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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支持的灾难恢复方案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灾难恢复方案

■

关于校园集群配置

■

关于复制数据集群

■

关于全局集群

■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6.0.1 产品中的灾难恢复功
能支持

关于灾难恢复方案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通过活动配置和长距离复制解决方案提供颇具成本
效益的短距离灾难恢复，以便有效地管理灾难恢复要求。
通过使用本指南，您可以配置校园集群、全局集群和复制集群以便使用下列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进行灾难恢复故障转移：
■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有关配置 SFCFSHA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管理指南》。
有关配置 SF Oracle RAC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管理指南》。
有关配置 VC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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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配置 VVR 的更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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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列出了校园集群、全局集群和复制数据集群灾难恢复配置的主要用例。
表 1-1
用例说明

灾难恢复配置的主要用例
建议的灾难恢复配置

从生产站点到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灾难恢 具有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的 Veritas
复 (DR) 站点的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的灾难恢 Cluster Server HA/DR
复。
请参见第 22 页的“ VCS 全局集群的工作方
■ 两个站点之间的距离超出 80 KM 或 50 英 式”。
里
■ 通过复制可在 DR 站点中使用应用程序数
据
■ 应用程序应当仅在一个站点上随时处于活
动状态（主动/被动）
从生产站点到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灾难恢 具有复制数据集群 (RDC) 的 Veritas Cluster
复 (DR) 站点的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的灾难恢 Server HA/DR
复。
请参见第 21 页的“ VCS 复制数据集群的工作
■ 两个站点之间的距离少于 80 KM 或 50 英 方式”。
里
■ 通过复制可在 DR 站点中使用应用程序数
据
■ 应用程序应当仅在一个站点上随时处于活
动状态（主动/被动）
从生产站点到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灾难恢 具有校园集群的 Veritas Cluster Server
复 (DR) 站点的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的灾难恢 HA/DR
复。
请参见第 16 页的“ VCS 校园集群的工作原
■ 两个站点之间的距离少于 80 KM 或 50 英 理”。
里
用于远程镜像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通过远程镜像可在 DR 站点中使用应用程
序数据
■ 应用程序应当仅在一个站点上随时处于活
动状态（主动/被动）
■ 在站点内自动故障转移应用程序，在站点
间自动故障转移应用程序

关于支持的灾难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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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说明

建议的灾难恢复配置

两个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站点之间的业务
关键应用程序的高可用性。

具有校园集群的 Veritas Cluster Server

请参见第 16 页的“ VCS 校园集群的工作原
两个站点之间的距离少于 80 KM 或 50 英 理”。
里
用于远程镜像和并行跨站点访问的 Veritas
■ 通过远程镜像可在 DR 站点中使用应用程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序数据
■ 应用程序应同时在两个站点上处于活动状
态（主动/主动）
■

关于校园集群配置
校园集群配置可通过单个 VCS 集群提供本地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此配置使用
数据镜像在不同站点之间复制数据。并不涉及主机复制或阵列复制。
VCS 支持的校园集群可以采用通过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进行镜像的磁盘组。

VCS 校园集群要求
请查看 VCS 校园集群的下列要求：
■

必须安装 VCS。
如果需要手动控制服务组在站点或系统区域之间进行故障转移，则必须启用
HA/DR 许可证。

■

必须有一个 VCS 集群，两个站点中的每一个都至少必须有一个节点，且两个站
点间的物理距离不得超过 80 公里。

■

节点之间必须有冗余网络连接。所有指向存储的路径也必须是冗余的。
Symantec 建议在进行校园集群设置时设置下列各项：
■

存储和 LLT 专用网络的通用跨站点物理架构。

■

针对网络和跨站点 I/O 流量的技术，如密集波分复用 (DWDM)。使用冗余链
接将网络故障的影响减至最小。

■

Symantec 建议配置 I/O 防护以避免在出现链接故障时发生数据损坏。

■

必须安装具有 FMR 许可证和站点识别许可证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

必须将存储配置为符合 VxVM 的基于站点的分配及站点一致性要求。
■

站点中的所有节点都必须以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

■

所有的磁盘都必须以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

■

必须将校园集群中两个站点的 VxVM 站点名称都添加到磁盘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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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将磁盘组中的每个卷的 allsites 属性都设置为 on。（默认情况下会将该
值设置为 on。）

■

磁盘组的 siteconsistent 属性必须设置为 on。

■

Oracle 要求所有节点都使用同一子网中的 IP 地址。

■

站点上的每个主机都必须连接到存储交换机。交换机必须可以访问所有站点上
的存储阵列。

■

Symantec 建议对存储器和 LLT 专用网络使用通用跨站点物理基础架构。

■

SF Oracle RAC 校园集群要求在从这两个站点分配存储的情况下进行镜像卷。

VCS 校园集群的工作原理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将 VCS 与 VxVM 结合使用以在校园集群环境中提供高可用性。
在校园集群的设置过程中，VxVM 会自动在站点之间镜像卷。为增强读取性能，
VxVM 会从运行应用程序的本地站点上的 Plex 进行读取。VxVM 会同时在两个站
点上写入到 Plex。
如果某个站点上发生了存储故障，VxVM 会将发生故障的站点上的所有磁盘从磁盘
组中分离，以维持数据的一致性。发生故障的存储重新联机后，VxVM 会自动将该
站点重新挂接到磁盘组，并恢复 plex。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如果发生服务组或系统故障，VCS 会基于您为 SystemZones 和 AutoFailOver 服务
组属性设置的值对服务组或节点进行故障转移。
对于校园集群设置，您必须将 SystemZones 属性定义为使每个站点上的节点都组合
到一起。
根据 AutoFailOver 属性值的不同，VCS 会以下列方式进行故障转移：
0

VCS 不对服务组或节点进行故障转移。

1

VCS 将服务组故障转移至另一合适的节点。VCS 在选择另一站点上的节
点之前先在原站点内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默认情况下，会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1。

2

如果同一站点内存在其他合适的节点，VCS 即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否则 VCS 会等待管理员的干预，将服务组故障转移至另一站点内的合
适节点。
此配置需要启用 HA/DR 许可证。
Symantec 建议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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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main.cf 中的这些服务组的示例定义如下所示：
group oragroup1 (
SystemList = { node1=0, node2=1, node3=2, node4=3 }
SystemZones = { node1=0, node2=0, node3=1, node4=1 }
AutoFailOver = 2
...
)

表 1-2 列出了可能的故障情形，以及 VCS 校园集群如何从这些故障中恢复。
表 1-2

校园集群中的故障情形

故障

说明与恢复

节点故障

■

站点中的一个节点发生故障。
如果将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1，则 VCS 会将 Oracle 服务组故
障转移至 SystemZones 属性中定义的、同一站点中的另一系统。
■ 站点中的所有节点发生故障。
如果将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1，则 VCS 会将 Oracle 服务组故
障转移至 SystemZones 属性中定义的、另一站点中的系统。
如果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2，则 VCS 会需要管理员的干
预才能将 Oracle 服务组故障转移至另一站点中的系统。
如果将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设置为 0，则 VCS 在两种节点故障情况
下都需要管理员的干预以启动故障转移。

应用程序故障

其行为类似于节点故障。

存储故障 - 站点上
的一个或多个磁盘
发生故障

发生这样的存储故障时，VCS 不会对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
发生下列情况时，VxVM 会将站点从磁盘组中分离：磁盘中的任意卷在
发生磁盘故障的站点上不具有至少一个有效的 Plex。
在下列情况下，VxVM 会将站点从磁盘组分离：
■

发生故障的磁盘上没有配置 Plex。

■

发生了故障的磁盘上配置了某些 Plex，且在每个站点上一个卷至少
存在一个 Plex。

如果仅有部分发生了故障的磁盘联机，且 vxrelocd 后台驻留程序正在
运行，VxVM 会将其余的故障磁盘重新定位至任何可用的磁盘。然后，
VxVM 会自动将站点重新挂接至磁盘组并重新同步 Plex，以恢复这些
卷。
如果发生故障的所有磁盘都重新联机，VxVM 会自动将站点重新挂接至
磁盘组并重新同步 Plex，以恢复这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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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说明与恢复

存储故障 - 两个站
点的所有磁盘都发
生故障

VCS 基于 DiskGroup 代理的 PanicSystemOnDGLoss 属性值起作用。

站点故障

某个站点上的所有节点和存储都发生了故障。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
指南》。

根据 AutoFailOver 属性值的不同，VCS 会以下列方式对 Oracle 服务组
进行故障转移：
如果将该值设置为 1，则 VCS 会将 Oracle 服务组故障转移至
SystemZones 属性中定义的、另一站点中的系统。
■ 如果将该值设置为 2，则 VCS 需要管理员的干预才能将 Oracle 服务
组故障转移至另一站点中的系统。
■

由于发生故障的站点上的存储不可访问，因此 VCS 会导入应用程序服
务组中的磁盘组，同时将故障站点上的所有设备标记为 NODEVICE。
如果故障站点上的存储重新联机，VxVM 会自动将站点重新挂接至磁盘
组并重新同步 Plex，以恢复这些卷。
网络故障（LLT 互 每个站点上的节点都失去了与另一站点上节点的连接
联故障）
如果节点间的专用互联发生故障，就会发生裂脑情形，并引起数据损
坏。
请查看有关裂脑发生的其他可能原因以及 I/O 防护如何保护共享数据不
受损坏的详细信息。
Symantec 建议配置 I/O 防护以避免校园集群中发生数据损坏。
网络故障（LLT 及 每个站点上的节点都失去了与存储和另一站点上节点的连接
存储互联故障）
Symantec 建议您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发生裂脑和序列裂脑情况。
如果配置了 I/O 防护：
争夺控制权失败的站点会自行终止。
还原网络连接后，VxVM 会检测故障站点上的存储，并会将站点重
新挂接至磁盘组，然后重新同步 Plex，以恢复这些卷。
■ 如果未配置 I/O 防护：
如果在上述故障情况下应用程序服务组在站点 A 上处于联机状态，
则应用程序服务组会在该站点上保持联机。由于存储不可访问，
VxVM 会将故障站点处的磁盘从磁盘组中分离。在应用程序服务组
处于脱机状态的站点 B 处，VCS 会使应用程序服务组联机，同时导
入磁盘组，将站点 A 的所有设备标记为 NODEVICE。这样，应用程
序服务组就在两个站点上都处于联机状态，且每个站点都使用本地
存储。这会导致数据副本不一致，从而引发站点范围内的裂脑。
如果在站点之间还原网络连接，就可能存在序列裂脑。
有关如何从序列裂脑条件中恢复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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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 VCS 校园集群设置
图 1-1 描述了典型的 VCS 校园集群设置。
图 1-1

典型的 VCS 校园集群设置

校园集群
站点 A（主）

站点 B（辅助）
公共网络

节点 1

节点 2

节点 3

节点 4

专用网络

交换机

交换机

磁盘阵列

磁盘阵列

VxVM 镜像卷

站点 C

交换机

磁盘阵列

协调点

VCS 校园集群通常具有下列特征：
■

单个 VCS 集群跨越多个站点。
在示例图中，VCS 在四个节点上进行了配置： 节点 1 和节点 2 位于站点 A，节
点 3 和节点 4 位于站点 B。

■

I/O 防护配置有一个来自校园集群中每个站点的协调器磁盘以及另一个来自第三
方站点的协调器磁盘。
图 1-1 显示了具有基于磁盘的 I/O 防护的典型设置。您还可以配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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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站点的两个协调器磁盘以及一个来自第三方站点的 CP 服务器混合模式防护
也受支持。
■

共享数据位于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配置的磁盘组上的镜像卷中。

■

应用程序所需要的卷在两个站点上都有镜像。

■

集群中所有的节点都会以 VxVM 站点名称标记。属于某个站点的所有磁盘都会
以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

■

会在 VCS 中将该磁盘组配置为一个 DiskGroup 类型的资源，并使用 Mount 资
源类型装入它。

关于复制数据集群
在复制数据集群中，不存在共享磁盘。而是由数据复制产品在节点或站点之间同步
各份数据。可以在应用程序级别、主机级别和存储级别进行复制。应用程序级别的
复制产品（如 Oracle DataGuard）在 SQL 级别或数据库级别维护系统间数据副本
的一致性。基于主机的复制产品（如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在逻辑卷级别维
护存储的一致性。基于存储或基于阵列的复制产品在磁盘级别或 RAID LUN 级别维
护数据的一致性。
图 1-2 显示的是一个混合型共享存储和复制数据集群，其中根据特定服务组为节点
指派了不同的故障转移优先级。
共享存储复制数据集群

图 1-2

服务组

复制

还可以将复制数据集群配置为不能在本地进行故障转移，但建议不要进行此配置。
请参见第 21 页的“ VCS 复制数据集群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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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复制数据集群的工作方式
要了解复制数据集群配置的工作方式，可以使用在 VCS 复制数据集群中配置的应用
程序为例。 该配置具有两个系统区域：
■

主区域（区域 0），由位于主站点上并已连接到主存储的节点组成

■

辅助区域（区域 1），由位于辅助站点上并已连接到辅助存储的节点组成

在集群的所有节点上安装和配置该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数据位于每个 RDC 区域内
的共享磁盘中，并在各 RDC 区域之间复制以确保数据并存。 该应用程序服务组在
当前主区域中的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并配置为在集群中进行故障转移。
图 1-3 说明了在 VCS 复制数据集群上配置的应用程序。
VCS 复制数据集群配置

图 1-3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公共
网络

区域 0

客户端

重定向的
客户端

区域 1

专用网络

服务
组

服务
组
应用程序
故障转移

重复
数据

单独
存储

单独
存储

如果系统或应用程序出现故障，则 VCS 会尝试将该应用程序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同一
个 RDC 区域中的另一个系统。 但是，如果 VCS 在主 RDC 区域中找不到故障转移目
标节点，则 VCS 会将服务组切换到当前辅助 RDC 区域（区域 1）中的节点。 一旦
应用程序在新位置处于联机状态，VCS 还会重定向客户端。

关于全局集群
全局集群可以链接不同位置的集群，能够实现广域故障转移和灾难恢复。
本地集群可以为每个站点或建筑物提供本地故障转移。校园集群配置和复制集群配
置针对影响有限地理区域的灾难提供保护。但大规模的灾难（如重大洪灾、飓风和
地震）可能导致整个城市或地区断电。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应用程序迁移到
距离非常远的站点来确保数据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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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显示全局集群配置。
全局集群

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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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局集群中，如果应用程序或系统出现故障，应用程序迁移到同一集群中的其他
系统。如果整个集群出现故障，则应用程序迁移到其他集群中的系统。如果要在全
局级别进行集群操作，还要求将共享数据复制到远程站点。
请参见第 22 页的“ VCS 全局集群的工作方式”。

VCS 全局集群的工作方式
本地集群可以为每个站点或建筑物提供本地故障转移。 但这些配置无法针对造成整
个城市或地区发生中断的大规模灾难（如洪灾、飓风和地震）提供保护。 此时整个
集群都可能会受到中断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VCS 全局集群可通过将应用程序迁移到距离非常远的远程集群来确
保数据的可用性。
下面以在 VCS 全局集群中配置的 Oracle 数据库为例进行说明。 在两个集群中都安
装并配置 Oracle。 Oracle 数据位于每个集群内的共享磁盘中，并在集群间复制以
确保数据并存。 Oracle 服务组在集群 A 中的系统上联机，并配置为以全局方式（即
在集群 A 和 B 上）故障转移。
图 1-5 显示了全局集群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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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集群设置示例

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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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一直监视着事件，并在集群之间传达事件。 集群间通信可确保全局集群时刻了
解在全局集群中配置的服务组的状态。
如果系统或应用程序发生故障，VCS 就将 Oracle 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同一集群内的
另一系统。 如果整个集群发生故障，VCS 就将服务组故障转移到属于全局集群的远
程集群。 一旦应用程序在新位置处于联机状态，VCS 还会重定向客户端。

全局集群中的用户权限
仅当启动跨集群联机或脱机操作的用户拥有以下权限之一时，VCS 才允许执行该操
作：
■

该远程集群上的组的组管理员或组操作员权限

■

该远程集群的集群管理员或集群操作员权限

仅当启动跨集群切换操作的用户拥有以下权限时，VCS 才允许执行该操作：
■

这两个集群上的组的组管理员或组操作员权限

■

这两个集群的集群管理员或集群操作员权限

VCS 全局集群：构造块
VCS 通过以下各项将集群概念扩展到了广域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领域：
■

远程集群对象
请参见第 24 页的“ 可视化远程集群对象”。

■

全局服务组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全局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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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局集群管理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全局集群管理”。

■

序列化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序列化 - Authority 属性”。

■

恢复能力和“通行权”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恢复能力和“通行权””。

■

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请参见第 26 页的“ 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

双集群全局集群中的裂脑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 Steward 进程：双集群全局集群中的裂脑”。

■

安全通信
请参见第 27 页的“ 全局集群中的安全通信”。

可视化远程集群对象
VCS 使您能够使用用于管理 VCS 的任何支持的组件可视化远程集群对象。
您可以在配置文件 main.cf 中定义远程集群。 “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集群配置向导)”为执行此操作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面。 该向导使用所
需的配置更改来更新所有连接的集群的 main.cf 文件。

关于全局服务组
全局服务组是常规的 VCS 组，具有用于实现广域故障转移的附加属性。 全局服务
组属性 ClusterList 定义组可以故障转移到的集群的列表。 必须在所有参与集群上
配置服务组，并且在每个集群上，服务组的名称必须相同。“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全局组配置向导)”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面，可以用来配置
全局组。

关于全局集群管理
通过 VCS 可以从任何集群中的任何系统对全局服务组执行操作（联机、脱机、切
换）。 但必须以有足够权限的身份登录才能进行集群操作。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全局集群中的用户权限”。
可以使服务组联机，也可以将其切换到任何集群中的任何系统。 如果不指定目标系
统，VCS 就使用 FailOverPolicy 来确定目标系统。
对远程集群对象进行管理时，要借助通过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实现的集群间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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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域连接器进程
图 1-6 是广域连接器进程的一个图例。
广域连接器 (wac) 进程

图 1-6
App
组

App
组

App
组

wac
进程

HAD

HAD

HAD

App
组

App
组

App
组

wac
进程

HAD

集群 1

HAD

HAD

集群 2

每个集群中都有一个系统运行着 wac 进程，该进程与远程集群中的对等方连接。它
接收并传输有关集群、服务组和系统的状态的信息。通过这种通信，VCS 可以创建
包含配置为属于全局集群的所有集群的状态的综合视图。该进程还管理广域心跳以
确定远程集群的健康状况。此外，该进程还在集群间传输命令，并将结果返回到发
出命令的集群。
VCS 提供确保广域连接器之间的安全通信的选项。
请参见第 27 页的“ 全局集群中的安全通信”。

关于广域心跳代理
广域心跳代理对集群间心跳进行管理。心跳用于监视远程集群的健康状况。VCS 广
域心跳代理包括 Icmp 和 IcmpS。其他 VCS 资源代理向 VCS 引擎报告其状态，而
心跳代理将直接向 WAC 进程报告其状态。心跳名称必须与心跳类型名称相同。对
于一种特定的心跳类型，只能添加一个心跳。
您可以创建自定义广域心跳代理。例如，SRDF 的 VCS 复制代理包括用于 Symmetrix
阵列的自定义心跳代理。
可以使用 hahb -add heartbeatname 命令添加心跳，并可使用 hahb -modify 命
令更改心跳代理的默认值。

关于序列化 - Authority 属性
VCS 可确保按顺序执行多集群服务组操作，以避免出现时序问题并确保性能平稳。
Authority 属性防止服务组同时在多个集群中联机。 Authority 是一个持久性服务
组属性，它指定哪个集群有权使全局服务组联机。 不能在运行时修改该属性。
如果两名管理员同时尝试使一个服务组在双集群全局组中联机，则根据 Authority
属性的值，会支持其中一个命令，而会拒绝另一个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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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属性可防止使服务组在无相应权限的集群中联机。如果具有该权限的集群处于关
闭状态，可使用 hagrp -online -force service_group 命令强制执行接管。可
以在发生灾难时使用该命令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其他集群。
注意：对某个组具有权限的集群并不保证该组将在该集群上联机。 该属性仅指定有
权使服务组在集群中联机。 Authority 的存在不会覆盖冻结、自动禁用、非探查等
防止服务组联机的组设置。
如果任何集群都未持有 Authority 属性，则必须获取该属性。
可以从任何集群对全局组执行脱机操作，无需更改权限，这是因为使组脱机并不一
定表示要执行跨集群故障转移。

关于 Authority 和 AutoStart 属性
将 Authority 属性和 AutoStart 属性一起使用可以避免多集群配置中可能存在的并
发冲突。
如果设置了 AutoStartList 属性，并将组的 Authority 属性设置为 1，则 VCS 引擎
将等待 wac 进程连接到对等方。如果连接失败，表示对等方处于关闭状态，然后将
执行 AutoStart 进程。如果连接成功，HAD 将等待远程快照。如果对等方对组拥有
权限且远程组处于联机状态（由于接管），则本地集群不会使组联机，并且会放弃
权限。
如果将 Authority 属性设置为 0，则不调用 AutoStart。

关于恢复能力和“通行权”
VCS 全局集群使用广域连接器进程和 ClusterService 组来维护恢复能力。只要集群
中至少有一个仍正常运行的节点，广域连接器进程就会运行。
广域连接器及其别名以及通知程序都是 ClusterService 组的组件。

用于管理广域故障转移的 VCS 代理
现在，VCS 代理可管理属于广域故障转移的外部对象。这些对象包括复制、DNS 更
新等。 VCS 代理提供健壮的框架来指定属性和重新启动操作，并可以在故障转移时
联机。

关于 Steward 进程：双集群全局集群中的裂脑
如果全局集群中任何两个集群之间的所有心跳出现故障，表示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

远程集群发生故障。

■

这两个集群之间的所有通信链路都中断。

关于支持的灾难恢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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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含三个以上集群的全局集群中，VCS 会查询连接的集群来确认远程集群确实已
关闭。此机制称为“查询”。
在双集群设置中，VCS 使用 Steward 进程来最大限度地降低广域裂脑的可能性。此
进程作为独立二进制程序在全局集群配置以外的系统上运行。
图 1-7 说明了在双集群设置中，Steward 进程最大限度地降低裂脑可能性的方式。
图 1-7

Steward 进程： 双集群全局集群中的裂脑

集群 B

集群 A
Steward

当任何两个集群之间的所有通信链路都中断时，每个集群使用查询消息联系
Steward。Steward 向待查集群发送 ICMP ping，如果集群正在运行，则以被动查
询方式响应，如果集群已关闭，则以主动查询方式响应。Steward 也可以用于包含
两个以上集群的配置。VCS 提供确保 Steward 进程和广域连接器之间的安全通信的
选项。
请参见第 27 页的“ 全局集群中的安全通信”。
在非安全配置中，您可在与全局集群节点的平台所不同的平台上配置 steward 进
程。尚未针对在不同的平台上运行 steward 进程进行安全配置测试。
例如，可在 Windows 系统上针对 AIX 系统上运行的全局集群运行 steward 进程。
不过，针对 AIX 的 VCS 版本仅包含适用于 AIX 的 steward 二进制文件。您必须从
Windows 集群上的 VCS 安装目录中复制适用于 Windows 的 steward 二进制文件，
一般此目录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
仅当从每个集群到运行 Steward 的主机之间具有独立的路径时，Steward 才有效。
如果两个集群之间只有一个路径，那么，如果发生故障，必须手动通过电话或某些
消息传送系统与远程站点的管理员联系以进行确认，从而防止裂脑。默认情况下，
在管理员确认后，VCS 全局集群在集群范围内对应用程序进行故障转移。可以将
ClusterFailOverPolicy 属性设置为 Auto 来配置自动故障转移。
有关配置 Steward 进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steward 的默认端口是 14156。

全局集群中的安全通信
在全局集群中，VCS 提供使下列通信类型安全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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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域连接器之间的通信。

■

广域连接器与 Steward 进程之间的通信。

要进行安全的身份验证，广域连接器进程会将某个安全上下文作为每个集群节点上
的本地身份验证代理中的一个帐户。
WAC 帐户属于与 HAD 和 Command Server 相同的域，并被指定为：
name = WAC
domain = VCS_SERVICES@cluster_uuid

必须在所有集群中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以在安全模式下运行。如果广域连接器进程
在安全的模式下运行，则必须在安全的模式下运行 St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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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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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停止所有集群的所有 VCS 集群节点上的防护。
# /etc/init.d/vxfen.rc sto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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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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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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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其余步骤。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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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入资源联机后，将 credentials 目录从默认位置移到共享存储。
# mv /var/VRTSvcs/vcsauth/data/CPSERVER /etc/VRTSvc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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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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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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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 CP 服务器：
# hagrp -online CPSSG -any

10 编辑集群的第一个节点上的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并删除
UseFence=SCSI3 属性。
在集群的第一个节点上启动 VCS，然后在所有其他节点上启动 V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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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version> 是特定发行版本。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6.0.1 产品中的灾难恢复功能支持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和用例基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的共享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集群和灾难恢复功能通过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和包括 VCS 组件的 SFHA Solutions 产品单独提供。
表 1-3 列出了 SFHA Solutions 产品中提供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
SFHA Solutions 产品中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支持

表 1-3
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
功能

VCS VCS SF Std.HA
HA/DR

SF Ent.HA

SFCFS HA

SFRAC

SF Syb CE

实现高可用性 (HA) 的集 Y
群功能

Y

Y

Y

Y

Y

Y

数据库和应用程序/ISV
代理

Y

Y

Y

Y

Y

Y

Y

高级故障转移逻辑

Y

Y

Y

Y

Y

Y

Y

通过 I/O 防护实现数据完 Y
整性保护

Y

Y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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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
功能

VCS VCS SF Std.HA
HA/DR

SF Ent.HA

SFCFS HA

SFRAC

SF Syb CE

高级虚拟机支持

Y

Y

Y

Y

Y

Y

N

虚拟业务服务

Y

Y

Y

Y

Y

Y

N

VVR 的复制代理

N

Y

O

O

O

O

O

基于第三方阵列的复制的 N
复制代理

Y

O

O

O

O

N

复制数据集群

N

Y

O

O

O

N

N

校园集群或伸展集群

N

Y

O

O

O

O

N

使用 VVR 的全局集群
(GCO)

N

Y

O

O

O

O

O

使用基于第三方阵列的复 N
制的全局集群 (GCO)

Y

O

O

O

O

N

防火练习

Y

O

O

O

O

N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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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HA Solutions 产品中的第三方复制支持

表 1-4
复制方法

VCS VCS SF Std.HA
HA/DR

SF Ent.HA

SFCFS HA

SFRAC

SF Syb CE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Y

Y

Y

Y

Y

Y

Y

EMC SRDF

Y

Y

Y

Y

Y

Y

N

Hitachi True Copy

Y

Y

Y

Y

Y

Y

N

IBM Metro Mirror

Y

Y

Y

Y

Y

Y

N

IBM SVC

Y

Y

Y

Y

Y

Y

N

EMC Mirror View

Y

Y

Y

Y

Y

Y

N

HP-UX Service Guard

Y

Y

Y

Y

Y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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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HA Solutions 6.0.1 产品中的数据库复制支持

表 1-5
数据库复制支持

VCS VCS SF Std.HA
HA/DR

SF Ent.HA

SFCFS HA

SFRAC

SF Syb CE

DB2

Y

Y

Y

Y

Y

N

N

单实例 Oracle

Y

Y

Y

Y

Y

Y

N

Oracle RAC

N

N

N

N

N

Y

N

Sybase

Y

Y

Y

Y

Y

N

N

Syabase ASE CE

N

N

N

N

N

N

Y

单实例 Oracle 和 Oracle RAC 复制支持包括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复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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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灾难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规划集群配置

■

规划数据复制

规划集群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为多站点集群提供各种灾难恢
复配置，例如，校园集群和全局集群。在多站点集群中，可以将节点放置在建筑物
的不同部分中，放置在不同的建筑物中，或者放置在不同的城市中。节点之间的距
离取决于需要保护的灾难类型和用于复制数据的技术。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支持采用多种复制技术来复制数据。
要防止灾难导致集群发生中断，必须在地理区域上将集群组件分隔开。

规划校园集群设置
校园集群又称为伸展集群或远程镜像配置。在校园集群中，集群的主机和存储分布
在相隔几英里的多个站点中。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校园集群时，请牢记以下最佳做法：
■

校园集群站点之间的连接通常是冗余的高容量网络，能够在集群站点之间提供
存储访问通道以及专用网络通信。可以将单个 DWDM 链路用于存储及专用网络
通信。

■

使用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属于某个站点的磁盘或磁盘阵列。 如果使用站
点名称对包含卷的 VxVM 磁盘组中的磁盘进行标记，VxVM 可在创建卷、调整
卷大小及更改卷布局时从正确的站点分配存储。

■

使用相应的 VxVM 站点名称标记每个主机。确保将卷的读取策略设置为
SITEREAD。 此设置可确保从本地站点的 plex 满足卷上的读取。

34

规划灾难恢复
规划集群配置

■

启用包含应用程序所需数据的所有卷的 allsites 属性，以确保均衡地镜像这些
卷。每个站点必须至少具有一个对包含应用程序数据的所有卷（包括 FlashSnap
日志卷）的镜像。

■

启用磁盘组和卷的 siteconsistent 属性，以启用可识别站点的 plex 分离。快
照卷不需要是站点一致的。

■

对于双站点校园集群，请将第三个协调器磁盘置于第三个站点上。 第三个站点
上的 iSCSI 磁盘可用作暗光纤连接的 FC-SAN 的备用磁盘，也可用作协调点服务
器 (CPS) 的第三个协调点。

■

确保将 DCO 日志版本 20 或更高版本挂接到这些卷以启用快速重新同步操作。

■

在包含数据卷的所有磁盘组上，将 CVM 磁盘分离策略设置为“global (全局)”
或“local (本地)”。
对于 OCR 和 Voting 磁盘，建议将磁盘组策略设置为“local (本地)”分离策
略。

规划复制数据集群设置
通过 VCS 复制数据集群 (RDC) 配置，您可以为应用程序提供易于管理的可靠灾难恢
复保护。例如，可以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或支持的第三方复制技术复制
已更改的数据，从而将 VCS 集群中一个配置为具有本地高可用性的数据库实例转换
为具有灾难保护功能的 RDC 基础结构。
配置 RDC 时，请记住以下最佳做法：
■

确保已正确标识各站点以及各站点的系统，以便在 RDC 中定义系统区域时加以
使用。

■

确保复制节点之间存在双重专用 LLT 链接。

■

由于 RDC 配置中使用的站点位于 Metro 限制范围内，因此通常使用同步复制。
确保计划使用的复制技术支持同步复制模式。

还可以使用支持的第三方复制技术配置 RDC。
请参见第 35 页的“规划数据复制”。

规划全局集群设置
在发生灾难时，全局集群能够在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集群上进行应用程序故障转
移。
全局集群涉及两个步骤：
1.

