作用。
请参见第 163 页的“测试实例：文件数、文件系统大小”。

将 LVM、JFS 和 JFS2 转换为 VxVM 和 VxFS
占位符

关于转换速度的常规信息
影响转换速度的因素包括：
■

卷组大小。卷组越大，每个磁盘的 VGRA 区域越大。必须为每个物理磁盘的
VGRA 区域创建副本。有些区域大于 64 MB；因此具有 50 个磁盘的卷需要 64
MB 的读取和写入操作（即，100 次大规模的 I/O 请求）才能完成。有些卷组有
128 个磁盘。

■

卷组中单个逻辑卷的大小，以及逻辑卷布局的复杂性。例如，对于拥有 50 个
9GB 驱动器的系统而言，使用 6 个磁盘即可创建一个简单的 50 GB 逻辑卷。但
是也可以取所有 50 个磁盘的第一个 1GB 空间创建一个 50GB 的条带逻辑卷。与
条带卷相比，第一个简单逻辑卷花费的转换时间更少，因为仅需检查 5 个磁盘
是否包含元数据。但是，对于条带卷而言，则需要检查 50 个磁盘并复制 5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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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RA。另外，通过复制 VxVM 命令来设置条带卷相当复杂，要求生成更多的
VxVM 命令来表示代表相同容量空间的更多小子磁盘。
转换条带时的另一个因素是条带为转换器带来了更多工作。在某些情况下，虽
然仅仅是更改元数据，但条带也要求使用 1GB 卷。在其它情况下，一个卷与另
一个卷相比具有越多的物理磁盘，往往需要处理的元数据也就越多。转换器必
须读取每个物理扩展区映射，以确保卷中不存在任何孔洞；一旦发现孔洞，转
换器将在它们周围进行映射。
■

卷数。转换一个 64GB 的卷要比转换一个 2GB 的卷花更长的时间，转换 64 个
1GB 的卷同样也要比转换一个 64GB 的卷花更长时间，前提条件是各卷的类型
类似。

■

镜像卷。相对于简单卷，镜像卷花费的转换时间通常较少。若卷同时有镜像卷
和条带卷，则需要花费较长的转换时间。
目前，在转换以后，由于大镜像可能要花几小时才能完成，所以镜像卷不会自
动实现同步。
例如，在测试中，由 20 个简单逻辑卷组成的 150GB 卷组大约要花 35-40 分钟
来进行转换。相反，由需要进行同步的镜像卷组成的同一卷组 (150GB) 则可能
要花 30-40 小时来进行转换。

注意：如果转换镜像卷，则必须在单独的步骤中对其进行同步。

估计系统停机时间
要将 LVM 配置转换为 VxVM 时，常见的问题是“这要花费多长时间？”Symantec
已开发一系列测试实例，用于评估各种配置和计算转换时间。根据此类数据，
Symantec 可以合理估计停机时间。

15
将本机 LVM 卷联机迁移到
VxVM 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从 Logical Volume Manager (LVM) 卷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的联机迁移

■

独立环境中从 LVM 卷到 VxVM 卷的联机迁移

■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卷到 VxVM 卷的联机迁移

关于从 Logical Volume Manager (LVM) 卷到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的联机迁移
联机迁移功能提供了一种以十分有限的停机时间将本机 LVM 卷上运行的现有应用
程序迁移到 VxVM 卷的便捷方法。 本机 LVM 卷称为源卷，VxVM 卷称为目标卷。
此功能将源 LVM 卷数据迁移到新存储上的目标 VxVM 卷，并具有支持不同存储配
置和布局的灵活性。迁移设置完毕后，便可以恢复应用程序，而从 LVM 到 VxVM
卷的数据同步则继续在后台运行。迁移配置的设置使应用程序不需要立即重新配置
为新的 VxVM 设备路径。当所有所需卷的数据同步完成时，可以选择提交迁移的时
间点。在出现错误的情况下，这提供了中止迁移并安全恢复到原始 LVM 配置的方
法。源卷将保持最新，直到提交或中止迁移为止。
联机迁移功能使您可以在以下环境中从 LVM 迁移到 VxVM。
■

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卷进行迁移。此功能支持非高可用性环境中的单个主机。
请参见第 170 页的“独立环境中从 LVM 卷到 VxVM 卷的联机迁移”。

■

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卷进行迁移。此功能支持具有故障转移类型高可用性
的 VCS 集群系统。
请参见第 178 页的“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卷到 VxVM 卷的联机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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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Oracle 认证，此功能可用作主节点数据库应用程序（尤其是版本 10gr2 和
11gr1）。
图 15-1 说明了联机迁移过程。
迁移过程

图 15-1
原始源
LVM 配置

已提交的配置

活动迁移
配置
服务器
应用程序

服务器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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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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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LVM 镜像

LVM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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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0_0

DMP

AD0_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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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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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 1
图例：

AD1_0
AD1_N

AD1_0

阵列 2
写入

AD1_N

阵列 2

读取

第一阶段显示初始 LVM 源配置。
第二阶段显示迁移配置。重命名的 LVM 卷配置为 VxVM 卷下的源镜像，数据从源
镜像同步到 VxVM 目标镜像。应用程序通过原始 LVM 设备路径访问 VxVM 卷。写
入数据进入 LVM 和 VxVM 镜像，读取数据由 LVM 镜像提供，直到 VxVM 镜像实
现同步为止。
第三阶段显示提交的设置，其中 LVM 镜像已从 VxVM 配置中分离。 LVM 卷不会
再随应用程序 IO 而更新。

独立环境中从 LVM 卷到 VxVM 卷的联机迁移
联机迁移功能提供了在独立环境中从本机 LVM 卷迁移到 VxVM 卷的方法。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的联机迁移的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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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环境中开始联机迁移之前，请阅读以下先决条件、准则和不支持的情形。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备工作”。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则 ”。
请参见第 177 页的“独立环境中不支持从 LVM 迁移到 VxVM 的情形”。
如需了解用于进行迁移或取消迁移的过程，请参考以下几节。
请参见第 174 页的“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迁移到 VxVM ”。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取消独立环境中 LVM 到 VxVM 的联机迁移 ”。

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的联机迁移的管理界面
使用 vxmigadm 管理命令可以管理本机 LVM 卷到 VxVM 卷的联机迁移。此命令在
/etc/vx/bin、/opt/VRTS/bin 和 /usr/lib/vxvm/bin 中提供。
语法如下：
vxmigadm [options] operation [input-set]

input-set 可以是卷组，也可以是卷组中的卷子集（使用原始源名称或目标名称指
定）。此 input-set 表示应用程序所处理的卷或卷组，并且对于将针对该集合执行
的所有操作都必须相同（recover 操作除外）。
操作执行的详细信息记入 /var/adm/vx 目录中的 vxmigadm.log 文件，该文件也可
通过 /etc/vx/log 访问。
可以使用详细选项 -v 获得操作进度的指示。
表 15-1 说明了 vxmigadm 操作。
注意：VCS HA 环境中的联机迁移使用相同的操作。 有关这些操作在 VCS HA 环境
中的其他说明，请参见：
请参见第 179 页的表 15-2。
表 15-1
操作

说明

analyze

对计划迁移的 LVM 和 VxVM 配置执行健全性检查。 显示检测到的需要
修复的不当问题（如果有）。 不在设置中进行任何配置更改。 对环境、
源卷组、源卷、目标磁盘组和目标卷执行检查。
您必须修复报告的问题，并重新运行 analyze 操作，直到不报告任何问
题为止。
仅在 start 操作之前使用此操作进行分析。

171

172

将本机 LVM 卷联机迁移到 VxVM 卷
独立环境中从 LVM 卷到 VxVM 卷的联机迁移

操作

说明

start

启动迁移。 在执行启动运算前关闭应用程序。
如果检测到异常，则显示错误并退出。
通过将 LVM 卷添加为源镜像并将一个或多个 VM 卷 Plex 添加为目标镜
像，来设置迁移配置。
启动从 LVM 到 VxVM 卷的后台数据同步。
应用程序恢复后将通过原始 LVM 卷的设备路径使用目标 VxVM 卷。 将
源 LVM 卷重命名为 <lvolname>_vxlv。源卷将保持最新，直到提交或
中止迁移为止。
仅当 analyze 操作成功后，才能使用此操作。

status

显示数据同步的详细状态。
按不同类别列出卷，如“data synchronization not yet complete (数据
同步未完成)”、“active data synchronization (数据同步处于活动状
态)”和“data synchronization complete (数据同步完成)”。 对于同步
处于活动状态的卷，将显示详细信息，包括卷名称、任务 ID、任务状态
和该任务的完成百分比。 数量可能有多个任务，并且它可能切换在有效
的数据同步和不完全数据的同步之间类别，全部其任务执行。
在您提交或中止迁移之前，仅显示活动迁移设置的状态。此外，还将当
前配置类型显示为 STANDALONE 或 SFHA。

commit

提交迁移。验证是否已成功完成所有输入卷的迁移。将 LVM 配置与目
标 VxVM 配置分离。
应用程序继续通过原始 LVM 卷的设备路径使用目标 VxVM 卷。 源 LVM
卷保留重命名的名称 <lvolname>_vxlv。LVM 卷包含截至提交点的数
据，且不再进行更新。
仅当 status 操作指示所有卷的数据同步完成后，才能提交迁移。

abort

中止迁移，并将 LVM 和 VxVM 配置还原至原始状态。 在执行中止运算
前关闭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恢复后将通过原始 LVM 卷的设备路径使用源 LVM 卷。源 LVM
卷重命名为原始名称。源 LVM 卷包含截至中止点的数据。
在提交迁移之前发生错误时使用此操作。

recover

在系统崩溃或重新启动后恢复所有现有的迁移配置。对于任何其他干
扰，请参考常规 VxVM 恢复过程。
对于重新启动后恢复，仅当迁移尚未提交或中止时才能执行此操作。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vxmigadm(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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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备工作
对于从本机 LVM 卷到 VxVM 卷的联机迁移，应确保独立系统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这个系统有反映的一个有效许可证。

■

LVM 卷组未关闭。

■

LVM 卷组不是并行的。

■

LVM 卷组没有可引导的分页空间或交换卷。

■

LVM 卷处于可用状态。

■

LVM 卷名称在允许的长度（10 个字符）以内。

■

原始 LVM 卷名称不包含 _vxlv 字符串。

■

为避免要在 VxVM 中添加的 LVM 卷设备在迁移过程中发生冲突，请确保没有名
称形式为 <source lvolname>_vxlv 的 VxVM 对象。

■

如果 VxVM 磁盘组为 CDS 类型，则暂时关闭 CDS 以允许设置迁移配置。您可
以在 commit 或 abort 操作之后重新启用 CDS。

■

VxVM 磁盘组不是共享磁盘组。

■

要避免在迁移过程中重定位数据，请使用以下方法关闭 VxVM 磁盘组的热重定
位。
在 /etc/default/vxassist 文件中设置 spare=only，并且在 VxVM 磁盘组
中，不要将任何磁盘标记为备用磁盘。

■

VxVM 卷具有所需的布局（RAID5 除外）。不支持 RAID5 布局。

■

目标 VxVM 磁盘组和卷与对应的源 LVM 卷组和卷具有相同的名称。

■

目标 VxVM 卷与源 LVM 卷具有相同的大小和凭据（如权限、所有者和组）。

■

某些应用程序（如 Oracle）可能要求目标 VxVM 卷与源 LVM 卷具有相同的
devsubtype。如果源卷组是大型卷组或可伸缩卷组，则此约束特别适用。

■

为获得最佳同步和恢复，应将 DCO（版本 20 或更高版本）添加到所有目标 VxVM
卷。
vxsnap -g mydg prepare volume_name drl=yes ndcomirs=num_mirrors

否则，请为 start 操作保留足够的空闲空间，用于自动为所有 VxVM 卷创建镜像
DCO。
■

VM 卷、Plex 和 DCO 卷的注释字段为空。

■

源卷和目标卷未处于打开或使用状态。

注意：目标卷上未保留任何特定于源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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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CS HA 环境中进行联机迁移还需要满足一些附加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备工作”。

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迁移到 VxVM
执行以下过程。
将本机 LVM 卷迁移到 VxVM 卷

1

在应用程序主机上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指南》。

2

为应用程序主机添加新存储并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下对其进行
配置。

3

作为通用主机范围多径处理解决方案，建议将所有存储迁移到 DMP。
请参见《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4

根据所需配置，在新添加的存储上创建 VxVM 磁盘组和卷。联机迁移不会自动
创建目标 VxVM 配置。

5

确保满足联机迁移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备工作”。
注意：在迁移提交或中止之前，停止影响迁移集合中的 VxVM 或 LVM 卷的所
有操作或配置更改。

6

分析配置。修正找到的所有差异并重新分析，直到不报告任何错误为止。
# vxmigadm [-v] [-L logfile] [-t type] [-S] analyze -g grpname [-l
vol_list]

如果应用程序使用多个卷组，请对每个卷组执行分析操作。

7

如果应用程序处于联机状态，请关闭应用程序。确保源卷和目标卷未处于使用
状态。

8

启动迁移。
# vxmigadm [-v] [-L logfile] [-t type] start -g grpname [-l vol_list]

如果应用程序使用多个卷组，请逐一针对每个卷组单独启动迁移。
继续执行下一步骤以恢复某个特定应用程序之前，迁移该应用程序的所有卷。

9

收到提示时，使应用程序联机。
当数据同步继续在后台运行时，应用程序可以保持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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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 status 操作跟踪迁移的进度和检查数据同步是否已完成。
# vxmigadm [-v] [-L logfile] status -g grpname [-l vol_list]

如果应用程序使用多个卷组，则跟踪每个卷组的迁移状态。在继续进行提交迁
移的下一个步骤之前，确保所有所需卷的数据同步均已完成。
可以使用 vxtask 命令管理数据同步任务。例如，
■ # vxtask pause <task-id>

■ # vxtask resume <task-id>

11 提交迁移：
# vxmigadm [-v] [-L logfile] [-t type] commit -g grpname [-l
vol_list]

如果有快速重新同步许可证，则会默认保持卷组中源 LVM 集的数据一致性。
如果没有快速重新同步许可证，则必须使用强制提交：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保持数据一致性，请在强制提交之前关闭应用程序。
# vxmigadm [-v] [-L logfile] [-t type] -f commit -g grpname [-l
vol_list]

如果应用程序已关闭，请在完成强制提交后将其恢复。
如果应用程序使用多个卷组，请逐一针对每个卷组单独提交迁移。如果要保持
源 LVM 卷在多个卷组中的数据一致性，请在提交之前关闭应用程序。所有卷
组提交完毕后，恢复应用程序。
注意：执行 commit 操作之后，尽早将应用程序重新配置为直接使用目标 VxVM 卷
设备路径。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将应用程序重新配置为使用 VxVM 卷设备路径”。

将应用程序重新配置为使用 VxVM 卷设备路径
执行 commit 操作后，请尽早将应用程序重新配置为使用目标 VxVM 卷的标准设备
路径 /dev/vx/(r)dsk/<dgname>/<volname>。此操作应按照建议的应用程序重新
配置过程执行。要中断所保持的原始 LVM 卷设备路径到 VM 卷的映射，请清除
VxVM 卷的注释字段中的 vxmig_end 标记。此外，还要删除应用程序最初使用的原
始 LVM 设备路径的 block 和 char 设备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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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独立环境中 LVM 到 VxVM 的联机迁移
在提交迁移的时间点之前，如果发生任何错误，请执行以下过程以中止联机迁移。
abort 操作将回滚针对迁移设置执行的所有 LVM 和 VxVM 配置更改，并还原原始
源 LVM 配置。
取消独立环境中 LVM 到 VxVM 的联机迁移

