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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包含以下主题：
■

关于本文档

■

组件产品版本说明

■

关于 Symantec VirtualStore

■

重要版本信息

■

6.0.1 中引入的更改

■

系统要求

■

已解决的问题

■

已知问题

■

软件限制

■

文档

关于本文档
本文档提供有关适用于 Linux 的 Symantec VirtualStore (SVS) 版本 6.0.1 的重要信
息。请在安装或升级 SVS 之前仔细阅读整个文档。
“版本说明”中的信息可取代 SVS 的产品文档中提供的信息。
本文档是《Symantec VirtualStore 版本说明》的“文档版本：6.0.1 Rev 0”。开始
之前，请确保使用的是本指南的最新版本。Symantec 网站上提供了最新的产品文
档，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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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ort.symantec.com/documents
有关与此版本相关的更新、修补程序以及已知问题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技术支持网站上的以下技术说明：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41448

组件产品版本说明
除阅读本版本说明文档外，在安装产品前，还请查看组件产品的版本说明。
软件介质上的以下位置提供了 PDF 格式的产品指南：
/docs/product_name

Symantec 建议将这些文件复制到系统上的 /opt/VRTS/docs 目录中。
此版本包括下列组件产品的版本说明：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说明》 (6.0.1)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版本说明》 (6.0.1)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版本说明》
(6.0.1)

关于 Symantec VirtualStore
由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提供支持的 Symantec VirtualStore (SVS) 可充当高度可伸缩、高度可用的 NAS 解
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已针对虚拟机的部署和承载进行了优化。VirtualStore 基于
Cluster File System (CFS) 构建，CFS 可在集群中提供高可用性和线性可伸缩性。

重要版本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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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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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硬件兼容性列表中包含有关所支持硬件的信息，该列表会定期更新。有关所支
持硬件的最新信息，请访问以下 URL：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70013
在安装或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产品之前，
请查看最新的兼容性列表，以确认硬件和软件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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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中引入的更改
本节列出了 Symantec VirtualStore 6.0.1 的更改。

SFHA Solutions 产品的新版本控制过程
Symantec 已经为了简化版本控制过程而做出一些更改，确保客户在存储、可用性、
备份、存档和企业安全产品中部署其不同产品时拥有统一的体验。经历此次更改之
后，所有产品的版本均具有 3 位数。为了遵循此方法，最新的 SFHA Solutions 版
本为 6.0.1。

文档在软件介质上的新目录位置
产品文档的 PDF 文件现位于软件介质上的 /docs 目录中。/docs 目录内部为每款捆
绑产品的子目录，其中包含特定于此产品的文档。sfha_solutions 目录包含适用
于所有产品的文档。

与安装和升级相关的更改
在 6.0.1 中，产品安装程序的更改如下。

本地安装的安装脚本和卸载脚本现加入版本信息
运行本地脚本 (/opt/VRTS/install) 配置 Veritas 产品时，已安装脚本的名称现加入
了版本信息。
注意：如果从安装介质安装 Veritas 产品，请继续运行 installsvs 命令，但不会
加入版本信息。
要从已安装的二进制文件运行脚本，请运行 installsvs<version> 命令。
其中： <version> 为当前版本，无句号或空格。
例如，要配置 6.0.1 版本的产品，请运行此命令：
# /opt/VRTS/install/installsvs601 -configure

升级之前，VxVM 专用区域备份预先检查磁盘组
升级之前，安装程序会验证 VxVM 专用区域中所有磁盘组的配置文件的最新备份是
否已保存到 /etc/vx/cbr/bk 目录。如果未保存，则会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警告：备份 /etc/vx/cbr/bk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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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程序支持配置协调点服务器
现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中的 -configcps 选项配置 CP 服务器。这项用于配置 CP 服
务器的功能现在与安装程序集成。之前用来配置 CP 服务器的 configure_cps.pl
脚本现已废弃。
还可以通过生成响应文件来配置 CP 服务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中的 -responsefile
'/tmp/sample1.res' 选项配置 CP 服务器。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对可调参数文件模板的支持
可以使用安装程序创建可调参数文件模板。如果使用 -tunables 选项启动安装程
序，则会显示受支持的所有可调参数的列表以及可调参数文件模板的位置。