在站点之间的数据复制

2.

在远程站点配置 VCS 集群，并在站点之间建立全局集群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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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灾难发生时丢失的数据量（恢复点目标）

■

灾难之后可接受的恢复时间（恢复时间目标）

规划数据复制
当规划数据复制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应查看各种硬件和软件复制技术，并查看包括
数据吞吐量的所需级别在内的重要注意事项。

数据复制选项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支持各种硬件和软件复制技术。
硬件复制选项的示例

软件复制选项的示例

■

Hitachi True Copy

■

IBM Metro Mirror

■

IBM SVC

■

EMC Mirror View

■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

Oracle Data Guard

Symantec 网站上已列出完整的受支持复制技术列表：
https://sort.symantec.com/agents

数据复制注意事项
选择复制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所需的数据吞吐量级别。数
据吞吐量是应用程序预计写入数据的速率。写入操作对复制的影响比读取操作对复
制的影响更加重要。
除了前面讨论过的业务需要之外，在选择复制选项时还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

复制模式

■

网络带宽

■

在两个站点之间的网络延迟

■

远程站点跟上第一个站点上的数据更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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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实施校园集群

■

3. 针对 VCS 和 SFHA 设置校园集群

■

4. 针对 SFCFS、SFRAC 设置校园集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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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针对 VCS 和 SFHA 设置校
园集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设置校园集群配置

■

校园集群中的防火练习

■

关于 DiskGroupSnap 代理

■

关于在校园集群中运行防火练习

关于设置校园集群配置
要设置校园集群，必须执行下列任务：
■

准备设置校园集群配置

■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

为校园集群配置配置 VxVM 磁盘组

■

为校园集群配置 VCS 服务组

准备设置校园集群配置
对配置进行设置之前，请先查看 VCS 校园集群的要求。
请参见第 15 页的“ VCS 校园集群要求”。
准备设置校园集群配置

1

设置物理架构。
■

设置对本地存储阵列和每个节点上的远程存储阵列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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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专用的心跳网络。

请参见第 19 页的“ 典型的 VCS 校园集群设置”。

2

在每个节点上安装 VCS，以组建在两个站点上分别至少有一个节点的集群。
有关说明，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

3

在每个节点上安装具有所需许可证的 VxVM。
有关说明，请参阅《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指
南》。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要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在出现通信故障的情况下发生数据损坏，请执行下列任务。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1

在第三个站点上设置存储。
您可以将 DWDM 扩展至第三个站点，以便与第三个站点上的存储建立 FC SAN
连接。也可以在第三个站点上将 iSCSI 目标用作协调器磁盘。

2

设置 I/O 防护。

为校园集群配置配置 VxVM 磁盘组
请按照下列过程配置 VxVM 磁盘组以进行远程镜像。
有关 VxVM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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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校园集群配置配置 VxVM 磁盘组

1

为每个主机设置站点名称：
# vxdctl set site=sitename

站点名称存储在 /etc/vx/volboot 文件中。请使用以下命令显示站点名称：
# vxdctl list | grep siteid

2

为磁盘阵列中的所有磁盘设置站点名称：
# vxdisk settag site=sitename encl:enclosure

要标记特定的磁盘，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isk settag site=sitename disk

3

验证磁盘是否注册到了某个站点。
# vxdisk listtag

4

用来自两个站点的磁盘创建磁盘组。
# vxdg -s init diskgroup siteA_disk1 siteB_disk2 layout=layout

5

在为注册到了磁盘组的每个站点所创建的磁盘组上配置基于站点的分配。
# vxdg -g diskgroup addsite sitename

6

在磁盘组上配置站点一致性。
# vxdg -g diskgroup set siteconsistent=on

7

在磁盘组中创建一个或多个镜像卷。
# vxassist -g diskgroup make volume size layout=layout

在所有的主机上安装站点识别许可证后，您所创建的卷会默认具有下列特征：
■

会将 allsites 属性设置为 on；卷在每个站点上至少会有一个 Plex。

■

卷会自动跨站点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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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将读取策略 rdpol 设置为 siteread。

■

卷会继承在磁盘组中设置的站点一致性值。

为校园集群配置 VCS 服务组
请按照以下过程在 VCS 控制下配置磁盘组并设置 VCS 属性，以定义校园集群中的
故障转移。
为校园集群配置 VCS 服务组

1

为在校园集群中运行的应用程序创建 VCS 服务组 (app_sg)。
hagrp -add app_sg
hagrp -modify app_sg SystemList node1 0 node2 1 node3 2 node4 3

2

设置系统区域。为服务组配置 SystemZones 属性。
hagrp -modify app_sg SystemZones node1 0 node2 0 node3 1 node4 1

3

设置服务组的故障转移策略。为服务组设置 AutoFailOver 属性的值。
hagrp -modify app_sg AutoFailOver 2

4

对于为校园集群创建的磁盘组，将 DiskGroup 资源添加到 VCS 服务组 app_sg
中。
hares -add dg_res1 DiskGroup app_sg
hares -modify dg_res1 DiskGroup diskgroup_name
hares -modify dg_res1 Enabled 1

5

配置应用程序和其他与 app_sg 服务组相关的资源。

6

使服务组联机。

校园集群中的防火练习
防火练习通过在不停止应用程序以及中断用户访问的情况下模仿故障转移来测试某
个配置应对灾难的能力。
该过程中会创建一个防火练习服务组，该服务组与原始应用程序服务组相似。如果
需要，应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远程节点上联机，以表明应用程序服务组可以进行故
障转移以及在站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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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与外部客户端或资源的其他实例交互，因此，即使应用程序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防火练习服务组也可以安全地联机。请在远程站点上执行防
火练习，不要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承载原始应用程序的节点上联机。

关于 DiskGroupSnap 代理
DiskGroupSnap 代理用于验证校园集群环境中 VxVM 磁盘组和卷的站点识别和灾
难应对能力。要在校园集群中执行防火练习，必须在防火练习服务组中配置类型为
DiskGroupSnap 的资源。
注意：要执行防火练习，应用程序服务组在主站点上必须联机。
防火练习过程中，DiskGroupSnap 代理会执行下列操作：
■

对于站点中的每个节点，该代理会将应用程序服务组的 SystemZones 属性值关
联到该节点的 VxVM 站点名称。

■

对于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磁盘组，该代理会验证是否会为该磁盘组定义了 VxVM
站点标记。

■

对于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磁盘组，该代理会验证辅助站点上的磁盘是否确实没
有标记与主站点上的磁盘相同的 VxVM 站点名称。

■

该代理会验证磁盘组中的所有卷是否在每个站点上都有 Plex。

有关该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
南》。

关于在校园集群中运行防火练习
本主题提供有关如何在校园集群中运行防火练习的信息。
要进行防火练习，请执行下列任务：
■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

在校园集群中成功地运行防火练习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本主题提供了有关如何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的信息。
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1

配置与应用程序服务组相似的防火练习服务组，只有下列方面不同：
■

必须将 AutoFailOver 属性设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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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不得配置网络相关资源。

■

防火练习服务组中的 DiskGroup 和 Mount 资源的磁盘组名称必须附加有
_fd。
例如，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 DiskGroup 属性值为 ccdg，则防火练习服
务组中的相应值必须为 ccdg_fd。
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 Mount 资源的 BlockDevice 属性值为
/dev/vx/dsk/ccdg/ccvol，则防火练习服务组中的相应值必须为
/dev/vx/dsk/ccdg_fd/ccvol。

添加类型为 DiskGroupSnap 的资源。为 DiskGroupSnap 资源定义
TargetResName 和 FDSiteName 属性。
有关属性说明，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3

设置资源依赖关系，使得 DiskGroup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Snap 资源。

4

创建组依赖关系，使得防火练习服务组对应用程序服务组有脱机本地依赖关
系。

在校园集群中成功地运行防火练习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系统区域内没有运行应用程序的节点上联机。然后验证防火练
习服务组是否联机。此操作将验证您的灾难恢复解决方案配置得是否正确，以及在
本地站点上发生实际故障（灾难）后，生产服务组是否会故障转移到远程站点。
必须先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才能关闭节点或者在防火练习服务组或磁盘组处于
联机状态的节点上本地停止 VCS。否则，在重新启动节点后就必须手动将防火练习
站点重新挂接到在主站点上导入的磁盘组。
注意：对于要执行防火练习的应用程序，必须将它们的资源类型的 FireDrill 属性值
设置为 1。完成防火练习后，再将该值重置为 0。
成功地运行防火练习

1

将应用程序资源类型的 FireDrill 属性设置为 1，以避免在应用程序和防火练习
服务组同时联机时，代理报告并发冲突。

2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联机。
如果防火练习服务组无法联机，请查看 VCS 引擎日志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以
便在生产服务组中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警告：完成防火练习后必须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这样应用程序服务组的故
障转移行为才不会受影响。 否则，当主站点遇到灾难时，应用程序服务组会因
为资源冲突而无法故障转移至辅助站点。

针对 VCS 和 SFHA 设置校园集群
关于在校园集群中运行防火练习

3

完成防火练习后，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

4

将应用程序资源类型的 FireDrill 属性重置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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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针对 SFCFS、SFRAC 设置
校园集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针对 SFCFS HA 或 SF Oracle RAC 灾难恢复设置校园集群

■

准备在并行集群数据库环境中设置校园集群

■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

在并行集群数据库环境中配置校园集群的 VxVM 磁盘组

■

为 SFCFS HA 和 SF Oracle RAC 配置校园集群的 VCS 服务组

■

并行校园集群的调整准则

■

并行校园集群的最佳做法

关于针对 SFCFS HA 或 SF Oracle RAC 灾难恢复设置校
园集群
校园集群：
■

通过高速电缆连接，可保证节点间的网络访问

■

在单个集群中提供本地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

■

使用通过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在各站点之间镜像的共享磁盘组

■

受包括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SFCFS HA) 和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在内的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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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CE 目前不支持校园集群。
下列高级任务说明了在并行集群数据库环境中设置校园集群的步骤。已为 SF for
Oracle RAC 提供示例值，并且示例值应适用于使用另一个数据库应用程序的 SFCFS
HA 集群。
下列高级任务说明了在 SF for Oracle RAC 环境中设置并行校园集群的步骤。
表 4-1

用于设置并行校园集群以便执行灾难恢复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准备设置校园集群配置

请参见第 50 页的“准备在并行集群数据库环境中设
置校园集群”。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请参见第 40 页的“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准备安装 Oracle RAC Clusterware 和数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据库二进制文件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为校园集群配置 VxVM 磁盘组

请参见第 52 页的“在并行集群数据库环境中配置校
园集群的 VxVM 磁盘组”。

安装 Oracle RAC Clusterware 和数据库 有关 Oracle RAC，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二进制文件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有关 SFCFS HA，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配置 VCS 服务组

请参见第 57 页的“为 SFCFS HA 和 SF Oracle RAC
配置校园集群的 VCS 服务组”。

SF Oracle RAC 示例配置说明了该配置过程包括一个四节点的校园集群，其中每个
站点包含两个节点。每个节点都运行 SF Oracle RAC 6.0.1。

针对 SFCFS、SFRAC 设置校园集群
关于针对 SFCFS HA 或 SF Oracle RAC 灾难恢复设置校园集群

4 节点 SFRAC 校园集群的
物理视图
SF Oracle RAC
示例配置

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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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Oracle RAC 校园集群的示例设置

表 4-2
站点

硬件描述

站点 1：

服务器：sys1 和 sys2

site1

共享 LUN：

集群名：clus1

disk01
disk02
disk03
disk04（用作协调器磁盘）
disk05

站点 2：

服务器：sys3 和 sys4

站点名称：site2

共享 LUN：

集群名：clus1

disk06
disk07
disk08
disk09（用作协调器磁盘）

站点 3：

共享 LUN disk10（用作协调器磁盘）

站点名称：site3
集群名：clus1

准备在并行集群数据库环境中设置校园集群
要验证您的配置是否受支持，请查看产品要求和授权信息：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安
装指南》。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需要验证以下各项来设置校园集群：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SFCFS
HA) 或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的硬件要
求

■

许可证要求：产品除具有 HA/DR 之外，还需要：
■

FlashSnap 许可证

■

站点识别许可证

针对 SFCFS、SFRAC 设置校园集群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在具有无密钥许可时，企业产品密钥会启用上述所有功能。
配置校园集群之前，必须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准备设置校园集群

1

2

配置校园集群的物理基础架构：
■

设置对本地存储阵列和每个节点上的远程存储阵列的访问权限。且存储链
接将延伸到第三个站点。

■

设置专用心跳网络
请参见第 19 页的“ 典型的 VCS 校园集群设置”。

在集群的所有节点上安装操作系统。
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3

在两个站点的所有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SFCFS HA 或 SF Oracle RAC。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指南》。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对于设置示例，提供的步骤可在所有四个节点上安装和配置 SF Oracle RAC
6.0.1。安装和配置步骤必须不相同以便反映配置详细信息。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要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在出现通信故障的情况下发生数据损坏，请执行下列任务。
配置 I/O 防护以防止数据损坏

1

安装和配置 SFCFS HA 或 SF Oracle RAC 之后，请配置 I/O 防护以确保数据完
整性。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指南》。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2

在第三个站点上设置存储。
您可以将 DWDM 扩展至第三个站点，以便与第三个站点上的存储建立 FC SAN
连接。 也可以在第三个站点上将 iSCSI 目标用作协调器磁盘。
例如：
使用协调器磁盘从所有三个站点中启用 I/O 防护。
# vxdisksetup -i disk04 format=cdsdisk

51

52

针对 SFCFS、SFRAC 设置校园集群
在并行集群数据库环境中配置校园集群的 VxVM 磁盘组

# vxdisksetup -i disk09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10 format=cdsdisk
# hastop -all
# vxdg init fencedg disk10 disk04 disk09
# vxdg -g fencedg set coordinator=on
# vxdg deport fencedg
# vxdg -t import fencedg
# vxdg deport fencedg

编辑 main.cf 以添加 UseFence = SCSI3
# vi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 more /etc/vxfendg
fencedg
# more /etc/vxfentab
/dev/vx/rdmp/disk10
/dev/vx/rdmp/disk04
/dev/vx/rdmp/disk09
# cp /etc/vxfen.d/vxfenmode_scsi3_dmp /etc/vxfemode
# /sbin/init.d/vxfen stop
# /sbin/init.d/vxfen start
Starting vxfen..
Checking for /etc/vxfendg
Starting vxfen.. Done

在所有节点上，启动 VCS：
# hastart

为每个主机设置站点名称。
# site=site1
# vxdctl set site=site2
# vxdctl set site=site2

3

使用磁盘从所有三个站点中启动 I/O 防护。

在并行集群数据库环境中配置校园集群的 VxVM 磁盘
组
在配置用于确保数据完整性的 I/O 防护之后，必须在通过配置 VxVM 磁盘组（以进
行远程镜像）来安装数据库之前，配置校园集群的 VxVM 磁盘组。

针对 SFCFS、SFRAC 设置校园集群
在并行集群数据库环境中配置校园集群的 VxVM 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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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示例配置，数据库为 Oracle RAC。
配置 SF for Oracle RAC 校园集群上 Oracle RAC 的 VxVM 磁盘组

1

将磁盘初始化为 CDS 磁盘
# vxdisksetup -i disk01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2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3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5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6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7 format=cdsdisk
# vxdisksetup -i disk08 format=cdsdisk

2

为每个主机设置站点名称：
# vxdctl set site=sitename

站点名称存储在 /etc/vx/volboot 文件中。显示站点名称：
# vxdctl list | grep siteid

例如，对于具有四个节点的集群（每个站点上具有两个节点），将站点标记如
下：
在第一个站点的节点上：
# vxdctl set site=site1

在第二个站点的节点上：
# vxdctl set site=site2

3

使用以下命令获取磁盘阵列的名称：
# vxdmpadm listenclosure

ENCLR_NAME
ENCLR_TYPE
ENCLR_SNO
STATUS
ARRAY_TYPE
========================================================================
ams_wms0
AMS_WMS
75040638
CONNECTED
A/A-A
hds9500-alua0
HDS9500-ALUA
D600145E
CONNECTED
A/A-A
hds9500-alua1
HDS9500-ALUA
D6001FD3
CONNECTED
A/A-A
disk
Disk
DISKS
CONNECTED
Disk

4

设置磁盘阵列中所有磁盘的站点名称：
# vxdisk settag site=sitename encl:ENCLR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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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仅需要标记特定的磁盘，请运行以下命令：
# vxdisk settag site=sitename disk

例如：
# vxdisk settag site=site1 disk01
# vxdisk settag site=site1 disk02
# vxdisk settag site=site1 disk03
# vxdisk settag site=site2 disk06
# vxdisk settag site=site2 disk08

6

验证磁盘是否注册到了某个站点。
# vxdisk listtag

例如：
# vxdisk listtag
DEVICE
disk01
disk02
disk03
disk04
disk05
disk06
disk07
disk08
disk09

7

NAME
site
site
site
site
site
site
site
site
site

VALUE
site1
site1
site1
site1
site1
site2
site2
site2
site2

使用从这两个站点中选取的磁盘创建 OCR 和 Vote 磁盘的磁盘组，及 Oracle 数
据的磁盘组。虽然下面的示例仅显示了一个磁盘组，但您可以根据需要创建任
意多的磁盘组。
# vxdg -s init ocrvotedg disk05 disk07
# vxdg -g ocrvotedg set ioship=on
# vxdg -g ocrvotedg set diskdetpolicy=local
# vxdg -s init oradatadg disk01 disk06
# vxdg -g oradatadg set ioship=on
# vxdg -g oradatadg set diskdetpolicy=local/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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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站点的磁盘组上启用基于站点的分配。
# vxdg -g ocrvotedg addsite site1
# vxdg -g ocrvotedg addsite site2
# vxdg -g oradatadg addsite site1
# vxdg -g oradatadg addsite site2

9

如果使用的是磁盘阵列，请在两个站点的磁盘阵列上设置标记。
# vxdg -o retain -g ocrvotedg settag encl:3pardata0 site=site1
# vxdg -o retain -g ocrvotedg settag encl:3pardata1 site=site2
# vxdg -o retain -g oradatadg settag encl:3pardata0 site=site1
# vxdg -o retain -g oradatadg settag encl:3pardata1 site=site2

10 配置磁盘组的站点一致性。
# vxdg -g ocrvotedg set siteconsistent=on
# vxdg -g oradatadg set siteconsistent=on

11 在磁盘组中创建一个或多个镜像卷。
# vxassist -g ocrvotedg make ocrvotevol 2048m nmirror=2
# vxassist -g oradatadg make oradatavol 10200m nmirror=2
# vxassist -g ocrvotedg make ocrvotevol 2048m nmirror=2 allsites=on siteconsistent=on
# vxassist -g oradatadg make oradatavol 10200m nmirror=2 allsites=on siteconsistent=on

12 要验证站点识别许可证，请使用 vxlicrep 命令。Veritas VolumeManager 产
品部分应表示：站点识别 = 已启用
在所有主机上安装站点识别许可证后，您所创建的卷会默认具有下列特征。
■

所有站点属性均设置为 ON；卷在每个站点至少有一个镜像。

■

卷会自动跨站点镜像。

■

将读取策略 (rdpol) 设置为 siteread。
可使用 vxprint -ht 命令显示读取策略。

■

卷会继承在磁盘组中设置的站点一致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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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从 CVM 主节点上启动所有磁盘组的卷。
# vxvol -g ocrvotedg startall
# vxvol -g oradatadg startall

14 在每个卷上创建文件系统并装入该系统。
# mkfs -V vxfs /dev/vx/rdsk/ocrvotedg/ocrvotevol
# mkfs -V vxfs /dev/vx/rdsk/oradatadg/oradatavol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ocrvotedg/ocrvotevol /ocrvote
# mount -V vxfs -o cluster /dev/vx/dsk/oradatadg/oradatavol /oradata

15 按如下方式为 OCR 和 Vote 文件创建单独的目录：
# mkdir -p /ocrvote/ocr
# mkdir -p /ocrvote/vote

16 创建目录后，将这些目录的权限更改为 Oracle 或 Grid 用户：
# chown -R user:group /ocrvote

此外，将 /oradata 的所有权更改为 Oracle 用户：
# chown user:group /oradata

注意：一个 Vote 磁盘已足够，因为它已经由 VxVM 执行镜像。

17 安装数据库软件。
对于 Oracle RAC：
■

安装 Oracle Clusterware/GRID

■

安装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

■

执行 Oracle 二进制文件的库链接

■

在 /oradata 上创建数据库。有关详细步骤，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针对 SFCFS、SFRAC 设置校园集群
为 SFCFS HA 和 SF Oracle RAC 配置校园集群的 VCS 服务组

为 SFCFS HA 和 SF Oracle RAC 配置校园集群的 VCS 服
务组
按照下面的过程在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控制下配置磁盘组，并
设置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属性以便在校园集群中定义并行应用程序。通过
编辑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定义服务组，可以配置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和 Oracle 服务组。
配置 VCS 服务组

1

配置处于 SFCFS HA 或 SF Oracle RAC 控制之下的磁盘组，并设置 VCS 属性以
便定义校园集群中的并行应用程序。通过编辑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定义服务
组，可以配置 CVM 和 Oracle 服务组。

2

在服务组定义中配置 SystemZones 属性，如前文所述。
请参见第 42 页的“为校园集群配置 VCS 服务组”。

3

将各物理站点中的主机划分为一个逻辑 SystemZone。此操作将启用故障转移
应用程序，以便先尝试在本地节点上启动这些应用程序，然后再尝试在远程站
点上启动它们。
并非所有 SFCFS HA 或 SF Oracle RAC 服务组都是并行服务组。在示例配置文
件中，应在区域 0 中配置主机 sys1 和 sys2，并在区域 1 中配置主机 sys3 和
sys4。当发生故障时，此设置会指示 VCS 首先在同一站点中故障转移组，然后
再跨站点故障转移组。

4

在配置服务组之后并在将配置投入生产之前，可以通过测试各种故障情形来验
证配置恢复能力。

请参见第 199 页的“sfrac11_main.cf 文件”。

并行校园集群的调整准则
在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 HA) 或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环境中调整校园集群时的一个重要注意事项是设置
LLT 对等完整时间。按照下面的准则确定对等完整时间的最佳值：
■

使用 lltping (1M) 计算往返时间。

■

使用往返时间的一半作为 LLT 心跳时间。

■

将 LLT 对等故障时间设置为心跳时间的 2-4 倍。

■

LLT 对等完整时间应设置为大于心跳时间的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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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校园集群的最佳做法
下列最佳做法可以确保实现强大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 HA) 校园集群或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校园
集群：
■

用相应的站点名称标记校园集群中的所有镜像卷。如果使用站点名称对卷进行
标记，VxVM 可在创建卷、调整卷大小及更改卷布局时从正确的位置分配存储。

■

必须对所有具有应用程序所需的数据的卷平均地进行镜像。 每个站点必须至少
具有一个对包含应用程序数据的所有卷（包括 FlashSnap 日志卷）的镜像。

■

不要在 VxVM 快照卷上启用站点一致性。

■

使用存储的冗余链接和专用互联。DWDM 可同时用于存储和心跳。可使用另一
个冗余的 DWDM 链接来防止出现单点故障。应使用独立交换机和多路复用器/
取消多路复用器设备。

■

将协调点服务器用作第三个协调点。

■

使用协调点的联机替换过程，来替换基于磁盘或基于协调点服务器的协调点。

部分

实施复制数据集群

■

5. 使用 VVR 配置复制数据集群

■

6. 使用第三方复制配置复制数据集群

3

60

5
使用 VVR 配置复制数据集
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设置复制数据集群配置

■

关于迁移服务组

■

创建 CVR 环境

■

复制数据集群中的防火练习

关于设置复制数据集群配置
本主题介绍计划、配置、测试和使用 VCS RDC 配置的步骤，以便为应用程序提供
健壮的、易于管理的灾难恢复保护功能。本节列举了一个示例，该示例将 VCS 集群
中一个配置为具有本地高可用性的 Oracle 数据库实例转换为具有灾难保护功能的
RDC 基础架构。该解决方案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发生更改的数据。

关于典型的复制数据集群配置
图 5-1 描述了典型 RDC 配置的依赖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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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 RDC 配置的依赖关系图

图 5-1
应用程序组

Application

MountV

Lanman

RVGPrimary

IP

NIC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复制组

RVG

DiskGroup

IP

NIC

在此示例中，一个 Oracle 数据库实例在四节点集群（其中两个节点位主 RDC 系统
区域，另外两个节点位于辅助 RDC 系统区域）中配置为 VCS 服务组 (oragroup)。
如果主节点出现故障，则 VCS 会将 Oracle 故障转移到主区域中的第二个节点。
此过程需要执行下列步骤：
■

设置复制

■

配置服务组

■

配置服务组依赖关系

关于设置复制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技术是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一项
启用了许可证的功能，所以您可以将 VxVM 管理的卷转换为使用 VVR 管理的复制
卷。在此示例中，操作过程包括：将 Oracle 数据卷组成复制卷组 (RVG)，然后在
DR 站点中的另一个 VCS 集群的主机上创建 VVR 辅助复制卷组。
在设置 VVR 时，最好的做法是在这两个站点上使用相同的 DiskGroup 和 RVG 名
称。如果两个区域上的卷名相同，则 Mount 资源将装入相同的块设备，并在发生故
障转移时在辅助节点上启动相同的 Oracle 实例。

配置服务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配置服务组。
配置复制组

1

创建用于复制的混合型服务组 (oragrp_rep)。可以使用 VvrRvgGroup 模板创
建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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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应用程序中的 DiskGroup 资源复制到新组中。将资源配置为指向包含 RVG
的磁盘组。

3

配置 IP 类型和 NIC 类型的新资源。

4

在服务组中配置 RVG 类型的新资源。RVG 代理随 VVR 软件一起提供。如果在
配置中未定义 RVG 资源类型，则按下面的说明将其导入。

5

■

在“File (文件)”菜单上，单击“Import Types (导入类型)”。

■

在“Import Types (导入类型)”对话框中，单击要从中导入资源类型的文
件。默认情况下，RVG 资源类型位于 /etc/VRTSvcs/conf/VVRTypes.cf 路
径下。

■

单击“Import (导入)”。

配置 RVG 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VR 文档。
请注意，RVG 资源启动、停止和监视处于当前状态下的 RVG，当您要更改复
制的方向时，它不会提升或降低 VVR。RVGPrimary 代理管理该任务。

6

7

根据以下信息设置资源依赖关系：
■

RVG 资源依赖于 IP 资源

■

RVG 资源依赖于 DiskGroup 资源
IP 资源依赖于 NIC 资源

设置子组 oragrp_rep 的 SystemZones 属性，以便主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
位于系统区域 0 内，辅助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位于系统区域 1 内。

配置应用程序服务组

1

在原始 Oracle 服务组 (oragroup) 中，删除 DiskGroup 资源。

2

添加 RVGPrimary 资源并配置其属性。
将 RvgResourceName 属性的值设置为将由 RVGPrimary 代理升级和降级的
RVG 类型资源的名称。
根据需要更改 AutoTakeover 和 AutoResync 属性的默认值。

3

设置资源依赖关系，以便所有 Mount 资源都依赖于 RVGPrimary 资源。如果
存在大量的 Mount 资源，则可以设置组的 TypeDependencies 属性以表示
Mount 资源类型依赖于 RVGPRimary 资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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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 Oracle 服务组的 SystemZones 属性，以便主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位
于系统区域 0 内，辅助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位于区域 1 内。父组和子组
中的 SystemZones 属性必须相同。

5

如果在设置过程中使用了 BIND DNS，请将 DNS 类型的资源添加到 oragroup
服务组中。将 Hostname 属性设置为应用程序在该集群上使用的主机规范名称
或虚拟 IP 地址。这样就可以确保在该组联机时对站点进行 DNS 更新。仅当主
RDC 区域和辅助 RDC 区域中的节点位于不同的 IP 子网时，DNS 资源才是必需
的。

配置服务组依赖关系
设置应用程序服务组与复制服务组之间的 online local hard 组依赖关系，以确保服
务组可同时进行故障转移和切换。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选择集群名称。

2

在视图面板中，单击“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这会打开服务组依
赖关系图。

3

单击“Link (链接)”。

4

单击父组 oragroup，并将鼠标移向子组 oragroup_rep。

5

单击子组 oragroup_rep。

6

在“Link Service Groups (链接服务组)”对话框中，单击 online local 关系和
hard 依赖关系类型，并单击“OK (确定)”。

关于迁移服务组
在为 Oracle 数据库设置 RDC 时，请考虑主 RDC 区域遇到共享存储完全无法使用的
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主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看不到任何设备。
因为无法在任何节点上装入共享卷，所以 Oracle 服务组无法在主 RDC 区域内以本
地方式进行故障转移。因此，该服务组必须故障转移到当前辅助 RDC 区域中的节
点。
RVGPrimary 代理可确保 VVR 卷已配置为可写，DNS 代理可确保名称服务已解析
为 DR 站点。应用程序可以在 DR 站点上启动并在该站点上运行，直到更正了本地
存储问题。
如果更正了存储问题，则可以使用 VCS 将应用程序切换到主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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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服务组
在将应用程序切换回原始主 RDC 区域之前，必须重新同步活动 DR 站点上自故障转
移以来发生更改的所有数据。此操作可以通过 VVR 手动执行，也可以从 RVGPrimary
资源运行 VCS 操作来执行。
切换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资源。

2

单击“Actions (操作)”。

3

指定该操作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

从“Action (操作)”列表中选择 fast-failback。

■

单击要执行该操作的系统。

■

单击“OK (确定)”。

这会开始复制数据集的快速故障回复过程。您可以监视 RVG 资源的
ResourceInfo 属性值，以确定重新同步的完成时间。

4

重新同步完成后，将服务组切换到主集群。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的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选项卡中，右键单击该服务组。

5

单击“Switch To (切换到)”，并选择主 RDC 区域中要切换到的系统，然后单
击“OK (确定)”。

创建 CVR 环境
Cluster Volume Replication (CVR) 环境是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环境中运行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要设置 CVR 环境，必须执行下列步骤：
■

在主复制站点和辅助复制站点上安装并设置 SFCFSHA
请参见第 66 页的“在主站点上安装和设置 SFCF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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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80 页的“在辅助节点上安装和设置 SFCFSHA”。
■

将 VVR 配置为在主复制站点与辅助复制站点之间进行复制
请参见第 82 页的“配置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间的 VVR 复制”。

■

设置用于复制的身份验证
请参见第 90 页的“针对复制设置身份验证”。

■

设置复制 IP 地址
请参见第 91 页的“设置复制 IP 地址”。

■

添加辅助节点
请参见第 92 页的“添加辅助节点”。

■

启动 VVR 复制
请参见第 94 页的“启动 VVR 复制”。

■

将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为管理 CVR 环境
请参见第 96 页的“配置 VCS 代理”。

■

验证 CVR 环境
请参见第 107 页的“验证 CVR 环境设置”。

在主站点上安装和设置 SFCFSHA
本示例演示如何在主复制站点上安装和设置 SFCFSHA，其中使用了两个运行 Solaris
10 的节点来为主站点设置复制集群。节点 mtvav240-b2c 和 mtvav240-b2d 用于设
置 cvr_pri 复制集群。
在双节点集群上安装 SFCFSHA

1

在 mtvav240-b2c 系统上键入以下命令：
# ./installer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2

在安装任务菜单中，输入 I 以进行安装并按回车键。
Task Menu:
P)
C)
O)
L)
D)
R)

Perform a Pre-Installation Check
Configure an Installed Product
Perform a Post-Installation Check
License a Product
View Product Descriptions
View Product Requirements

Enter a Task: [P,I,C,G,O,U,L,S,D,X,R,?] I

I)
G)
U)
S)
X)
?)