1

如果应用程序正在运行，请将其关闭。

2

如果 start 操作正在进行，请退出该操作。

3

中止迁移：
# vxmigadm [-v] [-L logfile] [-t type] abort -g grpname [-l vol_list]

如果应用程序使用多个卷组，请逐一针对每个卷组单独中止迁移。
在继续执行下一步骤以恢复某个特定应用程序之前，中止该应用程序的所有
卷。

4

收到提示时，使应用程序联机。

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则
对于当地 LVM 数量的在线迁移对 VxVM 数量的，请按照这些执行和在独立系统的
don'ts。
■

为避免数据损坏，不要在已迁移或已提交的配置中同时使用原始 LVM 设备路径
和 VxVM 设备路径。
要保持应用程序通过原始 LVM 卷设备路径对 VxVM 卷的访问，在已迁移或已提
交的配置中，不要对 LVM 卷组目录内容和可用性或对 VxVM 卷的注释字段造成
任何干扰。
为避免此类破坏，在执行 commit 操作之后，应尽早将应用程序重新配置为直接
使用目标 VxVM 卷设备路径。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将应用程序重新配置为使用 VxVM 卷设备路径”。

■

按支持的正确顺序执行迁移操作。 此外，尽可能不要中断 vxmigadm 操作， 否
则，可能需要通过手动干预来清理配置（例如提交时）。

■

在 status 操作输出中，如果卷显示处于“Data synchonization not yet complete
(数据同步未完成)”类别较长时间，则可能需要用户干预。 检查是否有任何目标
VxVM 镜像处于错误状态，并手动纠正问题以允许数据同步继续完成。 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要对源 LVM 镜像执行任何操作或进行任何干扰。

■

在迁移中止或提交之前，不要对迁移集合中的源 LVM 和目标 VxVM 对象执行配
置更改或影响其可用性。不得破坏迁移设置，包括通过其启用 VxVM 卷的原始
LVM 卷设备路径。设置必须处于适当的状态，Vxmigadm 操作才能继续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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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已迁移或已提交的配置，应保持 VxVM 卷的卷名称、权限、所有者和组不
变，并保持应用程序使用的原始 LVM 设备路径不变。如果需要更改这些参数，
请对 VxVM 目标卷进行更改。对 VxVM 卷进行的这些更改也将应用于由应用程
序使用的原始 LVM 设备路径。

■

不要同时在多个卷组上执行配置更改操作，如启动、中止或提交。

■

在迁移过程中执行配置更改操作（如启动、中止或提交）时，不要执行诸如
vxdisk scandisks 或 vold 重新启动等重新配置操作。

■

迁移配置仅用于特殊的迁移过程。不要将其用于全面或一般用途。

■

对于支持 SmartMove 的卷，用于执行重新启动后恢复的 vxmigadm recover 操
作会显示以下消息。此操作提示装入 VxFS 文件系统以便对所列出的卷执行启用
了 SmartMove 的数据同步，否则它接下来将执行完全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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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VM vxmigadm NOTICE Mount the file system to enable synchronization
with SmartMove for these volumes. If file system is not
mounted, then full synchronization will be done : <volume names>
VxVM vxmigadm NOTICE Press y to continue.

请注意，如果此时不装入该文件系统，则不会自动对精简 LUN 中的卷启动完全
同步，这与通过 vxrecover 对卷执行的惯常 VxVM 恢复类似。对于此类卷，在
vxmigadm recover 操作完成后，如果要触发完全同步，请按照使用 -o force
选项执行 vxrecover 命令的方法操作。
在 VCS HA 环境中进行联机迁移还应遵循一些附加协议。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则”。

独立环境中不支持从 LVM 迁移到 VxVM 的情形
以下情形不支持独立环境中 LVM 到 VxVM 的联机迁移。
■

在提交后执行整个过程以便将应用程序重新配置为使用 VxVM 卷设备路径之前，
不支持将处于已迁移或已提交状态的迁移配置移动或导入到另一个主机上。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将应用程序重新配置为使用 VxVM 卷设备路径”。

■

不支持大容量和可伸缩的 LVM 卷组。

■

不支持具有快照、复制等高级功能或其他类似功能的 LVM 或 VxVM 配置。

有些其他情形不支持 VCS HA 环境中的联机迁移。
请参见第 184 页的“不支持从 LVM VCS HA 环境迁移至 VxVM 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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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卷到 VxVM 卷的联机迁移
该联机迁移功能还与 VCS 集成，以在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提供联机迁移。这样，
VCS 可以在迁移过程中监视和保持更新配置的高可用性。
请参见第 178 页的“关于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的联机迁移”。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管理界面”。
在 SFHA 环境中开始联机迁移之前，请阅读以下先决条件、准则和不支持的情形。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备工作”。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则”。
请参见第 184 页的“不支持从 LVM VCS HA 环境迁移至 VxVM 的方案”。
如需了解用于进行迁移或取消迁移的过程，请参考以下几节。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迁移到 VxVM”。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取消 VCS HA 环境中 LVM 到 VxVM 的联机迁移”。

关于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的联机迁移
联机迁移功能提供了在 VCS HA 环境中从本机 LVM 卷迁移到 VxVM 卷的方法。
vxmigadm 命令既可用于独立环境中的迁移又可用于 VCS HA 环境中的迁移。对于
VCS HA 环境，在 LVM 卷组的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上执行 vxmigadm 命令。
所有 vxmigadm 操作都会检测当前配置类型是 VCS HA 还是独立。 对于 VCS HA 环
境，vxmigadm 操作还会进行所需的 VCS 配置更改，以及 LVM 和 VxVM 更改。
对于已迁移、已提交或已中止的设置，所有标准 VCS 操作（如服务组脱机、联机、
切换等）均可照常执行。如果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或切换，则会在目标节点上建立
或恢复所有必要的配置，以便于应用程序工作。
在 VCS HA 环境中，vxmigadm 命令操作会自动执行所需的 VCS 配置更改，如下所
示。
■

在操作进行过程中暂时冻结服务组，然后取消冻结服务组。

■

在执行操作之前使相关资源脱机，并在操作接近结束时使这些资源联机。

■

添加或删除所需的资源，如 VxVM 磁盘组、VxVM 卷以及受 VCS 控制的其他临
时资源。

■

更改 VCS 资源依赖关系，使应用程序依赖适当的 LVM 和/或 VxVM 配置。

■

修改所需的资源属性。

VCS 资源层次结构更改：
在迁移过程中，start 操作为各自的 VxVM 对象添加与 LVM 资源对应的 VxVM 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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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应的 LVMVG 资源添加 VxVM 磁盘组资源。
在 start 操作过程中，还会在 VCS 层次结构中 VxVM 磁盘组资源的下方添加一个临
时资源。 此资源特定于活动迁移设置，用于在服务组联机操作和脱机操作过程中管
理 VxVM 中的 LVM 卷设备配置。一旦设置中止或提交，便会删除此资源。
图 15-2显示联机迁移过程中及之后对 VCS 层次结构的更改。
图 15-2

VCS HA 环境中联机迁移的 VCS 资源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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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管理界面
在 VCS HA 环境中使用 vxmigadm 管理命令从 LVM 进行联机迁移。VCS 操作的详
细信息记录在 /var/VRTSvcs/log 目录的 vcs_vxvm_aom.log 文件中。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的联机迁移的管理界面”。
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进行联机迁移的过程中，使用与独立环境中相同的操作。
请参见第 171 页的表 15-1。
表 15-2 在 VCS HA 环境里进行联机迁移期间提供 vxmigadm 操作的附加说明。
表 15-2
操作

说明

analyze

执行 VCS 健全性检查。-S 选项用于分析所有不具备联机服务组的备用节
点。

start

新的 VxVM 资源在 VCS 的控制下添加到卷组的服务组中。更新资源依赖关
系，使应用程序同时依赖于 LVM 和 VxVM 资源。此外，还会添加一些临时
资源以便在服务组故障转移过程中管理 LVM 和 VxVM 迁移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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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说明

commit

更新资源依赖关系，ㄏ应用程序仅依赖于 VxVM 资源。LVM 资源仍然存在
于服务组中，但已与应用程序资源树断开连接，并已标记为非关键资源。此
外，还会删除在 start 操作过程中添加的不需要的临时资源。

abort

删除在 start 操作中添加的所有 VxVM 资源。还原原始 VCS 资源依赖关系，
使应用程序仅依赖于 LVM 资源。此外，还会删除在 start 操作过程中添加
的不需要的临时资源。

注意：仅在独立环境中需要使用 recover 操作。在 VCS HA 环境中，所需的恢复由
VCS 在内部完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xmigadm(1M) 手册页。

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备工作
在独立系统中进行联机迁移的先决条件适用于 VCS HA 环境中的联机迁移。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备工作”。
此外，还必须满足以下先决条件，才能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卷进行迁移。
■

VCS 已安装在所有集群节点上并在其上运行。

■

LVM 卷组、逻辑卷和所有要迁移的相关资源都在 VCS 控制下在一个故障转移类
型的服务组中进行配置。

■

目标 VxVM 对象（如磁盘组和卷）尚未在 VCS 控制下进行配置。

■

包含要迁移的卷组的服务组未处于已冻结状态。

■

VCS 配置未处于读写模式下。

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迁移到 VxVM
执行以下过程。
将本机 LVM 卷迁移到 VxVM 卷

1

在集群的节点上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和配置指南》。

2

为应用程序主机添加新存储并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下对其进行
配置。

3

作为通用主机范围多径处理解决方案，建议将所有存储迁移到 DMP。
请参见《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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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所需配置，在新添加的存储上创建 VxVM 磁盘组和卷。联机迁移不会自动
创建目标 VxVM 配置。

5

确保满足联机迁移的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备工
作”。
注意：在迁移提交或中止之前，停止影响迁移集合中的 VxVM 或 LVM 卷以及
VCS 配置的所有操作或配置更改。

6

分析配置。修正找到的所有差异并重新分析，直到不报告任何错误为止。在所
有不具备联机服务组的备用节点上使用 -S 选项执行分析。
# vxmigadm [-v] [-L logfile] [-t type] [-S] analyze -g grpname [-l
vol_list]

7

如果应用程序处于联机状态，请关闭应用程序资源。确保源卷和目标卷未处于
使用状态。

8

启动迁移。
# vxmigadm [-v] [-L logfile] [-t type] start -g grpname [-l vol_list]

9

收到提示时，使应用程序资源联机。
当数据同步继续在后台运行时，应用程序可以保持联机状态。

10 使用 status 操作跟踪迁移的进度和检查数据同步是否已完成。
# vxmigadm [-v] [-L logfile] status -g grpname [-l vol_list]

可以使用 vxtask 命令管理数据同步任务。例如，
■ # vxtask pause <tas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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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xtask resume <task-id>

11 提交迁移：
# vxmigadm [-v] [-L logfile] [-t type] commit -g grpname [-l
vol_list]

如果有快速重新同步许可证，则会默认保持卷组中源 LVM 集的数据一致性。
如果没有快速重新同步许可证，则必须使用强制提交：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保持数据一致性，请在强制提交之前关闭应用程序。
# vxmigadm [-v] [-L logfile] [-t type] -f commit -g grpname [-l
vol_list]

如果应用程序已关闭，请在完成强制提交后将其恢复。
对于具有多个卷组的迁移配置：
请参见第 182 页的“迁移具有多个卷组的配置 ”。
注意：执行 commit 操作之后，尽早将应用程序重新配置为直接使用目标 VxVM 卷
设备路径。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将应用程序重新配置为使用 VxVM 卷设备路径”。
此外，还要修改 Mount 资源的 BlockDevice 属性以反映 VxVM 卷的设备路径。

迁移具有多个卷组的配置
在 VCS HA 系统中，每次只能有一个卷组处于迁移状态。因此要迁移系统中的多个
卷组，必须先迁移并提交一个卷组，才能继续迁移下一个卷组。
执行以下过程以迁移具有多个卷组的配置：
■

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使用单个服务组中配置的多个卷组。

■

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使用服务组 1 中的一个或多个卷组，另外一组的一个或多
个应用程序使用服务组 2 中的一个或多个卷组，依此类推。

迁移具有多个卷组的配置

1

选择一个要迁移的卷组。

2

如果其应用程序处于联机状态，请将依赖于 LVM 资源的应用程序资源脱机。

3

使用 vxmigadm 启动操作启动卷组的迁移。

4

收到警报时，使（在步骤 2 中）脱机的应用程序资源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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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 vxmigadm 状态操作跟踪进度，直到指示卷组的数据同步完成为止。

6

如果要求源 LVM 卷在提交之后的应用程序数据一致性，并且应用程序处于联
机状态，则将依赖于卷组的应用程序资源脱机。

7

使用 vxmigadm 提交操作提交卷组的迁移。

8

如果已（在步骤 6 中）使应用程序资源脱机，请将应用程序资源联机。

9

对下一个卷组重复上述步骤。继续按此方法逐一迁移所有其他卷组。

取消 VCS HA 环境中 LVM 到 VxVM 的联机迁移
在提交迁移的时间点之前，如果发生任何错误，请执行以下过程以中止联机迁移。
abort 操作将取消针对迁移设置执行的所有 LVM、VxVM 和 VCS 配置更改，并还原
原始源 LVM 配置。
取消 VCS HA 环境中 LVM 到 VxVM 的联机迁移

1

如果应用程序正在运行，请使应用程序资源脱机。

2

如果 start 操作正在进行，请退出该操作。

3

中止迁移：
# vxmigadm [-v] [-L logfile] [-t type] abort -g grpname [-l vol_list]

4

收到警报时，使应用程序资源联机。

在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则
在独立系统中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则适用于 VCS HA 环境中的联机迁移。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在独立环境中从 LVM 到 VxVM 进行联机迁移的准则 ”。
此外，对于 VCS HA 环境中从 LVM 卷进行的联机迁移，请遵循下列准则。
■

卷组中要迁移的所有卷应一起迁移。 该卷组的剩余卷不能在以后单独迁移。

■

如果 start 操作失败，服务组将保持已冻结状态。 手动取消冻结服务组，然后在
同一节点上运行 abort 操作。

■

迁移操作正在进行时，不要执行任何 VCS 配置更改。

■

在迁移提交或中止之前，不要对迁移中涉及的 VCS 服务组进行任何更改。

■

对于活动迁移设置，服务组故障转移可能需要对故障转移节点进行磁盘重新扫
描。 此操作可能需要根据 vxdisk scandisks 操作所需的时间调整在磁盘组资
源下添加的临时资源的 OnlineTimeout 属性值。OnlineTimeout 的默认值为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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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迁移时，诸如 LVMVG 等 LVM 资源在服务组中显示为非关键资源。 如果不
需要这些资源，请将其从服务组中删除。

■

在集群节点上执行 abort 或 commit 操作的过程中，会将 LVM 卷设备从该节点
的 VxVM 配置中清除。 对于先前由迁移设置遍历的所有其他集群节点，LVM 卷
设备在 VxVM 配置中的分散条目将保留。 您应清理这些分散条目，以免对该节
点上任何进一步的联机迁移造成干扰。 检查并清理 LVM 卷 <lvol> 的分散条目，
如下所示：
# vxdisk list <lvol>_vxlv