其他安装 postcheck 选项
postcheck 选项已得到增强，添加了其他一些检查项。

您可以使用安装程序的后检查选项执行下列检查：
■

所有产品的常规检查。

■

检查 Volume Manager (VM)。

■

检查文件系统 (FS)。

■

检查集群文件系统 (CFS)。

与 Symantec VirtualStore 相关的更改
在 6.0.1 中，Symantec VirtualStore (SVS) 包含以下更改：

Citrix XenDesktop
SymantecVirtualStore (SVS) 6.0.1 能够快速创建与 Citrix XenDesktop 结合使用的
空间优化虚拟机克隆。VirtualStore vCenter 插件支持 VMware vSphere、Citrix
XenDesktop 和 VirtualStore 之间的集成，使虚拟机管理变得轻松简便。

必须对照 VMware vSphere 5.0 对 Symantec VirtualStore 6.0.1
进行测试
Symatec VirtualStore (SVS) 6.0.1 已经过测试，且 Symantec 证明所有 SVS 特性和
功能（包括文件系统和 vSphere 插件的特性和功能）与 VMware Vspere 5.0 结合使
用时均可正确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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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LLT 的更改
此版本包括对 LLT 的下列更改：

设置 /etc/llttab 文件中的 peerinact 的值
Symantec 建议不要将 peerinact 的值设置为 0。要实现 peerinact 的无限超时功能，
必须将 peerinact 设置为更大的值。支持的值范围介于 1 和 2147483647 之间。

对 I/O 防护的更改
本节介绍了与此版本中的 I/O 防护相关的新功能和更改。

CoordPoint 代理的增强功能
CoordPoint 代理会监视对协调器磁盘组构成情况的更改，例如，当磁盘由于意外执
行了 VxVM 管理命令而从协调器磁盘组中删除时，或磁盘的 VxVM 专用区域被损
坏时。
代理会对 CoordPoint 资源执行详细的监视，并报告故障。您可以通过设置此版本
中引入的 LevelTwoMonitorFreq 属性，从而调整详细监视的频率。例如，如果您
将此属性设置为 5，则代理会每隔五个监视周期对协调器磁盘组的构成情况进行监
视。
有关 CoordPoin 代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有关使用基于脚本的安装程序配置 CoordPoint 代理以及将 CoordPoint 代理手动配
置为监视协调器磁盘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
有关集群联机时替换 I/O 防护协调器磁盘或协调器磁盘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系统要求
本节介绍此版本的系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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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级别