Install a Product
Upgrade a Product
Uninstall a Product
Start a Product
Stop a Product
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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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安装菜单中，输入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
(SFCFSHA) 的编号并按回车键。
1) Veritas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2)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3)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SF)
4)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5)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 (SFCFSHA)
6)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a product to install: [1-8,b,q] 5

4

在显示提示时，指定是否接受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 (EULA) 的条款。
Do you agree with the terms of the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as
specified in the storage_foundation_cluster_file_system_ha/EULA/en/ \
EULA_CFSHA_Ux_6.0.pdf file present on media?
[y,n,q,?] y

5

选择下列安装选项之一：
■

最少软件包：仅安装所选产品的基本功能。

■

建议软件包：安装完整的功能集，不包括可选软件包。

■

所有软件包：安装所有可用的软件包。

■

显示针对每个选项安装的软件包。

每个选项都会显示安装所需的磁盘空间。选择要安装的选项，然后按回车键。
可以选择选项 2 或 3。默认响应都括在括号内。按回车键将接受默认值。
1)
2)
3)
4)

Install
Install
Install
Display

minimal required 软件包 - 1535 MB required
recommended 软件包 - 2194 MB required
all 软件包 - 2228 MB required
软件包 to be installed for each option

Select the 软件包 to be installed on all systems? [1-4,q,?]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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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保系统验证检查已成功完成。
Logs are being written to /var/tmp/installer-201111221859jIw while
installer is in progress
Verifying systems: 100%
Estimated time remaining: (mm:ss) 0:00

8 of 8

Checking system communication .................
Checking release compatibility ................
Checking installed product ....................
Checking prerequisite patches and packages ....
Checking platform version .....................
Checking file system free space ...............
Checking product licensing ....................
Performing product prechecks ..................
System verification checks completed successfully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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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装程序显示将在所有系统上安装的软件包。按 Enter 继续。

The following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
packages will be installed on all systems:
Package

Package Description

VRTSvlic
VRTSperl
VRTSsfcpi60
VRTSspt
VRTSvxvm
VRTSaslapm
VRTSob
VRTSsfmh
VRTSvxfs
VRTSfsadv
VRTSllt
VRTSgab
VRTSvxfen
VRTSamf
VRTSvcs
VRTSvcsag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Veritas

Licensing
Perl 5.12.2 Redistribution
Storage Foundation Installer
Software Support Tools by Symantec
Volume Manager Binaries
Volume Manager - ASL/APM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ervice by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Managed Host by Symantec
File System
File System Advanced Solutions by Symantec
Low Latency Transport
Group Membership and Atomic Broadcast
I/O Fencing by Symantec
Asynchronous Monitoring Framework by Symantec
Cluster Server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by Symantec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VRTSvcsea
Veritas Cluster Server Enterprise Agents by Symantec
VRTSvbs
Veritas Virtual Business Service
VRTSdbed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Databases
VRTSglm
Veritas Group Lock Manager
VRTScavf
Veritas Cluster Server Agents for Cluster File System
VRTSgms
Veritas Group Messaging Services
VRTSodm
Veritas Oracle Disk Manager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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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 SFCFSHA 安装已成功完成。
Logs are being written to /var/tmp/installer-201111211817AGa while
installer is in progress
Installing SFCFSHA: 100%
Estimated time remaining: (mm:ss) 0:00
Installing
Installing
Installing
Installing
Installing
Installing
Installing
Installing
Installing
Installing
Installing
Installing
Performing

25 of 25

VRTSamf package .................
VRTSvcs package .................
VRTSvcsag package ...............
VRTSvcsea package ...............
VRTSdbed package ................
VRTSglm package .................
VRTScavf package ................
VRTSgms package .................
VRTSodm package .................
VRTSsfcpi60 package .............
VRTSsfmh package ................
VRTSvbs package .................
SFCFSHA postinstall tasks .......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 Install completed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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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会提示您选择授权许可方法。
To comply with the terms of Symantec's End User License Agreement,
you have 60 days to either:
* Enter a valid license key matching the functionality in use on
the systems
* Enable keyless licensing and manage the systems with a
Management Server.
For more details visit http://go.symantec.com/sfhakeyless. The
product is fully functional during these 60 days.
1)
2)

Enter a valid license key
Enable keyless licensing and complete system licensing later

How would you like to license the systems? [1-2,q] (2)

如果具有有效的许可证密钥，请选择 1 并在此提示中输入该许可证密钥。
要使用无密钥授权许可进行安装，请选择 2。系统会要求您提供想要进行安装
和授权的产品模式以及选项。
注意：“Keyless license (无密钥许可证)”选项使您可以在不输入密钥的情况
下进行安装。但是，您仍然需要具有有效的许可证才能安装和使用 Veritas 产
品。
无密钥授权许可要求您使用管理服务器管理系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下列
URL：
http://go.symantec.com/vom

10 选择 y 启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和 Global Cluster Option。
Would you like to enable replication? [y,n,q] (n) y
Would you like to enable Global Cluster option?

[y,n,q] (n) y

11 选择 y 在主集群和辅助集群上配置 SFCFSHA。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SFCFSHA on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y,n,q]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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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确定计划在启用模式还是禁用模式下配置 I/O 防护，以及系统上所需的网络互
联 (NIC) 数。如果在启用模式下配置 I/O 防护，则只需要一个 NIC，不过建议
至少有两个 NIC。
如果集群内的服务器因任何数目的原因而无法通信，则可能会发生裂脑。如果
未启用 I/O 防护，当发生裂脑时，您面临着发生数据损坏的风险。因此，为了
避免在 CFS 环境中因裂脑而导致的数据损坏，必须启用 I/O 防护。如果未启用
I/O 防护，责任自负。
有关 I/O 防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指南》。
选择 y 在启用模式下配置 I/O 防护。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I/O Fencing in enabled mode? [y,n,q,?] (y) y

13 在双节点集群中配置 VCS。
To configure VCS, answer the set of questions on the next screen.
When [b] is presented after a question, 'b' may be entered to go
back to the first question of the configuration set.
When [?] is presented after a question, '?' may be entered for help
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question.
Following each set of questions, the information you have entered
will be presented for confirmation. To repeat the set of questions
and correct any previous errors, enter 'n' at the confirmation prompt.
No configuration changes are made to the systems until all
configuration questions are completed and confirmed.
Press [Enter] to continue:

14 要为 SFCFSHA 配置 VCS，需要下列信息：
■

唯一集群名称

■

介于 0-65535 之间的唯一集群 ID 号

■

每个系统两个或两个以上用于心跳链接的 NIC

将一个或多个心跳链接配置为专用链接。可将一个心跳链接配置为低优先级链
接。
将 cvr_pri 指定为集群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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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the unique cluster name: [q,?] cvr_pri

15 在安装程序提示时，根据要使用 LLT over Ethernet 还是 LLT over UDP 配置心
跳链接来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选项 1：LLT over Ethernet（回答安装程序问题）
在安装程序提示时，输入心跳链接详细信息以配置 LLT over Ethernet。

■

选项 2：LLT over UDP（回答安装程序问题）
确保要用作心跳链接的每个 NIC 都已配置 IP 地址。在安装程序提示时，输
入心跳链接详细信息以配置 LLT over UDP。如果尚未配置 NIC 的 IP 地址，
则安装程序将为您提供一个选项，以检测给定 NIC 的 IP 地址。

■

选项 3：自动检测 LLT over Ethernet 的配置
允许安装程序自动检测心跳链接详细信息以配置 LLT over Ethernet。安装
程序会尝试检测所有系统之间的所有已连接的链接。

1)

Configure heartbeat links using LLT over Ethernet
2) Configure heartbeat links using LLT over UDP
3) Automatically detect configuration for LLT over Ethernet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How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heartbeat links? [1-3,b,q,?] 1

16 输入专用心跳链接的网络接口卡详细信息。
安装程序发现并列出网络接口卡。
不要输入用于公共网络的网络接口卡（通常为 en0）。
Enter the NIC for the first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mtvav240-b2c: [b,q,?] en2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a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y,n,q,b,?] (n) y
Enter the NIC for the secon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on mtvav240-b2c: [b,q,?] en3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a third private heartbeat link? [y,n,q,b,?] (n) n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an additional low-priority heartbeat link? [y,n,q,b,?] (n) n

17 选择是否使用相同的 NIC 详细信息在其他系统上配置专用心跳链接。
Are you using the same NICs for private heartbeat links on all
systems? [y,n,q,b,?]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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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输入唯一集群 ID。
Enter a unique cluster ID number between 0-65535: [b,q,?] 48128

如果集群 ID 48128 正由另一集群使用，则无法配置该集群。安装程序可执行
检查来确定集群 ID 是否重复。此检查不超过一分钟即可完成。
Would you like to check if the cluster ID is in use by another
cluster? [y,n,q] (y) y

19 验证并确认集群信息。
Cluster information verification:
Cluster Name:
cvr_pri
Cluster ID Number: 48128
Private Heartbeat NICs for mtvav240-b2c:
link1=en2
link2=en3
Private Heartbeat NICs for mtvav240-b2d:
link1=en2
link2=en3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y

20 要配置集群的虚拟 IP，需要下列信息：
■

集群中每个系统使用的公共 NIC

■

虚拟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

在本示例中，您不需要配置集群的虚拟 IP。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the Virtual IP? [y,n,q,?] n

21 Veritas Cluster Server 可在安全模式下配置。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VCS 可保证
加密所有系统间通信，并使用安全凭据对用户进行验证。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VCS 时，NIS 以及系统用户名和密码用于验证身份。在安全模式下运行集群
时，不再使用 VCS 用户名和密码。在本示例中，您不需要在安全模式下配置
VCS。
Would you like to configure the VCS cluster in secure mode?
[y,n,q,?] n

22 要配置和添加 VCS 用户，需要下列信息：

使用 VVR 配置复制数据集群
创建 CVR 环境

■

用户名

■

该用户的密码

■

用户权限（Administrator、Operator 或 G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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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示例，接受默认集群凭据 admin/password，而不向此集群添加其他用
户。
Do you wish to accept the default cluster credentials of
'admin/password'? [y,n,q] y
Do you want to add another user to the cluster? [y,n,q] n

23 验证并确认用户信息。
VCS User verification:
User: admin

Privilege: Administrators

Passwords are not displayed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y

24 在本示例中，未配置 SMTP 和 SNMP 通知。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SMTP notification? [y,n,q,?] n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SNMP notification? [y,n,q,?] n

25 要配置 Global Cluster Option，需要下列信息：
■

集群中每个系统使用的公共 NIC

■

虚拟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

配置 Global Cluster Option。
Do you want to configure the Global Cluster Option? [y,n,q,?]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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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提供信息以便配置全局集群。安装程序会提示输入 NIC、虚拟 IP 地址、网络掩
码的值以及网络主机的值。
Active NIC devices discovered on mtvav240-b2c: en0 en1
Enter the NIC for Global Cluster Option to use on mtvav240-b2c: [b,q,?] (en0) en1
Is bge1 to be the public NIC used by all systems? [y,n,q,b,?] (y) y
Enter the Virtual IP address for the Global Cluster Option: [b,q,?] 10.134.54.150
Enter the NetMask for IP 10.134.54.150: [b,q,?] 255.255.248.0

27 验证并确认 Global Cluster Option 信息。
Global Cluster Option configuration verification:
NIC: bge1
IP: 10.134.54.150
NetMask: 255.255.248.0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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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确保 SFCFSHA 启动已成功完成。
Logs are being written to /var/tmp/installer-201111221859jIw
while installer is in progress
Starting SFCFSHA: 100%
Estimated time remaining: (mm:ss) 0:00

24 of 24

Starting vxportal ..................................
Starting fdd .......................................
Starting llt .......................................
Starting gab .......................................
Starting vxfen .....................................
Starting amf .......................................
Starting vxglm .....................................
Starting had .......................................
Starting CmdServer .................................
Starting vxdbd .....................................
Starting vxgms .....................................
Starting odm .......................................
Performing SFCFSHA poststart tasks .................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 Startup completed
successfully

29 为集群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
Fencing configuration
1) Configure Coordination Point client based fencing
2) Configure disk based fencing
Select the fencing mechanism to be configured in this Application
Cluster: [1-2,q] 2
This fencing configuration option requires a restart of VCS. Installer
will stop VCS at a later stage in this run.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q,b,?] y

30 确保磁盘支持 SCSI3-PR，并在出现以下提示时回答 y：
Do you have SCSI3 PR enabled disks? [y,n,q,b]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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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由于已选择配置基于磁盘的防护，因此必须指定用作协调器磁盘的磁盘组，或
者创建新磁盘组。在本示例中，将创建新磁盘组。
Select one of the options below for fencing disk group:
1) Create a new disk group
2) Using an existing disk group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Enter the choice for a disk group: [1-2,b,q] 1

32 选择新磁盘组将包含的磁盘。
List of available disks to create a new disk group
1) emc0_00ab
2) emc0_00ac
3) emc0_030a
b) Back to previous menu
Select odd number of disks and at least three disks to form a disk
group. Enter the disk options, separated by spaces: [1-3,b,q] 1 2 3

33 指定新磁盘组的名称。
Enter the new disk group name: [b] vxfencoorddg

34 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确保磁盘 SCSI-3PR 兼容并支持 I/O 防护，然后返
回到此配置程序。
As per the 'vxfentsthdw' run you performed,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with this disk group? [y,n,q] y

有关使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指南》。

35 输入磁盘组的 I/O 防护磁盘策略。
Enter disk policy for the disk(s) (raw/dmp): [b,q,?] 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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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验证并确认 I/O 防护配置信息准确无误。
I/O fencing configuration verification
Disk Group: vxfencoorddg
Fencing disk policy: dmp
Is this information correct? [y,n,q] y

产品安装程序将在应用 I/O 防护配置前停止 VCS。要确保 VCS 成功关闭，请取
消冻结任何已冻结的服务组，并卸载集群中安装的文件系统。

37 停止 VCS，应用 I/O 防护配置，并验证是否已成功完成配置。
Are you ready to stop VCS and apply fencing configuration on all
nodes at this time? [y,n,q] y
Stopping VCS on mtvav240-b2d ..........................
Stopping Fencing on mtvav240-b2d ......................
Stopping VCS on mtvav240-b2c ..........................
Stopping Fencing on mtvav240-b2c ......................
Starting Fencing on mtvav240-b2c ......................
Starting Fencing on mtvav240-b2d ......................
Updating main.cf with fencing .........................
Starting VCS on mtvav240-b2c ..........................
Starting VCS on mtvav240-b2d ..........................
I/O Fencing configuration .............................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I/O Fencing configu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38 您可以选择将安装信息发送到 Symantec 以便帮助改进以后的安装。
Would you like to se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installation to
Symantec to help improve installation in the future?
[y,n,q,?] y

39 您可以查看安装摘要文件。安装程序日志文件、摘要文件和响应文件位于
/opt/VRTS/install/logs
Would you like to view the summary file? [y,n,q] n

在安装和配置双节点 cvr_pri 集群之后，产品安装程序将启动所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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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SFCFSHA 主集群安装
在主复制站点上安装和设置 SFCFSHA 后，建议您验证此安装。
验证安装

1

在 mtvav240-b2c 上键入下列命令以便配置环境变量 PATH 和 MANPATH。
# PATH=$PATH:/opt/VRTS/bin:/etc/vx/bin
# MANPATH=$MANPATH:/opt/VRTS/man
# export PATH MANPATH

2

查看由产品安装程序配置的 VCS 服务组的状态：
# hastatus -summ

-- SYSTEM STATE
-- System

State

Frozen

A
A

RUNNING
RUNNING

0
0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 GROUP STATE
-- Group

System

Probed

AutoDisabled

State

B
B
B
B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Y
Y
Y
Y

N
N
N
N

ONLINE
OFFLINE
ONLINE
ONLINE

ClusterService
ClusterService
cvm
cvm

3

查看 CVM 集群状态：
# vxclustadm -v nidmap
Name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CVM Nid
0
1

CM Nid
0
1

State
Joined: Master
Joined: Slave

正在运行双节点 CVM 集群，并将 mtvav240-b2c 节点作为 CVM 主节点。

在辅助节点上安装和设置 SFCFSHA
在辅助复制站点上，运行 Solaris 10 的两个节点用于为辅助站点设置复制集群。在
本示例中，节点 mtvav215-c9h 和 mtvav215-c9i 用于设置 cvr_sec 复制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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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产品安装程序，并按照主集群的类似配置方式配置此双节点集群。
请参见第 81 页的“验证 SFCFSHA 辅助集群安装”。
请参见第 66 页的“在主站点上安装和设置 SFCFSHA”。

验证 SFCFSHA 辅助集群安装
在辅助复制站点上安装和设置 SFCFSHA 后，建议您验证此安装。
验证安装

1

在 mtvav215-c9h 上键入下列命令以便配置环境变量 PATH 和 MANPATH。
# PATH=$PATH:/opt/VRTS/bin:/etc/vx/bin
# MANPATH=$MANPATH:/opt/VRTS/man
# export PATH MANPATH

2

查看由产品安装程序配置的 VCS 服务组的状态：
# hastatus -summ

-- SYSTEM STATE
-- System

State

Frozen

A
A

RUNNING
RUNNING

0
0

mtvav215-c9h
mtvav215-c9i

-- GROUP STATE
-- Group

System

Probed

AutoDisabled

State

B
B
B
B

mtvav215-c9h
mtvav215-c9i
mtvav215-c9h
mtvav215-c9i

Y
Y
Y
Y

N
N
N
N

ONLINE
OFFLINE
ONLINE
ONLINE

ClusterService
ClusterService
cvm
cvm

3

查看 CVM 集群状态：
# vxclustadm -v nidmap
Name
mtvav215-c9h
mtvav215-c9i

CVM Nid
0
1

CM Nid
0
1

State
Joined: Master
Joined: Slave

正在运行双节点 CVM 集群，并将 mtvav215-c9h 节点作为 CVM 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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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间的 VVR 复制
在主复制站点和辅助复制站点上安装和设置 SFCFSHA 之后，可以配置两个站点之
间的 VVR 复制。在本示例中，设置 datadg 共享磁盘组。
有关 VVR 命令和语法的详细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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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VVR 辅助站点上

1

在 CVR 辅助集群 mtvav215-c9h 中，创建包含 8 个磁盘的 datadg 磁盘组：
# vxdg -s init datadg emc0_02bd emc0_02be emc0_02bf emc0_02b8 \
emc0_02b9 emc0_02cc emc0_0303 emc0_0304

本示例假定 8 个磁盘是 datadg 磁盘组的一部分。或者，也可以使用 vxdiskadm
交互式实用程序设置共享磁盘组。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2

在磁盘组中创建数据卷：
# vxassist -g datadg make datavol1 1g alloc=emc0_02bd
# vxassist -g datadg make datavol2 2g alloc=emc0_02be
# vxassist -g datadg make datavol3 3g alloc=emc0_02bf,emc0_02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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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将用作 SRL 的卷。在本示例中，2 GB 的卷是包含两列的条带卷。
# vxassist -g datadg make srlvol 2g layout=stripe ncol=2 \
alloc=emc0_0303,emc0_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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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可以显示新创建的磁盘组和卷信息以便查看详细信息。
# vxprint -htg datadg

DG
ST
DM
RV
RL
CO
VT
V
PL
SD
SV
SC
DC
SP
EX
SR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CONFIG
STATE
DEVICE
RLINK_CNT
RVG
CACHEVOL
RVG
RVG/VSET/CO
VOLUME
PLEX
PLEX
PLEX
PARENTVOL
SNAPVOL
ASSOC
KSTATE

NLOG
DM_CNT
TYPE
KSTATE
KSTATE
KSTATE
KSTATE
KSTATE
KSTATE
DISK
VOLNAME
CACHE
LOGVOL
DCO
VC

MINORS
GROUP-ID
SPARE_CNT
PRIVLEN PUBLEN
STATE
PRIMARY
STATE
REM_HOST
STATE
STATE
NVOLUME
STATE
LENGTH
STATE
LENGTH
DISKOFFS LENGTH
NVOLLAYR LENGTH
DISKOFFS LENGTH

dg datadg

default

default

60000

1322004752.26.mtvav215-c9h

dm
dm
dm
dm
dm
dm
dm
dm

emc0_02bd
emc0_02be
emc0_02bf
emc0_02b8
emc0_02b9
emc0_02cc
emc0_0303
emc0_0304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

emc0_02bd
emc0_02be
emc0_02bf
emc0_02b8
emc0_02b9
emc0_02cc
emc0_0303
emc0_0304

APPVOL_CNT
STATE
DATAVOLS SRL
REM_DG
REM_RLNK

READPOL
LAYOUT
[COL/]OFF
[COL/]OFF
[COL/]OFF

PERMS

PREFPLEX
NCOL/WID
DEVICE
AM/NM
DEVICE

MODE

UTYPE
MODE
MODE
MODE
MODE

STATE

v datavol1
pl datavol1-01 datavol1
sd emc0_02bd-01 datavol1-01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mc0_02bd 0

2097152
2097152
2097152

SELECT
CONCAT
0

fsgen
RW
emc0_02bd ENA

v datavol2
pl datavol2-01 datavol2
sd emc0_02be-01 datavol2-01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mc0_02be 0

4194304
4194304
4194304

SELECT
CONCAT
0

fsgen
RW
emc0_02be ENA

v
pl
sd
sd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mc0_02bf 0
emc0_02b8 0

6291456
6291456
6227968
63488

SELECT
CONCAT
0
6227968

fsgen
RW
emc0_02bf ENA
emc0_02b8 ENA

datavol3
datavol3-01
emc0_02bf-01
emc0_02b8-01

datavol3
datavol3-01
datavol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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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pl
sd
sd

srlvol
srlvol-01
emc0_0303-01
emc0_0304-01

srlvol
srlvol-01
srlvol-01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mc0_0303 0
emc0_0304 0

4194304
4194304
2097152
2097152

SELECT
STRIPE
0/0
1/0

srlvol-01 fsgen
2/128
RW
emc0_0303 ENA
emc0_0304 ENA

在 VVR 主站点上

1

在主站点上设置相似的磁盘组。在 CVR 主集群 mtvav240-b2c 中，创建包含 8
个磁盘的 datadg 磁盘组：
# vxdg -s init datadg emc0_030b emc0_030c emc0_030d emc0_030e \
emc0_030f emc0_0308 emc0_0309 emc0_0310

本示例假定 8 个磁盘是 datadg 磁盘组的一部分。

2

在磁盘组中创建数据卷：
# vxassist -g datadg make datavol1 1g alloc=emc0_030b
# vxassist -g datadg make datavol2 2g alloc=emc0_030c
# vxassist -g datadg make datavol3 3g alloc=emc0_030d,emc0_030e

3

创建将用作 SRL 的卷。在本示例中，2 GB 的卷是包含两列的条带卷：
# vxassist -g datadg make srlvol 2g layout=stripe ncol=2 \
alloc=emc0_0309,emc0_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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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可以显示新创建的磁盘组和卷信息以便查看详细信息。
# vxprint -htg datadg

DG
ST
DM
RV
RL
CO
VT
V
PL
SD
SV
SC
DC
SP
EX
SR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CONFIG
STATE
DEVICE
RLINK_CNT
RVG
CACHEVOL
RVG
RVG/VSET/CO
VOLUME
PLEX
PLEX
PLEX
PARENTVOL
SNAPVOL
ASSOC
KSTATE

NLOG
DM_CNT
TYPE
KSTATE
KSTATE
KSTATE
KSTATE
KSTATE
KSTATE
DISK
VOLNAME
CACHE
LOGVOL
DCO
VC

MINORS
GROUP-ID
SPARE_CNT
PRIVLEN PUBLEN
STATE
PRIMARY
STATE
REM_HOST
STATE
STATE
NVOLUME
STATE
LENGTH
STATE
LENGTH
DISKOFFS LENGTH
NVOLLAYR LENGTH
DISKOFFS LENGTH

dg datadg

default

default

42000

1322010442.34.mtvav240-b2c

dm
dm
dm
dm
dm
dm
dm
dm

emc0_030b
emc0_030c
emc0_030d
emc0_030e
emc0_030f
emc0_0308
emc0_0309
emc0_0310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

emc0_030b
emc0_030c
emc0_030d
emc0_030e
emc0_030f
emc0_0308
emc0_0309
emc0_0310

APPVOL_CNT
STATE
DATAVOLS SRL
REM_DG
REM_RLNK

READPOL
LAYOUT
[COL/]OFF
[COL/]OFF
[COL/]OFF

PERMS

PREFPLEX
NCOL/WID
DEVICE
AM/NM
DEVICE

MODE

UTYPE
MODE
MODE
MODE
MODE

STATE

v datavol1
pl datavol1-01 datavol1
sd emc0_030b-01 datavol1-01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mc0_030b 0

2097152
2097152
2097152

SELECT
CONCAT
0

fsgen
RW
emc0_030b ENA

v datavol2
pl datavol2-01 datavol2
sd emc0_030c-01 datavol2-01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mc0_030c 0

4194304
4194304
4194304

SELECT
CONCAT
0

fsgen
RW
emc0_030c ENA

v
pl
sd
sd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mc0_030d 0
emc0_030e 0

6291456
6291456
6227968
63488

SELECT
CONCAT
0
6227968

fsgen
RW
emc0_030d ENA
emc0_030e ENA

datavol3
datavol3-01
emc0_030d-01
emc0_030e-01

datavol3
datavol3-01
datavol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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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pl
sd
sd

srlvol
srlvol-01
emc0_0309-01
emc0_0310-01

srlvol
srlvol-01
srlvol-01

5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mc0_0309 0
emc0_0310 0

4194304
4194304
2097152
2097152

SELECT
STRIPE
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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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lvol-01 fsgen
2/128
RW
emc0_0309 ENA
emc0_0310 ENA

检查 vradmind 进程是否正在所有主集群节点和辅助集群节点上运行：
# ps -eaf | grep -i vradmin
root 11604
1
0 19:02:38 ?
root 26863 17845
0 02:37:44 pts/1

6

0:19 /usr/sbin/vradmind
0:00 grep -i vradmin

如果 vradmind 进程未在任何集群节点上运行，请通过键入以下命令来启动
vradmind 后台驻留程序：
在 AIX 上：
# /etc/init.d/vras-vradmind.sh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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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创建名为 pri_rvg 的主节点复制卷组 (RVG)，该卷组包含 datavol1、
datavol2、datavol3 数据卷和 srlvol SRL卷。仅在主服务器主节点上运行以
下命令：
# vradmin -g datadg createpri pri_rvg datavol1,datavol2,datavol3 \
srlvol

使用 VVR 配置复制数据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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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可以显示新创建的主节点 RVG 信息以便查看详细信息。
# vxprint -htg datadg

DG
ST
DM
RV
RL
CO
VT
V
PL
SD
SV
SC
DC
SP
EX
SR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CONFIG
STATE
DEVICE
RLINK_CNT
RVG
CACHEVOL
RVG
RVG/VSET/CO
VOLUME
PLEX
PLEX
PLEX
PARENTVOL
SNAPVOL
ASSOC
KSTATE