如果设备存在，请将其删除：
# vxdisk rm <lvol>_vxlv
# vxddladm listforeign | grep <lvol>_vxlv

如果设备条目存在，请将其删除：
# vxddladm rmforeign charpath= \
/dev/r<lvol>_vxlv blockpath=/dev/<lvol>_vxlv

不支持从 LVM VCS HA 环境迁移至 VxVM 的方案
独立系统中不支持联机迁移的情形适用于 VCS HA 环境中的联机迁移。
请参见第 177 页的“独立环境中不支持从 LVM 迁移到 VxVM 的情形”。
此外，还不支持以下情形。
■

在提交后执行整个过程以便将应用程序重新配置为使用 VxVM 卷设备路径之前，
不支持将处于已迁移或已提交状态的配置移动或导入到另一个独立系统。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将应用程序重新配置为使用 VxVM 卷设备路径”。
此外，还要修改 Mount 资源的 BlockDevice 属性以反映 VxVM 卷的设备路径。

■

不支持采用高级 VCS 功能（如 GCO、RDC 和其他类似功能）的配置。

■

不支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以外的集群软件。

■

不支持采用并行类型服务组的配置。

16
将本机文件系统联机迁移
到 VxFS 文件系统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将本机文件系统联机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

将本机文件系统联机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的管理界面

■

将本机文件系统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

通过 NFS v3 将源文件系统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

取消从本机文件系统到 VxFS 文件系统的联机迁移

■

VxFS 功能在联机迁移期间不可用

关于将本机文件系统联机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联机迁移功能提供了将本机文件系统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的方法。本机文件系统
称为源文件系统，VxFS 文件系统称为目标文件系统。迁移所花费的停机时间非常
短，有明确的范围，易于安排。联机迁移不是就地转换，因而需要单独的存储。在
联机迁移期间，应用程序保持联机，并且本机文件系统数据将复制到 VxFS 文件系
统。在迁移过程中，两个文件系统都将保持同步。这使联机迁移可以无缝取消和恢
复。联机迁移工具还提供了一个选项，用来限制后台复制操作以根据您的生产需要
加快或减慢迁移速度。
图 16-1 说明了整体迁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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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过程

图 16-1

可以迁移 JFS 和 JFS2 文件系统。

将本机文件系统联机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的管理界
面
使用 fsmigadm VxFS 管理命令，可以启动从本机文件系统到 VxFS 文件系统的联机
迁移。
表 16-1 介绍了 fsmigadm 关键字。
表 16-1
关键字

用法

analyze 分析要转换为 VxFS 的源文件系统，并生成分析报告。
start

启动迁移。

list

列出所有正在进行的迁移。

status

显示所指定文件系统或正在迁移的所有文件系统的详细迁移状态，包括完成百分
比。

throttle 限制后台复制操作。
pause

暂停一个或多个迁移的后台复制操作。

resume

恢复后台复制操作（如果该操作已暂停，或者在完成迁移前终止了后台复制操
作）。

将本机文件系统联机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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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用法

commit

提交迁移。

abort

中止迁移。

请参见 fsmigadm (1M) 手册页。

将本机文件系统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使用以下过程可将本机文件系统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注意：在启动迁移之后，将无法卸载目标 (VxFS) 文件系统和源文件系统。只有
commit 或 abort 操作才能卸载目标文件系统。不要强制卸载源文件系统；请使用
abort 操作停止迁移，然后卸载源文件系统。
将本机文件系统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1

在物理应用程序主机上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指南》。

2

将新存储添加到要配置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物理应用程序主机
上。

3

根据所需配置在新添加的存储上创建 VxVM 卷。卷大小不能小于源文件系统大
小。

4

如果尚未装入源文件系统，请装入该文件系统。

5

运行 fsmigadm analyze 命令并确保通过所有检查：
# fsmigadm analyze /dev/vx/dsk/dg/vol1 /mnt1

6

如果应用程序处于联机状态，请关闭应用程序。

7

通过运行 fsmigadm start 启动迁移：
# fsmigadm start /dev/vx/dsk/vol1 /mnt1

使用 fsmigadm 命令执行下列任务：
■

卸载源文件系统。

■

在提供的新存储上使用 mkfs 命令创建 VxFS 文件系统，并指定与源文件系
统相同的块大小 (bsize)。可以结合 -b blocksize 选项使用 fsmigadm start
指定所需的支持的 VxFS 块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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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入目标文件系统。

■

在目标文件系统内装入源文件系统（例如，/mnt1/lost +found/srcfs）。

在目标 VxFS 文件系统上进行迁移时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可以使用 fsmigadm status 命令获取迁移状态：
# fsmigadm status /mnt1

■

可以使用 fsmigadm throttle 命令提高或降低迁移速度：
# fsmigadm throttle 9g /mnt1

■

可以使用 fsmigadm pause 命令暂停迁移：
# fsmigadm pause /mnt1

■

可以使用 fsmigadm resume 命令恢复迁移：
# fsmigadm resume /mnt1

应用程序可以在整个迁移操作过程中保持联机。迁移操作完成后，将通过系统
日志发出警报。
目标文件系统和源文件系统都将保持最新，直到提交迁移为止。

8

当迁移操作继续执行时，您可以使应用程序联机。

9

检查日志文件以查看迁移过程中发生的任何错误。如果找到任何错误，则必须
在执行提交操作后从源文件系统手动复制指示的文件。

10 如果曾在迁移操作继续执行时使应用程序联机，请在迁移操作完成后再次关闭
该应用程序。

11 提交迁移：
# fsmigadm commit /mnt1
fsmigadm 命令先卸载源文件系统，再卸载目标文件系统，然后将迁移的目标

VxFS 文件系统重新装入到相同的装入点。

12 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上启动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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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NFS v3 将源文件系统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通过 NFS v3 迁移文件系统时，NFS 服务器会将文件系统导出到该服务器的 NFS 客
户端。在迁移过程中，只有一个 NFS 客户端可以装入导出的文件系统。在迁移过程
中，主机上的应用程序仅在此 NFS 客户端节点上可用。
以下过程通过 NFS v3 将源文件系统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注意：在启动迁移之后，将无法卸载目标 (VxFS) 文件系统和源文件系统。只有
commit 或 abort 操作才能卸载目标文件系统。不要强制卸载源文件系统；请使用
abort 操作停止迁移，然后卸载源文件系统。
不要在迁移过程中通过 NFS 服务器修改导出的文件系统。
通过 NFS v3 将源文件系统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1

在物理应用程序主机上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指南》。

2

将新存储添加到要配置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物理应用程序主机
上。

3

根据所需配置在新添加的存储上创建 VxVM 卷。卷大小不能小于源文件系统大
小。

4

如果尚未装入源文件系统，请装入该文件系统。

# mount -V nfs3 fs1:/dump /mnt1
# mount
node
mounted
mounted over
vfs
date
options
-------- --------------- --------------- ------ ------------ --------------/dev/hd4
/
jfs2
Feb 28 15:05 rw,log=/dev/hd8
...
fs1
/dump
/mnt1
nfs3
Mar 14 12:07

将源文件系统从 NFS 服务器导出，并将其装入到单个 NFS 客户端上。迁移在
此 NFS 客户端上运行。

5

运行 fsmigadm analyze 命令并确保通过所有检查：
# fsmigadm analyze /dev/vx/rdsk/s03dg/vol1 /mnt1

6

如果应用程序处于联机状态，请关闭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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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过运行 fsmigadm start 启动迁移：

# fsmigadm start /dev/vx/rdsk/s03dg/vol1 /mnt1
# mount
node
mounted
mounted over
-------- --------------- --------------/dev/hd4
/
...
/dev/vx/dsk/s03dg/vol1 /mnt1
fs1

vfs
date
options
------ ------------ --------------jfs2
Feb 28 15:05 rw,log=/dev/hd8

Mar 14 12:07 migrate,rw,delaylog,suid,
ioerror=mwdisable,largefiles
/mnt1/lost+found/srcfs nfs3
Mar 14 12:07

/dump

vxfs

8

当迁移操作继续执行时，您可以使应用程序联机。

9

检查日志文件以查看迁移过程中发生的任何错误。如果找到任何错误，则必须
在执行提交操作后从源文件系统手动复制指示的文件。

10 迁移操作完成后，关闭应用程序。
11 提交迁移：
# fsmigadm commit /mnt1
fsmigadm 命令可以卸载源文件系统，卸载目标文件系统，然后装入目标文件

系统。

12 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上启动应用程序。

NFS v3 迁移的限制
通过 NFS v3 进行迁移时，存在以下限制：
■

支持仅通过 NFS v3 进行迁移。

■

必须将根目录从 NFS 服务器导出到 NFS 客户端。

■

从 NFS 服务器导出到 NFS 客户端的源文件系统必须具有 root 和 rw 权限。

■

NFS 服务器和 NFS 客户端必须是不同的节点。

取消从本机文件系统到 VxFS 文件系统的联机迁移
使用以下过程可取消从本机文件系统到 VxFS 文件系统的联机迁移操作。

将本机文件系统联机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VxFS 功能在联机迁移期间不可用

注意：由于源和目标文件系统在迁移过程中保持同步，因此，应用程序有时会出现
性能下降的情况。
在系统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如果在系统崩溃前已完成迁移操作，则可以使用 VxFS
文件系统。
取消从本机文件系统到 VxFS 文件系统的联机迁移操作

1

关闭应用程序

2

中止迁移：
# fsmigadm abort /mnt1

重新装入源文件系统。

3

使应用程序联机。

VxFS 功能在联机迁移期间不可用
在联机迁移过程中，所迁移的文件系统上不支持以下功能：
■

块清除 (blkclear) mount 选项

■

缓存 Quick I/O

■

跨平台数据共享（可移植的数据容器）

■

数据管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DMAPI)

■

文件更改日志 (FCL)

■

文件提升（取消删除）

■

文件集配额

■

强制卸载

■

联机调整大小

■

Quick I/O

■

配额

■

反向名称查找

■

SmartTier

■

快照

■

存储检查点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SFC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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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机迁移过程中，所迁移的文件系统上不支持以下命令：
■ fiostat
■ fsadm
■ tar
■ vxdump
■ vxfreeze
■ vxrestore
■ vxupgrade

提交迁移后，所有列出的功能和命令都将可用。
注意：在目标文件系统上不会保留任何源文件系统特定的功能。
不能在嵌套的源装入点上使用联机迁移。
不能从 VxFS 文件系统迁移到 VxFS 文件系统。

17
迁移存储阵列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 Linux 的存储的阵列迁移

■

迁移的存储镜像概述

■

分配新存储

■

初始化新磁盘

■

检查当前 VxVM 信息

■

将新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

镜像

■

监视

■

镜像完成

■

删除旧存储

■

镜像后步骤

使用 Linux 的存储的阵列迁移
针对此用例提供的阵列迁移示例使用 Linux 系统。 示例详细信息对于 AIX、Solaris
或 Windows 系统是不同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FHA Solutions) 产
品提供了多种企业级软件工具，使公司可以实现数据管理目标而无需更昂贵的硬件
或耗时的咨询解决方案。
对于许多组织（无论是大型组织还是小型组织），存储阵列通常会在 3 至 6 年的周
期内充当实用存储的存储库。公司在努力降低成本、提高性能并增加容量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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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断评估新的存储解决方案。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的灵活性可实现有效迁移到新的存储并提高数据的整体可用性。
当存在多种完成迁移的方法时，最基本、最传统的方法是使用卷级别镜像。 示例过
程：
■

为负责组织内的 SFHA Solutions 系统的系统管理员演示从一个阵列到另一个阵
列执行联机存储阵列迁移所需的步骤。

■

使用通过 SAN 连接到两个不同存储阵列的 Linux 系统说明迁移过程。

■

提供以下步骤：从具有单个卷的文件系统开始，将该卷镜像到挂接到另一个阵
列的卷，然后分离原始存储。

■

从命令提示符处执行。

■

对磁盘设备（sdb、sdc 等）使用基于操作系统的命名机制 (OSN)。

有两个用户界面选项：
■

SFHA Solutions 命令行界面 (CLI)。

■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 图形用户界面 (GUI) 有一个存储迁移向导。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文档。
https://sort.symantec.com/public/documents/vom/4.0ru1/windowsandunix/
productguides/pdf/vom_sp_addon_users.pdf

注意：Symantec 的 NetBackup PureDisk 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软件捆绑在一起，用于增强存储管理和高可用性。 与 PureDisk
一起使用的存储阵列也可以使用 SFHA Solutions 方法进行迁移。

迁移的存储镜像概述
迁移示例将使用 Hitachi 9900 阵列、350 GB 磁盘/LUN 和 NetApps 3050 光纤连接
199 GB 磁盘/LUN。
使用存储镜像迁移存储

1

将新阵列连接到 SAN。

2

将阵列控制器端口指定为服务器 HBA 端口。

3

在阵列上创建或显示新的 LUN。

4

将新的 LUN 映射到服务器 HBA 端口。

5

停止正在此卷或文件系统上运行的所有进程。

6

使用 rescan-scsi-bus.sh 和 scsidev 命令重新扫描硬件，或重新启动（可
选）。

迁移存储阵列
分配新存储

7

确认操作系统可以访问新的目标存储 (Array-B)。

8

使新磁盘受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控制。

9

启动 VxVM 镜像进程以使源磁盘阵列与目标磁盘阵列的 Plex 同步。

10 监视镜像过程。
11 镜像完成后，以逻辑方式使磁盘脱离 VxVM 控制。
注意：示例 Linux 系统刚好作为 Symantec NetBackup Puredisk 服务器运行，
其中包含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Puredisk 也支持这种存储阵列迁移模式。

12 断开旧存储阵列（磁盘阵列）的连接。

分配新存储
迁移阵列存储的第一步是为服务器分配新存储。
按示例中的步骤分配新存储

1

在新阵列上创建 LUN。

2

将新 LUN 映射到服务器。

3

将新 LUN 划分到服务器。

4

使用本机操作系统工具（如 fdisk）重新启动或重新扫描，此时将显示新的外部
磁盘。

在示例中，原始磁盘 (/dev/sdb) 已由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初始化。请
注意，它已建立分区布局。另外，请注意不同的磁盘大小。您可能会需要使用较小
或较大的 LUN。这样就可以了，但如果您打算镜像到较小的 LUN，则需要缩小原
始卷，使其能够装入物理磁盘设备或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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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原始卷
◆

可以将新卷大小缩小至 n GB：
# vxassist -g diskgroup_name shrinkto volume_name ng

然后调整文件系统的大小：
# /opt/VRTS/bin/fsadm -V vxfs -b new_size_in_sectors /Storage

或者，使用 vxresize 命令调整卷和文件系统的大小。
增大原始卷
◆

可以将新卷大小增大至 n GB：
# vxassist -g diskgroup_name growto volume_name ng

然后调整文件系统的大小：
# /opt/VRTS/bin/fsadm -V vxfs -b new_size_in_sectors /Storage

或者，使用 vxresize 命令调整卷和文件系统的大小。

迁移存储阵列
初始化新磁盘

注意：使用 SmartMove，可以在支持精简置备的磁盘阵列上从密集阵列 LUN 迁移
到精简阵列 LUN。

初始化新磁盘
现在操作系统识别了新磁盘，下一步是对其进行初始化。
按示例中的步骤初始化磁盘
◆

使用 vxdisksetup 命令为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建立适当的支持 VxVM 的
分区。