内核版本

芯片组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

Update 2、3

2.6.32-220.el6

64 位 x86，
EMT*/Opteron 4.1
（仅限 64 位）

2.6.32-279.el6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

Update 5、6、 2.6.18-194.el5
7、8
2.6.18-238.el5

64 位 x86，
EMT*/Opteron 4.1
（仅限 64 位）

2.6.18-274.el5
2.6.18-308.el5
SUSE Linux Enterprise 11

SP1、SP2

2.6.32.12-0.7.1
3.0.13-0.27.1

64 位 x86，
EMT*/Opteron 4.1
（仅限 64 位）

SUSE Linux Enterprise 10

SP4

2.6.16.60-0.85.1

64 位 x86，
EMT*/Opteron 4.1
（仅限 64 位）

Oracle Linux 6

**6.2、6.3

2.6.32-220.el6

64 位 x86，
EMT*/Opteron

2.6.32-279.el6
Oracle Linux 5

**Update 5、
6、7、8

2.6.18-194.el5
2.6.18-238.el5

64 位 x86，
EMT*/Opteron

2.6.18-274.el5
2.6.18-308.el5

* 扩展内存技术
** 仅限 RHEL 兼容模式。
注意：仅支持 64 位操作系统。
如果系统运行的是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或
Oracle Linux 的旧版本，请先对其进行升级，然后再尝试安装 Veritas 软件。有关
升级或重新安装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Red Hat、SUSE 或 Oracle 文档。
Symantec 仅支持 Oracle、Red Hat 和 SUSE 分发的内核二进制文件。
如果操作系统保持内核应用程序二进制接口 (ABI) 兼容性，则 Symantec 产品可在
使用以后发行的内核和修补程序的情况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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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S 所必需的 Linux RPM
确保已在要安装或升级 SVS 的系统上安装了特定于以下操作系统的 RPM。如果
RPM 保持了 ABI 兼容性，SVS 将支持对以下 RPM 执行的所有更新。
表 1-2 列出了 SVS 针对给定 Linux 操作系统所需的 RPM。
表 1-2

必需的 RPM

操作系统

必需的 RPM

RHEL 5

policycoreutils-1.33.12-14.8.el5.x86_64
parted-1.8.1-27.el5.i386
parted-1.8.1-27.el5.x86_64
glibc-2.5-58.i686
pam-0.99.6.2-6.el5_5.2.i386
libstdc++-4.1.2-50.el5.i386
libgcc-4.1.2-50.el5.i386
perl-5.8.8-32.el5_5.2.x86_64
glibc-2.5-58.x86_64
libacl-2.2.39-6.el5.i386
findutils-4.2.27-6.el5.x86_64
ncurses-5.5-24.20060715.x86_64
ed-0.2-39.el5_2.x86_64
coreutils-5.97-23.el5_4.2.x86_64
module-init-tools-3.3-0.pre3.1.60.el5_5.1.x86_64
readline-5.1-3.el5.x86_64
libgcc-4.1.2-50.el5.x86_64
libacl-2.2.39-6.el5.x86_64
libstdc++-4.1.2-50.el5.x86_64
openssl-0.9.8e-12.el5_5.7.x86_64
ksh-20100202-1.el5_5.1.x86_64

13

14

Symantec VirtualStore 版本说明
系统要求

操作系统

必需的 RPM

RHEL 6

glibc-2.12-1.25.el6.i686
glibc-2.12-1.25.el6.x86_64
policycoreutils-2.0.83-19.8.el6_0.x86_64
parted-2.1-13.el6.x86_64
nss-softokn-freebl-3.12.9-3.el6.i686
libstdc++-4.4.5-6.el6.i686
libstdc++-4.4.5-6.el6.x86_64
libgcc-4.4.5-6.el6.i686
libgcc-4.4.5-6.el6.x86_64
pam-1.1.1-8.el6.i686
perl-5.10.1-119.el6.x86_64
findutils-4.4.2-6.el6.x86_64
ncurses-libs-5.7-3.20090208.el6.x86_64
ed-1.1-3.3.el6.x86_64
coreutils-8.4-13.el6.x86_64
module-init-tools-3.9-17.el6.x86_64
readline-6.0-3.el6.x86_64
libacl-2.2.49-4.el6.x86_64
openssl-1.0.0-10.el6.x86_64
ksh-20100621-6.el6.x86_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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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必需的 RPM

SLES 10

parted-1.6.25.1-15.35.15.x86_64
glibc-32bit-2.4-31.81.11.x86_64
pam-32bit-0.99.6.3-28.23.15.x86_64
libstdc++-4.1.2_20070115-0.32.53.x86_64
libgcc-4.1.2_20070115-0.32.53.x86_64
glibc-2.4-31.81.11.x86_64
libacl-32bit-2.2.41-0.15.x86_64
findutils-4.2.27-14.22.18.x86_64
ncurses-5.5-18.11.x86_64
ed-0.2-881.9.1.x86_64
coreutils-5.93-22.21.17.x86_64
module-init-tools-3.2.2-32.38.1.x86_64
libacl-2.2.41-0.15.x86_64
ksh-93t-13.17.19.x86_64