NLOG
DM_CNT
TYPE
KSTATE
KSTATE
KSTATE
KSTATE
KSTATE
KSTATE
DISK
VOLNAME
CACHE
LOGVOL
DCO
VC

MINORS
GROUP-ID
SPARE_CNT
PRIVLEN PUBLEN
STATE
PRIMARY
STATE
REM_HOST
STATE
STATE
NVOLUME
STATE
LENGTH
STATE
LENGTH
DISKOFFS LENGTH
NVOLLAYR LENGTH
DISKOFFS LENGTH

dg datadg

default

default

42000

1322010442.34.mtvav240-b2c

dm
dm
dm
dm
dm
dm
dm
dm

emc0_030b
emc0_030c
emc0_030d
emc0_030e
emc0_030f
emc0_0308
emc0_0309
emc0_0310

emc0_030b
emc0_030c
emc0_030d
emc0_030e
emc0_030f
emc0_0308
emc0_0309
emc0_0310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auto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5536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6227968

-

rv
v
pl
sd
pl
sd
pl
sd
v
pl
sd
pl

pri_rvg
datavol1
datavol1-01
emc0_030b-01
datavol1-02
emc0_030c-02
datavol1-03
emc0_030b-02
datavol2
datavol2-01
emc0_030c-01
datavol2-02

0
pri_rvg
datavol1
datavol1-01
datavol1
datavol1-02
datavol1
datavol1-03
pri_rvg
datavol2
datavol2-01
datavol2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mc0_030b 0
ENABLED ACTIVE
emc0_030c 4194304
ENABLED ACTIVE
emc0_030b 2097152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mc0_030c 0
ENABLED ACTIVE

primary
2097152
2097152
2097152
LOGONLY
64
LOGONLY
64
4194304
4194304
4194304
LOGONLY

3
SELECT
CONCAT
0
CONCAT
LOG
CONCAT
LOG
SELECT
CONCAT
0
CONCAT

APPVOL_CNT
STATE
DATAVOLS SRL
REM_DG
REM_RLNK

READPOL
LAYOUT
[COL/]OFF
[COL/]OFF
[COL/]OFF

PERMS

PREFPLEX
NCOL/WID
DEVICE
AM/NM
DEVICE

MODE

UTYPE
MODE
MODE
MODE
MODE

STATE

srlvol
fsgen
RW
emc0_030b ENA
RW
emc0_030c ENA
RW
emc0_030b ENA
fsgen
RW
emc0_030c ENA
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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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pl
sd
v
pl
sd
sd
pl
sd
pl
sd
v
pl
sd
sd

emc0_030c-03
datavol2-03
emc0_030b-03
datavol3
datavol3-01
emc0_030d-01
emc0_030e-01
datavol3-02
emc0_030c-04
datavol3-03
emc0_030b-04
srlvol
srlvol-01
emc0_0309-01
emc0_0310-01

datavol2-02
datavol2
datavol2-03
pri_rvg
datavol3
datavol3-01
datavol3-01
datavol3
datavol3-02
datavol3
datavol3-03
pri_rvg
srlvol
srlvol-01
srlvol-01

emc0_030c 4194368
ENABLED ACTIVE
emc0_030b 2097216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mc0_030d 0
emc0_030e 0
ENABLED ACTIVE
emc0_030c 4194464
ENABLED ACTIVE
emc0_030b 2097312
ENABLED ACTIVE
ENABLED ACTIVE
emc0_0309 0
emc0_0310 0

96
LOGONLY
96
6291456
6291456
6227968
63488
LOGONLY
128
LOGONLY
128
4194304
4194304
2097152
2097152

LOG
CONCAT
LOG
SELECT
CONCAT
0
6227968
CONCAT
LOG
CONCAT
LOG
SELECT
STRIPE
0/0
1/0

emc0_030c ENA
RW
emc0_030b ENA
fsgen
RW
emc0_030d ENA
emc0_030e ENA
RW
emc0_030c ENA
RW
emc0_030b ENA
srlvol-01 SRL
2/128
RW
emc0_0309 ENA
emc0_0310 ENA

针对复制设置身份验证
要针对复制设置身份验证，必须使用 vxprint -l datadg 命令获取磁盘组 ID。在
本示例中，磁盘组 ID 如下所示：
■

VVR 主节点：1322010442.34.mtvav240-b2c

■

VVR 辅助节点：1322004752.26.mtvav215-c9h

在每个节点上，VVR 使用 /etc/vx/vras/.rdg 文件来检查将 RVG 从主站点复制到
辅助站点的授权。辅助站点中每个节点上的文件都必须包含主磁盘组 ID，同样地，
每个主系统上的文件都必须包含辅助磁盘组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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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磁盘组 ID 信息

1

在 VVR 主站点的所有节点的 /etc/vx/vras/.rdg 文件中输入辅助磁盘组 ID
信息：
#

cat /etc/vx/vras/.rdg

..
#
1322004752.26.mtvav215-c9h

2

在 VVR 辅助站点的所有节点的 /etc/vx/vras/.rdg 文件中输入主磁盘组 ID
信息：
#

cat /etc/vx/vras/.rdg

..
#
1322010442.34.mtvav240-b2c

设置复制 IP 地址
在设置磁盘组身份验证之后，必须探测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复制 IP 地址。VVR 使
用这些 IP 地址进行复制。
探测复制 IP 地址

1

在 VVR 主站点上，键入以下命令以便探测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
# ifconfig en0:1 plumb
# ifconfig en0:1 up
# ifconfig en0:1 10.134.54.151 netmask 255.255.248.0 broadcast +

2

在 VVR 辅助站点上，键入以下命令以便探测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
# ifconfig en0:1 plumb
# ifconfig en0:1 up
# ifconfig en0:1 10.134.54.153 netmask 255.255.248.0 broadca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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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辅助节点
在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后，您需要添加辅助节点。使用 vradmin addsec 命令
可以为 RDS 添加辅助节点。可以从已包含在 RDS 中的任意主机（即，VVR 主集群
中的任意节点）执行 vradmin addsec。

使用 VVR 配置复制数据集群
创建 CVR 环境

添加辅助节点

1

在主集群的任意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atadg addsec pri_rvg 10.134.54.151 10.134.54.153 \
plink=rlk_london_pri_rvg srlink=rlk_seattle_pri_rvg

2

在主站点上显示磁盘组和对象信息：
# vxprint -htg datadg

rv
rl
v
pl
sd
pl
sd
pl
sd
v
pl
sd
pl
sd
pl
sd
v
pl
sd
sd
pl
sd
pl
sd
v
pl
sd
sd

pri_rvg
1
ENABLED ACTIVE
rlk_london_pri_rvg pri_rvg DETACHED STALE
datavol1
pri_rvg
ENABLED ACTIVE
datavol1-01 datavol1
ENABLED ACTIVE
emc0_030b-01 datavol1-01 emc0_030b 0
datavol1-02 datavol1
ENABLED ACTIVE
emc0_030c-02 datavol1-02 emc0_030c 4194304
datavol1-03 datavol1
ENABLED ACTIVE
emc0_030b-02 datavol1-03 emc0_030b 2097152
datavol2
pri_rvg
ENABLED ACTIVE
datavol2-01 datavol2
ENABLED ACTIVE
emc0_030c-01 datavol2-01 emc0_030c 0
datavol2-02 datavol2
ENABLED ACTIVE
emc0_030c-03 datavol2-02 emc0_030c 4194368
datavol2-03 datavol2
ENABLED ACTIVE
emc0_030b-03 datavol2-03 emc0_030b 2097216
datavol3
pri_rvg
ENABLED ACTIVE
datavol3-01 datavol3
ENABLED ACTIVE
emc0_030d-01 datavol3-01 emc0_030d 0
emc0_030e-01 datavol3-01 emc0_030e 0
datavol3-02 datavol3
ENABLED ACTIVE
emc0_030c-04 datavol3-02 emc0_030c 4194464
datavol3-03 datavol3
ENABLED ACTIVE
emc0_030b-04 datavol3-03 emc0_030b 2097312
srlvol
pri_rvg
ENABLED ACTIVE
srlvol-01
srlvol
ENABLED ACTIVE
emc0_0309-01 srlvol-01
emc0_0309 0
emc0_0310-01 srlvol-01
emc0_0310 0

primary 3
srlvol
10.134.54.153 datadg rlk_seattle_pri_rvg
2097152 SELECT
fsgen
2097152 CONCAT
RW
2097152 0
emc0_030b ENA
LOGONLY CONCAT
RW
64
LOG
emc0_030c ENA
LOGONLY CONCAT
RW
64
LOG
emc0_030b ENA
4194304 SELECT
fsgen
4194304 CONCAT
RW
4194304 0
emc0_030c ENA
LOGONLY CONCAT
RW
96
LOG
emc0_030c ENA
LOGONLY CONCAT
RW
96
LOG
emc0_030b ENA
6291456 SELECT
fsgen
6291456 CONCAT
RW
6227968 0
emc0_030d ENA
63488
6227968
emc0_030e ENA
LOGONLY CONCAT
RW
128
LOG
emc0_030c ENA
LOGONLY CONCAT
RW
128
LOG
emc0_030b ENA
4194304 SELECT
srlvol-01 SRL
4194304 STRIPE
2/128
RW
2097152 0/0
emc0_0309 ENA
2097152 1/0
emc0_0310 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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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辅助站点（即从 mtvav215-c9h 节点）上显示磁盘组和对象信息：
# vxprint -htg datadg

rv
rl
v
pl
sd
pl
sd
pl
sd
v
pl
sd
pl
sd
pl
sd
v
pl
sd
sd
pl
sd
pl
sd
v
pl
sd
sd

pri_rvg
1
ENABLED ACTIVE
rlk_seattle_pri_rvg pri_rvg DETACHED STALE
datavol1
pri_rvg
ENABLED ACTIVE
datavol1-01 datavol1
ENABLED ACTIVE
emc0_02bd-01 datavol1-01 emc0_02bd 0
datavol1-02 datavol1
ENABLED ACTIVE
emc0_02be-04 datavol1-02 emc0_02be 4194528
datavol1-03 datavol1
ENABLED ACTIVE
emc0_02bd-04 datavol1-03 emc0_02bd 2097376
datavol2
pri_rvg
ENABLED ACTIVE
datavol2-01 datavol2
ENABLED ACTIVE
emc0_02be-01 datavol2-01 emc0_02be 0
datavol2-02 datavol2
ENABLED ACTIVE
emc0_02be-03 datavol2-02 emc0_02be 4194432
datavol2-03 datavol2
ENABLED ACTIVE
emc0_02bd-03 datavol2-03 emc0_02bd 2097280
datavol3
pri_rvg
ENABLED ACTIVE
datavol3-01 datavol3
ENABLED ACTIVE
emc0_02bf-01 datavol3-01 emc0_02bf 0
emc0_02b8-01 datavol3-01 emc0_02b8 0
datavol3-02 datavol3
ENABLED ACTIVE
emc0_02be-02 datavol3-02 emc0_02be 4194304
datavol3-03 datavol3
ENABLED ACTIVE
emc0_02bd-02 datavol3-03 emc0_02bd 2097152
srlvol
pri_rvg
ENABLED ACTIVE
srlvol-01
srlvol
ENABLED ACTIVE
emc0_0303-01 srlvol-01
emc0_0303 0
emc0_0304-01 srlvol-01
emc0_0304 0

secondary 3
srlvol
10.134.54.151 datadg rlk_london_pri_rvg
2097152 SELECT
fsgen
2097152 CONCAT
RW
2097152 0
emc0_02bd ENA
LOGONLY CONCAT
RW
64
LOG
emc0_02be ENA
LOGONLY CONCAT
RW
64
LOG
emc0_02bd ENA
4194304 SELECT
fsgen
4194304 CONCAT
RW
4194304 0
emc0_02be ENA
LOGONLY CONCAT
RW
96
LOG
emc0_02be ENA
LOGONLY CONCAT
RW
96
LOG
emc0_02bd ENA
6291456 SELECT
fsgen
6291456 CONCAT
RW
6227968 0
emc0_02bf ENA
63488
6227968
emc0_02b8 ENA
LOGONLY CONCAT
RW
128
LOG
emc0_02be ENA
LOGONLY CONCAT
RW
128
LOG
emc0_02bd ENA
4194304 SELECT
srlvol-01 SRL
4194304 STRIPE
2/128
RW
2097152 0/0
emc0_0303 ENA
2097152 1/0
emc0_0304 ENA

启动 VVR 复制
当 vradmin startrep 命令与 -a 选项配合使用时，可以启动复制并将 RDS 中的辅
助节点数据卷与主节点数据卷自动同步；此命令可以使辅助节点数据卷拥有主节点
数据卷的最新内容。

使用 VVR 配置复制数据集群
创建 CVR 环境

95

启动 VVR 复制

1

在主站点或辅助站点的任何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以便启动 VVR 复制：
# vradmin -g datadg -a startrep pri_rvg

主节点上将显示以下消息：
VxVM VVR
Autosync
VxVM VVR
VxVM VVR
VxVM VVR
VxVM VVR
VxVM VVR

vxrlink
will be
vxrlink
vxrlink
vxrlink
vxrlink
vxrlink

WARNING V-5-1-3359 Attaching rlink to non-empty rvg.
performed.
INFO V-5-1-3614 Secondary data volumes detected with rvg pri_rvg as parent:
INFO V-5-1-6183 datavol1:
len=2097152
primary_datavol=datavol1
INFO V-5-1-6183 datavol2:
len=4194304
primary_datavol=datavol2
INFO V-5-1-6183 datavol3:
len=6291456
primary_datavol=datavol3
INFO V-5-1-3365 Autosync operation has started

2

通过在主站点中的某个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来显示复制状态：
# vradmin -g datadg repstatus pri_rvg
Replicated Data Set: pri_rvg
Primary:
Host name:
RVG name:
DG name:
RVG state:
Data volumes:
VSets:
SRL name:
SRL size:
Total secondaries:
Secondary:
Host name:
RVG name:
DG name:
Data status:
Replication status:
Current mode:
Logging to:
Timestamp Information:

10.134.54.150
pri_rvg
datadg
enabled for I/O
3
0
srlvol
2.00 G
1
10.134.54.154
pri_rvg
datadg
consistent, up-to-date
replicating (connected)
asynchronous
SRL
behind by 0h 0m 0s

在复制状态更改为“一致、最新”后，即已在两个站点之间同步数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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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CS 代理
使用 VCS 代理可以管理 CVR 集群和 VVR 复制。
图 5-2 显示了一个使用 RVG 的并行应用程序在两个集群中都具有高可用性。
Mount/Data 服务组是应用程序组，包含 CFSMount 资源。RVGLogowner 服务组
是故障转移组，用于管理日志所有者。RVGShared 服务组可管理应用程序使用的
RVG。Mount/Data 和 CVM 组配置为并行组。RVGLogowner 和 Mount/Data 服务
组依赖于 RVGShared 服务组。RVGShared 在共享环境下管理 RVG，因此它依赖
于 CVM 服务组。
RVGShared、RVGLogowner 和 RVGSharedPri 代理 - 服务组和资
源依赖关系

图 5-2

装入/数据服务组
（并行和全局）

RVGLogowner 服务组
（故障转移）
RVGLogowner

CFSMount

IP
RVGSharedPri
NIC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

RVGShared 服务
组（并行）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

RVGShared

CVMVoldg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

集群服务组
（故障转移）

CVM 服务组
（并行）
CFSfsckd

应用程序
CVMCluster
IP
CVMVxconfigd
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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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CS 代理

1

在两个集群（在本示例中为 cvr_pri 和 cvr_sec）中停止 VCS。通过停止 VCS，
您可以方便地添加资源和修改配置文件。
# hastop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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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 main.cf 文件以便纳入主 CVR 集群和辅助 CVR 集群的下列复制资源：
CVR 主集群：
include "OracleASMTypes.cf"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Db2udbTypes.cf"
"OracleTypes.cf"
"SybaseTypes.cf"

cluster cvr_pri (
UserNames = { admin = bMNfMHmJNiNNlVNhMK }
ClusterAddress = "10.134.54.150"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UseFence = SCSI3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
remotecluster cvr_sec (
ClusterAddress = "10.134.54.154"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vr_sec }
Arguments @cvr_sec = { "10.134.54.154" }
)
system mtvav240-b2c (
)
system mtvav240-b2d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SystemList = { mtvav240-b2c = 0, mtvav240-b2d = 1 }
AutoStartList = {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Application wac (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使用 VVR 配置复制数据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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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op"
MonitorProcesses = { "/opt/VRTSvcs/bin/wac" }
RestartLimit = 3
)
IP gcoip (
Device = en0
Address = "10.134.54.150"
NetMask = "255.255.248.0"
)
NIC gconic (
Device = en0
Network Hosts = { "10.209.132.1" }
)
gcoip requires gconic
wac requires gcoip

group RVGgroup (
SystemList = { mtvav240-b2c = 0, mtvav240-b2d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
)
CVMVolDg data_voldg (
Critical = 0
CVMDiskGroup = datadg
CVMVolume = { dbvol, dbdata_srl }
CVMActivation = sw
)
RVGShared data_rvg (
RVG = pri_rvg
DiskGroup = datadg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data_rvg requires data_vol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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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cvm (
SystemList = { mtvav240-b2c = 0, mtvav240-b2d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
)
CFSfsckd vxfsckd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cvr_pri
CVMNodeId = { mtvav240-b2c = 0, mtvav240-b2d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group datagroup (
SystemList = { mtvav240-b2c = 0, mtvav240-b2d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ClusterList = { cvr_pri = 0, cvr_sec = 1 }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
TriggerResStateChange = 1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FSMount cfs_mnt_datavol1 (
MountPoint = "/datavol1"
BlockDevice = "/dev/vx/dsk/datadg/datavol1"
)

使用 VVR 配置复制数据集群
创建 CVR 环境

CFSMount cfs_mnt_datavol2 (
MountPoint = "/datavol2"
BlockDevice = "/dev/vx/dsk/datadg/datavol2"
)
CFSMount cfs_mnt_datavol3 (
MountPoint = "/datavol3"
BlockDevice = "/dev/vx/dsk/datadg/datavol3"
)
RVGSharedPri rvg_shared_pri (
RvgResourceName = 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cfs_mnt_datavol1 requires rvg_shared_pri
cfs_mnt_datavol2 requires rvg_shared_pri
cfs_mnt_datavol3 requires rvg_shared_pri

group rlogowner (
SystemList = { mtvav240-b2c = 0, mtvav240-b2d = 1 }
AutoStartList = {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
)
IP logowner_ip (
Device = en0
Address = "10.134.54.151"
NetMask = "255.255.248.0"
)
NIC nic (
Critical = 0
Device = en0
NetworkHosts = { "10.209.132.1" }
)
RVGLogowner logowner (
RVG = pri_rvg
DiskGroup = datad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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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logowner requires logowner_ip
logowner_ip requires nic

CVR 辅助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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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OracleASMTypes.cf"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Db2udbTypes.cf"
"OracleTypes.cf"
"SybaseTypes.cf"

cluster cvr_sec (
UserNames = { admin = aPQiPKpMQlQQoYQkPN }
ClusterAddress = "10.134.54.154"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UseFence = SCSI3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
remotecluster cvr_pri (
ClusterAddress = "10.134.54.150"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vr_pri }
Arguments @cvr_pri = { "10.134.54.150" }
)
system mtvav215-c9h (
)
system mtvav215-c9i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SystemList = { mtvav215-c9h = 0, mtvav215-c9i = 1 }
AutoStartList = { mtvav215-c9h, mtvav215-c9i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Application wac (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top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op"
MonitorProcesses = { "/opt/VRTSvcs/bin/wac" }
RestartLimit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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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gcoip (
Device = en0
Address = "10.134.54.154"
NetMask = "255.255.248.0"
)
NIC gconic (
Device = en0
)
gcoip requires gconic
wac requires gcoip

group RVGgroup (
SystemList = { mtvav215-c9h = 0, mtvav215-c9i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mtvav215-c9h, mtvav215-c9i }
)
CVMVolDg data_voldg (
CVMDiskGroup = datadg
CVMActivation = sw
)
RVGShared data_rvg (
RVG = pri_rvg
DiskGroup = datadg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data_rvg requires data_voldg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mtvav215-c9h = 0, mtvav215-c9i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mtvav215-c9h, mtvav215-c9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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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Sfsckd vxfsckd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cvr_sec
CVMNodeId = { mtvav215-c9h = 0, mtvav215-c9i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group datagroup (
SystemList = { mtvav215-c9h = 0, mtvav215-c9i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ClusterList = { cvr_pri = 0, cvr_sec = 1 }
AutoStartList = { mtvav215-c9h, mtvav215-c9i }
TriggerResStateChange = 1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300
)
CFSMount cfs_mnt_datavol1 (
MountPoint = "/datavol1"
BlockDevice = "/dev/vx/dsk/datadg/datavol1"
)
CFSMount cfs_mnt_datavol2 (
MountPoint = "/datavol2"
BlockDevice = "/dev/vx/dsk/datadg/datavol2"
)
CFSMount cfs_mnt_datavol3 (
MountPoint = "/datav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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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Device = "/dev/vx/dsk/datadg/datavol3"
)
RVGSharedPri rvg_shared_pri (
RvgResourceName = 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cfs_mnt_datavol1 requires rvg_shared_pri
cfs_mnt_datavol2 requires rvg_shared_pri
cfs_mnt_datavol3 requires rvg_shared_pri

group rlogowner (
SystemList = { mtvav215-c9h = 0, mtvav215-c9i = 1 }
AutoStartList = { mtvav215-c9h, mtvav215-c9i }
)
IP logowner_ip (
Device = en0
Address = "10.134.54.153"
NetMask = "255.255.248.0"
)
NIC nic (
Device = en0
)
RVGLogowner logowner (
RVG = pri_rvg
DiskGroup = datadg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logowner requires logowner_ip
logowner_ip requires 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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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证两个集群中的 main.cf 文件是否包含任何语法错误：
# hacf -verify /etc/VRTSvcs/conf/config/

4

在主集群和辅助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启动 VCS。在本示例中，节点包括：
mtvav240-b2c、mtvav240-b2d、mtvav215-c9h 和 mtvav215-c9i。
# hastart

验证 CVR 环境设置
要验证 CVR 环境设置，请使用 hastatus 查看 VCS 服务组状态和远程集群的状态。
此命令返回系统状态和组状态。此外，还请查看 VVR 复制状态。
请参考 hastatus(1M) 手册页。
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了解有关系统状态及状态转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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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CVR 环境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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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在集群中的某个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来显示集群状态：
# hastatus -sum

-- SYSTEM STATE
-- System

State

Frozen

A
A

RUNNING
RUNNING

0
0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 GROUP STATE
-- Group

System

Probed

AutoDisabled

State

B
B
B
B
B
B
B
B
B
B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mtvav240-b2c
mtvav240-b2d

Y
Y
Y
Y
Y
Y
Y
Y
Y
Y

N
N
N
N
N
N
N
N
N
N

ONLINE
OFF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NLINE
OFFLINE

ClusterService
ClusterService
RVGgroup
RVGgroup
cvm
cvm
datagroup
datagroup
rlogowner
rlogowner

-- WAN HEARTBEAT STATE
-- Heartbeat
To

State

M

ALIVE

Icmp

cvr_sec

-- REMOTE CLUSTER STATE
-- Cluster
State
N

cvr_sec

RUNNING

-- REMOTE SYSTEM STATE
-- cluster:system
O
O

State

cvr_sec:mtvav215-c9h RUNNING
cvr_sec:mtvav215-c9i RUNNING

-- REMOTE GROUP STATE
-- Group
cluster:system

Frozen
0
0

Probed

AutoDisable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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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datagroup
datagroup

cvr_sec:mtvav215-c9h Y
cvr_sec:mtvav215-c9i Y

2

N
N

OFFLINE
OFFLINE

通过在集群中的某个节点上键入以下命令来查看 VVR 复制状态：
# vradmin -g datadg repstatus pri_rvg
Replicated Data Set: pri_rvg
Primary:
Host name:
RVG name:
DG name:
RVG state:
Data volumes:
VSets:
SRL name:
SRL size:
Total secondaries:
Secondary:
Host name:
RVG name:
DG name:
Data status:
Replication status:
Current mode:
Logging to:
Timestamp Information:

10.134.54.151
pri_rvg
datadg
enabled for I/O
3
0
srlvol
2.00 G
1
10.134.54.153
pri_rvg
datadg
consistent, up-to-date
replicating (connected)
asynchronous
SRL
behind by 0h 0m 0s

复制数据集群中的防火练习
通过模仿故障转移，可以使用防火练习测试配置的故障准备情况，而不必停止主数
据中心中的应用程序。要设置灾难恢复防火练习，您可以选择以手动方式或使用防
火练习设置向导来创建和配置防火练习服务组。
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6
使用第三方复制配置复制
数据集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第三方复制设置复制数据集群配置

■

关于使用第三方复制的典型的复制数据集群配置

■

关于设置第三方复制

■

为第三方复制配置服务组

关于使用第三方复制设置复制数据集群配置
VCS 复制数据集群 (RDC) 配置可为应用程序提供可靠的、易于管理的灾难恢复保护
功能。您可以将 VCS 集群中配置为具有本地高可用性的应用程序转换为具有灾难保
护功能的 RDC 基础架构。配置 RDC 时，可以使用受支持的第三方复制技术来复制
应用程序数据。
使用第三方复制设置 RDC 之前，请查看最佳做法操作和规划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35 页的“规划数据复制”。
请参见第 34 页的“规划复制数据集群设置”。

关于使用第三方复制的典型的复制数据集群配置
图 6-1 描述了使用第三方复制的典型 RDC 配置的依赖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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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第三方复制的典型 RDC 配置的依赖关系图

图 6-1
应用程序
服务组

应用程序

（主系统区域）
Mount

第三方
复制

IP

NIC

（辅助系统区域）

在此示例中，一个应用程序在四节点集群（其中两个节点位主 RDC 系统区域，另外
两个节点位于辅助 RDC 系统区域）中配置为 VCS 服务组。如果主节点出现故障，
则 VCS 会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主区域中的第二个节点。如果主系统区域没有供故
障转移使用的系统，则 VCS 会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到辅助系统区域中的系统。
注意：有些第三方复制软件（例如 Oracle Dataguard）需要在 RDC 环境中进行特
殊配置。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相关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指南”。
此过程需要执行下列步骤：
■

设置复制

■

配置服务组

关于设置第三方复制
典型的复制数据集群配置过程包括设置复制并配置服务组。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第
三方复制技术为 RDC 设置复制。
请查看设置第三方复制的最佳做法操作。
请参见第 139 页的“设置第三方复制”。
配置复制之后，请根据系统区域验证复制存储是否对集群中的所有节点可见。

为第三方复制配置服务组
原始应用程序服务组已配置所需的应用程序、存储和网络资源。您必须设置应用程
序服务组的 SystemZones 属性，以便主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位于系统区域 0
内，辅助 RDC 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位于区域 1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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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三方复制配置服务组

为第三方复制配置服务组

1

将复制资源添加到应用程序服务组

2

使用复制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指南”准则配置复制代理资源

3

根据系统区域的要求，对所需的资源属性进行本地化。

4

设置存储（装入）资源和复制资源之间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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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4

实施全局集群

■

7. 针对 VCS 和 SFHA 配置全局集群

■

8.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全局集群

■

9. 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nd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全局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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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针对 VCS 和 SFHA 配置全
局集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和配置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设置 VVR 复制

■

设置第三方复制

■

全局集群中的防火练习

安装和配置 Veritas Cluster Server
要创建全局集群环境，必须先在主站点上安装和配置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然后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对应用程序进行设置以获得高可用性。可使用基于脚本
的安装程序、基于 Web 的安装程序、响应文件或通过手动方式安装和配置 VCS。
有关安装和配置 VC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设置 VVR 复制
在主站点上配置 VCS 集群，并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设置可用性高的应用程序之
后，必须设置数据复制。

关于配置 VVR 复制
使用下列界面之一可以配置和管理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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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 (CLI)

可以使用 VVR 的命令行界面配置、管理和监视分
布式环境中的 VVR。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灾难恢复操作指南（本指南）提供了有
关使用 Veritas 产品安装程序配置、管理和监视
VVR 的说明。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使用命令行界面来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利用 VVR，可以在数
据卷初始化为零或包含有效数据时设置复制。请确保按照所述的最佳做法或建议进
行操作，确保成功配置 VVR。
此外，还提供了有关如何配置和设置简单 VVR 配置的详细示例。 在开始设置复制
之前，请阅读此信息。
在设置 复制数据集之前，请确定要如何布置您的 VVR 配置。
要配置和设置复制，请按下面所示的顺序执行下列任务。
请参见第 119 页的“创建复制数据集”。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同步辅助节点并启动复制”。
注意：除非另外说明，否则应用程序正在运行和停止状态下设置复制的步骤均相
同。

设置复制的最佳做法
请根据以下最佳做法设置复制：
■

为每个应用程序，而不是为每个服务器创建一个 RVG。 例如，如果服务器正在
运行三个要复制的独立数据库，则需为每个数据库分别创建一个单独的 RVG。
创建三个单独的 RVG 有助于避免应用程序之间的写入顺序存在依赖关系，并可
提供三个单独的 SRL 以实现每个应用程序的最佳性能。

■

为每个磁盘组创建一个 RVG。 为每个磁盘组创建一个 RVG 可高效实施应用集
群以实现高可用性，其中仅有一个 RVG 需要由服务组进行故障转移。如果磁盘
组包含多个 RVG，则使用其他 RVG 的应用程序必须停止以便进行故障转移。
将卷关联至 RVG 之前，可使用磁盘组拆分功能将应用程序卷迁移到各自的磁盘
组中。

■

请根据应用程序的需求规划数据卷的大小和布局。

■

规划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之间的网络大小。

■

合理布置 SRL 以支持应用程序所需的性能特征。 由于 RVG 中的所有数据卷写
入都会先写入 SRL，因此 RVG 的总体写入性能要受到 SRL 总体写入性能的限
制。 例如，专门将单独磁盘写入 SRL，以及专门将单独控制器写入 SRL（如有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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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确定 SRL 的大小以避免溢出。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visor (VRAdvisor) 是一款收集和分析数据示例的
工具，可帮助确定 SRL 的最佳大小。

■

在同一 RVG 中包含应用程序使用的所有数据卷。 这是强制要求的。

■

通过单独网络向 VVR 提供专用带宽。 RLINK 将复制对企业生存至关重要的数
据。 损害 RLINK 将损害企业的恢复计划。

■

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数据卷使用相同的名称。 如果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数
据卷名称不同，则必须将辅助节点数据卷映射到相应的主节点数据卷中。