请注意下面，将内部名称 OLDDISK 分配给旧磁盘。为清楚起见，稍后将为新磁盘
分配一个唯一名称。

此时磁盘在 VxVM 控制下进行初始化。请注意下面，该磁盘有一个新的分区表（类
似于现有磁盘 (sdb)），并且已做好与 Veritas 磁盘组 PDDG（示例磁盘组的名称）
结合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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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当前 VxVM 信息
在初始化新磁盘后检查 VxVM 信息。下面的屏幕截图显示服务器上的所有磁盘以及
它们对应的分区表。请注意，磁盘 sdb 和 sdc 的分区方式相同，因为它们都是使用
vxdisksetup 命令设置的。

下面的屏幕截图显示现有存储对象的 VxVM 层次结构。请注意，我们使用的是正在
运行的活动服务器。我们使用一个名为 PDDG 的逻辑磁盘组，它具有其他从属存储
对象。这里最重要的存储对象是名为 Storage 的卷。卷名称可以随意指定，但对于
此示例，卷名称为 Storage。在 vxprint 命令的输出中，卷对象用 v 表示。其他对
象是子磁盘 (sd)，表示单个 LUN 上由多个连续块组成的一个连续区域。这里的另一
个对象是 Plex (pl)，表示操作系统读取和写入的虚拟对象或容器。在 vxprint 中，
长度值以扇区数表示，在 Linux 中每个扇区为 512 字节。原始卷的长度为 377487360
扇区，乘以 512 字节 (512*377487360) 为 193273528320 字节，约 193 GB (2)。
请注意，新磁盘在添加时为 213 GB，而原有的 Storage 卷为 250 GB。因此，首先
必须将 Storage 卷缩小至等于（或小于）作为其镜像目标的磁盘的扇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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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示例中的 Storage 卷缩小一个卷
◆

使用 vxresize 命令：
# vxresize -f -t my-shrinktask -g PDDG Storage 193g

已分组到 PDDG 磁盘组的原始物理磁盘 (dm) 名为 sdb，但我们针对此示例为其分配
了内部名称 OLDDISK。通过 vxedit 命令使用 rename 操作数可完成此操作。此外，
还可以看到新磁盘 (sdc) 受 VxVM 控制。该磁盘已初始化，但未分配给任何磁盘组。

将新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下一步是将新磁盘添加到 PDDG 磁盘组中，然后将 NEWDISK 的名称分配给磁盘。
将新磁盘添加到示例磁盘组

1

初始化磁盘。

2

向 PDDG 磁盘组添加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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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磁盘的内部 VxVM 名称从默认的 disk 更改为 NEWDISK。

镜像
下一步是启动镜像过程。我们使用 vxassist 命令将 Storage 卷从简单的连续卷转
换为镜像卷。可以选择将 DRL（脏区日志）添加到该卷。如果启用了 DRL，则可以
加快系统崩溃后镜像卷的恢复过程。它需要额外增加 1 MB 的磁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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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示例中的 Storage 卷添加一个 DRL
◆

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PDDG addlog Storage logtype=drl

有关 DRL 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监视
镜像过程必须完成，才能继续操作。在此过程中系统的 I/O 负载可能很重，因为镜
像过程会从一个磁盘中读取并写入另一个磁盘。
监视镜像进度
◆

使用 vxtask list 命令。

使用 vxstat 命令还可以监视原始 I/O 统计数据。镜像应在对服务器的需求较小时执
行，也可以选择在服务完全停止时执行。在进行初始同步时，新 Plex 的 STATE 仍
为 TEMPRMSD。

暂停和恢复镜像
◆

使用 vxtask 命令。

根据需要限制镜像过程并释放 I/O
◆

使用 vxtask 命令。

在卷上挂接新数据 Plex 时，vxassist 使用 TEMPRMSD Plex 状态。如果此同步操
作没有完成，则删除 Plex 及其子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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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9044

镜像完成
镜像完成后，可以看到 vxprint 的输出显示此时一个卷有两个与之关联的活动 Plex。
这是由两个 Plex 组成的镜像卷，每个 Plex 驻留在单独的物理存储阵列上。

确认镜像任务的完成
◆

使用 vxtask 命令。

删除旧存储
镜像过程完成后，可以删除旧存储。
删除旧存储

1

断开镜像。

2

以逻辑方式分离旧磁盘 (OLDDISK, sdb)。

3

检查卷的可靠性。在此阶段，不需要停止服务。

4

从磁盘组中删除旧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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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后步骤

必须在 ! 前使用反斜杠，才能使 ! 在 bash Shell（root 用户的默认 Shell）中起作
用。如果没有 \，bash（或 C Shell）命令行解释程序将查找命令事件的某些历史记
录。

镜像后步骤
最后一步是通过运行任何实用程序检查应用程序服务，以确保应用程序已启动。有
时，应在此时进行重新启动以确保系统正常启动并且能够在重新启动过程中访问磁
盘。不需要对文件系统装入表（例如 etc/fstab）进行任何其他修改，因为所有存
储、磁盘组和卷对象名称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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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平台之间迁移数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跨平台共享 (CDS) 功能的概述

■

CDS 磁盘格式和磁盘组

■

设置系统以使用跨平台数据共享 (CDS)

■

维护系统

■

文件系统注意事项

■

对齐值和块大小

■

迁移快照卷

跨平台共享 (CDS) 功能的概述
本节概述了 Symantec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的跨平台数据共享 (CDS)
功能。CDS 可作为异构环境中不同系统间移动数据的基础。设备可能在运行 HP-UX、
AIX、Linux 或者 Solaris™ 操作系统 (OS)，并且它们可能直接访问存储数据的物理
设备。CDS 允许 Symantec 的 Veritas 产品和应用程序独立于操作系统平台访问数
据存储，这使它们可以在异构环境中透明地工作。
跨平台数据共享功能也称为可移植的数据容器 (PDC)。出于一致性考虑，本文始终
使用跨平台数据共享名称。
设备层次结构中的以下等级（从磁盘到文件系统）必须为要使用的 CDS 提供支持：
最终用户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级别。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级别。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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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设备级别。

CDS 功能启用许可证，在磁盘组级别受 VxVM 支持，在文件系统级别受 VxFS 支
持。
CDS 使用新磁盘类型 (auto:cdsdisk)。为了影响数据共享，VxVM 支持新磁盘组属
性 (cds)，而且支持不同的 OS 块大小。
注意：CDS 允许在异构系统之间轻松迁移数据卷及其内容。没有启用来自不同类型
平台的并行访问，除非所有所需级别支持此类访问。

跨平台共享数据
只有应用程序级别支持数据共享，才能跨平台导出卷，同时可以共享卷中的数据。
即，要能够跨平台共享数据，则整个软件堆栈都必须支持数据共享。
例如，如果 VxVM 卷 VxFS 文件系统中的文件包含数据库，则应用下列功能：
■

磁盘可以跨平台识别（作为 cds 磁盘）。

■

磁盘组可以跨平台导入。

■

文件系统可以安装在不同的平台上。

然而，由于数据库的内在特性，很可能除了创建数据库的平台，无法在其他平台启
动和使用数据库。
例如，在一个平台编译的可执行文件可以跨平台访问（使用 CDS），但是无法在其
他平台上执行。
注意：如果操作系统提供对原始磁盘和卷的访问权限，并且应用程序能使用它们，
则您不需要堆栈中的文件系统。数据库和其他应用程序可以在原始卷的顶部构建其
数据组件，无需文件系统来存储其数据文件。

磁盘驱动器扇区大小
扇区大小是磁盘驱动器（或阵列型设备的 SCSI LUN）属性，在驱动器格式化后进
行设置。扇区是驱动器上存储的最小可寻址单元，并且是设备执行 I/O 的单元。因
为扇区在设备级别定义原子级 I/O 大小，所以扇区大小非常重要。如果系统故障，
不能保证 VxVM 提交给设备驱动程序的（SCSI 子系统）任何多扇区写入操作都是
原子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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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大小问题
块大小是大于等于扇区大小的平台相关值。每个平台访问块边界内的磁盘，在数量
上是块大小的倍数。
如果数据在一个平台中创建，然后被不同块大小的平台访问，可能会遇到以下问
题：
寻址问题

出血问题

■

在其中创建数据的块边界可能与访问平台使用的块边界不兼容。

■

访问平台不能为数据启动寻址。

写入数据的大小可能不是访问平台使用的块大小的准确倍数。所以访问
平台无法约束磁盘中数据边界内的 I/O。

操作系统数据
一些操作系统 (OS) 需要磁盘上的 OS 特定数据，以便于识别和控制对磁盘的访问。

CDS 磁盘格式和磁盘组
本节提供有关 CDS 磁盘格式和 CDS 磁盘组的其他信息。

CDS 磁盘访问和格式
为了磁盘可以被多个平台访问，磁盘必须被多个平台一致识别，并且所有平台必须
都能够在磁盘上执行 I/O。CDS 磁盘在特定位置包含特定内容，以标识或控制在不
同平台对磁盘的访问。所有 CDS 磁盘使用同一个内容和位置，与磁盘初始化所在平
台无关。
为了磁盘能够初始化或转换为 CDS 磁盘，它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必须为 SCSI 磁盘

■

必须是整个物理磁盘 (LUN)

■

只有一个卷管理器（例如 VxVM）可以管理物理磁盘 (LUN)

■

磁盘上没有已定义但尚未配置的磁盘分区（片）

■

不能包含使用类型为 root 或 swap 的卷（例如，它不能为引导磁盘）

提供了 CDS 转换实用程序 vxcdsconvert，用于将非 CDS VM 磁盘格式转化为 CDS
磁盘，并将版本号低于 110 的磁盘组转化为支持 CDS 磁盘的磁盘组。
请参见第 215 页的“将非 CDS 磁盘转换为 CDS 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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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S 磁盘类型
所有 VxVM 平台均可识别 CDS 磁盘格式 cdsdisk。cdsdisk 磁盘格式是所有新建
立 VM 磁盘的默认格式，除非默认文件中覆盖了此格式。提供了 vxcdsconvert 实
用程序用于将其他磁盘格式和类型转换为 CDS。
请参见第 218 页的“默认文件”。
注意：格式为 cdsdisk 的磁盘只能添加到版本 110 或更高版本的磁盘组。

专用区域和公共区域
VxVM 磁盘通常有一个专用区域和一个公共区域。
专用区域是磁盘中的一小块区域，其中存储了 VxVM 配置信息，例如磁盘头文件标
签、VxVM 对象（例如卷、Plex 和子磁盘）的配置记录，以及配置数据库的意向日
志。默认的专用区域的大小为 32 MB，足以记录磁盘组中数千个 VxVM 对象的详细
信息。
公共区域包括磁盘剩余空间，用于为子磁盘分配存储空间。
专用区域和公共区域已对齐，其大小为 8K 的倍数，从而可以允许 CDS 操作。公共
区域中 VxVM 对象的对齐值由磁盘组对齐值属性控制。磁盘组对齐值属性的值必须
也是 8K 才能允许 CDS 操作。
注意：对于其他（非 CDS）VxVM 磁盘格式，专用和公共区域已对齐为平台特定的
OS 块大小。

磁盘访问类型 auto
磁盘访问 (DA) 类型 auto 支持多个磁盘格式，包括在所有平台上支持的 cdsdisk。
它与 VxVM 自动配置模式创建的 DA 记录相关。磁盘类型 auto 自动确定磁盘使用
何种格式。

平台块
平台块位于磁盘扇区 0，包含特定于操作系统平台的数据。它是这些平台之间的正
确交互所不可或缺的。平台块允许磁盘就像被每个特定平台初始化一样执行操作。

AIX 共存标签
AIX 共存标签位于磁盘上，向 AIX 逻辑卷管理器 (LVM) 标识该磁盘由 VxVM 控制。

HP-UX 共存标签
HP-UX 共存标签位于磁盘上，向 HP 逻辑卷管理器 (LVM) 标识该磁盘由 VxVM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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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VM ID 块
VxVM ID 块位于磁盘上，标识该磁盘由 VxVM 控制。它提供动态 VxVM 专用区域
位置和其他信息。

关于跨平台数据共享 (CDS) 磁盘组
跨平台数据共享 (CDS) 磁盘组允许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对象跨平台数
据共享，因此在其中一个支持平台写入的数据可在其他支持平台访问。CDS 磁盘组
只含 CDS 磁盘（VxVM 磁盘的磁盘格式为 cdsdisk），并且仅可用于版本号大于等
于 110 的磁盘组。
从磁盘组版本 160 开始，CDS 磁盘组可以支持大于 1 TB 的磁盘。
注意：提供了 CDS 转换实用程序 vxcdsconvert，用于将非 CDS VxVM 磁盘格式转
化为 CDS 磁盘，并将版本号低于 110 的磁盘组转化为支持 CDS 磁盘的磁盘组。
请参见第 215 页的“将非 CDS 磁盘转换为 CDS 磁盘”。
CDS 磁盘组中所有 VxVM 对象已齐并且已确定大小，以便所有系统可以使用自己的
I/O 块表示方式访问对象。CDS 磁盘组使用独立于平台的对齐值以支持达 8K 的系
统块大小。
请参见第 210 页的“磁盘组对齐值”。
可以用以下方法使用 CDS 磁盘组：
■

在一个系统上初始化，然后 VxVM 在采用其他类型平台的系统上“按原样”使
用。

■

由 Linux、Solaris、AIX 和 HP-UX 系统导入（以序列方式）。

■

导入为专用磁盘组或者共享磁盘组（由 CVM 导入）。

CDS 磁盘组中不能包含下列磁盘或卷：
■

使用类型为 root 和 swap 的卷。您不能使用 CDS 来共享引导设备。

■

封装磁盘。

注意：在 Solaris 和 Linux 系统上，磁盘封装进程将片或分区放置在处于 VxVM 控
制之下的磁盘（包含数据或文件系统）上。在 AIX 和 HP-UX 系统上，LVM 卷同样
可能被转换为 VxVM 卷。

设备配额
设备配额限制磁盘组中的对象数量，这些对象在文件系统中创建相关设备节点。对
于内核早于 2.6 的 Linux 和其他支持平台之间传输的磁盘组，设备配额是很有用的。
在 2.6 内核之前，Linux 仅为每个主要设备支持 256 个次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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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设置设备配额来限制给定 CDS 磁盘组中可创建的设备数量。
请参见第 225 页的“设置 CDS 磁盘组的最大设备数”。
创建设备时如果设备数量超出设备配额，将返回错误。然后您需要增加配额，或者
需要使用设备编号删除一些对象，才能创建设备。
请参见第 228 页的“显示 CDS 磁盘组中最大设备数”。

次要设备编号
如果导入的磁盘组将超出该平台的最大设备数，则导入磁盘组将失败。
注意：内核为 2.6 之前版本的 Linux 平台上所允许的最大设备数与其他支持平台上
所允许的最大设备数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非 CDS 磁盘组
任何版本 110（或更高版本）磁盘组 (DG) 可以既包含 CDS 也包含非 CDS 磁盘。然
而，仅版本 110（或更高版本）磁盘组完全由能够跨平台共享的 CDS 磁盘组成。该
功能是否启用受到磁盘组 cds 属性的控制。启用该属性将使得非 CDS 磁盘组成为
CDS 磁盘组。
虽然非 CDS 磁盘组能包含专用区域对齐特性不同的 CDS 和非 CDS 磁盘的组合，其
磁盘组对齐值仍将指示所有子磁盘的创建方式。