SLES 11

parted-1.8.8-102.21.8.x86_64
glibc-32bit-2.11.1-0.17.4.x86_64
pam-32bit-1.0.4-0.5.12.x86_64
libstdc++43-32bit-4.3.4_20091019-0.7.35.x86_64
libgcc43-32bit-4.3.4_20091019-0.7.35.x86_64
glibc-2.11.1-0.17.4.x86_64
libacl-32bit-2.2.47-30.34.29.x86_64
findutils-4.4.0-38.24.11.x86_64
libncurses5-5.6-90.55.x86_64
ed-0.2-1001.22.x86_64
coreutils-6.12-32.17.x86_64
module-init-tools-3.11.1-1.3.5.x86_64
libgcc43-4.3.4_20091019-0.7.35.x86_64
libacl-2.2.47-30.34.29.x86_64
libstdc++43-4.3.4_20091019-0.7.35.x86_64
ksh-93t-9.9.8.x86_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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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 VMware 软件版本
■

VMware vSphere 4（ESX 4.0 Update 1 及更高版本和 vCenter Server 4.0 Update
1 及更高版本）

■

VMware vSphere 4.1（ESX 4.1 及更高版本和 vCenter Server 4.1 及更高版本）

■

VMware vSphere 5.0（ESX 5.0 及更高版本和 vCenter Server 5.0 及更高版本）

克隆时进行的来宾操作系统自定义支持的来宾操作系统
■

Windows XP

■

Windows Server 2003

■

Windows 7

■

Windows Server 2008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5)

■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6)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10)

■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SLES 11)

注意：自定义某些来宾操作系统和版本时要求 vCenter Server 为最新版本。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考
http://www.vmware.com/pdf/vsphere4/r40/vsp_compatibility_matrix.pdf。

克隆时进行的 VMware View 集成支持的来宾操作系统
■

Windows XP

■

Windows 7

支持的 Citrix XenDesktop 版本
■

Citrix XenDesktop 5

已解决的问题
本节介绍此版本中已修复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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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的问题

Symantec VirtualStore 中已解决的问题
此版本中没有 Symantec VirtualStore 中已解决的问题。

Veritas File System 中已解决的问题
本节介绍了此版本的 Veritas File System 中已解决的事件。
表 1-3

Veritas File System 中已解决的问题

事件

说明

2764861

vxcompress 解压缩时忽略配额限制。

2753944

文件创建线程可能会挂起。

2735912

移动大量文件时，使用 fsppadm enforce 对层重定位的性能
不佳。

2712392

线程在 VxFS 中挂起。

2709869

vx_free() 尝试解除 fiostat 时，系统发生混乱，红色区域出现
冲突。

2684573

删除某些检查点时，VRTScavf 软件包的 cfsumount(1M) 命
令的性能下降。

2682550

卸载正在进行时，通过 NFS 访问 VxFS 文件将导致 Linux 上
发生系统混乱。

2674639

如果文件系统中已启用文件更改日志 (FCL) 功能，则含 –p 选
项的 cp(1) 命令将失败。显示以下错误消息：“cp: setting
permissions for 'file_name': Input/output error cp:
preserving permissions for 'file_name': No data available.
(cp: 设置 file_name 的权限: 输入/输出错误 cp: 保留 file_name
的权限: 无可用数据)”。

2670022

可以在目录中看到重复的文件名。

2655788

使用跨平台数据共享转换包含多个 32k nlink 的文件系统时不
更新 vx_maxlink 和 maxlink_enable 可调参数。

2651922

本地 VxFS 文件系统上的 ls -l 命令运行缓慢，且 CPU 使用率
较高。

2597347

如果只有一条设备记录发生损坏且副本保存完好，则 fsck 不
会发生核心转储。

2584531

使用 ls、du 和 find 时 vxfs 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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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说明