■

对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 SRL 使用相同的名称和大小，因为主节点角色转换后，
辅助节点 SRL 将成为主节点 SRL。

■

镜像所有数据卷和 SRL。 如果使用基于硬件的镜像，这一步骤是可选的。
实用程序将在辅助节点上创建对应的 RVG，其名称与主节点中的名称
相同。如果选择使用 vxmake 命令创建 RVG, 则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对应 RVG
应使用相同的名称。

■ vradmin

■

如果已出于某些原因删除 DCM，则应将 DCM 关联至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每
个数据卷。 默认情况下，如果 DCM 不存在，则 vradmin createpri 和 vradmin
addsec 命令将添加 DCM。

■

如果在共享环境中设置复制，则请在执行此操作前，通过在适当的时间内在每
个节点中运行 vxstat 命令确定执行写入次数最多的节点，然后在设置复制之
后，将该节点指定为日志所有者。

■

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默认情况下将选择集群主服务器节点作为日志所有者。

■

不应对 VVR 使用板上写入缓存。应用程序还必须将数据存储在磁盘上，而不是
在内存中对其进行维护。接管系统可能是集群配置中的对等主节点，也可能是
辅助站点，该系统必须能够访问全部所需信息。此要求并不包括使用单个系统
中对等端无法访问的任何内容。 可接受用于提高性能的 NVRAM 加速板以及其
他磁盘高速缓存机构，但必须在外部阵列而不是本地主机上进行。

创建复制数据集
要创建复制数据集 (RDS)，请按下面所示的顺序执行下列任务：
■

创建 RDS 的主节点复制卷组 (RVG)
还可以将卷集组件卷关联到 RDS。

■

向 RDS 添加辅助节点

■

更改辅助节点的复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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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享磁盘组环境中，vradmin、vrstat 和 vrnotify 命令可在集群中的任何节点
上执行。但是，必须从 CVM 主节点执行 vradmin createpri、vxibc、vxrlink
（除信息性命令以外的命令）和 vxrvg 命令。
在 SAN 磁盘组环境中，vradmin 命令可以在卷服务器或卷客户端上执行，前提是数
据卷已挂接到执行命令的主机。

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创建 RDS 的第一步是创建其主节点 RVG。VVR 允许您使用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使用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可以将现有数据卷和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关联至主节点 RVG。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执行下列操作：
■

在执行命令的主机上创建主节点 RVG。

■

启用或启动主节点 RVG。

■

将 DCM 关联至 RVG 中的数据卷。

■

将指定的数据卷和 SRL 关联至 RVG。

■

将指定的卷集（如果有的话）关联至 RVG。
注意：在命令中指定卷集名称，而不是每个组件卷的名称。 指定组件卷名称将
导致该命令失败。

VVR 不支持 RAID-5 卷，换言之，不支持使用类型为 raid5 的卷。 数据卷的使用类
型必须为 gen 或 fsgen。 但是，数据卷可以在基于硬件的 RAID-5 磁盘上进行配
置。
VVR 不需要使用脏区日志 (DRL)，因为 VVR 使用 SRL 而非 DRL 来恢复卷。 如果
有任何数据卷或 SRL 中包含 DRL，则在数据卷关联至 RVG 之前，vradmin
createpri 命令会删除该 DRL。
默认情况下，vradmin createpri 命令会将 DCM 添加到数据卷中（如果未曾添
加）。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根据卷大小创建合适的、默认大小的 DCM，并且
默认会对该 DCM 执行镜像操作。若要创建和添加大小不同于默认值的 DCM，请在
运行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之前，将所需大小的 DCM 关联至数据卷。
注意：如果没有足够的驱动器来镜像 DCM，则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将会失败。
您可能需要将 DCM 关联至大小适中的数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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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radmin createpri 命令中使用 -nodcm 选项可将数据卷关联至 RVG，但不会
将 DCM 添加至数据卷。
如果想在创建 RVG 后将添加的卷关联至 RVG，请使用 vradmin addvol 命令。

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的先决条件
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之前，必须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主节点上必须存在数据卷和 SRL。 如果主节点上不存在数据卷和 SRL，请创建
它们。 要使某个卷集与 RVG 关联，主节点上必须存在该卷集。

■

SRL 不能是卷集或卷集的组件卷。

■

必须启动数据卷和 SRL。 如果没有启动数据卷和 SRL，请启动它们。 启动数据
卷之后，其状态会成为活动的。

■

应用程序所使用的数据卷必须存在于相同的 RVG 中。 在同一 RVG 中包含应用
程序使用的数据卷。

■

在 SAN 磁盘组环境中，如果应用程序驻留在卷客户端上，则必须将所有主节点
数据卷挂接到卷客户端或将其从卷客户端中分离。

■

确保在 /etc/hosts 文件中包含相应的环回地址。
■

如果您的环境只使用 IPv4，则必须在 /etc/hosts 文件中包含一个 IPv4 环
回地址。以下是一个示例条目：
127.0.0.1

■

loopback

如果您的环境只使用 IPv6，则必须在 /etc/hosts 文件中包含一个 IPv6 环
回地址。
::1

■

localhost

localhost

loopback

如果您的环境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则 /etc/hosts 文件中必须同时包含
这两个环回地址。
127.0.0.1
::1

localhost
localhost

loopback
loopback

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在要创建主节点 RVG 的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createpri rvgname \
dv01_name,dv02_name... srl_name

参数 rvgname 是要创建的 RVG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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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dv01_name,dv02_name,... 是以逗号分隔的与 RVG 关联的数据卷名称列表。
每一项都可以是一个独立数据卷名称或卷集名称。 要将卷集与 RVG 关联，请指定
卷集的名称而不是单独组件卷的名称。
注意：在先前的版本中，组件卷可以直接与 RVG 关联。自版本 5.0 起，卷集本身将
与 RVG 关联，这使 VVR 能够验证主节点 RVG 上的卷集与辅助节点 RVG 上的卷集
之间的一致性。 如果为 RVG 分别指定了卷集的组件卷和卷集本身，vradmin
createpri 命令会失败。
参数 srl_name 是与 RVG 关联的 SRL 的名称。
如果不想将 DCM 添加到数据卷，请使用 -nodcm 选项。 默认情况下，会自动添加
DCM。

示例 - 创建包含数据卷的主节点 RVG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磁盘组 hrdg 中创建主节点 RVG hr_rvg，该磁盘组包含数据卷
hr_dv01 和 hr_dv02 以及要用作 SRL 的卷 hr_srl。 此示例会自动将 DCM 添加到
数据卷。
# vradmin -g hrdg createpri hr_rvg hr_dv01,hr_dv02 hr_srl

示例 - 创建包含卷集的主节点 RVG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磁盘组 hrdg 中创建主节点 RVG hr_rvg，该磁盘组包含卷集
hr_vset、数据卷 hr_dv01 和 hr_dv02 以及要用作 SRL 的卷 hr_srl。
# vradmin -g hrdg createpri hr_rvg hr_dv01,hr_dv02,hr_vset \
hr_srl

如果卷集包含组件卷 hr_vsetdv01 和 hr_vsetdv02，则会将这些卷关联至 RVG
hr_rvg。 此示例会自动将 DCM 添加到数据卷，包括组件卷 hr_vsetdv01 和
hr_vsetdv02。

将辅助节点添加到 RDS
创建 RDS 的主节点 RVG 后，继续添加辅助节点。 使用 vradmin addsec 命令添加
辅助节点 RVG 至 RDS。 此命令也可用于添加附加辅助节点 RVG。 vradmin addsec
命令可在 RDS 的任何主机中执行。
注意：从主节点运行 vradmin addsec。如果从添加为辅助节点的节点运行此命令，
命令将会失败。
默认情况下，vradmin addsec 命令将执行下列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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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与主节点 RVG 同名的辅助节点 RVG 并添加至指定的 RDS
中。 默认情况下，辅助节点 RVG 会添加至与主节点磁盘组同名的磁盘组中。
在 vradmin addsec 命令中使用选项 -sdg 以指定辅助节点上的其他磁盘组。

■

如果辅助节点上的任何数据卷或 SRL 具有 DRL，则在将该数据卷关联至 RVG 前
会先删除此 DRL。VVR 不需要 DRL，因为 VVR 使用 SRL 而不是使用 DRL 来恢
复卷。

■

如果主节点数据卷和辅助节点数据卷没有 DCM，则会自动添加 DCM 到这两种
数据卷中。 使用 -nodcm 选项可指定不添加 DCM 至数据卷中。
vradmin addsec 命令根据卷大小创建默认大小的 DCM 并且默认情况下会镜像

该 DCM。若要创建和添加大小不同于默认值的 DCM，请在运行 vradmin addsec
命令之前，将所需大小的 DCM 关联至数据卷。
■

将与主节点数据卷具有相同名称和大小的现有数据卷关联至辅助节点 RVG；它
还将与主节点 SRL 同名的现有卷作为辅助节点 SRL 进行关联。

■

如果主节点 RVG 包含卷集，则 vradmin addsec 命令会将相应的卷集关联至辅
助节点中（如果辅助节点上存在卷集）。 辅助节点上的卷集包含的卷必须与主
节点上的组件卷具有相同的名称、长度和索引。 如果卷集在辅助节点上存在并
且卷集配置正确无误，只是不包含所有与主节点卷集中的组件卷对应的组件卷，
则 vradmin addsec 命令会尝试添加其余组件卷至辅助节点的卷集中，再将卷集
关联至辅助节点 RVG 中。 如果所有其余组件卷在辅助节点上存在，且与主节点
上的组件卷具有相同的名称、长度和索引，则此命令可成功执行。 但是，如果
辅助节点上不存在任何组件卷，或组件卷的名称、长度或索引不匹配，则 vradmin
addsec 命令将失败并提示相应的错误消息。
如果辅助节点上不存在卷集，但是存在具有相同名称、长度和索引的组件卷，
则 vradmin addsec 命令会在辅助节点上创建卷集，再将其关联至辅助节点
RVG。

■

使用默认的 RLINK 名称 创建主节点 RLINK 和辅助节点 RLINK，并将它们分别
关联至主节点 RVG 和辅助节点 RVG 中。rlk_remotehost_rvgname。如果选择
不使用默认的名称，请使用 vradmin addsec 命令的 prlink 属性和 srlink 属
性来指定主节点和辅助节点的 RLINK 名称。
请参见第 122 页的“示例 - 创建包含卷集的主节点 RVG”。

注意：要在异步模式下使用辅助日志记录进行复制，则主节点与辅助节点上的 SRL
大小必须相同。

向 RDS 添加辅助节点的最佳做法
将辅助节点添加到 RDS 时，建议采用下列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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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要使用的网络和 IP 地址。 将所有参与的系统名称和 IP 地址添加到每个系
统中的 /etc/hosts 文件或添加到名称服务的名称服务器数据库。 确保 IP 地址
在与您的配置相对应的主机上可用（即，已探测到并已启动）。

■

通过将用于复制的 IP 地址配置为虚拟 IP 地址，提前为应用程序集群作出规划。
对于每个复制数据集，主节点集群和辅助节点集群应该各自有一个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用作 RLINK 的地址。如果执行了此操作，则以后无需修改 RLINK 的 IP
地址就可以将 VVR 置于集群控制之下。 更改 RLINK 的 IP 地址需要暂停复制。

■

基于需求规划网络带宽。 可以选择使用 UDP 协议或 TCP 协议进行主节点与辅
助节点之间的网络通信。 此外，可以规划在防火墙环境中进行操作。

■

建议对 RLINK 使用下列命名约定。默认情况下，VVR 遵循 RLINK 的下列命名
约定：
主节点 RLINK：rlk_remotehost_rvgname。例如：
rlk_london_hr_rvg

辅助节点 RLINK：rlk_remotehost_rvgname。例如：
rlk_seattle_hr_rvg
■

如果 RDS 设置中有多个辅助节点，VVR 会自动在每对辅助节点之间创建 RLINK。
通过执行此操作，在迁移操作成功完成之后，会自动将其他辅助节点添加到 RDS
中。

■

将 DCM 与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的每个数据卷关联以使用 SRL 保护和故障回复日
志记录功能。

向 RDS 添加辅助节点的先决条件
在要添加的辅助节点上，请执行下列操作：
■

创建与主节点磁盘组名称相同的磁盘组。

■

创建与主节点数据卷名称和长度相同的数据卷。

■

创建与主节点 SRL 名称相同的 SRL。 请注意，SRL 不能是卷集或卷集的组件
卷。

■

如果主节点 RVG 包含卷集，请确保要添加的辅助节点上的组件卷具有与主节点
上的组件卷相同的名称、长度和索引。

■

确保要添加到 RDS 的辅助节点主机上的 /etc/vx/vras/.rdg 文件包含主节点磁
盘组 ID。请确保 .rdg 文件中的每个磁盘组 ID 条目都在一个单独的行上。
有关磁盘组 ID 条目的示例格式，请参考 .rdg 文件。
vradmin addsec 命令检查是否已授权主节点 RVG 在指定的辅助节点主机上创

建相应的辅助节点 RVG。如果指定辅助节点主机上的 /etc/vx/vras/.rdg 文件
包含主节点磁盘组 ID，则会确定已对主节点进行了授权。如果主节点在同一个
磁盘组中包含多个 RVG，则只需要一个条目。 辅助节点主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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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vx/vras/.rdg 文件中的加号 (+) 指示已授权所有主机上的所有主节点 RVG

在指定的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辅助节点 RVG。
辅助节点主机上的 /etc/vx/vras/.rdg 文件仅用于在添加辅助节点或者已同步
或验证远程数据卷之后进行授权检查。 要在辅助节点从主节点接管之后执行这
些操作，原始主节点主机还应该有一个包含新主节点主机的磁盘组 ID 的
/etc/vx/vras/.rdg 文件。
要显示主节点磁盘组 ID，请在主节点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xprint -l diskgroup

例如，要使主机 seattle 能够在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 上创建 RVG，主机 london
上的 .rdg 文件必须具有下列条目（每个条目位于一个新行上）。
1083007373.10.seattle
■

在 SAN 磁盘组环境中，如果应用程序驻留在卷客户端上，则必须将辅助节点数
据卷挂接到辅助节点上相应的卷客户端。

■

在 SAN 磁盘组环境中，如果应用程序驻留在卷客户端上，则主节点卷服务器必
须具有到辅助节点卷服务器和辅助节点卷客户端的网络连接。

■

在 SAN 磁盘组环境中，如果应用程序驻留在卷客户端上，辅助节点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必须在辅助节点的卷客户端上可用。

■

在 SAN 磁盘组环境中，如果应用程序驻留在卷服务器上，辅助节点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必须在辅助节点的卷服务器上可用。

将辅助节点添加到 RDS
# vradmin -g local_diskgroup addsec local_rvgnamepri_hostname \
sec_hostname

参数 local_diskgroup 是本地主机上的磁盘组名称。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的 RVG 名称。
参数 pri_hostname 和 sec_hostname 是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的可解析主机
名或 IP 地址。创建 RLINK 时，这些名称将用作 local_host 和 remote_host 属
性。 local_host 和 remote_host 指定用于主节点 RLINK 和辅助节点 RLINK 的网
络连接。
如果不想将 DCM 添加到数据卷，请使用 -nodcm 选项。 默认情况下，除非指定了
-nodcm 选项，否则会自动添加 DCM。
注意：默认情况下，会将新主节点 RLINK 和辅助节点 RLINK 上的 SRL 保护设置为
autodcm。 如果指定了 -nodcm 选项，vradmin addsec 命令会禁用 SRL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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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除非使用 -sdg 选项另外进行了方式，否则辅助节点 RVG 将添加到与主节
点磁盘组同名的磁盘组。
示例 1：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_priv 添加到 RDS，此 RDS 包含 RVG
hr_rvg。 对于复制，此示例使用包含主节点主机名 seattle_priv 和辅助节点主机
名 london_priv 的专用网络。 在辅助节点上，RVG 将添加到与主节点相同的磁盘
组中，即，hrdg。 此示例会自动将 DCM 添加到数据卷。
# vradmin -g hrdg addsec hr_rvg seattle_priv london_priv

示例 2：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_priv 添加到 RDS，此 RDS 包含 RVG
hr_rvg。 它创建了包含特定主节点 RLINK 名称和辅助节点 RLINK 名称 to_london
和 to_seattle 的辅助节点。 RLINK 会将主节点主机 seattle_priv 和辅助节点主
机 london_priv 连接到一起。 在辅助节点上，RVG 将添加到与主节点相同的磁盘
组中，即，hrdg。
# vradmin -g hrdg addsec hr_rvg seattle_priv london_priv \
prlink=to_london srlink=to_seattle

示例 3：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v6_priv 添加到 RDS，此 RDS 包含 RVG
hr_rvg。对于复制，此示例使用包含主节点主机名 seattle-v6_priv 和辅助节点
主机名 london-v6_priv 的专用 IPv6 网络。 主机名 london-v6_priv 和
seattle-v6_priv 将解析为属于专用 IPv6 网络的 IPv6 地址。 在辅助节点上，RVG
将添加到与主节点相同的磁盘组中，即，hrdg。 此示例会自动将 DCM 添加到数据
卷。
# vradmin -g hrdg addsec hr_rvg seattle-v6_priv london-v6_priv

示例 4：
此示例显示如何将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v6 添加到 RDS，此 RDS 包含 RVG hr_rvg。
它创建了包含特定主节点 RLINK 名称和辅助节点 RLINK 名称 to_london-v6 和
to_seattle-v6 的辅助节点。 RLINK 会将主节点主机 seattle-v6 和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v6（分别解析为 IPv6 地址 aaaa:bbbb:cccc:dddd:eeee:ffff:gggg:hhhh
和 pppp:qqqq:rrrr:ssss:wwww:xxxx:yyyy:zzzz）连接到一起。 在辅助节点上，
RVG 将添加到与主节点相同的磁盘组中，即，hrdg。 此示例还会自动将 DCM 添加
到数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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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admin -g hrdg addsec hr_rvg aaaa:bbbb:cccc:dddd:eeee:ffff:gggg:hhhh \
pppp:qqqq:rrrr:ssss:wwww:xxxx:yyyy:zzzz prlink=to_london-v6 \
srlink=to_seattle-v6

更改辅助节点的复制设置
当添加辅助节点到 RDS 时，辅助节点的默认复制属性设置为 synchronous=off、
latencyprot=off、srlprot=autodcm、packet_size=8400 和
bandwidth_limit=none。
要显示辅助节点的默认复制设置，请使用以下形式的 vxprint 命令：
vxprint -g diskgroup -Pl

如果要使用 UDP 协议，则此形式的 vxprint 命令还会显示默认数据包大小。
通过使用复制属性，如 synchronous、latencyprot 和 srlprot，可以设置 VVR
使用的复制模式、延迟保护、SRL 保护、传输协议、数据包大小和带宽。 这些属性
采用的形式为 attribute=value。 每个属性设置都可影响复制，必须小心加以设
置。
可以 vradmin set 命令可以更改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的复制设置。 此命令可在
RDS 的任何主机上执行。 此命令可用于执行下列任务：
■

请参见第 127 页的“为辅助节点设置复制模式”。

■

请参见第 128 页的“为辅助节点设置延迟保护”。

■

请参见第 130 页的“为辅助节点设置 SRL 溢出保护”。

■

请参见第 130 页的“为辅助节点设置网络传输协议”。

■

请参见第 131 页的“为辅助节点设置数据包大小”。

■

请参见第 132 页的“为辅助节点设置带宽限制”。

vradmin set 命令同时更改主节点 RLINK 和辅助节点 RLINK 上相应的属性。属性
synchronous、latencyprot 和 srlprot 仅在主节点 RLINK 上激活；但是，如果

主节点角色转换为辅助节点，则辅助节点属性将为已设置妥当并可以使用。

为辅助节点设置复制模式
通过将 RLINK 的 synchronous 属性设置为 override 或 off，可以相应地将 VVR
设置为以同步或异步模式复制到辅助节点。
将 synchronous 属性设置为 override 可将 RLINK 置于同步模式。在正常操作期
间，VVR 以同步模式复制，但是如果 RLINK 由于断开连接或管理操作而进入非活
动状态，则 VVR 将临时切换为异步模式，并继续从应用程序接收更新并将其存储
在 SRL 中。 当连接还原且 SRL 完全消耗后，RLINK 将自动切换回同步模式。 大多
数系统管理员将 synchronous 属性设置为 over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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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admin 命令不允许将 synchronous 属性设置为 fail。使用 vxedit 命令可设置属

性 synchronous=fail。 有关使用 vxedit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vxedit 手册
页。
小心：如果使用 synchronous=fail 模式的话。
启用异步复制模式
要将复制设置为异步模式，请将 synchronous 属性设置为 off。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synchronous=off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的 RVG 的名称，表示其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出中显示的辅助节点主机名称。
如果 RDS 仅包含一个辅助节点，则参数 sec_hostname 是可选的。

示例 - 针对 RDS 将复制模式设置为异步
对于主节点 seattle 和辅助节点 london 之间的 RDS hr_rvg，要将复制模式设置为
异步，请在 RDS 中的任意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hrdg set hr_rvg london synchronous=off

启用复制的同步模式
要将 RLINK 的同步属性设置为 override，请使用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synchronous=override

示例 - 针对 RDS 将复制模式设置为同步
对于主节点 seattle 和辅助节点 london 之间的 RDS hr_rvg，要将复制模式设置为
同步，请在 RDS 中的任意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hrdg set hr_rvg london synchronous=override

为辅助节点设置延迟保护
使用 vradmin set 命令可以将 latencyprot 属性设置为 override、fail 或 off；
通过它还可以指定 latency_high_mark 和 latency_low_mark，这两个属性用于指
定何时启用或禁用保护。
设置 latencyprot 属性以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启用延迟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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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启用延迟保护之前，请确保已了解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连接或取消连接的
情况下延迟保护是如何工作的。
启用延迟保护

1

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为相应的 RLINK 设置 latencyprot 属性。
若要将 latencyprot 属性设置为 override：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latencyprot=override

若要将 latencyprot 属性设置为 fail：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latencyprot=fail

2

设置 latency_high_mark 和 latency_low_mark 属性：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latency_high_mark=high_mark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latency_low_mark=low_mark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的 RVG 的名称，表示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
出中显示的名称相同。
请注意，latency_high_mark 的值必须大于 latency_low_mark 的值。 建议
latency_high_mark 值与 latency_low_mark 值之间的差值尽量要小，例如
50。
禁用延迟保护
将 latencyprot 属性设置为 off 可以禁用延迟保护。 此操作不限制 SRL 中等待更
新的数量。
若要将 latencyprot 属性设置为 off：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latencyprot=off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的 RVG 的名称，表示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出中
显示的名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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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辅助节点设置 SRL 溢出保护
VVR 提供了下列 SRL 溢出保护模式：autodcm、dcm、override、fail 和 off。
启用 SRL 溢出保护
◆

将对应的 RLINK 的 srlprot 属性设置为 autodcm、dcm、override 或 fail 中
的任意一个。
■

要将 srlprot 属性设置为 autodcm，请使用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srlprot=autodcm

■

要将 srlprot 属性设置为 dcm，请使用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srlprot=dcm

■

要将 srlprot 属性设置为 override，请使用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srlprot=override

■

要将 srlprot 属性设置为 fail，请使用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srlprot=fail

■

要将 srlprot 属性设置为 off，请使用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srlprot=off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的 RVG 的名称，表示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
出中显示的名称相同。

为辅助节点设置网络传输协议
协议属性的指定值决定了主机之间通信时所用的协议。 可以为协议属性指定下列值
之一。
■

UDP - 主机之间使用 UDP/IP 协议进行通信。
VVR 会自动计算它所复制的每个数据包的校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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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P - 主机之间使用默认值 TCP/IP 协议进行通信。如果没有指定协议，则使用
TCP 作为主机之间的通信协议。
如果您指定 TCP，则会自动禁用 VVR 校验和。VVR 会改而依赖 TCP 校验和机
制。此外，如果复制的数据集中的某节点所使用的 VVR 版本低于 5.1 SP1，则
无论网络协议为何，VVR 都会计算检验和。

■

STORAGE - 用于 Bunker 复制。 主节点主机和 Bunker SRL 之间使用 STORAGE
协议进行通信。 如果主节点能直接访问存储（例如 DAS 或 NAS），则可将协议
设置为 STORAGE。 如果 Bunker 通过 IP 进行复制，则协议可以设置为 UDP 或
TCP。

注意：UDP、TCP 和 STORAGE 均区分大小写。
设置网络协议
◆

若要在版本 110 或更高版本的磁盘组中为 RDS 设置协议，可以使用以下 vradmin
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sec_hostname \
protocol=protocol_name

参数 protocol_name 是主节点将用于复制到辅助节点的协议的名称。此协议可
设置为 TCP 或 UDP。

为辅助节点设置数据包大小
数据包大小决定了发送给辅助节点主机的数据包中所包含的字节数。 可以使用
packet_size 属性更改数据包大小（仅限 UDP 模式）。 如果协议设置为 TCP，则
会使用 TCP 流发送数据。
，了解 packet_size 属性的详细信息。
设置 packet_size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packet_size=n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的 RVG 的名称，表示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出中
显示的名称相同。
参数 n 表示数据包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packet_size 的最小值为 1300 字节。
packet_size 的最大值为 65464 字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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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设置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的数据包大小
要将主节点主机 seattle 和辅助节点主机 london 之间的数据包大小设置为 1400
个字节，请在 RDS 中的任何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hrdg set hr_rvg london packet_size=1400

为辅助节点设置带宽限制
使用 vradmin set 命令的 bandwidth_limit 属性可对用于从主节点向辅助节点复
制的网络带宽进行限制。如果 bandwidth_limit 设置为 none，则 VVR 将使用可用
的网络带宽。 默认值为 none。要在同步不属于 RDS 的卷时限制 VVR 使用的网络
带宽，请使用 vradmin syncvol 命令的 bandwidth_limit 属性。
控制用于复制的网络带宽
要限制在 RDS 的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进行复制所用的带宽，请在 RDS 中的任意
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在该命令中，既可以使用带宽单位 kbps、mbps 或 gbps，也
可以使用对应的简写带宽单位 k、m 或 g。 带宽的默认单位为位/秒 (bps)。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bandwidth_limit=value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的 RVG 的名称，表示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出中
显示的名称相同。

示例：限制网络带宽和禁用辅助节点的带宽限制
对于主节点 seattle 和辅助节点 london 之间的 RDS hr_rvg，要将带宽限制为 30
mbps，请在 RDS 中的任意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hrdg set hr_rvg london bandwidth_limit=30mbps

禁用辅助节点的带宽限制
要对 RDS 中的辅助节点禁用带宽限制，请在 RDS 中的任意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et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
bandwidth_limit=none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的 RVG 的名称，表示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出中
显示的名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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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禁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的带宽限制并控制网络带宽
要对 RDS hr_rvg 的主节点 seattle 和辅助节点 london 之间的复制禁用带宽限制，
请在 RDS 中的任意主机上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hrdg set hr_rvg london bandwidth_limit=none

控制用于同步卷的网络带宽
要在同步不属于 RDS 的卷时限制 VVR 使用的网络带宽，请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syncvol local_vols_list \
remote_hostname.... bandwidth_limit=value

参数 local_vols_list 是以逗号分隔的本地主机上的卷列表。假定本地主机和远程
主机上的卷名称相同。
参数 remote_hostname 是一个以空格分隔的远程主机名列表，要重新同步的卷位于
这些主机上。IP 必须能够解析这些远程主机名。

示例：当使用完全同步时，限制 VVR 使用的网络带宽
此示例显示如何在使用完全同步使主机 london 上的远程卷与本地主机 seattle 上
的磁盘组 hrdg 中的本地卷 hr_dv01、hr_dv02、hr_dv03 同步时限制 VVR 所使用
的网络带宽。 远程主机上的磁盘组名称和卷名与本地主机上的磁盘组名称和卷名相
同。
# vradmin -g hrdg -full syncvol hr_dv01,hr_dv02,hr_dv03 london \
bandwidth_limit=10mbps

同步辅助节点并启动复制
本节介绍如何同步辅助节点并启动复制。

同步辅助节点的方法
可以使用网络、块级别磁带备份同步辅助节点，也可以通过物理方式将磁盘移至辅
助节点来进行同步。 自动同步是同步辅助节点的推荐方法。请采用下列方法之一来
同步辅助节点，具体视所在环境而定：
■

■

使用网络
■

自动同步

■

与存储检查点完全同步

■

与存储检查点间基于差异的同步

使用块级别磁带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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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块级别磁带备份和检查点

以物理方式移动磁盘
■

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以下各表介绍了使用各种同步方法的时间和方式：

使用网络同步辅助节点
无论应用程序是否处于活动状态，均可通过网络同步辅助节点。SmartMove 支持下
列每种方法。
表 7-1

使用网络同步辅助节点

辅助节点同步方式

执行操作

命令

完全

自动同步并启动复制

vradmin -a startrep

请参见第 135 页的“使用自动同步
功能”。
完全

与存储检查点完全同步

vradmin -full -c
checkpoint syncrvg

当 RDS 的主节点数据卷和 与存储检查点间基于差异的同步 vradmin -c checkpoint
辅助节点数据卷上的数据
syncrvg
之间存在的差异极小时

使用块级别磁带备份同步辅助节点
表 7-2 说明如何使用块级别磁带备份来同步辅助节点。
表 7-2

使用块级别磁带备份同步辅助节点

辅助节点同步方式

执行以下任务：

完全且必须将大量数据从 1. 启动主节点存储检查点。
主节点移到辅助节点时

命令
vxrvg -c checkpoint
checkstart rvg_name

2. 执行主节点的块级别备份。
3. 结束主节点存储检查点。

vxrvg -c checkpoint
checkstart rvg_name

4. 还原辅助节点上的磁带，并使 vradmin -c checkpoint
用存储检查点启动到辅助节点的 startrep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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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理方式移动磁盘以便同步辅助节点
表 7-3 说明如何通过以物理方式移动磁盘来同步辅助节点。
表 7-3