磁盘组对齐值
磁盘组的属性之一是块对齐值，这表示磁盘组支持的最大块大小。
对齐值约束磁盘组中对象的下列属性：
■

子磁盘偏移

■

子磁盘长度

■

Plex 偏移

■

卷长度

■

日志长度

■

条带宽度

偏移值指定如何在驱动器中放置对象。
磁盘组对齐值在创建磁盘组时分配。
请参见第 222 页的“磁盘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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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值
磁盘组块对齐有两个值：1 个块或 8k（8 千字节）。
所有 CDS 磁盘组必须有 8k 对齐值。
版本 110 之前的所有磁盘组的对齐值为 1 个块，如果升级到版本 110 或更高版本，
它们保留此对齐值。
非 CDS 磁盘组、并且版本大于等于 110 的磁盘组的对齐值既可以是 1 个块也可以
是 8k。
VxVM 4.0 以及更高版本中所有最新初始化的磁盘组的对齐值为 8k。创建磁盘组时
使用该值，并且不能更改。不过，此后可以更改磁盘组对齐值。
请参见第 222 页的“更改非 CDS 磁盘组的对齐值”。
注意：vxassist 的默认用法是在所有平台上设置 layout=diskalign 属性。在对
齐值为 8K 的磁盘组上会忽略 layout 属性，这表示依赖此默认值的脚本可能会失
败。

脏区日志对齐值
脏区日志 (DRL) 中的每个映射的位置和大小不能违反磁盘组的磁盘组对齐值（包含
DRL 关联的卷）。这意味着每个 DRL 映射的区域大小和对齐值必须是磁盘组对齐
值的倍数，CDS 磁盘组的对齐值为 8K。（使用区域大小的功能可以在此限制之上
附加其他最小值和大小增量，但是不能违反该限制。）
在版本 110 磁盘组中，传统 DRL 卷有下列区域要求：
■

最小区域大小为 512K

■

增量区域大小为 64K

在版本 110 磁盘组中，即时快照 DCO 卷有下列区域要求：
■

最小区域大小为 16K

■

增量区域大小为 8K

卷创建期间的对象对齐值
对于 CDS 磁盘组，用于创建卷的 VxVM 对象自动对齐为 8K。对于非 CDS 磁盘组，
vxassist 属性 dgalign_checking 控制命令如何处理受磁盘组对齐值限制控制的
属性。如果设置为 strict，卷长度和属性值必须是磁盘组对齐值的整数倍，否则命
令将失败并显示错误消息。如果设置为 round（默认值），则属性值根据需要舍入。
如果没有在命令行或默认值文件中指定此属性，则使用默认值 round。
对齐值设置为 1 的非 CDS 磁盘才需要服从 vxassist 的 diskalign 和 nodiskalign
属性，它们控制子磁盘是否在柱面边界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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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系统以使用跨平台数据共享 (CDS)
为了使用跨平台数据共享 (CDS) 在平台之间迁移数据，请将系统设置为使用 CDS 磁
盘和 CDS 磁盘组。必须启用 CDS 许可证。可以使用默认值文件为 CDS 磁盘和磁盘
组配置相应的设置。
表 18-1 介绍了设置系统以使用 CDS 的任务。
表 18-1

设置 CDS 磁盘和 CDS 磁盘组

任务

过程

创建 CDS 磁盘。

可以用以下方法之一创建 CDS 磁盘：
从未初始化的磁盘创建 CDS 磁盘
请参见第 212 页的“从未初始化的磁盘创建
CDS 磁盘”。
■ 从已初始化的 VxVM 磁盘创建 CDS 磁盘
请参见第 213 页的“从已初始化的 VxVM 磁
盘创建 CDS 磁盘”。
■ 将非 CDS 磁盘转换为 CDS 磁盘
请参见第 215 页的“将非 CDS 磁盘转换为
CDS 磁盘”。
■

创建 CDS 磁盘组。

可以用以下方法之一创建 CDS 磁盘组：
创建 CDS 磁盘组
请参见第 214 页的“创建 CDS 磁盘组”。
■ 将非 CDS 磁盘组转换为 CDS 磁盘组
请参见第 216 页的“将非 CDS 磁盘组转换为
CDS 磁盘组”。
■

验证 CDS 许可证。

验证授权许可请参见第 218 页的“验证授权”。

验证与 CDS 相关的系统默认值。

默认值文件 请参见第 218 页的“默认文件”。

从未初始化的磁盘创建 CDS 磁盘
可以使用下列方法之一从未初始化的磁盘创建 CDS 磁盘：
■

使用 vxdisksetup 创建 CDS 磁盘

■

使用 vxdiskadm 创建 CDS 磁盘

使用 vxdisksetup 创建 CDS 磁盘
使用 vxdisksetup 命令创建 CDS 磁盘
■

键入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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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isksetup -i disk [format=disk_format]

默认使用 cdsdisk 格式，除非 /etc/default/vxdisk 文件覆盖了格式，或者将
磁盘格式指定为 format 属性的参数。
请参见第 218 页的“默认文件”。
请参见 vxdisksetup(1M) 手册页。

使用 vxdiskadm 创建 CDS 磁盘
使用 vxdiskadm 命令创建 CDS 磁盘
■

运行 vxdiskadm 命令，然后从主菜单中选择“Add or initialize one or
more disks (添加或初始化一个或多个磁盘)”项。系统将提示您指定格式。

警告：在 CDS 磁盘上，CDS 信息占用该磁盘的第一个扇区，并且没有 fdisk 分
区信息。尝试创建 fdisk 分区（例如，通过使用 fdisk 或 format 命令）会删除
CDS 信息并导致数据损坏。

从已初始化的 VxVM 磁盘创建 CDS 磁盘
您创建 CDS 磁盘的方式取决于磁盘的当前状态，如下所示：
■

从不在磁盘组中的磁盘创建 CDS 磁盘

■

从已位于磁盘组中的磁盘创建 CDS 磁盘

从不在磁盘组中的磁盘创建 CDS 磁盘
从不在磁盘组中的磁盘创建 CDS 磁盘

1

运行下列命令删除磁盘的 VM 磁盘格式：
# vxdiskunsetup disk

这是必要的，因为 vxdisksetup 无法重新初始化非自动类型。

2

如果磁盘在 /etc/vx/darecs 文件中列出，则使用此命令删除磁盘访问 (DA) 记
录：
# vxdisk rm disk

（不能通过扫描磁盘配置的磁盘访问记录存储在根文件系统的普通文件
/etc/vx/darecs 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vxintro(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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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此命令重新扫描磁盘：
# vxdisk scandisks

4

键入此命令设置磁盘：
# vxdisksetup -i disk

从已位于磁盘组中的磁盘创建 CDS 磁盘
从已位于磁盘组中的磁盘创建 CDS 磁盘
■

运行 vxcdsconvert 命令。
请参见第 215 页的“将非 CDS 磁盘转换为 CDS 磁盘”。

创建 CDS 磁盘组
可以用以下方法创建 CDS 磁盘组：
■

使用 vxdg init 创建 CDS 磁盘组

■

使用 vxdiskadm 创建 CDS 磁盘组

使用 vxdg init 创建 CDS 磁盘组
注意：磁盘组版本不得低于 110。
使用 vxdg init 命令创建 CDS 磁盘组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g init diskgroup disklist [cds={on|off}]

CDS 磁盘组默认使用此格式，除非 /etc/default/vxdg 文件覆盖了此格式，或
者 cds 参数指定了此格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xdg(1M) 手册页。

使用 vxdiskadm 创建 CDS 磁盘组
封装现有磁盘或转换 LVM 卷时，无法创建 CDS 磁盘组。
初始化磁盘时，如果目标磁盘组是现有 CDS 磁盘组，vxdiskadm 将仅允许将磁盘初
始化为 CDS 磁盘。如果目标磁盘组是非 CDS 磁盘组，则磁盘可以初始化为 CDS 磁
盘或非 CDS 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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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使用 vxdiskadm 命令将磁盘初始化到现有 CDS 磁盘组中，则必须采用 cdsdisk
格式添加磁盘。
此过程仍未更改磁盘组的 CDS 属性。
使用 vxdiskadm 命令创建 CDS 磁盘组
■

运行 vxdiskadm 命令，然后从主菜单中选择“Add or initialize one or
more disks (添加或初始化一个或多个磁盘)”项。当出现提示时，将磁盘组指定

为 CDS 磁盘组。

将非 CDS 磁盘转换为 CDS 磁盘
注意：磁盘必须是 auto 类型，以便于重新初始化为 CDS 磁盘。
将非 CDS 磁盘转换为 CDS 磁盘

1

如果不希望联机执行转换（即，执行的同时不继续访问磁盘组），请停止正在
访问磁盘的所有应用程序。

2

在进行转换之前，请确保磁盘至少有 256 个扇区的可用空间。

3

将一个磁盘添加到磁盘组以供转换过程使用。转换过程将从磁盘迁移对象、重
新初始化磁盘，并将对象重定位回磁盘。
注意：如果磁盘没有足够的可用空间，转换过程将无法将对象重定位回磁盘。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将附加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4

键入 CDS 转换实用程序 (vxcdsconvert) 的以下形式之一，将非 CDS 磁盘转换
为 CDS 磁盘。
# vxcdsconvert -g diskgroup [-A] [-d defaults_file] \
[-o novolstop] disk name [attribute=value] ...
# vxcdsconvert -g diskgroup [-A] [-d defaults_file] \
[-o novolstop] alldisks [attribute=value] ...
alldisks 和 disk 关键字具有以下作用：
alldisks

将磁盘组中所有非 CDS 磁盘转换为 CDS 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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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

指定一个要转换的磁盘。在下列情况下，您将使用此选项：
如果非 CDS 磁盘组中的磁盘有跨平台可能性，您可能希望其他
VxVM 节点可以识别此磁盘，但不认为该磁盘可用于初始化。
■ 如果操作系统提供的本机 Logical Volume Manager (LVM) 需
要识别 CDS 磁盘，则它不需要初始化或管理这些磁盘。
■ 您想要将磁盘移到现有 CDS 磁盘组中。
■

指定 -o novolstop 选项可执行联机转换（即，在转换的同时继续访问磁盘）。
如果未指定 -o novolstop 选项，则停止访问磁盘的所有应用程序，并执行脱
机转换。
警告：指定 -o novolstop 选项可能会大大增加执行转换所需的时间。
在使用 vxcdsconvert 命令之前，请确保了解其选项、属性和关键字。
请参见 vxcdsconvert(1M) 手册页。

将非 CDS 磁盘组转换为 CDS 磁盘组
将非 CDS 磁盘组转换为 CDS 磁盘组

1

如果磁盘组包含您不希望转换为 CDS 磁盘的一个或多个磁盘，则使用 vxdg
move 或 vxdg split 命令将磁盘移到磁盘组外。

2

待转换的磁盘组必须有下列特性：
■

没有分离或禁用的对象。

■

没有稀疏 Plex。

■

没有需要恢复的卷。

■

没有具有未决快照操作的卷。

■

没有处于错误状态的对象。

要验证非 CDS 磁盘组是否可以被转换为 CDS 磁盘组，请键入下列命令：
# vxcdsconvert -g diskgroup -A group

3

如果磁盘组没有 CDS 兼容磁盘组对齐值，则必须使用 CDS 兼容对齐值对磁盘
组中的对象进行重新布局。

4

如果执行转换的方式不是联机的（即，执行的同时不继续访问磁盘组），请停
止访问磁盘的所有应用程序。

5

键入 CDS 转换实用程序 (vxcdsconvert) 的以下形式之一，将非 CDS 磁盘组转
换为 CDS 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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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cdsconvert -g diskgroup [-A] [-d defaults_file] \
[-o novolstop] alignment [attribute=value] ...
# vxcdsconvert -g diskgroup [-A] [-d defaults_file] \
[-o novolstop] group [attribute=value] ...
alignment 和 group 关键字具有以下作用：
alignment

指定对齐转换，此时不转换磁盘，而是对磁盘组执行对象的重新
布局。成功完成将产生以 8K 对齐的磁盘组。如果您想要减少此后
完全转换为 CDS 磁盘组的工作量，可以考虑此选项，而不必转换
整个磁盘组。

group

在重新布局磁盘组中对象之前，指定磁盘组中所有非 CDS 磁盘的
组转换。

此转换过程涉及从磁盘迁移对象、重新初始化磁盘，以及将对象重定向回磁
盘。您可以指定 - o novolstop 选项以执行联机转换（即，同时继续访问磁盘
组）。如果未指定 - o novolstop 选项，则停止访问磁盘的所有应用程序，并
执行脱机转换。
警告：指定 - o novolstop 选项可能会大大增加执行转换所需的时间。
转换有下列副作用：
■

使用 vxdg upgrade 命令升级非 CDS 磁盘组。如果磁盘组最初由 LVM 卷组
转换 (VG) 创建，则无法回滚至原始 LVM VG。如果您决定完成转换，则磁
盘组的回滚记录将被删除，因此无法完成到 LVM VG 的意外回滚。

■

在转换持续期间会启动已经停止但可以启动的卷。

■

使用指定 layout=diskalign 属性创建的磁盘组中的所有卷或其他对象可
以不再是对齐的磁盘。

■

封装的磁盘可能失去解除封装的能力。

■

性能可能降低，因为数据可能迁移到不同磁盘区域，或者迁移到不同磁盘。

在下例中，磁盘组 mydg 及其所有磁盘被转换为 CDS，同时其卷仍然保持联机：
# vxcdsconvert -g mydg -o novolstop group \
move_subdisks_ok=yes evac_subdisks_ok=yes \
evac_disk_list=disk11,disk12,disk13,disk14

如果需要，evac_disk_list 属性指定一组磁盘（disk11 到 disk14），其子磁盘
可以迁移至磁盘。
在使用 vxcdsconvert 命令之前，请确保了解其选项、属性和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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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 vxcdsconvert(1M) 手册页。

验证授权
是否能够创建或导入由 CDS 许可证控制的 CDS 磁盘组。CDS 许可证包括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许可证中。
验证 CDS 是否启用许可证
■

键入以下命令：
# vxlicrep

在输出中验证以下行：
Cross-platform Data Sharing = Enabled

默认文件
/etc/default 目录中的下列系统默认文件用于指定 VxVM 对象的对齐值、VM 磁

盘的初始化或封装、LVM 磁盘的转换，以及磁盘组及其磁盘到 CDS 兼容格式的转
换。
vxassist

将以下参数的默认值指定为对 VxVM 对象对齐值有影响的
vxcdsconvert 命令：dgalign_checking、diskalign 和
nodiskalign。
请参见第 211 页的“卷创建期间的对象对齐值”。
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

vxcdsconvert

将下列参数的默认值指定为 vxcdsconvert 命令：evac_disk_list、
evac_subdisks_ok、min_split_size、move_subdisks_ok、
privlen 和 split_subdisks_ok。
下面是一个 vxcdsconvert 默认文件示例：
evac_subdisks_ok=no
min_split_size=64k
move_subdisks_ok=yes
privlen=2048
split_subdisks_ok=move
备选默认文件可以使用 vxcdsconvert 命令的 - d 选项来指定。
请参见 vxcdsconvert(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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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g