2583197

在包含分区目录和存储检查点的文件系统上从磁盘布局版本
8 升级到 9 时，可能返回只读文件系统错误消息。

2566875

超过配额限制的写入 (2) 操作在达到用户配额限制之前失败，
显示错误 EDQUOT（“Disc quota exceeded (已超过磁盘配
额)”）。

2559450

命令 fsck_vxfs(1m) 可能发生核心转储，显示 SEGV_ACCERR
错误。

2536130

如果已启用 FCL，则 fscdsconv 无法在特定的平台之间转换
FS。

2272072

GAB 导致机箱发生混乱，因为 VCS 引擎 HAD 未响应。lobolt
环绕。

2086902

Spinlock 在 vxfs spinlock 上保留的时间太长，且存在激烈争
用。

1529708

vxrepquota 的输出存在格式化问题。

Veritas File System 6.0 RP1 中已解决的问题
本节介绍 Veritas File System 6.0 RP1 中已解决的事件。
Veritas File System 6.0 RP1 中已解决的问题

表 1-4
已解决的问 说明
题
2679361

“Network Customization (网络自定义)”屏幕不显示 I18N-level0 环境中的
任何 NIC。

2678096

fiostat 命令在计数值为 0 时会转储核心。

2672201

内核会阻止某些命令，从而造成 EACCES (错误号 = 13)。

2672148

使用 -v 选项进行调用时，vxdelestat (1M) 进入无限循环。

2663750

在存在 cvm 恢复能力的情况下，整个存储出现故障后引擎日志中会突然出现
一些消息。

2660761

在集群装入的文件系统中，执行 SmartMove 功能期间会出现内存损坏。

2655786

共享扩展区不会作为 shared 由复制进程传输。

2655754

由于旋转锁中断级别（在此级别获取延迟分配列表锁）错误，发生死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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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决的问 说明
题
2653845

执行带 -r 和 -R 选项的 fsckptadm(1M) 命令时，会同时执行两个互斥选项。

2649367

由于存在 NULL 指针取消引用，内核会在 vx_fopen 中崩溃。

2646936

当源文件系统中存在共享扩展区时，复制进程会转储核心。

2646930

在 NFS 共享文件系统中执行 I/O 时，会显示权限遭拒错误 (EACCES)。

2645435

执行 fsmap(1M) 命令期间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UX:vxfs fsmap: ERROR:
V-3-27313。

2645112

对映射到共享压缩扩展区的常规文件执行写入操作会造成文件损坏。

2645109

在某些很少出现的情况下，成功执行 vxfilesnap 命令后，如果在 Filesnap 操
作完成后非常短的时间跨度内删除了源文件，则目标文件可能会损坏，并且
这还可能会导致在超级块中设置 VX_FULLFSCK 标志。

2645108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某一常规文件包含共享扩展区作为最后分配的扩展区，
则对该文件执行的写入操作可能会因出现 EIO 错误而失败。

2634483

在 RHEL6U1 中，向 VxFS /proc 隐藏接口写入时会因为出现 EINVAL 而失
败。

2630954

在内部 CFS 压力重新配置测试期间，fsck(1M) 命令退出。

2613884

恢复后可能会出现元数据损坏。

2609002

重复数据删除会话无法完成。

2599590

使用 fsadm(1M) 命令扩展或缩小 DLV5 文件系统会造成系统混乱。

2583197

在存在分区目录和克隆的情况下，将文件系统从版本 8 升级到版本 9 失败。

2552095

使用 fsadm(1M) 命令重新组织文件系统时，系统可能会发生混乱。

2536130

用于转换已损坏的文件系统或非 VxFS 文件系统的 fscdsconv(1M) 命令会生成
核心。

2389318

在小文件系统上启用延迟分配有时会禁用该文件系统。

已解决的安装和升级问题
本节介绍此版本中已解决的安装和升级相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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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已解决的安装和升级相关问题