通过以物理方式移动磁盘同步辅助节点

辅助节点同步方式

使用此功能

命令

完全通过物理方式将磁盘 磁盘组拆分和结合
从主节点主机的位置移到
辅助节点主机的位置

使用自动同步功能
使用“自动同步”功能可以通过网络将主节点上的数据传输至辅助节点。 应用程序
处于活动或非活动状态时，均可使用自动同步功能同步辅助节点。
通过自始至终读取主节点数据卷并将数据发送至辅助节点，“自动同步”过程可将
主节点数据卷中的数据传输至辅助节点中。
注意：“自动同步”不维持写入操作的顺序；因此，在整个传输过程完成之前，辅
助节点将处于不一致的状态。
在自动同步完成后，辅助节点将变得一致。 要成功使用“自动同步”功能，必须相
应地调整网络。 请注意，仅当主节点以低于写入发送至辅助节点的速率接收写入
时，同步过程才会完成。 如果主节点以高于写入发送至辅助节点的速率接收写入，
则同步可能永远不会完成，特别是当写入广泛散布在卷中时尤其如此。
使用此功能可以同时同步多个辅助节点主机。 对多个辅助节点主机执行自动同步
时，同步过程将以最慢的网络速率进行。
如果辅助节点出现故障或网络断开连接，VVR 会暂停同步过程。 如果正在进行同
步时主节点出现故障，则主节点恢复后，同步过程将在主节点停止的时间点处继续
进行。
使用自动同步的先决条件
■

主节点 RVG 中的每个数据卷都必须具有与之关联的 DCM。 如果数据卷没有
DCM，则试图自动同步辅助节点将会失败。

在 vradmin startrep 命令中使用 -a 选项可以启动复制并将 RDS 中的辅助节点数
据卷与主节点数据卷自动同步；此命令可以使辅助节点数据卷拥有主节点数据卷的
最新内容。 当数据卷包括数据且应用程序处于活动或非活动状态时，可以使用此命
令同步辅助节点。 仅在完成此自动同步过程后，才可启动向其他辅助节点进行的复
制。
vradmin startrep 命令可在 RDS 的任何主机中执行。若要检查自动同步的状态和

进度，请在主节点 RLINK 中使用 vxrlink status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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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自动同步来同步辅助节点并启动复制，请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iskgroup -a startrep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的 RVG 的名称，表示其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出中显示的辅助节点主机名称。
如果 RDS 仅包含一个辅助节点，则 sec_hostname 是可选的。
示例 - 使用自动同步功能
在此示例中，在主机 seattle 上，主节点 RVG hr_rvg 中的数据卷包含有效数据，
且应用程序处于活动状态。 若要启动复制并同步主机 london 上的辅助节点 RVG
hr_rvg，请执行下列命令：
# vradmin -g hrdg -a startrep hr_rvg london

有关使用自动同步的说明
请留意以下有关使用自动同步的说明：
■

如果在自动同步执行期间将新卷关联到 RDS，则 VVR 不会自动同步新关联的数
据卷。

■

在包含多个辅助节点（其 SRL 溢出保护设置为 dcm）的 RDS 中，多个辅助节点
可能需要使用该 DCM。 如果一个辅助节点正在进行自动同步，而另一个辅助节
点的 RLINK 即将溢出，则系统将放弃自动同步，此时对于溢出的 RLINK，DCM
将变为活动状态。

■

如果您尝试在现有 RLINK 正在使用 DCM 机制时自动同步新的 RLINK，则自动
同步将失败。

■

要从 DCM 重新同步过程中删除某个辅助节点，请分离对应的主节点 RLINK。

■

如果尝试在使用 DCM 时从数据卷分离 DCM，则该操作将失败。

■

如果在使用 DCM 时由于 I/O 错误而分离 DCM，则系统将放弃重新同步并分离
正在同步的 RLINK。

■

您可以使用 SmartMove 的自动同步。因为复制的数据要少得多，因此此组合使
得部署灾难恢复站点的速度要快得多。
请参见第 137 页的“关于适用于 VVR 的 SmartMove”。

■

如果从辅助节点执行自动同步功能，当 logowner 为辅助节点时，vradmin -g
dg repstatus rvg 命令不会在命令输出中显示 smartsync 标志。

使用自动同步设置复制的示例
本示例假定已使用示例过程创建了 RDS。
无论应用程序是否处于活动状态，均可使用自动同步功能同步辅助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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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动同步设置复制
◆

通过从 RDS 中的任意主机执行以下命令，使用自动同步启动辅助节点同步和复
制：
# vradmin -g hrdg -a startrep hr_rvg london

关于适用于 VVR 的 SmartMove
适用于 VVR 的 SmartMove 功能使 VVR 可以充分利用 VxFS 对正在使用的文件系
统块的了解这一信息，以优化复制卷的初始同步所需的时间和网络带宽。当使用完
全同步或基于差异的同步对卷进行同步时，此功能非常适用，它需要在其顶部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如果使用 SmartMove 执行自动同步，则可以更快地部署灾难恢复站点，因为要复
制的数据比在系统上置备的存储少得多。要在集群卷复制 (CVR) 环境中使用
SmartMove 执行自动同步，则必须在日志所有者上装入文件系统。
默认行为是使用适用于 VVR 的 SmartMove 功能进行初始同步。在初始同步期间使
用 SmartMove 的命令包括 vradmin syncrvg/syncvol/startrep 和 vxrlink -a
att。
关闭 SmartMove
◆

输入以下命令：
# vxdefault set usefssmartmove none

还增强了 vradmin verifydata 命令，以利用 VxFS 对正在使用的文件系统块的了
解进行验证。

关于精简存储回收与 VVR
精简存储可仅在需要时为应用程序分配存储，从而帮助您优化阵列容量。在创建文
件并将其写入文件系统时，将会从阵列上的空闲存储池分配存储。
不过，在主机上删除文件时，不会自动将存储返回该池。结果，此时阵列上会存在
大量已分配的存储未得到使用。您必须手动回收此存储。
请参见第 138 页的“确定精简回收阵列是否需要回收”。
在 VVR 环境中，可以回收复制卷组 (RVG) 下所配置卷上的存储。您可以在磁盘、
磁盘组或文件系统级别回收存储。
只有具有 thinrclm 属性的 LUN 支持精简存储回收。VxVM 会从具有精简能力的存
储阵列中自动发现支持精简回收的 LUN。在主机上，可以列出具有 thinonly 或
thinrclm 属性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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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关联的即时完全快照或空间优化快照的 RVG 中的卷不支持精简存储回收。回
收命令可能会完成而不发生错误，但存储空间不会得到回收。不支持精简存储回收
的原因是，此类卷上的回收会触发将数据从主卷传输到快照卷的操作。将此数据移
到快照卷会在后端触发存储分配。如果存在多个快照，则将保留同一数据的多个副
本，此时需要的空间将多于回收的存储。对于空间优化快照，由于所有可回收数据
都会复制到空间优化快照，因此缓存对象大小会增加。
如果在其他上下文中使用了 Storage Foundation 精简存储回收，则命令与在 VVR
环境中使用该功能时相同。
在对 VVR 使用精简回收时，请记住以下几点：
■

VxFS 文件系统必须先装入主站点上，然后才能在卷上执行精简回收。

■

在主站点上回收存储时，将会自动在辅助站点上回收存储，除非主站点处于数
据更改映射 (DCM) 模式或自动同步正在运行。当主站点的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溢出时，该站点会进入 DCM 模式。

■

您可以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回收存储，即使这两个站点使用不同类型的阵列
也是如此。不同的阵列可具有固定大小不同的物理存储分配单元。

■

可以在滚动升级期间回收存储，而不会对系统产生影响。

有关精简存储的详细信息以及回收精简存储的过程，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确定精简回收阵列是否需要回收
只能在具有 thinrclm 属性的 LUN 上执行精简存储回收。在下列情况下，阵列可能
十分适合进行回收：
■

阵列特定的命令指示存储即将接近最大值，例如已用 90%。

■

您收到已达到某一存储级别的阵列所发出的警报。

即使存储容量即将达到最大值，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数据要进行回收；数据可能
仍需要使用。您应当进一步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有较大的已删除或未使用数据
块。如果是这种情况，请运行精简回收。
有关回收存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将数据卷初始化为零时启动复制
在 vradmin startrep 命令中使用 -f 选项，可在将主节点数据卷和辅助节点数据
卷初始化零时启动复制。 vradmin startrep 命令可在 RDS 的任何主机中执行。
将数据卷初始化为零时在 RDS 中启动向辅助节点执行的复制：
# vradmin -g diskgroup -f startrep local_rvgname sec_ho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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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local_rvgname 是本地主机上的 RVG 的名称，表示其 RDS。
参数 sec_hostname 是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与 vradmin printrvg 命令的输出中
显示的名称相同。如果 RDS 仅包含一个辅助节点，则 sec_hostname 是可选的。

例如： 将数据卷初始化为零时启动复制
要启动从 seattle 中的主节点 RVG hr_rvg 到主机 london 中的辅助节点 RVG 的复
制，请从 RDS 中的任意主机执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hrdg -f startrep hr_rvg london

注意：-f 选项可用于停止主节点卷与辅助节点卷之间的初始同步（如果这些卷已包
含相同数据）。

设置第三方复制
可以使用 VVR 或各种第三方复制技术设置复制。
请根据以下最佳做法设置复制：
■

设置复制。如果您计划使用第三方软件复制技术（Oracle Dataguard、IBM
DB2HADR 等）或第三方硬件复制技术（EMC SRDF、Hitachi TrueCopy、IBM
SVCCopyServices 等），请参考供应商提供的计划和配置复制文档。

■

配置复制之后，验证复制存储是否对集群中的所有节点可见。

■

验证是否已按照相关复制代理“安装和配置指南”中的建议在 VCS 节点上安装
存储供应商工具（CLI 或 API）。例如，如果正在使用 HITACHI TrueCopy 复
制，则需在每个集群节点上安装 RAID Manager CCI。

■

从以下位置下载和安装所需 VCS 复制代理： https://sort.symantec.com.

■

使用复制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指南”准则配置复制代理资源。

■

使用“安装和配置指南”中提供的方案，测试配置的故障转移。

全局集群中的防火练习
防火练习过程可验证灾难恢复配置应对故障的能力。执行此过程时，不会停止主站
点中的应用程序，而且不会中断用户的访问。
通过可以使用防火练习的特殊服务组，可以在辅助站点执行防火练习。防火练习服
务组与应用程序服务组相同，但它使用防火练习资源取代复制代理资源。防火练习
服务组使用应用程序服务组所用数据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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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复制代理都具有与之捆绑的对应防火练习代理。这些防火练习代理负责
在存储阵列内创建快照，并将快照磁盘导入主机中。防火练习代理的命名与复制代
理类似，代理名称后面都会附加 Snap。例如，EMC SRDF 的防火练习代理为
SRDFSnap，Hitachi TrueCopy (HTC) 的防火练习代理为 HTCSnap。
有关配置防火练习的更多信息，请参考相应复制代理的“安装和配置指南”。

8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全局集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全局集群

■

关于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针对并
行全局集群的复制

■

关于设置并行集群的全局集群环境

■

在主站点上配置

■

配置辅助站点

■

在并行全局集群站点之间设置复制

■

测试并行全局集群配置

关于全局集群
在发生灾难时，全局集群能够在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集群上进行应用程序故障转
移。这种类型的集群涉及在相距甚远的集群之间迁移应用程序。可以使用基于硬件
的或基于软件的复制技术来设置 H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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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针对并行全局集群的复制
在发生灾难时，全局集群能够在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集群上进行应用程序故障转
移。 这种类型的集群涉及在相距甚远的集群之间迁移应用程序。 可以使用基于硬件
的或基于软件的复制技术来设置 HA/DR。
可以通过配置全局 VCS 服务组并使用复制技术设置一个主集群，以复制到辅助集
群。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库集群可以是一个单节点集群。例如，在主站点上可以有双
节点集群，在辅助站点上可以有双节点集群或单节点集群。
可以使用下列复制技术之一：
■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用于提供基于主机的卷复制。使用 VVR，
可以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lity (SFCFS
HA) 或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中复制共
享磁盘组中的数据卷。

■

支持的基于硬件的复制技术。 使用基于硬件的复制可以将主磁盘阵列中的数据
复制到辅助磁盘阵列。
请参见第 142 页的表 8-1。

要验证您的配置是否受支持，请查看产品要求和授权信息：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安
装指南》。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要确认硬件的兼容性，请参见 Symantec 技术支持网站中的最新兼容性列表：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70013
Veritas 复制代理支持下列复制技术：
表 8-1

SFCFS HA 和 SF Oracle RAC 全局集群支持的复制选项

复制技术

支持的模式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

异步复制

■

同步复制

EMC SRDF

■

异步复制

支持代理： SRDF

■

同步复制

支持的软件
基于主机的复制

支持代理
■

RVGShared

■

RVGSharedPri

■

RVGLogOwner
Solutions Enabler 的所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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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技术

支持的模式

Hitachi True Copy

■

异步复制

支持代理： HTC

■

同步复制

IBM Metro Mirror

同步复制

支持代理： MetroMirror

支持的软件
Hitachi CCI 的所有版本

所有版本的 IBM DSCLI。
MetroMirror 代理支持 DS6000 和
DS8000 阵列

IBM SVC

■

异步复制

SVC CopyServices

■

同步复制

EMC Mirror View

■

异步复制

支持代理：MirrorView

■

同步复制： 只能复制单
个 LUN

SSH 访问 SVC

NaviCLI 的所有版本

注意：
■

查看供应商的兼容性列表以确认所支持的软件版本。 只有供应商的硬件兼容性
列表中包含主机、HBA 和阵列组合时，才存在以上支持。 检查阵列文档。

■

所有阵列必须支持 SCSI-3 持久性保留。

对于在集群之间复制数据的环境，Veritas 复制代理在这样的环境中为复制配置提
供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和恢复支持。
VCS 复制代理控制复制的方向。而不监视复制的进度或状态。复制代理管理挂接到
全局集群节点的复制设备的状态。这些代理确保具有联机资源的系统也可以对配置
的设备进行安全的独占访问。
有关复制代理的更多最新信息：
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指南》。
复制代理的最新更新或软件问题的技术支持说明：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46455

关于设置并行集群的全局集群环境
为带有并行集群的环境配置全局集群需要协调多个组件设置任务。此处提供的过程
可用作准则。有关产品安装和各个集群的基本配置，请参考产品安装指南。您需要
使用本指南在两个已配置的集群之间配置全局集群环境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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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设置带有并行集群的全局集群环境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在主站点上配置并行集群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在主站点上配置”。

在辅助站点上配置并行集群

请参见第 146 页的“配置辅助站点”。

配置全局集群环境

请参见第 151 页的“在并行全局集群站点之间
设置复制”。

测试 HA/DR 配置

请参见第 157 页的“测试并行全局集群配置”。

测试成功后，可将该环境投入生产
根据您的具体起点、环境和配置，某些配置任务可能需要调整：配置详细信息可能
与这些过程中给出的示例不同。请查看主集群和辅助集群的安装要求以及集群配置
文件示例。
有关要求、安装说明和示例配置文件：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安
装指南》。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在主站点上配置
表 8-3

在主站点上设置并行全局集群的任务

任务

说明

设置集群

请参见第 145 页的“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设置数据库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在主站点上设置数据库”。

请参见产品安装指南以便获取规划信息和下列步骤的特定配置指南。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安
装指南》。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您可以使用现有并行集群，或为主站点安装新的集群。如果使用现有的集群作为主
站点，并希望设置全局集群，请跳过下列步骤，然后继续配置辅助集群。
请参见第 146 页的“配置辅助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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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全局集群，必须启用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许可证。如果要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进行复制，则必须启用 VVR 许可证。
如果没有现有集群，并且要为全局集群设置两个新站点，请执行下列步骤。
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1

安装与配置服务器和存储。

2

如果使用的是基于硬件的复制，请安装用于管理阵列的软件。

3

验证是否已启用正确的安装选项（无论您使用的是无密钥授权许可还是要手动
安装密钥）。对于全局集群，必须启用 GCO 选项。如果要使用 VVR 进行复
制，则必须启用该选项。

4

根据产品安装指南中的指示准备、安装和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
对于多节点集群，配置 I/O 防护。

5

验证 CVM 组是否在主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都处于联机状态。
# hagrp -state cvm

6

为卷 asymetry 设置存储连接，为磁盘组的 DCO 日志策略设置 I/O 发运。

7

为全局集群准备系统和存储。在安装数据库软件之前标识硬件和存储要求。
对于 SFCFS HA，您将需要设置：
■

数据库软件的本地存储

■

在基于硬件的复制或基于主机的复制期间未复制的资源的共享存储

■

数据库文件的复制存储

对于 SF Oracle RAC，您将需要设置：
■

Oracle RAC 和 CRS/GRID 二进制文件的本地存储器

■

在基于硬件的复制或基于主机的复制期间未复制的 OCR 和 Vote 磁盘的共
享存储

■

数据库文件的复制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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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SFCFS HA，请安装和配置您的数据库二进制文件。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8

注意：不复制的资源必须位于非复制的共享存储上。
成功安装和配置数据库后，验证数据库资源是否已在所有节点上运行。
对于 Oracle RAC，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
和配置指南》中的说明，以安装、配置和链接 Oracle 数据库二进制文件：

9

■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软件

■

Oracle RAC 数据库软件

■

两个站点上的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版本必须完全相同。

注意： OCR 和 Vote 磁盘必须位于非复制的共享存储上。
成功安装和配置 Oracle RAC 后，验证 CRS 后台驻留程序和资源是否已在所有
节点上运行。
对于 Oracle RAC 10gR2，请使用：
$ CRS_HOME/bin/crs_stat -t

对于 Oracle RAC 11gR1，请使用：
$ CRS_HOME/bin/crs_stat -t

对于 Oracle RAC 11gR2，请使用：
$ GRID_HOME/bin/crsctl stat res -t

在主站点上设置数据库

1

确定要复制的磁盘，创建所需的 CVM 磁盘组、卷和文件系统。

2

在上一步中创建的文件系统上创建数据库。

3

为数据库配置 VCS 服务组。

4

验证所有 VCS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

配置辅助站点
辅助站点的设置要求与主站点的要求类似，只是有一些附加或额外的要求，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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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并行全局集群的任务

任务

说明

设置集群

请参见第 147 页的“在辅助站点上设置集群”。

设置数据库

请参见第 149 页的“为辅助站点设置 SFCFS HA
数据库”。
请参见第 149 页的“为辅助站点设置 Oracle
RAC 数据库”。

针对并行全局集群的重要要求：
■

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集群名称必须唯一。

■

必须在主集群和辅助集群上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用户和组 ID 来进行数据库的安
装和配置。

■

对于 Oracle RAC，您必须针对 CRS/GRID 和数据库二进制文件使用相同的目录
结构、名称和权限。

■

对于 Sybase ASE CE，两个站点上的二进制文件版本必须完全相同，其中包括
ESD 版本。

您可以使用现有并行集群，或为辅助站点安装新的集群。
请参见产品安装指南以便获取规划信息和下列步骤的特定配置指南。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安
装指南》。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集群

1

安装与配置服务器和存储。

2

如果使用的是基于硬件的复制，请安装用于管理阵列的软件。

3

验证是否已启用正确的安装选项（无论您使用的是无密钥授权许可还是要手动
安装密钥）。对于全局集群，必须具有 GCO 选项。如果要使用 VVR 进行复
制，则必须启用该选项。

4

根据产品安装指南中的指示准备、安装和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
对于多节点集群，配置 I/O 防护。

5

对于单节点集群，不要启用 I/O 防护。防护将在禁用模式下运行。

6

为全局集群准备系统和存储。在安装数据库软件之前标识硬件和存储要求。
对于 SFCFS HA，您将需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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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软件的本地存储

■

在基于硬件的复制或基于主机的复制期间未复制的资源的共享存储

■

数据库文件的复制存储

■

您必须针对定额二进制文件和数据库二进制文件使用与主站点相同的目录
结构、名称和权限。

对于 SF Oracle RAC，您将需要设置：
■

Oracle RAC 和 CRS 二进制文件的本地存储

■

在基于硬件的复制或基于主机的复制期间未复制的 OCR 和 Vote 磁盘的共
享存储

■

数据库文件的复制共享存储

■

您必须针对 CRS/GRID 二进制文件和数据库二进制文件使用与主站点相同
的目录结构、名称和权限。

注意：您必须针对 CRS/GRID 二进制文件和数据库二进制文件使用相同的目录
结构、名称和权限。

7

对于 SFCFS HA，请安装和配置您的数据库二进制文件。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注意：不复制的资源必须位于非复制的共享存储上。
成功安装和配置数据库后，验证数据库资源是否已在所有节点上运行。

8

对于 Oracle RAC，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
和配置指南》中的说明，以安装和配置以下软件：
■

Oracle Clusterware/Grid Infrastructure 软件

■

Oracle RAC 数据库软件

■

两个站点上的 Oracle RAC 二进制文件版本必须完全相同。

注意： OCR 和 Vote 磁盘必须位于非复制的共享存储上。
成功安装和配置 Oracle RAC 后，验证 CRS 后台驻留程序和资源是否已在所有
节点上运行。
对于 Oracle RAC 10g R2，请使用：
$ CRS_HOME/bin/crs_stat -t

对于 Oracle RAC 11gR1，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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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S_HOME/bin/crs_stat -t

对于 Oracle RAC 11gR2，请使用：
$ GRID_HOME/bin/crsctl stat res -t

不要创建数据库。将会从主站点复制数据库。
为辅助站点设置 SFCFS HA 数据库

1

如果正在使用基于硬件的复制，将从主站点复制数据库、磁盘组和卷。
为 CFS 装入点创建目录，用于存放数据库数据和控制文件。

2

如果要使用 VVR 进行复制，请为复制内容创建一个名称和大小与主站点上所
列的名称和大小相同的磁盘组和卷。
为 CFS 装入点创建与主站点上一样的目录。当发生故障转移且辅助站点提升为
主站点时，这些目录将用于寄宿数据库和控制文件。

3

使用在主站点上的相同方法创建数据库子目录。

为辅助站点设置 Oracle RAC 数据库

1

如果正在使用基于硬件的复制，将从主站点复制数据库、磁盘组和卷。
为 CFS 装入点创建目录，用于存放数据库数据和控制文件。

2

如果要使用 VVR 进行复制，请为复制内容创建一个名称和大小与主站点上所
列的名称和大小相同的磁盘组和卷。
为 CFS 装入点创建与主站点上一样的目录。当发生故障转移且辅助站点提升为
主站点时，这些目录将用于寄宿数据库和控制文件。

3

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将初始化文件（pfiles、spfiles）从主集群复制到辅助
集群，目录路径保持不变。
例如，将主站点上 $ORACLE_HOME/dbs 中的 init$ORACLE_SID.ora 和
orapw$ORACLE_SID.ora 复制到辅助站点上的 $ORACLE_HOME/dbs。

4

对于 Oracle 11g R2 数据库，请修改 init$ORACLE_SID.ora 文件以添加以下条
目：
SPFILE= <spfile location>
remote_listener='<SCAN_LISTENER>: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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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为 Oracle 用户，在辅助站点上创建以下子目录以便与主站点上的目录并行：
对于 Oracle RAC 10g：
$
$
$
$
$
$
$

mkdir
mkdir
mkdir
mkdir
mkdir
mkdir
mkdir

-p
-p
-p
-p
-p
-p
-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name/adum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bdum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cdum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dpdum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hdum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udum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pfile

对于 Oracle 11gR1：
$ mkdir -p $ORACLE_BASE/admin
$ mkdir -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
$ cd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
$ mkdir adump dpdump hdump pfile

对于 11gR2，请创建以下目录结构：
$ mkdir -p $ORACLE_BASE/diag
$ mkdir -p $ORACLE_BASE/admin/database_name/adump

6

7

配置辅助站点中与主站点上的名称相同的侦听器。可以通过下列方法之一执行
此操作：
■

复制主站点中的 listener.ora 和 tnsnames.ora 文件，并根据需要为辅助站
点更新文件名称。

■

使用 Oracle 的 netca 实用程序在辅助站点上配置 listener.ora 和
tnsnames.ora 文件。

在辅助站点上，以数据库软件所有者身份使用 srvctl 命令注册数据库。
只能从辅助集群的任何节点执行一次数据库注册操作。以 Oracle 数据库软件所
有者身份使用以下命令
$ $ORACLE_HOME/bin/srvctl add database -d database_name -o oracle_home

8

为防止数据库实例自动重新启动，请使用 srvctl 命令将数据库的管理策略
(automatic, manual) 更改为 MANUAL：
$ $ORACLE_HOME/bin/srvctl modify database -d database_name -y manual

只需从集群的任何节点执行一次此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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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 srvctl 命令注册实例。 在每个节点上，执行以下命令：
$ $ORACLE_HOME/bin/srvctl add instance -d database_name \
-i instance_name -n node-name

如果辅助集群有多个节点，则必须使用 srvctl 命令添加实例。
例如，如果数据库实例名称为 racdb，则 sys3 上的实例名称为 racdb1，sys4
上的实例名称为 racdb2。
$ $ORACLE_HOME/bin/srvctl add instance -d racdb -i racdb1 -n sys3
$ $ORACLE_HOME/bin/srvctl add instance -d racdb -i racdb2 -n sys4

10 使用 srvctl 命令或 crs_register 命令，将主站点上的集群/GRID 中存在的
所有其他资源（例如侦听器、ASM、服务）注册到辅助站点。有关命令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 Metalink 上的 Oracle 文档。

在并行全局集群站点之间设置复制
您已为各集群上的数据库配置了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服务组。每个集群都
需要一个额外的虚拟 IP 地址与集群相关联，以实现在集群之间进行通信。安装 VCS
和创建 ClusterService 组时通常涉及定义此 IP 地址。
通过设置下列项配置全局集群：
■

心跳

■

广域集群 (wac)

■

GCO IP (gcoip)

■

远程集群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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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配置并行全局集群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准备配置全局并行集群

配置全局集群之前，请查看下列要求：
■

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集群名称必须唯一。

节点名称和资源名称在一个集群内必须唯一，但不要求
在多个集群中都是唯一的。
■ 每个集群都要求具有与其相关联的虚拟 IP 地址。 安装
VCS 和创建 ClusterService 组时通常涉及定义此 IP 地
址。 如果在安装 SFHA Solutions 产品时未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请在配置全局集群时配置该组。
■ WAN（Wide Area Network，广域网）心跳必须在集群
之间传递，并假定每个集群都可以使用相应的方法来监
视远程集群的健康状况。 手动配置心跳资源。
■ 在所有节点上，所有数据库用户和组 ID 都必须相同。
■

■

对于从主站点的存储复制到辅助站点的数据库，必须在
一个全局组（该全局组在各个集群上具有相同的名称）
中进行定义。该组中的各个资源可能会因集群而异，但
是在广域故障转移后重定向到远程集群的客户端所识别
出的应用程序必须与主集群中的应用程序相同。

使用全局集群向导配置全局集
群。

请参见第 153 页的“使用全局集群向导修改全局集群的
ClusterService 组”。

定义远程全局集群和心跳对象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定义远程集群和心跳”。

为数据库资源配置全局服务组

请参见第 156 页的“为数据库资源配置全局服务组”。

在两个站点之间启动复制。

有关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的基于软件的
复制：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关于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复制以便配置并行全局集群”。
有关使用 Oracle Data Guard 的复制，请参见 Oracle Data
Guard 文档。
有关使用基于硬件的复制，请参见您硬件的复制代理指南。
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指南》。

在将 HA/DR 配置投入生产之前 请参见第 157 页的“测试并行全局集群配置”。
进行测试

全局集群向导将完成以下任务：
■

验证当前配置对全局集群环境的支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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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相应的组件，以使得各个集群（每个都包含不同的 GAB 成员集）能够作为
独立的单元进行连接和运行。

■

创建 ClusterService 组，或者更新现有的 ClusterService 组。

在每个集群上运行全局集群配置向导；您必须在集群中的每个节点上安装相应的全
局集群许可证。
使用全局集群向导修改全局集群的 ClusterService 组

1

在主集群上，启动 GCO 配置向导：
# /opt/VRTSvcs/bin/gcoconfig

2

该向导搜索本地系统上的 NIC 设备，并提示您输入要用于全局集群的设备。 请
指定设备的名称并按 Enter。

3

如果配置中没有 NIC 资源，向导将询问指定的 NIC 是否为由所有系统使用的公
共 NIC。如果是公共 NIC，则输入 y；否则输入 n。如果输入了 n，向导将提示
您输入所有系统上 NIC 的名称。

4

输入本地集群的虚拟 IP 地址。

5

如果配置中没有 IP 资源，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与虚拟 IP 关联的网络掩码。 向导
将检测该网络掩码；您可以接受建议的值，也可以输入其他值。
向导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或更新 ClusterService 组。 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 在运行这些命令之后，该向导会在集群中的任一节
点上将 ClusterService 故障转移组联机。

配置全局集群之后，可以添加远程集群对象来定义辅助站点上集群的 IP 地址，添加
心跳对象来定义集群间的心跳。心跳可监视远程集群的运行状况。只有在两个集群
上都设置了心跳资源之后，VCS 才能与远程集群进行通信。
定义远程集群和心跳

1

在主站点上，启用对配置的写入权限：
# haconf -makerw

2

在主站点上，定义远程集群及其虚拟 IP 地址。
在该示例中，远程集群为 clus2，其 IP 地址为 10.11.10.102：
# haclus -add clus2 10.11.10.102

3

使用主集群的名称和 IP 地址在辅助站点上完成步骤 1 和步骤 2。
在该示例中，主集群为 clus1，其 IP 地址为 10.10.10.101：
# haclus -add clus1 10.10.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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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主站点上，为集群添加 heartbeat 对象。在该示例中，所用的心跳方法为
ICMP ping。
# hahb -add Icmp

5

定义心跳资源的以下属性：
■

ClusterList，列出远程集群。

■

Arguments，用于定义远程集群的虚拟 IP 地址。

例如：
# hahb -modify Icmp ClusterList clus2
# hahb -modify Icmp Arguments 10.11.10.102 -clus clus2

6

在本地集群上保存配置并将访问权限更改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7

在辅助站点上，使用相应的值执行步骤 4 到步骤 6，以定义主站点上的集群，
并将其 IP 定义为辅助集群的远程集群。

8

建议在两个集群上将 IP 资源类型的“OnlineRetryLimit”和
“OfflineWaitLimit”属性修改为 1：
# hatype -modify IP OnlineRetryLimit 1
# hatype -modify IP OfflineWaitLim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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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两个集群上使用 hastatus -sum 命令验证集群状态。
# hastatus -sum

例如，对于 SF Oracle RAC，最终输出应与如下显示的 rac_cluster101（主节
点）中的输出类似：
例如，最终输出应与下面显示的 rac_clus101（主节点）中的输出类似：
# hastatus -sum
.........
-- WAN HEARTBEAT STATE
-- Heartbeat
To
L

Icmp

State

clus2

ALIVE

-- REMOTE CLUSTER STATE
-- Cluster
State
M

clus2

RUNNING

-- REMOTE SYSTEM STATE
-- cluster:system
N
N

clus2:sys3
clus2:sys4

RUNNING
RUNNING

State

Frozen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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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过执行 haclus -list 命令显示全局设置。
# haclus -listclus1clus2

向主站点上 main.cf 文件添加的心跳内容示例为：
.
.
remotecluster clus2 (
Cluster Address = "10.11.10.102"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lus2 }
Arguments @clus2 = { "10.11.10.102" }
)
system sys1 (
)
.
.