将 cds、default_activation_mode 和 enable_activation 参
数的默认值指定为 vxdg 命令。default_activation_mode 和
enable_activation 参数仅用于集群中的共享磁盘组。
下面是一个 vxdg 默认文件示例：
cds=on
请参见 vxdg(1M) 手册页。

vxdisk

将 format 和 privlen 参数的默认值指定为 vxdisk 和 vxdisksetup
命令。这些命令在磁盘被 VxVM 首次初始化时使用。它们还被
vxdiskadm 命令和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VOM) GUI 隐性调
用。
下面是一个 vxdisk 默认文件示例：
format=cdsdisk
privlen=2048
请参见 vxdisk(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disksetup(1M) 手册页。

vxencap

将 format、privlen、privoffset 和 puboffset 参数的默认值指
定为 vxencap 和 vxlvmencap 命令。这些命令在现有分区或片中的磁
盘被封装后使用，或在 LVM 磁盘被转换为 VM 磁盘后使用。它还被
vxdiskadm、vxconvert（在 AIX 上）和 vxvmconvert（在 HP-UX
上）命令以及 VOM 隐性调用。
下面是一个 vxencap 默认文件示例：
format=sliced
privlen=4096
privoffset=0
puboffset=1
请参见 vxencap(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convert(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vmconvert(1M) 手册页。

在默认值文件中，空行或在第一列中以 # 字符开头的行被视为注释，它将被忽略。
除了注释行外，所有其他行必须使用格式 attribute=value 定义属性和属性值。每
行从第一列开始，到该值终止。= 号两边不允许有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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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系统
可能需要对 CDS 磁盘和 CDS 磁盘组执行维护任务。请参考每种类型的任务的相应
部分。
■

磁盘任务
请参见第 220 页的“磁盘任务”。

■

磁盘组任务
请参见第 222 页的“磁盘组任务”。

■

显示信息
请参见第 227 页的“显示信息”。

■

共享磁盘组默认激活模式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共享磁盘组默认激活模式”。

■

导入 CDS 磁盘组时的其他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218 页的“默认文件”。

磁盘任务
支持下列磁盘组任务：
■

更改默认磁盘格式

■

还原 CDS 磁盘标签

更改默认磁盘格式
当磁盘处于 VxVM 控制之下时，它们被格式化为默认cdsdisk 布局。此操作将在下
列操作期间发生：
■

初始化磁盘

■

封装现有分区或片中的磁盘（Linux 和 Solaris 系统）

■

LVM 磁盘转换（AIX、HP-UX 和 Linux 系统）

您可以通过更改系统默认值文件中的设置来覆盖此操作。例如，您可以通过修改
/etc/default/vxdisk 默认值文件中的 format 属性定义，将磁盘初始化的默认格
式更改为 sliced。
更改磁盘封装或 LVM 磁盘转换的默认格式
■

编辑 /etc/default/vxencap 默认值文件，并更改 format 属性的定义。
请参见第 218 页的“默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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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 CDS 磁盘标签
CDS 磁盘有下列标签：
■

平台块

■

AIX 共存标签

■

HP-UX 共存或 VxVM ID 块

还有每个标签的备份副本。如果其中任一主要标签已损坏，VxVM 不会使磁盘联
机，需要用户参与。
如果两个标签都是完整的，磁盘仍然被识别为 cdsdisk（尽管处于错误状态），并
且 vxdisk flush 可用于从备份副本还原 CDS 磁盘标签。
注意：对大于 1 TB 的磁盘，cdsdisks 使用 EFI 布局。还原磁盘标签的过程不适用
于采用 EFI 布局的 cdsdisks。
主要标签位于扇区 0、7 和 16；普通刷新不会刷新扇区 7 和 16。此外，专用区域也
不会更新，因为磁盘不在磁盘组中。没有什么办法找到一个“好”的专用区域来用
于从中刷新。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刷新操作从磁盘中的现有备份还原 CDS 磁盘
标签。
如果读取标签后出现损坏情况，但磁盘仍然联机并仍属于磁盘组，则刷新操作还将
刷新专用区域。
警告：因为损坏情况可能不仅涉及 CDS 磁盘标签，所以必须了解警告和知识信息。
如果故障仅限于第一个 128 K，则磁盘刷新将对其进行修复。如果光纤上的其他系
统将磁盘标签写入实际是某些磁盘组中的 CDS 磁盘，则可能出现此情况。
将 CDS ID 信息重新写入到特定磁盘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isk flush disk_access_name

这会重写扇区 7 和 16 之外的所有标签。
重写 CDS 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g flush diskgroup

这会重写扇区 7 和 16 之外的所有标签。
强制重写扇区 7 中的 AIX 共存标签和扇区 16 中的 HP-UX 共存标签或 VxVM ID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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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以下命令：
# vxdisk -f flush disk_access_name

如果存在指向有效专用区域的有效 VxVM ID 块，则此命令重写所有标签。磁盘
由于标签损坏而脱机时（可能被同一光纤系统中的 Windows 系统损坏），重写
扇区 7 和 16 需要 -f 选项。

磁盘组任务
支持下列磁盘组任务：
■

在磁盘封装期间更改磁盘组的对齐值

■

更改非 CDS 磁盘组的对齐值

■

确定磁盘组中 CDS 属性的设置

■

拆分 CDS 磁盘组

■

在 CDS 磁盘组和非 CDS 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

在 CDS 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

结合磁盘组

■

为创建磁盘组更改默认 CDS 设置

■

创建非 CDS 磁盘组

■

升级旧版本非 CDS 磁盘组

■

替换 CDS 磁盘组中的磁盘

■

设置 CDS 磁盘组的最大设备数

在磁盘封装期间更改磁盘组的对齐值
如果您使用 vxdiskadm 命令将磁盘封装到 8K 对齐值的磁盘组，则磁盘组对齐值必
须减少至 1。
如果您使用 vxencap 命令执行封装，对齐被自动执行，不用确认提示。
在磁盘封装期间更改磁盘组的对齐值
■

运行 vxdiskadm 命令，并从主菜单中选择 Add or initialize one or more
disks 项。作为封装进程一部分，您被要求确认可接受磁盘组对齐值从 8K 减少
至 1。

更改非 CDS 磁盘组的对齐值
只能更改版本 110 或更高版本磁盘组的对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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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CDS 磁盘组来说，对齐值只能采用 8k 这一个值。除非您首先将 CDS 磁盘组更
改为非 CDS 磁盘组，否则将 CDS 磁盘组的对齐设置为 1 的尝试将失败。
增加对齐值可能需要运行 vxcdsconvert 来更改磁盘组中对象的布局。
要显示磁盘组的当前对齐值，请使用 vxprint 命令。
请参见第 229 页的“显示磁盘组对齐值”。
更改磁盘组的对齐值
■

键入 vxdg set 命令：
# vxdg -g diskgroup set align={1|8k}

如果磁盘组中的对象不符合新的对齐值限制，那么将对齐值增加为 8k 的操作会
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 vxcdsconvert alignment 命令对齐对象的布局：
# vxcdsconvert -g diskgroup [-A] [-d defaults_file] \
[-o novolstop] alignment [attribute=value] ...

此命令将磁盘组及其对象的对齐值增加为 8K，无需转换磁盘。
只要在 8K 到 1 的转换后没有更改配置，就可以使用 vxdg set 从 8k 转换到 1
再到 8k。
请参见第 216 页的“将非 CDS 磁盘组转换为 CDS 磁盘组”。

拆分 CDS 磁盘组
您能使用 vxdg split 命令从现有 CDS 磁盘组创建 CDS 磁盘组。新（目标）磁盘
组保留原始（源）磁盘组中的 CDS 属性设置和对齐值。
拆分 CDS 磁盘组
■

使用 vxdg split 命令拆分 CDS 磁盘组。
请参见《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指南》。

在 CDS 磁盘组和非 CDS 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源非 CDS 磁盘组的对齐值必须是 8K，从而允许对象被移动至目标 CDS 磁盘组。如
果对象从 CDS 磁盘组移动到对齐值为 1 的目标非 CDS 磁盘组，则目标磁盘组的对
齐值保持不变。
在 CDS 磁盘组和非 CDS 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

使用 vxdg move 命令在 CDS 磁盘组和非 CDS 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请参见《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指南》。

223

224

在平台之间迁移数据
维护系统

在 CDS 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在 CDS 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不会更改磁盘组对齐值。
在 CDS 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

使用 vxdg move 命令在 CDS 磁盘组之间移动对象。
请参见《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指南》。

结合磁盘组
允许结合两个 CDS 磁盘组或结合两个非 CDS 磁盘组，但是不能将 CDS 磁盘组与非
CDS 磁盘组结合。如果两个非 CDS 磁盘组有不同对齐值，结合产生的磁盘组的对齐
值设置为 1，并且显示信息性消息。
结合两个磁盘组
■

使用 vxdg join 命令结合两个磁盘组。
请参见《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指南》。

为创建磁盘组更改默认 CDS 设置
为创建磁盘组更改默认 CDS 设置
■

编辑 /etc/default/vxdg 文件，并更改 cds 属性的设置。

创建非 CDS 磁盘组
导入时，版本低于 110 的磁盘组被赋予的对齐值等于 1。这是因为此类磁盘组的
dg_align 值没有存储在配置数据库中。
创建版本低于 110 的非 CDS 磁盘组
■

键入以下 vxdg 命令：
# vxdg -T version init diskgroup disk_name=disk_access_name

升级旧版本非 CDS 磁盘组
您可能希望升级版本低于 110 的非 CDS 磁盘组，以便于使用 CDS 之外的新功能。
升级磁盘组后，cds 属性设置为 off，并且磁盘组的对齐值为 1。
注意：您还必须执行磁盘组转换（使用 vxcdsconvert 实用程序）以使用 CDS 功
能。
升级 110 之前版本的非 CDS 磁盘组
■

键入以下 vxdg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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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dg upgrade diskgroup

替换 CDS 磁盘组中的磁盘
注意：当替换 CDS 磁盘组中的磁盘时，您不能使用非 CDS 磁盘作为替换磁盘。
替换 CDS 磁盘组中的磁盘
■

键入以下命令：
# vxdg -g diskgroup -k rmdisk disk_name
# vxdg -g diskgroup -k adddisk disk_name=disk_access_name
-k 选项保留并重新使用要被替换磁盘的磁盘介质记录。下例显示磁盘设备 disk21

被重新分配至磁盘 mydg01。
# vxdg -g diskgroup -k rmdisk mydg01
# vxdg -g diskgroup -k adddisk mydg01=disk21

对于其他操作系统，请使用适当的设备名称格式。

设置 CDS 磁盘组的最大设备数
设置可以在 CDS 磁盘组中创建的最大设备数
■

键入以下 vxdg set 命令：
# vxdg -g diskgroup set maxdev=max-devices
maxdev 属性可以采用大于磁盘组中当前设备数量的任何正整数值。

更改 DRL 映射和日志大小
如果在新建立的卷上启用了 DRL，但没有指定日志或映射大小，则使用默认值。您
可以使用命令行属性 logmap_len 和 loglen 以及 vxassist、vxvol 和 vxmake命令
设置 DRL 映射和 DRL 日志大小。可以独立使用属性，也可以结合使用。
仅当禁用卷并且未使用 DRL 映射时，才能更改 DRL 映射大小和 DRL 日志大小。只
能对 CDS 磁盘组中卷的 DRL 映射大小进行更改。
logmap_len 属性以字节数为单位指定 DRL 日志的所需大小。它不能大于磁盘映射

中可用的字节数。
更改 DRL 映射和日志大小
■

使用下列命令删除和重建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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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 log volume nlog=0
# vxassist -g diskgroup addlog volume nlog=nlogs \
logtype=drl logmap_len=len-bytes [loglen=len-blocks]

请注意下列限制
如果仅指定了 logmap_len

DRL 日志大小已设置为默认值（33 * 磁盘
组对齐值）。

如果 logmap_len 大于 (DRL log size)/2 命令将失败，您需要提供一个充分大的
loglen 值，或者减少 logmap_len 值。
对于 CDS 磁盘组

DRL 映射和日志大小已设置为磁盘组对齐
值的至少两倍。

创建带 DRL 日志的卷
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带传统 DRL 日志的卷
■

键入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length mirror=2 \
logtype=drl [loglen=len-blocks] [logmap_len=len-bytes]

此命令创建的每个日志子磁盘的大小都等于 DRL 日志的大小。
请注意下列限制
如果既未指定 logmap_len 又未指定 loglen ■ loglen 已根据磁盘组对齐值设置为
默认值。
■ maplen 已设置为一个合理值。
如果仅指定了 loglen

■

对于 110 之前版本的磁盘组，maplen
设置为零。
■ 对于版本 110 以及更高版本的磁盘
组，maplen 设置为使用磁盘映射上
的所有可用字节。

如果仅指定了 logmap_len

■

对于 110 之前版本的磁盘组，
logmap_len 不适用。

■

对于版本 110 以及更高版本的磁盘
组，maplen 必须是小于默认日志长
度的磁盘映射上的可用字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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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DRL 映射长度
设置 DRL 映射长度

1

停止卷以使得 DRL 停止活动。

2

键入以下命令：
# vxvol -g diskgroup set [loglen=len-blocks] \
[logmap_len=len-bytes] volume

此命令不更改现有 DRL 映射的大小。
请注意下列限制
如果同时指定了 logmap_len 和 loglen

■

如果 logmap_len 大于 loglen/2，
则 vxvol 将失败，并显示错误消息。
将 loglen 增加为一个充分大的值，
或者将 logmap_len 减少为一个充
分小的值。
■ logmap_len 值不能超出磁盘上映射
的字节数。

如果已指定 logmap_len

■

该值受到日志大小的约束，并且不能
超出磁盘上映射的大小。磁盘上映射
的大小（以块为单位）可以按下列方
法计算：
round(loglen/nmaps) - 24

其中，对于专用磁盘组，nmaps 为
2，而对于共享磁盘组，nmaps 为
33。
■ logmap_len 值不能超出磁盘上映射
的字节数。
如果已指定 loglen

如果指定的值小于磁盘组对齐值的两
倍，将产生错误消息。
■ 该值受到日志记录子磁盘大小的限
制。
■

显示信息
本节介绍下列任务：
■

确定磁盘组中 CDS 属性的设置

■

显示 CDS 磁盘组中最大设备数

■

显示传统 DRL 日志的映射长度和映射对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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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磁盘组对齐值

■

显示日志映射长度和对齐值

■

以 512 字节为单位显示偏移和长度信息

确定磁盘组中 CDS 属性的设置
确定磁盘组中 CDS 属性的设置
■

如以下示例所示，使用 vxdg list 命令或 vxprint 命令确定 CDS 属性的设置：
# vxdg list
NAME
dgTestSol2

STATE
enabled,cds

ID
1063238039.206.vmesc1

# vxdg list dgTestSol2
Group:
dgid:
import-id:
flags:
version:
alignment:
.
.
.

dgTestSol2
1063238039.206.vmesc1
1024.205
cds
110
8192 (bytes)

# vxprint -F %cds -G -g dgTestSol2
on

磁盘组 dgTestSol2 显示为含有 CDS 标志设置。

显示 CDS 磁盘组中最大设备数
显示 CDS 磁盘组中最大设备数
■

键入以下命令：
# vxprint -g diskgroup -G -F %maxdev

显示传统 DRL 日志的映射长度和映射对齐值
显示传统 DRL 日志的映射长度和映射对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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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以下命令
# vxprint -g diskgroup -vl volume
# vxprint -g diskgroup -vF '%name %logmap_len %logmap_align' \
volume

显示磁盘组对齐值
显示磁盘组对齐值
■

键入以下命令：
# vxprint -g diskgroup -G -F %align
vxprint 和 vxdg 这类打印磁盘组记录信息的实用程序也输出磁盘组对齐值。

显示日志映射长度和对齐值
显示日志映射长度和对齐值
■

键入以下命令：
# vxprint -g diskgroup -lv volume

例如，打印磁盘组 dg1 中卷 vol1 的信息：
# vxprint -g dg1 -lv vol1

输出为以下形式：
logging: type=REGION loglen=0 serial=0/0 mapalign=0
maplen=0 (disabled)