事件

说明

2627076

如果存在锁同步问题，有时会显示不正确的服务器名称。

2585899

在 RHEL 上，使用 FQDN（而非仅使用节点名称）时无法为 OCR 和 Vote
磁盘创建存储。

2526709

从 5.1SP1 升级至 6.0 之后，DMP-OSN 可调参数值未保留。

2088827

产品迁移期间安装程序估算的磁盘空间使用量过高。

安装和升级：6.0 RP1 版中已解决的问题
6.0 RP1 版中未新增已解决的安装和升级问题。

已知问题
本节介绍了本版本中的已知问题。

Symantec VirtualStore 存在的问题
集群节点可能出现混乱 (2524087)
在 SLES 10 SP4 上，集群节点可能在 iSCSI 发起程序访问目标中的 LUN 时出现混
乱。
解决方法
目前没有解决方法。

非 root 用户运行 CFS 命令时 CFS 命令可能会挂起 (2403263)
非 root 用户运行 CFS 命令时 CFS 命令可能会挂起。
Workaround
解决此问题
◆

在非 root 用户会话中运行任何 CFS 命令之前，使用 halogin 命令保存身份验
证信息。
当您运行 halogin 命令时，VCS 会将已加密的身份验证信息存储在用户主目录
中。

Symantec VirtualStore 版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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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CNFS 共享时 NFS 资源可能不会联机 (2488685)
如果 SELinux 配置为 enforcing 或 permissive，则在配置 CNFS 共享的 cfsnfssg
服务组时 NFS 资源可能不会联机，并且会进入 FAULTED 状态。
输出示例：
# hastatus -sum
-- SYSTEM STATE
-- System

State

Frozen

A

RUNNING

0

swlx14

-- GROUP STATE
-- Group

System

Probed

AutoDisabled

State

B
B
B
B

swlx14
swlx14
swlx14
swlx14

Y
Y
Y
Y

N
N
N
N

OFFLINE|FAULTED
OFFLINE
ONLINE
OFFLINE

cfsnfssg
cfsnfssg_dummy
cvm
vip1

-- RESOURCES FAILED
-- Group
Type

Resource

System

D

nfs

swlx14

cfsnfssg

NFS

解决方法
要解决此问题，您需要将以太网端口添加到 SELinux 的可信列表中。
■

为此，请在“System Setup (系统设置)”->“Firewall Configuration (防火墙配
置)”中，选择“Customize (自定义)”。

■

在“Trusted Device (可信设备)”中，选择以太网端口。

VirtualStore 集群重新启动时创建的 VirtualStore 计算机克隆可
能无法启动 (2164664)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重新启动 SVS 节点时进行克隆，可能会收到以下几条错误消
息：
clone vms could not start X server

解决方法
删除节点崩溃时创建的所有克隆并重新执行克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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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功能可能不起作用 (2348628)
如果您无法进行克隆并且您使用的是 VMware vAPP 和 OVF 模板，那么您必须禁用
vApp。
解决方法
禁用 vAPP

1

在 VI 客户端中，右键单击虚拟机 >“Edit Settings (编辑设置)”>“Options
(选项)”>“vApp Options (vApp 选项)”。

2

单击“Disable (禁用)”。

需要对虚拟机采用智能 NDMP/NBU 备份 (2378396)
使用 NDMP 或 NBU 客户端对虚拟机进行备份时，尽管虚拟机中的所有磁盘空间并
非全部得到使用，但备份所占用的空间却相当于虚拟机中的磁盘的大小。
如果一个 VMDK（虚拟机磁盘）文件的大小为 10GB，但仅占用 1GB 磁盘空间，那
么尽管原始 VMDK 文件包含 9GB 未分配的磁盘空间，NDMP 或 NBU 客户端所执
行的备份也会生成 10GB 备份数据。
解决方法
使用特定于 VMware 的备份应用程序（如 NetBackup for VMware）创建空间利用
率高的备份。

“Symantec Quick Clone Virtual Machine Wizard (Symantec 快
速克隆虚拟机向导)”在有多个实例处于打开状态时，可能不按
预期方式工作 (2309702)
如果您从单个 vSphere Client 中同时调用此向导的多个并行会话，此向导可能不按
预期方式工作。
例如，如果您执行以下操作：
■