向辅助站点上 main.cf 文件添加的心跳内容示例为：
.
.
remotecluster clus1 (
Cluster Address = "10.10.10.101"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clus1 }
Arguments @clus1 = { "10.10.10.101" }
)
system sys3 (
)
.
.

有关配置心跳对象必需属性和可选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为数据库资源配置全局服务组

1

为数据库和资源配置并启用全局组。
■

在两个站点上配置 VCS 服务组。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全局集群
测试并行全局集群配置

2

■

在两个站点上配置复制代理。

■

对于 SF Oracle RAC，将 Oracle RAC 服务组设置为全局服务组，以启用集
群间的故障转移。

■

例如：
请参见第 175 页的“修改主站点上的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

若要在已配置 HA/DR 的环境中测试真实数据，请安排计划迁移到辅助站点以
进行测试。
例如：
请参见第 186 页的“将主站点的角色迁移到远程站点”。
请参见第 187 页的“将新主站点的角色迁回原始主站点”。

3

测试成功后，将该环境投入生产。

有关 VCS 复制代理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指南》。
有关在共享磁盘环境中使用 VVR 的完整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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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并行全局集群配置
Symantec 建议先对全局集群配置进行测试，然后再将其投入生产。
测试计划的故障转移

1

使主站点上集群中的数据库的 VCS 服务组脱机。

2

使辅助站点上集群中的数据库的 VCS 服务组联机。

在恢复站点上测试灾难恢复

1

规划停机时间以便测试灾难恢复配置。

2

在主站点上模拟灾难。
例如：
关闭主站点上的主机和存储阵列。如果无法关闭存储阵列，请断开站点之间的
复制链接。

3

使用 VCS 将数据库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上的集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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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主站点上的故障回复

1

使辅助站点上集群中的数据库的 VCS 服务组脱机。

2

如果节点和存储已关闭，请在主站点上重新启动节点和存储阵列。

3

重新连接复制链接（如果已断开）。

4

从辅助站点重新同步数据以便确保主站点上的数据是最新的。

5

在主站点上使 VCS 服务组联机。

9
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nd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全局集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复制以便配置并行全局集群

■

在主站点上使用 VVR 设置复制

■

使用 VVR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复制

■

使用 VVR 启动从主站点数据库卷到辅助站点的复制

■

配置 Veritas Cluster Server 以便使用 VVR 复制数据库卷

■

全局并行集群的复制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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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复制以便配
置并行全局集群
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为配置有并行集群的环境配置全局集群需要协调多
个组件设置任务。下列任务提供了一些准则。
在配置两个集群以实现全局集群之前，必须确保：
■

已针对 Storage Foundations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启用
正确的安装选项（无论您使用的是无密钥许可还是要手动安装密钥）。您必须
启用适用于全局集群和 VVR 的 GCO 选项。
查看产品要求和许可信息。

■

两个集群均已安装和配置 SFHA Solutions 产品软件。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在主站点上配置”。
请参见第 146 页的“配置辅助站点”。

注意：您可以同时安装和配置两个集群，也可以在配置完第一个集群之后配置第二
个集群。
您可以使用本指南在两个集群之间配置全局集群环境和复制。有关安装和配置信
息：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安
装指南》。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安装和配置两个集群之后，您即已准备好使用 VVR 配置全局集群环境。必须执行
下列任务来修改两个集群的配置，以便在全局集群环境中支持复制操作。
表 9-1

使用 VVR 配置并行全局集群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

■

在数据库的磁盘组中创建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 在主站点上创建复制卷组 (RVG)。
请参见第 162 页的“ 在主站点上使用 VVR 设置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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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说明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复制

■

在辅助站点的存储中创建一个磁盘组，用于保存数
据卷、SRL 和 RVG。 这些卷的名称和大小必须与主
站点上对应卷的名称和大小相同。
■ 在辅助站点上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
使用可解析虚拟 IP 地址，这些地址将作为主站点和
辅助站点的主机名用于建立网络 RLINK 连接。
■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复制对象。
■

请参见第 165 页的“使用 VVR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复制”。
启动数据库的复制。

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启动复制：
■

自动同步

■

与存储检查点完全同步

请参见第 169 页的“使用 VVR 启动从主站点数据库卷到
辅助站点的复制”。
在两个站点的集群上配置 VCS 以用 配置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以便为数据库提供高
于复制。
可用性：
■

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配置

■

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置

请参见第 171 页的“配置 Veritas Cluster Server 以便使
用 VVR 复制数据库卷”。

在配置全局集群和使用 VVR 进行复制之后，即可支持下列复制用例：
■

将主站点的角色迁移到远程站点

■

由辅助站点接管主站点的角色

■

将主站点上的角色迁移到辅助站点

■

将新主站点的角色迁回原始主站点

■

中断后接管

■

中断后重新同步

■

更新 rlink 以便反映更改

请参见第 184 页的“全局并行集群的复制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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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站点上使用 VVR 设置复制
如果尚未在主站点上使用 VVR 设置复制，则在主站点上的存储中创建一个磁盘组，
用于保存数据卷、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和复制卷组 (RVG)。例如，为您的
数据库创建存储。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安
装指南》。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表 9-2

使用 VVR 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在数据库的磁盘组中创建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请参见第 162 页的“在主站点上创建数据卷和 SRL
卷”。

在主站点上创建复制卷组 (RVG)。

请参见第 163 页的“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卷组”。

在主站点上创建数据卷和 SRL 卷
如果没有数据卷的话，请创建数据卷。
■

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卷与主站点上的数据卷具有相同的名称和大小。
请参见第 146 页的“配置辅助站点”。

■

数据卷和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卷应当位于同一个磁盘组中。

■

如果没有基于硬件的镜像，请对数据卷进行镜像。

在主站点上创建数据卷
◆

在为数据库创建的磁盘组中，在主站点上为数据创建一个数据卷。在下面的示
例中，主站点上的 dbdata_vol 卷为 12 GB：
# vxassist -g dbdatadg make dbdata_vol 12000M nmirror=2 disk1 disk2

创建 SRL。SRL 是复制卷组 (RVG) 中的卷。此 RVG 还保存用于复制的数据卷。
■

辅助站点上的 SRL 与主站点上的 SRL 具有相同的名称和大小。

■

必须在不包含其他卷的磁盘上创建 SRL。

■

如果没有基于硬件的镜像，请对 SRL 进行镜像。

在下面的示例过程中，dbdatadg 是磁盘组，而 dbdatavol 是要复制的数据卷。

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nd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或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配置
全局集群
在主站点上使用 VVR 设置复制

在主站点上创建 SRL 卷

1

在主站点上，根据配置和使用量确定 SRL 卷的大小。
有关详细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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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执行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bdatadg make dbdata_srl 6800M nmirror=2 disk4
disk5

注意：假定在本示例设置中， disk4 和 disk5 已经添加，并且是同一磁盘组的
一部分。在此步骤中用它们镜像和创建 SRL。

3

如果 SRL 卷尚未启动，请通过启动磁盘组中的所有卷来启动 SRL 卷：
# vxvol -g dbdatadg startall

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卷组
在主站点上创建复制卷组 (RVG) 之前，请确保卷和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组处于活动和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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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主站点上复制对象的状态

1

验证要包括在组中的卷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2

查看 hagrp -state cvm 命令的输出以验证 CVM 组是否联机。

3

在每个站点上，请验证 vradmin 是否正在运行：
#

ps -ef |grep vradmin
root

536594

598036

0 12:31:25

0

0:00 grep vradmin

如果 vradmin 未运行，则启动它：
# vxstart_vvr
VxVM VVR INFO V-5-2-3935 Using following ports:
heartbeat: 4145
vradmind: 8199
vxrsyncd: 8989
data: Anonymous-Ports
To change, see vrport(1M) command
# ps -ef |grep vradmin
root 536782
1
0 12:32:47
- 0:00 /usr/sbin/vradmind
root 1048622 598036
0 12:32:55
0 0:00 grep vradmin
# netstat -an |grep 4145
tcp4
0
0 *.4145
*.*
LISTEN
udp4
0
0 *.4145
*.*

在查看主站点上的复制对象的状态后，可以创建主节点 RVG。
创建主 RVG 的命令的形式如下：
vradmin -g disk_group createpri rvg_name data_volume srl_volume

其中：
■

disk_group 为包含数据库的磁盘组的名称

■

rvg_name 为 RVG 的名称

■

data_volume 为 VVR 复制的卷

■

srl_volume 为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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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主节点 RVG

1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确定哪个节点为 CVM 主节点：
# vxdctl -c mode

2

要创建 dbdata_rvg RVG，必须在主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bdatadg createpri dbdata_rvgdbdata_voldbdata_srl

该命令在主站点上创建 RVG 并为每个数据卷添加数据更改映射 (DCM)。在该示例
中， dbdata_vol具有 DCM。

使用 VVR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复制
要在辅助站点上创建用于复制的对象，请使用 vradmin 命令并指定 addsec 选项。
要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复制，请执行以下任务：
表 9-3

使用 VVR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复制的任务

任务

说明

在辅助站点的存储中创建一个磁盘组，
用于保存数据卷、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和复制卷组 (RVG)。这些卷
的名称和大小必须与主站点上对应卷的
名称和大小相同。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erver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指南》。

例如，必须设置数据文件。

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指南》。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在辅助站点上创建数据卷和 SRL
卷”。

例如，创建数据库数据文件的磁盘组、
卷和装入点。
在每个站点上编辑 /etc/vx/vras/.rdg 文 请参见第 166 页的“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
件。
使用可解析虚拟 IP 地址，这些地址将 请参见第 166 页的“在每个集群上设置 RLINK 的 IP
作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主机名用于建 地址”。
立网络 RLINK 连接。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复制对象。

请参见第 167 页的“设置辅助站点上用于复制的磁盘
组”。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数据卷和 SRL 卷
创建数据卷和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卷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在创建磁盘组之前，卷的大小和名称必须与主站点中相应卷的大小和名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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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磁盘组的大小和名称必须与主站点上磁盘组的大小和名称相同。

■

将数据卷和 SRL 卷创建在磁盘组中的不同磁盘上。 使用 vxdisk -g diskgroup
list 命令可列出磁盘组中的磁盘。

■

对各个卷进行镜像。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数据卷和 SRL 卷

1

在为数据库创建的磁盘组中，为数据创建一个数据卷，其大小与主站点上的数
据卷相同；在本示例中，主站点上的 dbdata_vol 卷为 12 GB：
# vxassist -g dbdatadg make dbdata_vol 12000M nmirror=2 disk11 disk12

2

创建 SRL 卷，请与主站点上的等效卷使用相同的名称和大小。 在数据库卷所
在磁盘以外的磁盘（但在数据卷所在的磁盘组）上创建该卷：
# vxassist -g dbdatadg make dbdata_srl 6800M nmirror=2 disk14 disk16

有关详细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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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
在辅助站点上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使得 VVR 可以将磁盘组从主站点复制
到辅助站点。 在每个节点上，VVR 使用 /etc/vx/vras/.rdg 文件来检查将复制卷组
(RVG) 从主站点复制到辅助站点的授权。辅助站点中每个节点上的文件都必须包含
主磁盘组 ID (dgid)，同样地，每个主系统上的文件都必须包含辅助磁盘组 ID (dgid)。
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

1

在主站点中的一个节点上，显示主磁盘组 ID：
# vxprint -l diskgroup
.....

2

在辅助站点中的每个节点上，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并在一个单独的行中
输入主磁盘组 ID。

3

在主集群的每个集群节点上，编辑 /etc/vx/vras/.rdg 文件并在一个单独的行中
输入辅助磁盘组 ID。

在每个集群上设置 RLINK 的 IP 地址
使用 vradmin 命令创建对象时，需要提供可解析的虚拟 IP 地址，这些地址将作为
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主机名用于建立网络 RLINK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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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集群上设置 RLINK 的 IP 地址

1

使用以下命令确定节点是 CVM 主节点还是从属节点：
# vxdctl -c mode

您必须在 CVM 主节点上配置 RLINK。

2

对于每个集群中运行的每个复制卷组 (RVG)，请在集群中的一个节点上设置一
个虚拟 IP 地址。这些 IP 地址是 RLINK 的一部分。
该示例使用主站点上的集群。
■

公共网络接口为 public_NIC1:2

■

虚拟 IP 地址是 10.10.9.101

■

网络掩码是 255.255.255.0

# ifconfig en0 10.10.9.101 netmask 255.255.255.0 \
broadcast 10.180.95.255 alias
# ifconfig en0 up

3

在辅助站点上，使用相同的命令并在命令中指定接口、IP 地址以及网络掩码的
相应值。
该示例使用辅助站点：

4

■

公共网络接口为 public_NIC1:1

■

虚拟 IP 地址是 10.11.9.102

■

网络掩码是 255.255.255.0

定义虚拟 IP 地址，以对应主站点上虚拟集群中的主机名和辅助站点上虚拟集群
中的主机名。
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所有节点上更新 /etc/hosts 文件。
此示例假设：

5

■

clus1 具有 IP 地址 10.10.9.101

■

clus2 具有 IP 地址 10.11.9.102

使用 ping 命令验证链路是否能正常工作。

设置辅助站点上用于复制的磁盘组
从主站点的主节点中，使用 vradmin 命令在辅助站点上创建复制对象。
设置辅助站点上用于复制的磁盘组

1

从主站点上的集群执行如下格式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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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admin -g dg_pri addsec rvg_pri pri_host sec_host

其中：
■

dg_pri 是 VVR 将复制的主站点上的磁盘组。例如：dbdata_vol

■

rvg_pri 为主站点上的复制卷组 (RVG)。例如：dbdata_rvg

■

pri_host 为主站点上集群的虚拟 IP 地址或可解析虚拟主机名。
例如：10.10.9.101 或 clus1

■

sec_host 为辅助站点上集群的虚拟 IP 地址或可解析虚拟主机名。
例如：10.11.9.102 或 clus2

例如，用于将主站点上的集群添加到复制数据集 (RDS) 的命令为：
vradmin -g dbdatadg addsec dbdata_rvg clus1 clus2

或
vradmin -g dbdatadg addsec dbdata_rvg 10.10.9.101 10.11.9.102

在辅助站点上，上述命令会执行下列任务：
■

使用与主站点上 RVG 相同的名称在指定的磁盘组中创建 RVG

■

将与主站点上的等效卷同名的数据卷和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卷与
指定的 RVG 相关联

■

为数据卷添加数据更改映射 (DCM)

■

使用默认名称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创建集群 RLINK；例如，为该示例创建
的“主站点”RLINK 为 rlk_dbdata_clus2_dbdata_rvg，创建的“辅助站
点”RLINK 为 rlk_dbdata_clus1_dbdata_rvg。
如果使用 10.10.9.101 和 10.11.9.102，则使用默认名称为主站点和辅助站
点创建集群 RLINK；例如，为该示例创建的“主站点”RLINK 是
rlk_10.11.9.102_dbdata_rvg，创建的“辅助站点”RLINK 是
rlk_10.10.9.101_dbdata__rvg。

2

通过执行以下命令验证 RDS 中 RVG 的列表。
# vradmin -g dbdatadg -l printrvg

例如：
Replicated Data Set: dbdata_rvg
Primary:
HostName: 10.180.88.187 <localhost>
RvgName: dbdata_rvg
DgName: dbdata_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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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vol_cnt: 1
vset_cnt: 0
srl: dbdata_srl
RLinks:
name=rlk_clus2_dbdata_rvg, detached=on,
synchronous=off
Secondary:
HostName: 10.190.99.197
RvgName:dbdata_rvg
DgName: dbdatadg
datavol_cnt: 1
vset_cnt: 0
srl: dbdata_srl
RLinks:
name=rlk_clus1_dbdata_rvg, detached=on,
synchronous=off

注意：启动复制后，detached 标志的值将从 ON 状态更改为 OFF。

使用 VVR 启动从主站点数据库卷到辅助站点的复制
为复制设置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后，您就可以启动从主站点到辅助站点的复制
了。
以默认复制设置启动：
■

复制模式：synchronous=off

■

延迟保护：latencyprot=off

■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溢出保护：srlprot=autodcm

■

数据包大小：packet_size=8400

■

网络协议：protocol=TCP

初始同步方法：
■

自动同步

■

与存储检查点完全同步

有关这些设置的修改准则和选择初始同步复制方法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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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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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radmin 命令可通过网络将数据从主站点复制或传输到辅助站点。因为辅助站
点上的集群只使用一个主机名，所以该命令不要求使用 sec_host 参数。
使用自动同步启动复制
◆

从主站点上，使用以下命令自动同步辅助站点上的复制卷组 (RVG)：
vradmin -g disk_group -a startrep pri_rvg sec_host

其中：
■

disk_group 是 VVR 将复制的主站点上的磁盘组

■

pri_rvg 是主站点上复制卷组 (RVG) 的名称

■

sec_host 是辅助站点的虚拟主机名

例如：
# vradmin -g dbdatadg -a startrep dbdata_rvg clus2

使用带存储检查点选项的 vradmin 命令，通过与存储检查点完全同步启动复制。
通过与存储检查点完全同步启动复制

1

从主站点上，通过完全同步（使用 -c checkpoint 选项）同步辅助站点上的
RVG：
vradmin -g disk_group -full -c ckpt_name syncrvg pri_rvg sec_host

其中：
■

disk_group 是 VVR 将复制的主站点上的磁盘组

■

ckpt_name 是主站点上存储检查点的名称

■

pri_rvg 是主站点上 RVG 的名称

■

sec_host 是辅助站点的虚拟主机名

例如：
# vradmin -g dbdatadg -c dbdata_ckpt syncrvg dbdata_rvg clus2

2

要在完全同步后启动复制，请输入以下命令：
# vradmin -g dbdatadg -c dbdata_ckpt startrep dbdata_rvg clus2

验证复制是否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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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复制状态

1

检查 VVR 复制状态：
# vradmin -g disk_group_name repstatus rvg_name

2

从输出中的 flags 部分查看状态。该输出内容可能显示为 connected 和
consistent。 例如：
# vxprint -g dbdatadg -l rlk_clus2_dbdata_rvg
Rlink: rlk_clus2_dbdata_rvg
info: timeout=500 packet_size=8400 rid=0.1078
latency_high_mark=10000 latency_low_mark=9950
bandwidth_limit=none
state: state=ACTIVE
synchronous=off latencyprot=off srlprot=autodcm
.
.
protocol: UDP/IP
checkpoint: dbdata_ckpt
flags: write enabled attached consistent connected
asynchronous

配置 Veritas Cluster Server 以便使用 VVR 复制数据库
卷
针对全局集群配置完两个集群并针对复制设置了数据库之后，请配置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以便为数据库提供高可用性。具体地说，就是配置 VCS 代理来控制集
群资源，包括复制资源。
表 9-4

配置 VCS 以使用 VVR 复制数据库卷的任务

任务

说明

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配置

请参见第 175 页的“修改主站点上的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

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置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置”。

必须针对复制进行配置或修改的资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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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修改 VCS 资源以便使用 VVR 复制

资源

修改

日志所有者服务组

创建一个包含 RVGLogowner 资源的日志所有者服务组。
RVGLogowner 资源由以下对象使用：

复制卷组 (RVG) 服务组

■

用于 RVG 的 RLINK

■

RVGLogowner 资源。RVG 及其相关磁盘组定义为
RVGLogowner 资源的属性。

创建一个包含 RVGShared 资源复制对象的 RVG 组。 在一
个并行服务组内同时定义 RVGShared 资源和 CVMVolDg 资
源。 将该组定义为并行，是因为它可能同时在所有集群节点
上处于联机状态。
RVG 日志所有者服务组对包含 RVG 的服务组具有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
VCS 使用下列代理控制下列资源：
■

使用 RVGLogowner 代理控制 RVGLogowner 资源

■

使用 RVGShared 代理控制 RVGShared 资源

CVMVolDg 资源

CVMVolDg 资源中没有为 CVMVolume 属性指定复制服务
卷；相应的卷包含在 RVG 资源中。CVMVolDg 资源的
CVMVolume 属性为空，因为 RVG 中的所有卷都由
RVGShared 资源的 RVG 属性定义。 RVG 服务组对 CVM 服
务组具有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

RVGSharedPri 资源

将 RVGSharedPri 资源添加到现有的数据库服务组。必须将
CVMVolDg 资源从现有的数据库服务组中删除。

数据库服务组

现有的数据库服务组为并行组，包括数据库资源、CVMVolDg
资源以及 CFSMount 资源（如果该数据库驻留在集群文件系
统中）。通过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集群指定为
ClusterList 组属性的值，将数据库服务组定义为全局组。

有关服务复制资源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指南》。
在现有数据库上设置复制后，请查看下列显示对 VCS 配置所做更改的图解。父组和
子组之间的所有依赖关系均为 online local firm。因为 CVM 服务组的定义不需要更
改，所以该服务组在所有图解中都相同。
针对复制进行修改前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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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复制 AIX 上的 Oracle RAC 进行修改前的依赖关系

图 9-1

ora_db1

Oracle 组（并行）

Oracle
ora_db1_mnt

CFSMount
ora_db1_voldg1

CVMVoIDG

CVM（并行）
cssd

应用程序
crs_ora_mnt
ora_privnic

CFS_Mount

PrivNIC

orabin_mnt

CFSMount

vxfsckd

CFSfsckd

crs_voldg

CVMVoI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针对复制进行修改后的配置：

orabbin_voldg

CVMVoI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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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复制 AIX 上的 Oracle RAC 进行修改后的依赖关系图解

图 9-2

Oracle 组（并行）

Logowner 组（故障转移）
rvg_logowner

rac_db

Oracle

RVGLogowner
logowner_ip

oradata_mnt

CFSMount

IP
ora_vvr_shpri

nic

RVGSharedPri

NIC

RVG 组（并行）
racdata_rvg

RVGShared
racdata_voldg

CVMVoIDG

CVM（并行）
cssd

应用程序
crs_ora_mnt
ora_privnic

CFS_Mount

PrivNIC

orabin_mnt

CFSMount

vxfsckd
crs_voldg

CVMVoIDG

CFSfsckd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orabbin_voldg

CVMVoI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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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主站点上的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
下面列出了修改主站点上现有 VCS 配置所需的任务：
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配置的任务

表 9-6
任务

说明

配置两个服务组：

请参见第 176 页的“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一个包含 RVGLogowner 资源的日志所有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
者组。
置”。
■ 包括 RVGShared 资源复制对象的复制卷
组 (RVG)。
■

将 RVGSharedPri 资源添加到现有的数据库
服务组并通过设置 ClusterList 和
ClusterFailOverPolicy 属性将该组定义为全
局组。

请参见第 176 页的“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
置”。

将 CVMVolDg 资源从现有的数据库服务组移 请参见第 176 页的“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动到新建的 RVG 组。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
置”。
查看系统中的 main.cf 文件示例：

请参见第 175 页的“查看 SF Oracle RAC 的示
例配置文件”。

查看 SF Oracle RAC 的示例配置文件

1

切换目录以便查找示例 main.cfs：
# cd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

2

输入以下命令：
# ls *sfrac*
sfrac07_main.cf sfrac08_main.cf

下列文件包括 CVM/VVR 配置示例：
■

对于主节点：sfrac_07_main.cf

■

对于辅助节点：sfrac_08_main.cf

请参见第 193 页的“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示例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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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主站点上的 VCS

1

登录到主集群上的一个节点。

2

使用以下命令将现有配置保存到磁盘，然后在进行更改时使配置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3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 main.cf 文件的备份副本：
# cd /etc/VRTSvcs/conf/config
# cp main.cf main.orig

4

使用 vi 或其他文本编辑器编辑 main.cf 文件。 安装产品后，请查看示例配置文
件。
针对集群和节点使用相应的值添加一个故障转移服务组。 包括下列资源：
■

RVGLogowner 资源。该组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充当日志所有者（为复制数
据而连接到第二个集群的节点）。

■

IP 资源

■

NIC 资源

以下是针对不同平台的 RVGLogowner 服务组示例。
适用于 Oracle RAC 的示例：
group rlogowner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
IP logowner_ip (
Device = en0
Address = "10.10.9.101"
NetMask = "255.255.255.0"
)
NIC nic (
Device = en0
NetworkType = ether
NetworkHosts = "10.10.8.1"
)
RVGLogowner logowner (
RVG = dbdata_rvg
DiskGroup = dbdatad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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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logowner requires logowner_ip
logowner_ip requires nic

5

针对您的集群和节点使用相应的值添加 RVG 服务组。
RVGgroup 服务组示例：
group RVGgrou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1, sys2 }
)
RVGShared dbdata_rvg (
RVG = dbdata_rvg
DiskGroup = dbdatadg
)
CVMVolDg dbdata_voldg (
CVMDiskGroup = dbdatadg
CVMActivation = sw
CVMVolume = { dbvol, dbdata_srl }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dbdata_rvg requires dbdata_voldg

6

针对集群和节点使用相应的值修改数据库服务组：
■

通过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集群指定为 ClusterList 组属性的值，将数据
库服务组定义为全局组。参见以下示例中以粗体显示的属性。

■

添加 ClusterFailOverPolicy 集群属性。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 Manual 值。
参见本示例中以粗体显示的属性。

■

将 RVGSharedPri 资源添加到组配置。

■

如果在以前的配置中已经配置了 CVMVolDg 资源，请将其删除。 该资源现
在属于 RVG 服务组。

■

指定该服务组（online、local、firm）依赖于 RVG 服务组。

■

删除该数据库服务组对 CVM 服务组的现有依赖关系。 删除以下行：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

删除数据库的 CFSMount 与数据库的 CVMVoldg 之间的现有依赖关系。删
除以下行：
dbdata_mnt requires dbdata_vol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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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下面的配置示例。

7

保存并关闭 main.cf 文件。

8

建议在两个集群上将 IP 资源类型的“OnlineRetryLimit”和
“OfflineWaitLimit”属性修改为 1：
# hatype -modify IP OnlineRetryLimit 1
# hatype -modify IP OfflineWaitLimit 1

9

使用以下命令验证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文件的语法：
# hacf -verify /etc/VRTSvcs/conf/config

10 停止和重启 VCS。
# hastop -all -force

等待端口 h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然后在所有主节点上以新配置重启 VCS：
# hastart

针对复制配置的数据库服务组的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 HA) 示例：
group database_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ClusterList = { clus1 = 0, clus2 = 1 }
Parallel = 1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sys1,sys2 }
OnlineRetryLimit = 3
TriggerResStateChange = 1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FSMount dbdata_mnt (
MountPoint = "/db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dbdatadg/dbdata_vol"
)
Process vxfend (
PathName = "/sbin/vxf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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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s = "-m sybase -k /tmp/vcmp_socket"
)
RVGSharedPri dbdata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db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oradata_mnt requires dbdata_vvr_shpri

针对复制配置的数据库服务组的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示例：
group database_grp (
SystemList = { sys1 = 0, sys2 = 1 }
ClusterList = { clus1 = 0, clus2 = 1 }
Parallel = 1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sys1,sys2 }
)
CFSMount oradata_mnt (
MountPoint = "/ora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atadg/racdbdata_vol"
)
RVGSharedPri ora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rac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Oracle rac_db (
Sid @sys1 = vrts1
Sid @sys2 = vrts2
Owner = Oracle
Home = "/oracle/orahome"
StartUpOpt = SRVCTLSTART
ShutDownOpt = SRVCTLSTOP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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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data_mnt requires ora_vvr_shpri
rac_db requires oradata_mnt

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配置
修改辅助站点上现有 VCS 配置这一过程包括以下重点内容：
■

添加日志所有者服务组和复制卷组 (RVG) 服务组。

■

添加一个用于管理数据库和支持资源的服务组。

■

定义复制对象和代理，以便辅助站点上的集群可以随主集群一起运行。

这些步骤类似于在主站点上执行的步骤。
修改辅助站点上的 VCS

1

以 root 身份登录到辅助站点上的一个节点。

2

执行更改时，使用以下命令将现有配置保存到磁盘并将其属性设为只读：
# haconf -dump -makero

3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 main.cf 文件的备份副本：
# cd /etc/VRTSvcs/conf/config
# cp main.cf main.orig

4

使用 vi 或其他文本编辑器编辑 main.cf 文件。 在辅助站点上编辑 CVM 组。
安装 VCS 之后，请查看配置文件示例以了解 CVM 配置。
请参见第 175 页的“查看 SF Oracle RAC 的示例配置文件”。
在我们提供的示例中，辅助站点包含由节点 sys3 和 sys4 组成的 clus2。修改
辅助站点上的 CVM 服务组时，请参考主站点上的 CVM 组。