这表示日志映射对齐 (logmap_align) 值为 0，日志映射长度 (logmap_len) 值为
0。
如果设置和启用了日志映射，则命令和结果可能为以下形式：
# vxprint -lv drlvol
Disk group: dgTestSol
Volume:
drlvol
info:
len=20480
type:
usetype=fsgen
state:
state=ACTIVE kernel=ENABLED cdsrecovery=0/0 (clean)
assoc:
plexes=drlvol-01,drlvol-02,drlvol-03
policies: read=SELECT (round-robin) exceptions=GEN_DET_SPARSE
flags:
closed writecopy write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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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ging: type=REGION loglen=528 serial=0/0 mapalign=16
maplen=512 (enabled)
apprecov: seqno=0/0
recovery: mode=default
recov_id=0
device: minor=46000 bdev=212/46000 cdev=212/46000
path=/dev/vx/dsk/dgTestSol/drlvol
perms:
user=root group=root mode=0600
guid: {d968de3e-1dd1-11b2-8fc1-080020d223e5}

以 512 字节为单位显示偏移和长度信息
以 512 字节为单位显示偏移和长度信息
■

如这些示例所示，将 - b 选项指定为 vxprint 和 vxdisk 命令：
# vxprint -bm
# vxdisk -b list

指定 -b 选项可以在不同平台上获得一致输出。如果未指定 - b 选项，则信息输
出以扇区为单位。每个扇区的字节数在不同平台有所不同。
当使用 vxprint -bm 或 vxdisk -b list 命令时，输出还包含 b 后缀，因此输
出可以反馈给 vxmake。

共享磁盘组默认激活模式
共享磁盘组默认激活模式涉及本地内核策略，该策略在不同平台有所不同。这表
示，无论在哪个平台创建磁盘组，导入的平台在共享磁盘组激活方面将有平台特定
的操作。特别是，除 HP-UX 之外，导入共享磁盘组将导致激活和启用卷以共享写
入。如果是 HP-UX，共享卷将处于非活动状态，并且要求其他操作激活卷的共享写
入操作。

导入 CDS 磁盘组时的其他注意事项
在您尝试使用 CDS 在不同操作系统之间移动磁盘组之前，如果上次目标系统重新启
动后更改了磁盘配置，则您应该考虑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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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系统是否了解
磁盘信息？

例如，当系统引导时，磁盘可能没有物理（没有连线）或逻辑（使用
FC 分区或 LUN 屏蔽）连接到系统，但它们随后连接至系统是又没有重
新启动系统。如果新存储联机，或者向现有存储添加其他 DMP，就可
能发生这种情况。在目标系统上，操作系统和 VxVM 都必须得到有关
新存储的信息。发出相应命令通知操作系统查找存储。（在 Linux 上，
您可能需要为此重新启动目标系统，这取决于主机适配器所支持的功
能。）完成此操作后，在目标系统上运行以下命令之一使得 VxVM 可
识别存储：
# vxdctl enable
# vxdisk scandisks

磁盘是否包含分区
或片？

Solaris 和 Linux 操作系统在磁盘上维护有关分区或片的信息。如果在
引导目标系统后对磁盘重新分区，请使用相应命令指示系统重新扫描磁
盘的 TOC 或分区表。例如，在目标 Linux 系统上，使用下列命令：
# blockdev --rereadpt
完成此操作后，在目标系统上运行以下命令之一使得 VxVM 可识别存
储：
# vxdctl enable
# vxdisk scandisks

自从上次引导目标
系统后，是否更改
了任何磁盘的格
式？

例如，如果您使用 vxdisksetup - i 命令格式化某个系统中的 VxVM
磁盘，则目标系统上的 vxdisk list 命令可能仍将格式显示为
auto:none。如果这样，在目标系统上使用下列命令之一指示 VxVM 重
新扫描磁盘的格式：
# vxdctl enable
# vxdisk scandisks

文件系统注意事项
要设置或迁移 VxFS 文件系统中带 CDS 的卷，必须考虑文件系统要求。本节将介绍
这些要求。本节还将介绍在 CDS 中进行迁移或设置所需的其他任务。

关于文件系统中数据的注意事项
如果在不同系统间移动，文件系统中的数据可能因格式不正确而无法访问。例如，
以专有二进制格式存储的文件经常需要转换才能在目标平台上使用。在不同系统间
移动文件时，包含数据库的文件也许不是标准格式，从而无法对其进行访问，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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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系统使用相同字节顺序也是如此。Oracle 10g 的跨平台可移动表空间是一个值
得注意的例外；若使用此功能，它可提供跨多个平台的一致格式。
有些数据本来就是可移植的，例如明码 ASCII 文件。其他数据被设计是可移植的，
无论在哪个系统上创建，访问此类数据的应用程序都可以访问它，例如 Adobe PDF
文件。
请注意，CDS 工具不转换最终用户数据。文件系统无法解释此数据。仅个别应用程
序了解此数据格式，因此这些应用程序和最终用户必须处理此问题。此问题不是
CDS 特定的，但只要在不同类型的系统之间移动数据，就会出现此问题。
即使用户可能有一个文件系统的数据无法在不同类型系统上轻松解释或处理，但仍
有理由使用 CDS 机制移动此类数据。例如，如果需要从原始使用位置使文件系统脱
机，以便于备份时不会增加服务器的负载，或者因为备份操作所在系统有直接挂接
的磁带设备，则使用 CDS 移动文件系统是正确的。
一个例子是包含多个文件系统的主文件服务器，该主文件服务器通过网络对这些文
件系统提供服务。如果采购具有不同操作系统的第二个文件服务器系统来减少原始
服务器的负载，CDS 可以迁移文件系统，而不必通过网络将数据移到其他物理存储
设备，即使数据不能由原文件服务器或新文件服务器解释或使用时也是如此。当数
据只可以由在 PC 上运行的软件访问或理解，而文件服务器是基于 UNIX 或 Linux
时，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文件系统迁移
文件系统迁移指系统管理方面的操作：停止对文件系统的访问，然后从不同计算机
系统重新启动访问文件系统的操作。文件系统迁移也许需要完成一次，例如，将文
件系统永久性迁移到另一个系统，将来不需要将文件系统移回其原始系统或其他系
统。此类文件系统迁移是指一次性文件系统迁移。如果需要在多个系统之间持续迁
移文件系统，这被称为持续文件系统迁移。所需的不同操作类型取决于迁移类型，
如下节所述。

指定迁移目标
CDS 命令执行的大多数操作需要目标指定程序按以下列格式指定文件系统将迁移至
哪个目标：
os_name=name[,os_rel=release][,arch=arch_name]
[,vxfs_version=version][,bits=nbits]

CDS 命令需要下列目标指定程序：
os_name=name

指定目标文件系统计划迁移至的那些操作系统的名称。可能
的值是 HP-UX、AIX、SunOS 或 Linux。如果指定了目标，
则必须指定 os_name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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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_rel=release

指定目标操作系统的版本。例如，11.31。

arch=arch_name

指定目标的体系结构。例如，为 HP-UX 指定 ia 或 pa。

vxfs_version=version

指定目标中正在使用的 VxFS 版本。例如，5.1。

bits=nbits

指定目标的内核位数。nbits 可能有 32 位或 64 位值，表示
目标是运行 32 位内核还是 64 位内核。

必须为允许指定目标的所有 fscdsadm 调用指定 os_name，所有其他目标指定程序
是可选的，用户可使用这些指定程序优化迁移目标规范。
CDS 命令使用默认 CDS 限制文件 /etc/vx/cdslimitstab 中可用的限制信息。如
果未指定可选目标指定程序的值，则 fscdsadm 将根据最适合指定目标的限制文件
中的可用信息为指定目标选择默认值，并继续 CDS 操作。向用户显示选择的默认
值，然后继续进行迁移。
注意：默认 CDS 限制信息文件 /etc/vx/cdslimitstab 安装为 VxFS 软件包一部
分。此文件内容被 VxFS CDS 命令使用，不应更改。

目标规范示例
以下是目标规范的示例：
os_name=AIX

指定目标操作系统并对其他操作系统使用默认值。

os_name=HP-UX,
os_rel=11.23,
arch=ia,
vxfs_version=5.0,
bits=64

指定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版本、体系结构、VxFS 版本和目标
的内核位。

os_name=SunOS,
arch=sparc

指定目标的操作系统和体系结构。

os_name=Linux,
bits=32

指定目标的操作系统和内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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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fscdsadm 命令
fscdsadm 命令可用于执行以下 CDS 任务：
■

检查是否超出元数据限制

■

维护目标操作系统列表

■

强制执行文件系统中已建立的 CDS 限制

■

忽略文件系统中已建立的 CDS 限制

■

验证文件系统的操作系统目标

■

显示文件系统的 CDS 状态

检查是否超出元数据限制
检查是否超出元数据限制
■

键入下列命令检查是否有任何文件系统实体带有超出指定目标操作系统限制的
元数据：
# fscdsadm -v -t target mount_point

维护目标操作系统列表
如果文件系统持续在多个系统之间迁移，则这些迁移过程涉及的操作系统类型在
target_list 文件中维护。了解这些目标的内容使得 VxFS 可以确定适合所有这些
目标的文件系统限制。需要强制执行的文件系统限制是：文件大小、用户 ID 和组
ID。 target_list 文件内容是使用 fscdsadm 命令进行处理的。

目标操作系统列表添加条目
目标操作系统列表添加条目
■

键入以下命令：
# fscdsadm -o add -t target mount_point

请参见第 232 页的“指定迁移目标”。

从目标操作系统列表删除一个条目
从目标操作系统列表删除一个条目
■

键入以下命令：
# fscdsadm -o remove -t target mount_point

请参见第 232 页的“指定迁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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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标操作系统列表删除所有条目
从目标操作系统列表删除所有条目
■

键入以下命令：
# fscdsadm -o none mount_point

显示目标操作系统列表
显示所有目标操作系统的列表
■

键入以下命令：
# fscdsadm -o list mount_point

强制执行文件系统中已建立的 CDS 限制
默认情况下，CDS 忽略操作系统目标（在 target_list 文件列出）暗含的限制。
强制执行文件系统中已建立的 CDS 限制
■

键入以下命令：
# fscdsadm -l enforce mount_point

忽略文件系统中已建立的 CDS 限制
默认情况下，CDS 忽略操作系统目标（在 target_list 文件列出）暗含的限制。
忽略文件系统中已建立的 CDS 限制
■

键入以下命令：
# fscdsadm -l ignore mount_point

验证文件系统的操作系统目标
验证文件系统的操作系统目标
■

键入以下命令：
# fscdsadm -v mount_point

显示文件系统的 CDS 状态
为文件系统维护的 CDS 状态包括下列信息：

235

236

在平台之间迁移数据
文件系统注意事项

■ target_list

文件

■ target_list

文件暗含的限制

■

限制是必须强制执行还是可以忽略

■

所有文件是否都在 target_list 文件列出的所有操作系统目标的 CDS 限制范围
内

显示文件系统的 CDS 状态
■

键入以下命令：
# fscdsadm -s mount_point

一次性迁移文件系统
此示例说明在两个操作系统之间的数据一次性迁移。下面一些步骤需要备份将创建
的文件系统。为了简化过程，您可以在执行任一步骤之前创建一次性备份，而不是
随着进展创建多个备份。
执行一次性迁移

1

如果 CDS 磁盘组中没有包含基础 Volume Manager 存储，则必须首先将其升
级为 CDS 磁盘组，并且必须首先解决在系统间物理迁移存储相关的所有其他实
际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216 页的“将非 CDS 磁盘组转换为 CDS 磁盘组”。

2

如果文件系统在使用 7 之前版本的磁盘布局，则将文件系统升级到版本 7。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安装指南》。

3

因为文件大小较大或不同平台的用户或组 ID 差异，使用下列命令确保在数据
迁移后不可访问的文件系统中没有文件。
# fscdsadm -v -t target mount_point

如果存在这样的文件，将文件移动到另一个文件系统或减少文件大小。

4

卸载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5

使用 fscdsconv 命令将文件系统转换为相反 endian：
请参见第 238 页的“转换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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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解决任何其他物理存储挂接问题后，通过从原系统导出磁盘组并将磁盘组导
入目标系统，从而可以在 Linux 系统上访问物理存储和 Volume Manager 逻辑
存储。
请参见第 220 页的“磁盘任务”。

7

在目标系统上装入文件系统

持续迁移文件系统
此示例说明如何在各个平台之间持续迁移文件系统。下面一些步骤需要备份将创建
的文件系统。为了简化过程，您可以在执行任一步骤之前创建一次性备份，而不是
随着进展创建多个备份。
执行持续迁移

1

因为文件大小较大或不同平台的用户或组 ID 差异，使用下列命令确保在数据
迁移后不可访问的文件系统中没有文件。
# fscdsadm -v -t target mount_point

如果存在这样的文件，将文件移动到另一个文件系统或减少文件大小。

2

在 target_list 文件上添加平台：
■

如果在 Solaris 和 Linux 之间迁移文件系统，请将 SunOS 和 Linux 添加到
target_list 文件：
# fscdsadm -o add -t os_name=SunOS /mnt1
# fscdsadm -o add -t os_name=Linux /mnt1

■

如果在 HP-UX 和 Linux 之间迁移文件系统，请将 HP-UX 和 Linux 添加到
target_list 文件：
# fscdsadm -o add -t os_name=HP-UX /mnt1
# fscdsadm -o add -t os_name=Linux /mnt1

3

强制执行限制：
# fscdsadm -l enforce mount_point

这是最后一个准备步骤。如果要迁移文件系统，则必须卸载它，然后在目标系
统上移动和装入存储。

4

卸载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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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文件系统适合在指定目标上使用。
请参见第 238 页的“转换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

6

在解决任何其他物理存储挂接问题后，通过从原系统导出磁盘组并将磁盘组导
入目标系统，从而可以在目标系统上访问物理存储和 Volume Manager 逻辑存
储。
请参见第 220 页的“磁盘任务”。

7

在目标系统上装入文件系统

停止持续迁移
停止执行持续迁移
◆

键入以下命令：
# fscdsadm -l ignore mount_point
# fscdsadm -o none mount_point

文件系统保留在当前系统中。

转换文件系统的时间
在两个系统之间移动文件系统时，必须要运行 fscdsconv 命令执行所有文件系统的
迁移任务。fscdsconv 命令验证文件系统以确保它没有超出目标上建立的任一 CDS
限制，并且如果目标的字节顺序与当前系统的字节顺序相反，则转换文件系统的字
节顺序。
警告：在 VxFS 4.0 和磁盘布局版本 6 之前，VxFS 没有正式支持在不同平台间移动
文件系统，尽管很多情况下用户可以成功完成此操作。如果使用版本 4 之前的 VxFS，
或使用版本 6 之前的磁盘布局，不要在平台之间移动文件系统。而是升级到 VxFS
4.0 或更高版本，并升级到磁盘布局版本 6 或更高版本。在执行跨平台移动之前无
法升级将会导致数据丢失或数据损坏。

注意：如果将数据从 little-endian 系统复制到 big-endian 系统（反之亦然），则必
须在复制完成后转换应用程序。

转换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
使用 fscdsconv 命令将文件系统从一个系统迁移到另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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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

1

确定您将迁移的文件系统的磁盘布局版本：
# fstyp -v /dev/vx/rdsk/diskgroup/volume | grep version
magic a501fcf5 version 9 ctime Thu Jun 1 16:16:53 2006

只能转换采用磁盘布局版本 7 或更高版本的文件系统。如果文件系统使用早期
磁盘布局版本，请在继续之前将文件系统转换为磁盘布局版本 7 或更高版本。
请参见 vxfsconvert(1M) 手册页。
请参见 vxupgrade(1M) 手册页。

2

执行文件系统完全备份。如果无法执行此操作，某些失败情况（需要从备份进
行还原）将导致数据丢失或数据损坏。

3

指定有空闲空间的文件系统，其中 fscdsconv 可能创建包含在转换失败时使用
的恢复信息的文件。
根据待转换的文件系统的性质，例如如果它已镜像，您可能希望指定恢复文件
驻留在具有相同故障容错级别的文件系统上。具有相同故障容错级别可减少需
要从备份还原的故障情况的次数。

4

卸载待转换的文件系统：
# umount mount_point

239

240

在平台之间迁移数据
文件系统注意事项

5

使用 fscdsconv 命令将文件系统导出到所需目标：
# fscdsconv -f recovery_file -t target_OS -e special_device

target_OS 指定要作为文件系统迁移目标的操作系统。
请参见第 232 页的“指定迁移目标”。
recovery_file 是要由 fscdsconv 命令创建的恢复文件的名称。
special_device 是包含要转换的文件系统的原始设备或卷。
包括您在指定恢复文件时在 3 中选择的文件系统。
例如，如果选择将包含恢复文件的文件系统装入到 /data/fs3 中，则恢复文件
可能指定为 /data/fs3/jan04recovery。如果为要创建的恢复文件选择的文
件系统上没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则转换中止且待转换的文件系统保持原样。
恢复文件不仅用于失败后的恢复目的，而且还用于执行转换。将包含恢复文件
的目录不应允许非系统管理员用户删除或替换文件，因为这可能导致数据丢失
或安全违规。文件应该位于不受系统制约的目录中，否则本地脚本将在系统重
新启动后删除该文件，例如 Solaris 操作系统上的 /tmp 和 /var/tmp 目录将出
现此情况。
恢复文件几乎总是一个稀疏文件。此文件的磁盘利用率可以使用下列命令得以
最佳确定：
# du -sk filename

恢复文件仅在必须转换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时使用，以适合指定的迁移目标。

6

如果您同时转换多个文件系统（这需要对每个文件系统使用一个恢复文件），
请记录恢复文件及其对应的待转换文件系统的名称，以便应对稍后需要从故障
进行恢复的局面。

7

基于所提供的有关迁移目标方面的信息，fscdsconv 构建和显示完整迁移目
标，并提示验证目标所有详细信息的用法。如果必须更改迁移目标，输入 n 退
出 fscdsconv，无需修改文件系统。在进程的这一时间点，fscdsconv 尚未使
用指定的恢复文件。

8

如果必须转换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以将文件系统迁移到指定目标，则 fscdsconv
提示您确认迁移。输入 y 转换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如果不需要转换字节顺
序，则显示消息提示此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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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scdsconv 命令指示是否有任何文件违反指定目标上的最大文件大小、最大

UID 或者最大 GID 限制，并提示您是否应该继续。如果您必须采取更正操作确
保没有文件违反迁移目标上的限制，则输入 n 退出 fscdsconv。在进程的这一
时间点，fscdsconv 尚未使用指定的恢复文件。
如果迁移转换了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则 fscdsconv 创建了恢复文件。迁移完
成后没有删除恢复文件，如果稍后需要还原，恢复文件可以用于将文件系统还
原到其原始状态。

10 如果在转换期间出现失败情况，则失败可能是以下情况之一：
■

系统失败。

■ fscdsconv

由于程序缺陷或用户操作导致的异常终止而失败。

这种情况下，待转换的文件系统所处状态使得 VxFS 实用程序不再能通过一般
方式装入和访问它。要恢复文件系统，请使用恢复标志 -r 调用 fscdsconv 命
令：
# fscdsconv -r -f recovery_file special_device

如果指定了 -r 标志，则 fscdsconv 预计存在恢复文件，并且待转换的文件系
统是第二次调用 fscdsconv 中指定的同一文件系统。

11 在使用 -r 标志调用 fscdsconv 后，如果随后没有失败，转换进程将重新启动
并完成。
如果再出现失败，请重复10。
在某些情况下，您将需要从备份还原文件系统，例如包含恢复文件的磁盘出现
故障。如果无法创建备份，将导致文件系统中所有数据丢失。如果保留文件系
统的设备上出现 I/O 错误，还将需要在解决实际设备问题之后还原备份。可能
还有其他失败原因会需要使用备份。

从其他系统导入和装入文件系统
fscdsconv 命令可用于导入和装入以前在其他系统上使用的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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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他系统导入和装入文件系统
◆

转换文件系统：
# fscdsconv -f recovery_file -i special_device
如果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 在 fscdsconv 提示时，输入 y 以转换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
需要转换
如果迁移转换了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则 fscdsconv 创建在
迁移完成后继续存在的恢复文件。如果需要，您可以此后使
用该文件将文件系统还原到其原始状态。
如果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 会显示一条消息，说明文件系统的字节顺序不需要转换。
不需要转换

对齐值和块大小
在 AIX、Linux 和 Solaris 操作系统上，对齐值 1 等于 512 字节的块大小。在 HP-UX
操作系统上，它等于 1024 字节的块大小。
HP-UX 上的块大小与其他支持平台上的块大小不同。如果未指定 - b 选项，同一磁
盘组的 vxdisk 和 vxprint 之类命令的输出不像 HP-UX 上的命令输出。

迁移快照卷
此示例展示如何将包含 VxFS 文件系统的快照卷从 Solaris SPARC 系统（大 endian）
迁移到 Linux 系统（小 endian）或从 HP-UX 系统（大 endian）迁移到 Linux 系统
（小 endian）。
迁移快照卷

1

从 CDS 磁盘组 datadg 中卷 vol 的现有 Plex 创建即时快照卷 snapvol：
# vxsnap -g datadg make source=vol/newvol=snapvol/nmirror=1

2

Quiesce 任何访问卷的应用程序。例如，挂起对包含数据库表的卷的更新。数
据库可能具有热备份模式，在该模式下您可以通过暂时挂起对数据库表的写操
作来实现上述操作。

3

使用下列命令刷新快照卷的 Plex：
# vxsnap -g datadg refresh snapvol source=yes syncing=yes

4

应用程序现在可以被 unquiesced。
如果在 2 中暂时挂起了数据库对卷的更新，请使所有表脱离热备份模式。

在平台之间迁移数据
迁移快照卷

5

使用 vxsnap syncwait 命令等待同步完成：
# vxsnap -g datadg syncwait snapvol

6

检查文件系统的完整性，然后将其装入适当装入点：
# fsck -F vxfs /dev/vx/rdsk/datadg/snapvol
# mount -F vxfs /dev/vx/dsk/datadg/snapvol /mnt

7

确认文件系统是否可以被转换为目标操作系统：
# fscdstask validate Linux /mnt

8

卸载快照：
# umount /mnt

9

将文件系统转换为相反 endian：
# fscdsconv -e -f recoveryfile -t target_specifiers special

例如：
# fscdsconv -e -f /tmp/fs_recov/recov.file -t Linux \
/dev/vx/dsk/datadg/snapvol

只有源和目标系统有相反的 endian 配置，才需要此步骤。

10 将快照卷拆分为新磁盘组 migdg，并且逐出该磁盘组：
# vxdg split datadg migdg snapvol
# vxdg deport migdg

11 在 Linux 系统上导入磁盘组 migdg：
# vxdg import migdg

可能需要重新启动 Linux 系统，以便它可以检测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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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使用以下命令修复和重新启动快照卷：
# vxrecover -g migdg -m snapvol

13 检查文件系统的完整性，然后将其装入适当装入点：
# fsck -t vxfs /dev/vx/dsk/migdg/snapvol
# mount -t vxfs /dev/vx/dsk/migdg/snapvol /m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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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etc/default/vxassist 默认文件 218
/etc/default/vxcdsconvert 默认文件 218
/etc/default/vxdg 默认文件 219
/etc/default/vxdisk 默认文件 219
/etc/default/vxencap 默认文件 219
/etc/vx/darecs 文件 213

A
AIX 共存标签 208
ARCHIVELOG 模式 87
auto 磁盘类型 208

B
blockdev --rereadpt 231
备份
集群文件系统 79
联机数据库 64
为卷创建 56
并行 I/O
禁用 43
启用 42
优点 41
并行 I/O 的优点 41

C
CDS
创建 DG 214
创建磁盘 213
磁盘 207
磁盘组对齐值 207
磁盘组设备配额 209
更改设置 224
属性 228
CDS 磁盘
创建 212
CDS 磁盘组
对齐 229
结合 224
设置对齐值 222

移动 223–224
chmod 命令
命令
chmod 29–30
chown 命令
命令
chown 29–30
CREAD 36
操作系统数据 207
长度列表 230
持久保留
缓存 Quick I/O 设置 37
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 57
创建 110 之前版本的磁盘组 224
创建 CDS 磁盘 212–213
创建 CDS 磁盘组 214
创建 DRL 日志 226
创建非 CDS 磁盘组 224
磁盘
LVM 220
标签 221
访问类型 208
格式化或分区的影响 230
更改格式 220
替换 225
磁盘访问 207
磁盘格式 207
磁盘类型 208
磁盘配额
设置 225
磁盘头文件 148
磁盘组 209
创建 224
对齐 210
非 CDS 210
结合 224
升级 224
磁盘组对齐值 222
显示 229
次要设备编号 210
存储回滚
使用 VxDBA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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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存储检查点实施 86
存储检查点 57
创建 87
数据库恢复 86

D
disk
磁盘空间 149
DRL 日志
创建 226
DRL 日志大小
设置 225
显示 228
DRL 映射长度 227
DRL 映射大小
设置 225
显示 228
DSS. 请参见 决策支持
当前版本磁盘组 210
对齐 210
更改 222
对文件禁用缓存 Quick I/O 37
对文件启用缓存 Quick I/O 37
对象
移动 223

F
FileSnap
关于
数据挖掘、报告和测试 122
虚拟机的写入密集型应用程序 122
虚拟桌面 121
最佳做法 121
FlashSnap 56
fscdsadm 234
fscdsconv 238
访问类型 208
分析 160
分析 I/O 统计数据 34–35
封装 220
辅助节点
使用数据 116
辅助节点上的数据
用于脱离主机处理 116

G
grep 命令 32

改进
数据库性能 27
概念 205
根目录可置性
根磁盘 149
根卷 149
更改 CDS 设置 224
更改磁盘格式 220
更改默认 CDS 设置 224
工具
vxconvert 147–148
vxdiskadm 147
公共区域 208
共存标签 208
共享访问
装入文件系统 80

H
还原 CDS 磁盘标签 221
还原磁盘标签 221
缓存 Quick I/O
禁用单个文件 37
启用单个文件 37
启用的先决条件 30
确定要使用的文件 34
使设置持久保留 37
自定义 36
缓存参数
检查设置 39
缓存命中率
计算 34–35
恢复
使用存储检查点 86
恢复文件, 跨平台数据共享 239

I
I/O
内核异步 27
异步 27
直接 27
I/O 块大小 207
ID 块 209
init 属性 67, 80

J
激活
默认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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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快照
重新挂接 86, 116
集群文件系统
脱离主机备份 79
集群文件系统的脱离主机备份
使用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79
计算缓存命中率 34–35
将非 CDS 磁盘转换为 CDS 214
将非 CDS 磁盘转换为 CDS 磁盘 215
结合 CDS 磁盘组 224
结合磁盘组 224
禁用 qio_cache_enable 标志 31
禁用并行 I/O 43
卷
备份 56
决策支持
使用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98

M

K

P

命令
grep 32
qioadmin 36
qiostat 34
vxtunefs 38
默认 CDS 设置
更改 224
默认激活 228
默认文件 215, 218
内核写入锁 27
内核异步 I/O 27

N
ndcomirror 属性 67, 80
nmirror 属性 67, 80

可调参数
添加到 tunefstab 文件 31
跨平台数据共享
恢复文件 239
块大小 207
快速重新同步
持久性 57
快照
重新挂接即时 86, 116

PREAD 36
配置
LVM 147
配置 VxVM 147
偏移
列表 230
偏移信息 230
平台块 208

L

qio_cache_enable 标志
禁用 31
启用 30
qioadmin 命令 36
qiostat
输出 34–35
qiostat 命令 34
Quick I/O
改进数据库性能 27
优点 27
Quick I/O 的优点 27
启用 qio_cache_enable 标志 30
启用并行 I/O 42

LVM
元数据 149
LVM VGRA 148
LVM 磁盘 220
LVM 名称
符号名称 154
联机迁移
关于 LVM 到 VxVM
VCS HA 环境 178
联机数据库备份
使用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64
列出 LVM 160
列出磁盘 230
列出磁盘组 230
列出偏移和长度信息 224

Q

R
regionsize 属性 69, 102
resetlogs 选项 89
日志大小
设置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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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228

S
SAM
vgdisplay 152
设备配额 209, 228
设置 225
显示 228
设置
使缓存 Quick I/O 持久保留 31
设置 CDS 磁盘组对齐值 222
设置 DRL 日志大小 225
设置 DRL 映射长度 227
设置 DRL 映射大小 225
设置磁盘配额 225
设置日志大小 225
设置设备配额 225
升级 110 之前版本的磁盘组 224
升级磁盘组 224
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决策支持 98
联机数据库备份 64
脱离主机集群文件系统备份 79
应用程序 55
实用程序. 请参见 命令
使用 vxfstune 参数验证缓存 32
示例
listvg 159
LVM 与 VxVM 159
vxprint 输出 159
分析 LVM 组 159
分析操作失败 159
列表 159
列出 LVM 卷组信息 159
列出磁盘信息 159
转换 159
转换操作失败 159
收集 I/O 统计数据 34
授权 218
属性
CDS 228
init 67, 80
ndcomirror 67, 80
nmirror 67, 80
regionsize 69, 102
数据库
不完整介质恢复 88
还原 87
联机备份 64

使用存储检查点 86
数据完整性 57
数据库性能
使用 Quick I/O 27
双重缓冲 27

T
tunefstab 文件
添加可调参数 31
替换磁盘 225

V
v_logmap
显示 229
vradmin 实用程序
ibc
使用脱离主机处理 116
vxcdsconvert 215
vxconvert 160
vxdctl enable 231
vxdg init 214
vxdg split 223
vxdisk scandisks 231
vxdiskadm 213–214
vxdisksetup 212
vxsnap
重新挂接即时快照 86, 116
vxtunefs 命令 38
命令
vxtunefs 32
VxVM
设备 206
元数据 149
VxVM 名称
符号链接 154
vxvol 227

W
文件系统
为共享访问装入 80
文件系统锁定 27

X
显示 DRL 日志大小 228
显示 DRL 映射大小 228
显示 v_logmap 值 229
显示磁盘组对齐值 229
显示卷日志映射值 229

索引

显示日志大小 228
显示日志映射值 229
显示设备配额 228

Y
验证 vxtunefs 系统参数 32
移动 CDS 磁盘组 223–224
移动磁盘组对象 223
异步 I/O 27
意向日志记录 57
映射
LVM 设备节点 154
VxVM 设备节点 154

Z
直接 I/O 27
专用区域 208
转换
vxconvert 148
速度 167
装入
共享访问文件系统 80
自定义缓存 Quick I/O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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