5

针对集群和节点使用相应的值添加一个故障转移服务组。 包括下列资源：
■

RVGLogowner 资源。该组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充当日志所有者（为复制数
据而连接到第二个集群的节点）。

■

IP 资源

■

NIC 资源

RVGLogowner 服务组示例：
group rlogowner (
SystemList = { sys3 = 0, sys4 = 1 }
AutoStartList = { sys3, sys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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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logowner_ip (
Device = en0
Address = "10.11.9.102"
NetMask = "255.255.255.0"
)
NIC nic (
Device = en0
NetworkHosts = { "10.10.8.1" }
NetworkType = ether
)
RVGLogowner logowner (
RVG = dbdata_rvg
DiskGroup = dbdatadg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logowner requires logowner_ip
logowner_ip requires nic

6

针对您的集群和节点使用相应的值添加 RVG 服务组。
以下是 RVGgroup 服务组的示例：
group RVGgroup (
SystemList = { sys3 = 0, sys4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3, sys4 }
)
RVGShared dbdata_rvg (
RVG = dbdata_rvg
DiskGroup = dbdatadg
)
CVMVolDg dbdata_voldg (
CVMDiskGroup = dbdatadg
CVMActivation = sw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dbdata_rvg requires dbdata_vol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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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议在两个集群上将 IP 资源类型的“OnlineRetryLimit”和
“OfflineWaitLimit”属性修改为 1：
# hatype -modify IP OnlineRetryLimit 1
# hatype -modify IP OfflineWaitLimit 1

8

添加数据库服务组。配置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库服务组时，请将主站点上的数据
库服务组用作范例。
■

通过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集群指定为 ClusterList 组属性的值，将数据
库服务组定义为全局组。

■

为该全局组指定与主站点上的组相同的名称。例如，database_grp。

■

包括 ClusterList 和 ClusterFailOverPolicy 集群属性。 Symantec 建议您使
用 Manual 值。

■

将 RVGSharedPri 资源添加到组配置。

■

如果在以前的配置中已经配置了 CVMVolDg 资源，请将其删除。 该资源现
在属于 RVG 服务组。

■

指定该服务组（online、local、firm）依赖于 RVG 服务组。

请参见下面的配置示例。

9

保存并关闭 main.cf 文件。

10 使用以下命令验证 /etc/VRTSvcs/conf/config/main.cf 文件的语法：
# hacf -verify /etc/VRTSvcs/conf/config

11 停止和重启 VCS。
# hastop -all -force

等待端口 h 在所有节点上停止（一个节点上停止一次），然后在所有主节点上
以新配置重启 VCS。
# ha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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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验证 VCS 是否已使所有资源联机。 在一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hagrp -display

数据库、RVG 和 CVM 组在主站点的这两个节点上都处于联机状态。
RVGLogOwner 和 ClusterService 组在集群的一个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如果
RVG 组或 RVGLogOwner 组部分联机，请使用 hagrp -online 命令手动使该
组联机。上述信息适用于辅助站点，但是不包括必须脱机的数据库组。

13 对于 AIX，在主站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hagrp -online rlogowner -sys sys1
# hagrp -online database_grp -sys sys1
VCS WARNING V-16-1-50817 Please use hagrp -online -force to
online a global group for the first time
# hagrp -online -force database_grp -sys sys1

在辅助站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hagrp -online rlogowner -sys sys3

14 验证服务组及其资源是否联机。 在一个节点上，输入以下命令：
# hagrp -display

数据库服务组在辅助站点上处于脱机状态，而 ClusterService、CVM、RVG log
owner 和 RVG 组处于联机状态。
这将完成使用 VVR 进行复制来设置全局集群的过程。Symantec 建议先对全局
集群进行测试，然后再将其投入生产。
辅助站点上 Oracle RAC 数据库组的示例：
group database_grp (
SystemList = { sys3 = 0, sys3 = 1 }
ClusterList = { clus2 = 0, clus1 = 1 }
Parallel = 1
OnlineRetryInterval = 300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sys3, sys4 }
)
RVGSharedPri dbdata_vvr_shp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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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gResourceName = rdb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CFSMount dbdata_mnt (
MountPoint = "/db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dbdatadg/dbdata_vol"
Critical = 0
)RVGSharedPri dbdata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db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Oracle rac_db (
Sid @sys3 = vrts1
Sid @sys4 = vrts2
Owner = Oracle
Home = "/oracle/orahome"
Pfile @sys3 = "/oracle/orahome/dbs/initvrts1.ora"
Pfile @sys4 = "/oracle/orahome/dbs/initvrts2.ora"
StartUpOpt = SRVCTLSTART
ShutDownOpt = SRVCTLSTOP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dbdata_mnt requires dbdata_vvr_shpri
rac_db requires dbdata_mnt
RVGSharedPri dbdata_vvr_shpri (
RvgResourceName = db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dbdata_mnt requires dbdata_vvr_shpri

全局并行集群的复制用例
有关全局集群的 VCS 命令的信息：
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如果已将两个集群配置为使用 VVR 进行复制，则支持下列复制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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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7

全局并行集群的复制用例

管理选项

说明

将主站点的角色迁移到远程站点

迁移是指有计划地将主复制主机角色从一个集群转
移到远程集群。 通过转移，远程集群上的应用程序
可以活动使用复制数据。 而以前的主集群不再执行
维护或其他活动。

由辅助站点接管主站点的角色

如果意外事件（例如灾难）导致故障，因而需要在
远程集群上将使用复制数据的应用程序联机时，会
发生接管。

将主站点上的角色迁移到辅助站点

请参见第 186 页的“将主站点的角色迁移到远程站
点”。

将新主站点的角色迁回原始主站点

请参见第 187 页的“将新主站点的角色迁回原始主站
点”。

中断后接管

请参见第 188 页的“中断后接管”。

中断后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189 页的“中断后重新同步”。

更新 rlink

请参见第 189 页的“更新 rlink”。

在 VCS 中配置了复制对象后，您就可以使用 VCS 命令将主站点上集群的角色迁移
到远程集群。在下面的过程中，VCS 使复制的数据库服务组 database_grp在主站点
上脱机并使其在辅助站点上联机；现在辅助站点承担主站点的角色。
注意：hagrp -switch 命令不能在一个集群内或全局集群环境中的集群间迁移并行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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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主站点的角色迁移到远程站点

1

在主站点上，使用以下命令使数据库服务组在所有节点上脱机。
# hagrp -offline database_grp -any

等待 VCS 使所有数据库服务组在主站点上脱机。

2

验证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间的 RLINK 是否为最新的。使用带 status 选项的
vxrlink -g 命令并为主集群指定 RLINK。您可以从主集群的任意节点上使用
该命令。
例如：
# vxrlink -g data_disk_group status rlk_clus2_dbdata_rvg

其中，rlk_clus1_dbdata_rvg 为 RLINK。

3

在当前作为新主站点的辅助站点上，使所有节点上的数据库服务组联机：
# hagrp -online database_grp -any

在将主站点的角色迁移到辅助站点后，可使用 VCS 命令将新主站点上集群的角色迁
移到原始主站点。在下面的过程中，VCS 使复制的数据库服务组 database_grp 在
新主站点（即原来的辅助站点）上脱机并使其在原始主站点上联机；现在原始主站
点承担主站点的角色。
注意：hagrp -switch 命令不能在一个集群内或全局集群环境中的集群间迁移并行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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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主站点的角色迁回原始主站点

1

确保所有数据库资源都处于联机状态，并将 database_grp 组切换回原始主站
点。
在远程站点上执行以下命令：
# hagrp -offline database_grp -any

2

验证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间的 RLINK 是否为最新的。使用带 status 选项的
vxrlink -g 命令并为主集群指定 RLINK。您可以从当前主集群的任意节点上
使用该命令。
例如：
# vxrlink -g data_disk_group status rlk_clus1_dbdata_rvg

其中，rlk_clus1_dbdata_rvg 为 RLINK。

3

确保 database_grp 在新主站点上处于脱机状态。然后，在原始主站点上执行以
下命令以使 database_grp 联机：
# hagrp -online database_grp -any

当辅助站点上的远程集群启动使用复制数据的应用程序时，就发生了接管。如果辅
助站点认为主站点已死，或者主站点因未知原因而不可访问，就可能会发生这种情
况。有关接管主节点角色的概念的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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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启用辅助站点以接管主角色之前，辅助站点上的管理员必须“声明”远程站点
（在本示例中为主站点）上的故障类型，并使用 haclus 命令的一个选项指定故障
类型。
接管选项包括：
表 9-8

全局并行集群的接管选项

接管选项

说明

灾难

当主站点上的集群不可访问并显示为死点时，管理员将该故
障类型声明为“灾难”。 例如，火灾可能会毁掉数据中心
（包括主站点和卷中的所有数据）。 执行该声明之后，管理
员可使服务组在辅助站点上联机，这样，辅助站点便承担了
“主”站点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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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选项

说明

中断

当辅助站点的管理员了解到主站点由于已知原因（如临时停
电）而不可访问时，管理员可能会将该故障声明为“中断”。
通常，管理员期望主站点返回其原始状态。
执行中断声明之后，RVGSharedPri 代理启用 DCM 日志记
录，同时辅助站点承担主复制角色。 在原始主站点恢复运行
并返回其原始状态之后，借助 DCM 日志记录，可以在将数
据重新同步到原始集群时，使用快速故障回复重新同步。
尝试使用快速故障回复选项将数据从当前主站点重新同步到
原始主站点之前，需要在原始主站点上采取预防措施，即捕
获原始数据的快照。 该操作可以提供原始主站点的有效数据
副本，这样如果在重新同步完成之前当前主站点发生了故
障，仍可使用该副本。

断开

如果两个集群运行正常，而集群间的心跳链接失败，会出现
裂脑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员可以将该故障声明为“断
开连接”，这意味着辅助站点不会尝试接管主站点的角色。
该声明只是一个建议，同时会在 VCS 日志中生成一条消息，
表明故障是因网络中断而不是服务器中断导致的。

副本

极少数情况下，使用快速故障回复方法将数据从当前主站点
重新同步到原始主站点时，当前主站点可能会突然变得无法
访问。为应对这种情况，原始主站点上的管理员可能会使用
在启动快速故障回退之前捕获的数据快照（如果有）。 在这
种情况下，将故障类型指定为“副本”。

该示例说明了中断后的接管和重新同步所需的步骤。
中断后接管

1

从辅助站点的任一节点上，执行 haclus 命令：
# haclus -declare outage -clus clus1

2

声明远程集群的状态以后，使 database_grp 服务组在辅助站点上联机。例如：
# hagrp -online -force database_grp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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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后重新同步

1

在原始主站点上，在重新同步复制卷组 (RVG) 之前创建其快照，以应对重新同
步期间当前主站点发生故障的情况。假定磁盘组为 data_disk_group，RVG 为
dbdata1_rvg，键入以下命令：
# vxrvg -g data_disk_group -F snapshot dbdata_rvg

有关 RVG 快照的详细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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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重新同步 RVG。 从当前主站点的任何节点上，执行 hares 命令并指定 -action
选项和 fbsync 操作标记来重新同步 RVGSharedPri 资源。例如：
# hares -action dbdata_vvr_shpri fbsync -sys sys3
# vxdctl -c mode

3

根据从当前主站点到原始主站点的数据重新同步是否成功，执行以下命令之
一：
■

如果数据的重新同步成功，则使用 vxrvg 命令并指定 snapback 选项将原始
主站点上的快照卷重新挂接到指定 RVG 中的原始卷：
# vxrvg -g data_disk_group snapback dbdata_rvg

■

如果重新同步数据的尝试失败（例如，重新同步过程中主 RVG 发生灾难），
可能会生成不一致的数据。
您可以通过步骤 1 中捕获的快照还原 RVG 数据卷的内容：
# vxrvg -g data_disk_group snaprestore dbdata_rvg

如果 rlink 不是最新的，请使用 hares -action 命令与 resync 操作令牌来重新同
步 RVG。
更新 rlink
◆

在主集群中的任何节点上（在此情况下是 sys1）执行以下示例命令，指定
RVGSharedPri 资源 dbdata_vvr_shpri：
# hares -action dbdata_vvr_shpri resync -sys sy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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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参考资料

■

A. 示例配置文件

5

192

附录

A

示例配置文件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示例配置文件

■

关于适用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的 main.cf 示例文
件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示例配置文件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提供了多个说明不同方案的示例配置文件。可
以使用这些示例文件作为准则来设置集群环境。这些示例文件位于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 中。
本节简要介绍了每个示例文件，并说明了每个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本节不包括
main.cf 文件的副本。
下列示例文件是灾难恢复用例的有用参考：
■

sfrac02_main.cf 文件

■

sfrac11_main.cf 文件

■

请参见第 203 页的“防火练习服务组配置示例”。

sfrac02_main.cf 文件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

双节点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集群。

■

Oracle 数据库存储在 CFS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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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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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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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racle Cluster Registry (OCR) 和 voting 磁盘都存储在 CVM 原始卷中。

图 A-1 说明了该配置。
sfrac02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1

oradb_grp（并行）
ora_db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IDG

cvm（并行）
cssd
Application
ora_priv
vxfsckd

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07_main.cf 和 sfrac08_main.cf 文件
示例配置 sfrac07_main.cf 介绍了主站点的灾难恢复配置。示例配置 sfrac08_main.cf
介绍了辅助站点的灾难恢复配置。该配置使用 VVR 复制这两个站点之间的数据。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

两个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集群（每个集群由两个节点组成）驻
留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

存储在 CFS 中的单个 Oracle 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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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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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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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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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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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RVG 组下配置跨站点复制的共享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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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据库组将在主集群中处于联机状态。 RVGSharedPri 资源确定使数据库组联
机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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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A-2 说明了该配置。主站点与辅助站点上的服务组配置相同。 但这两个站点间组
的可用性（联机/脱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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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07_main.cf 和 sfrac08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2

rlogowner（故障转移）
oradb_grp（并行）
logowner

ora_db

RVGLogowner

Oracle

logowner_ip

oradata_mnt
CFSMount

IP

ora_vvr_sharedpri

nic
NIC

RVGSharedPri

RVGgroup（并行）
racdata_rvg
RVGShared
racdata_voldg
CVMVoIDG

cvm（并行）
cssd
Application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09_main.cf 和 sfrac10_main.cf 文件
示例配置 sfrac09_main.cf 介绍了主站点的灾难恢复配置。示例配置 sfrac10_main.cf
介绍了辅助站点的灾难恢复配置。该示例配置使用 EMC SRDF 技术复制这两个站点
间的数据。
注意：可以将其他支持的基于硬件的复制技术与该配置结合使用。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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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集群（每个集群由两个节点组成）驻
留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

存储在 CFS 中的单个 Oracle 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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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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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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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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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MC SRDF 用于复制站点间的数据。

■

在数据库组中的 SRDF 资源下指定使用 SRDF 技术和复制模式跨站点复制的 SRDF
磁盘组。 必须在数据库组中的 CVMVolDg 资源下配置由 SRDF 磁盘组构成的
CVM 磁盘组。

■

数据库组将在主集群中处于联机状态。 SRDF 资源确定使数据库组联机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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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A-3 说明了主站点上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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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09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3

oradb_grp（并行）
ora_db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lDG
gc_srdf
SRDF
cvm（并行）
cssd
Application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图 A-4 说明了辅助站点上的配置。

PrivNIC

示例配置文件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示例配置文件

sfrac10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4

Async_ReplicatedDataGroup（并行）
ora_db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lDG
gc_srdf
SRDF
cvm（并行）
cssd
Application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11_main.cf 文件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

具有四个节点的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校园集群驻留在两个站点
中。

■

每个站点由承载单个数据库的双节点集群组成。

■

Oracle 数据库存储在 CFS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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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Oracle Clusterware 使用 NIC1 上的 IP 地址。
而 NIC2 上的第二个 IP 地址用于 Oracle 数据库缓存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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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 IP 地址由 MultiPrivNIC 代理管理用于提高可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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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 SystemZones 属性将每个物理站点中的主机分组到不同的逻辑系统区域。

图 A-5 说明了该配置。
sfrac11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5

oradb_grp（并行）
ora_db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IDG

cvm（并行）
cssd
Application

ocrvote_mnt

multipriv

CFSMount
vxfsckd

Multi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sfrac12_main.cf 和 sfrac13_main.cf 文件
示例配置 sfrac12_main.cf 介绍了主站点的灾难恢复配置。示例配置 sfrac13_main.cf
介绍了具有防火练习功能的辅助站点的灾难恢复配置。该示例配置使用 Hitachi True
Copy 技术复制这两个站点间的数据。
注意：可以将其他支持的基于硬件的复制技术与该配置结合使用。
该示例文件说明了以下配置：

示例配置文件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示例配置文件

■

两个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集群（每个集群由两个节点组成）驻
留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

存储在 CFS 中的单个 Oracle 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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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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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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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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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itachi True Copy 用于复制站点间的数据。

■

在数据库组中的 HTC 资源下指定使用 HTC 技术和复制模式跨站点复制的 HTC
磁盘组。 必须在数据库组中的 CVMVolDg 资源下配置由 HTC 磁盘组构成的 CVM
磁盘组。

■

数据库组将在主集群中处于联机状态。 HTC 资源确定使数据库组联机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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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针对防火练习，对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库组 oradb_grp_fd 进行配置。

■

使 oradb_grp_fd 组联机后，HTCSnap 会创建在数据库组 oradg_grp 中的 HTC
资源下配置的磁盘组的快照。
此外，使用由 HTCSnap 创建的快照使 Oracle 数据库以及在服务组 oradb_grp_fd
下配置的关联卷和装入点联机。

图 A-6 说明了主站点上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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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rac12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6

oradb_grp（并行）
ora_db
Oracle
oradata_m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
CVMVolDG
gc_htc
HTC
cvm（并行）
cssd
Application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图 A-7 说明了辅助站点上的配置。

PrivNIC

示例配置文件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示例配置文件

sfrac13_main.cf 文件的服务组配置

图 A-7

oradb_grp_fd（并行）

oradb_grp（并行）

ora_db_fd

ora_db
Oracle

Oracle

oradata_mnt_fd

oradata_mnt
CFSMount

CFSMount
oradata_voldg_fd

oradata_voldg

CVMVolDG

CVMVolDG
gc_htc

HTCSnap-gc_htc
HTCSnap

HTC

cvm（并行）
cssd
Application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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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集群（每个集群由两个节点组成）驻
留在不同的地理位置。

■

存储在 CFS 中的单个 Oracle 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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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数据库使用 Oracle UDP IPC 进行数据库缓存熔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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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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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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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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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RVG 组下配置跨站点复制的共享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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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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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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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A-8 说明了该配置。

示例配置文件
关于适用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的 main.cf 示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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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练习的服务组配置

图 A-8

oradb_grp_fd（并行）

oradb_grp（并行）

oradb_fd
Oracle
oradb_grp-snaporadata_mnt Offline local
CFSMount
racdata_rvg-sos

rlogowner（故障转移）
logowner

oradb

RVGLogowner

Oracle

logowner_ip

oradb_mnt
CFSMount

IP

ora_vvr_sharedpri

RVGSnapshot

nic
NIC

RVGSharedPri
Online local firm

RVGgroup
（并行）

Online local firm

racdata_rvg
RVGShared
racdata_voldg
CVMVoIDG
Online local firm

cvm（并行）
cssd
Application

ocrvote_mnt

ora_priv

CFSMount

vxfsckd

PrivNIC

CFSfsckd
CVMVoIDG
ocrvote_voldg

cvm_clus
CVMCluster
cvm_vxconfigd
CVMVxConfigd

关于适用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的 main.cf 示例文件
您可以检查 VCS 配置文件 main.cf 以便验证 SF Oracle RAC 安装和配置。
针对以下 Oracle RAC 配置提供了 main.cf 示例文件：
■

在两个集群间复制数据
■

为采用 CVM VVR 配置的主站点进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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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采用 CVM VVR 配置的辅助站点进行复制

CVM/VVR 主站点上的 Oracle 10g 的示例 main.cf
以下是此示例 main.cf 的配置详细信息：
■

配置文件名：cvmvvr_primary_main.cf

■

更通用的用途是可具有多个 Oracle 数据库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s.cf"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OracleTypes.cf"
"PrivNIC.cf"
"VVRTypes.cf"
"VVRTypes.cf"
"VVRTypes.cf"
"/etc/VRTSvcs/conf/config/VVRTypes.cf"

cluster rac_cluster101 (
UserNames = { admin = bopHo }
ClusterAddress = "10.10.10.101"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UseFence = SCSI3
)
remotecluster rac_cluster102 (
ClusterAddress = "10.11.10.102"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rac_cluster102 }
Arguments @rac_cluster102 = { "10.11.10.102" }
)
system galaxy (
)
system nebula (
)
group ClusterService (
SystemList = { galaxy = 0, nebula = 1 }
AutoStartList = { galaxy, nebula }

示例配置文件
关于适用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SF) for Oracle RAC 的 main.cf 示例文件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Application wac (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top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op"
MonitorProcesses = { "/opt/VRTSvcs/bin/wac" }
RestartLimit = 3
)
IP gcoip (
Device = en0
Address = "10.10.10.101"
NetMask = "255.255.240.0"
)
NIC csgnic (
NetworkHosts = { "10.10.12.2", "10.10.12.3" }
Device = en0
)
gcoip requires csgnic
wac requires gcoip
group RVGgroup (
SystemList = { galaxy = 0, nebula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galaxy, nebula }
)
CVMVolDg racdata_voldg (
CVMDiskGroup = oradatadg
CVMActivation = sw
)
RVGShared racdata_rvg (
RVG = rac1_rvg
DiskGroup = oradatadg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racdata_rvg requires racdata_voldg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galaxy = 0, nebula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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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galaxy, nebula }
)
Application cssd (
Critical = 0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ops/bin/cssd-online"
StopProgram = "/opt/VRTSvcs/ops/bin/cssd-offline"
CleanProgram = "/opt/VRTSvcs/ops/bin/cssd-clean"
MonitorProgram = "/opt/VRTSvcs/ops/bin/cssd-monitor"
OnlineRetryLimit = 20
)
CFSfsckd vxfsckd (
)
CFSMount ocrvote_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crvote"
BlockDevice = "/dev/vx/dsk/ocrvotedg/ocrvotevol"
)
CVMVolDg ocrvote_voldg (
Critical = 0
CVMDiskGroup = ocrvotedg
CVMVolume = { ocrvotevol }
CVMActivation = sw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PrivNIC ora_priv (
Critical = 0
Device = { en1 = 0, en2 = 1}
Address@galaxy = "192.168.12.1"
Address@nebula = "192.168.12.2"
NetMask = "255.255.240.0"
)

cssd requires ocrvote_mnt

示例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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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d requires ora_priv
cssd requires ora_priv
ocrvote_mnt requires ocrvote_voldg
ocrvote_mnt requires vxfsckd
ocrvote_voldg requires cvm_clus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group oradb1_grp (
SystemList = { galaxy = 0, nebula = 1 }
Parallel = 1
ClusterList = { rac_cluster101 = 0, rac_cluster102 = 1 }
OnlineRetryInterval = 300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oStartList = { galaxy, nebula }
Authority = 1
)
CFSMount oradata_mnt (
MountPoint = "/ora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atadg/oradatavol"
)
Oracle ora1 (
Critical = 0
Sid @galaxy = vrts1
Sid @nebula = vrts2
Owner = oracle
Home = "/app/oracle/orahome"
StartUpOpt = SRVCTLSTART
ShutDownOpt = SRVCTLSTOP
)
RVGSharedPri ora_vvr_sharedpri (
RvgResourceName = rac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ora1 requires oradata_mnt
oradata_mnt requires ora_vvr_sharedpri
group rlogowner (
SystemList = { galaxy = 0, nebula = 1 }
AutoStartList = { galaxy, nebu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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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RetryLimit = 2
)
IP logowner_ip (
Device = en0
Address = "10.10.9.101"
NetMask = "255.255.240.0"
)
RVGLogowner logowner (
RVG = rac1_rvg
DiskGroup = oradatadg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logowner requires logowner_ip
logowner_ip requires nic
group VxSS (
SystemList = { north = 0, south = 1 }
Parallel = 1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Phantom phantom_vxss (
)
ProcessOnOnly vxatd (
IgnoreArgs = 1
PathName = "/opt/VRTSat/bin/vxatd"
)
group CMC (
SystemList = { north, south }
AutoStartList = { north, south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lusterConnectorConfig CMC_ClusterConfig (
MSAddress = "mgmtserver1.symantecexample.com"
MSPort = 14145
ClusterId = "1145613636"
ClusterType = "vcs"
ClusterPort = 14141
VCSLoggingLevel = "TAG_A"
Logging = "/opt/VRTScmccc/conf/cc_logging.properties"

示例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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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ConnectorVersion = "5.0.1000.0"
)
Process CMC_ClusterConnector (
PathName = "/bin/sh"
Arguments = "/opt/VRTScmccc/bin/cluster_connector.sh"
)
CMC_ClusterConnector requires CMC_ClusterConfig

CVM/VVR 辅助站点上的 Oracle 10g 的示例 main.cf
以下是此示例 main.cf 的配置详细信息：
■

配置文件名：cvmvvr_secondary_main.cf

■

更通用的用途是可具有多个 Oracle 数据库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types.cf"
"CFSTypes.cf"
"CVMTypes.cf"
"OracleTypes.cf"
"PrivNIC.cf"
"VVRTypes.cf"

cluster rac_cluster102 (
UserNames = { admin = bopHo }
ClusterAddress = "10.11.10.102"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UseFence = SCSI3
)
remotecluster rac_cluster101 (
ClusterAddress = "10.10.10.101"
)
heartbeat Icmp (
ClusterList = { rac_cluster101 }
Arguments @rac_cluster101 = { "10.10.10.101" }
)
system mercury (
)
system jupit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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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ClusterService (
SystemList = { mercury = 0, jupiter = 1 }
AutoStartList = { mercury, jupiter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Application wac (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art"
StopProgram = "/opt/VRTSvcs/bin/wacstop"
MonitorProcesses = { "/opt/VRTSvcs/bin/wac" }
RestartLimit = 3
)
IP gcoip (
Device = en0
Address = "10.11.10.102"
NetMask = "255.255.240.0"
)
gcoip requires csgnic
wac requires gcoip
group RVGgroup (
SystemList = { mercury = 0, jupiter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mercury, jupiter }
)
CVMVolDg racdata_voldg (
CVMDiskGroup = oradatadg
CVMActivation = sw
)
RVGShared racdata_rvg (
RVG = rac1_rvg
DiskGroup = oradatadg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racdata_rvg requires racdata_voldg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mercury = 0, jupiter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示例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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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tartList = { mercury, jupiter }
)
Application cssd (
Critical = 0
StartProgram = "/opt/VRTSvcs/ops/bin/cssd-online"
StopProgram = "/opt/VRTSvcs/ops/bin/cssd-offline"
CleanProgram = "/opt/VRTSvcs/ops/bin/cssd-clean"
MonitorProgram = "/opt/VRTSvcs/ops/bin/cssd-monitor"
OnlineRetryLimit = 20
)
CFSfsckd vxfsckd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rac_cluster102
CVMNodeId = { mercury = 0, jupiter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FSMount ocrvote_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crvote"
BlockDevice = "/dev/vx/dsk/ocrvotedg/ocrvotevol"
)
CVMVolDg ocrvote_voldg (
Critical = 0
CVMDiskGroup = ocrvotedg
CVMVolume = { ocrvotevol }
CVMActivation = sw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PrivNIC ora_privnic (
Critical = 0
Device = { en1 = 0, en2 = 1}
Address@galaxy = "192.168.12.1"
Address@nebula = "192.16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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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Mask = "255.255.240.0"
)
cssd requires ocrvote_mnt
cssd requires ora_priv
ocrvote_mnt requires ocrvote_voldg
ocrvote_mnt requires vxfsckd
ocrvote_voldg requires cvm_clus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group oradb1_grp (
SystemList = { mercury = 0, jupiter = 1 }
Parallel = 1
ClusterList = { rac_cluster101 = 0, rac_cluster102 = 1 }
OnlineRetryInterval = 300
ClusterFailOverPolicy = Manual
Authority = 1
AutoStartList = { mercury, jupiter }
)
CFSMount oradata_mnt (
MountPoint = "/ora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atadg/oradatavol"
)
Oracle ora1 (
Critical = 0
Sid @mercury = vrts1
Sid @jupiter = vrts2
Owner = oracle
Home = "/app/oracle/orahome"
StartUpOpt = SRVCTLSTART
ShutDownOpt = SRVCTLSTOP
)
RVGSharedPri ora_vvr_sharedpri (
RvgResourceName = racdata_rvg
OnlineRetryLimit = 0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ora1 requires oradata_mnt
oradata_mnt requires ora_vvr_sharedpri

示例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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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rlogowner (
SystemList = { mercury = 0, jupiter = 1 }
AutoStartList = { mercury, jupiter }
OnlineRetryLimit = 2
)
RVGLogowner logowner (
RVG = rac1_rvg
DiskGroup = oradatadg
)
requires group RVGgroup online local firm
logowner requires logowner_ip
logowner_ip requires nic
group VxSS (
SystemList = { north = 0, south = 1 }
Parallel = 1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Phantom phantom_vxss (
)
ProcessOnOnly vxatd (
IgnoreArgs = 1
PathName = "/opt/VRTSat/bin/vxatd"
)
group CMC (
SystemList = { north, south }
AutoStartList = { north, south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ClusterConnectorConfig CMC_ClusterConfig (
MSAddress = "mgmtserver1.symantecexample.com"
MSPort = 14145
ClusterId = "1145613636"
ClusterType = "vcs"
ClusterPort = 14141
VCSLoggingLevel = "TAG_A"
Logging = "/opt/VRTScmccc/conf/cc_logging.properties"
ClusterConnectorVersion = "5.0.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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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CMC_ClusterConnector (
PathName = "/bin/sh"
Arguments = "/opt/VRTScmccc/bin/cluster_connector.sh"
)
CMC_ClusterConnector requires CMC_ClusterConfi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