右键单击 wingoldvm1 并调用此向导。

■

之后不久，右键单击 slesgoldvm1 并调用此向导。

那么，这会导致此向导有两个实例从同一 vSphere Client 中运行，从而可能会造成
意外行为。
解决方法
要解决此问题，请采取以下步骤：
■

将此向导的两个实例都关闭。

■

重新打开此向导的一个新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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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Symantec Quick Clone Virtual Machine Wizard
(Symantec 快速克隆虚拟机向导)”创建虚拟机的过程中 FileStore
集群节点、ESX Server 或 vCenter Server 重新启动，则所创建
的虚拟机可能无法正确引导（2164664、2374229）
在某些情况下，当您使用此向导进行克隆时，如果在克隆过程执行期间以下服务器
之一发生崩溃或重新启动，则克隆可能未能正确地创建：
■

FileStore 节点

■

正在创建克隆的 ESX 主机

■

vCenter Server

即使克隆在 vCenter 清单中显示为已创建，克隆 GuestOS 可能也无法引导。
解决方法
删除在服务器发生崩溃或重新启动时创建的所有克隆，然后重新执行向导操作。

选择不正确的集群进行克隆时，并非始终都显示错误消息
(2372713)
如果向同一 Virtual Center 注册了多个 FileStore 集群，则“Symantec Quick Clone
Virtual Machine Wizard (Symantec 快速克隆虚拟机向导)”可能不会发出警告提醒
您选择了不正确的集群来克隆黄金映像。如果所有 FileStore 集群都在导出同一文
件系统路径（如 /mnt），则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当此向导尝试克隆黄金映像磁盘
(VMDK) 时，并不是事先发出警告提醒您选择了错误的集群，而是在此向导的最后
一页显示一项错误。所显示的错误类似于下面的示例：
/mnt/goldvm/goldvm.vmdk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解决方法
此问题没有解决方法。

即使已启用无密钥授权许可，安装程序输出仍显示“Registering
SVS license (正在注册 SVS 许可证)”
在安装时，如果您启用了无密钥授权许可，安装程序的输出会包含下面的消息：
Registering SVS license

解决方法：这条消息不会产生不良影响，可以忽略。没有许可证密钥，该产品也将
成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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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File System 中的已知问题
本节介绍此版本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中的已知问题。

多次通过 NFS 获取具有相同目标名称的 FileSnap 可能会导致出
现“File exists (文件存在)”错误 (2353352)
“File exists (文件存在)”错误是由于 NFS 客户端的缓存行为导致的。 由于链接操
作成功，NFS 客户端就会认为创建了一个具有指定目标名称（例如
file2::snap:vxfs:）的文件。 因此，NFS 客户端会缓存具有此名称的文件。
解决方法：在创建快照后，删除目标文件。这会强制 NFS 客户端从缓存中删除该名
称。例如：
# ln file1 file2::snap:vxfs:
# rm file2::snap:vxfs:

在小文件系统上启用延迟分配有时会禁用该文件系统 (2389318)
如果在小文件系统（如大约 100 MB）上启用延迟分配，则该文件系统可能被禁用。
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控制台日志中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mesg 001: V-2-1: vx_nospace - file_system file system full
(size block extent)

解决方法：使用 vxtunefs 命令对文件系统禁用延迟分配。

当多卷文件系统中某一卷的使用率接近 100% 时，即使其他卷
具有空闲空间，有时也会自动关闭延迟分配 (2438368)
当多卷文件系统中某一卷的使用率接近 100% 时，即使文件系统中的其他卷具有空
闲空间，有时也会自动关闭延迟分配。
解决方法：在从卷释放足够的空间后，将自动恢复延迟分配。

在 RHEL6 的控制台中显示任务被阻止消息 (2560357)
在 RHEL6 上，内核有时会在控制台中显示与以下示例类似的消息：
INFO: task seq:16957 blocked for more than 120 seconds.

显示这些消息的原因是任务因休眠锁而被阻止很长时间。但是，任务并未挂起，因
此可放心地忽略这些消息。
解决方法：可以使用以下命令禁止显示这些消息：
# echo 0 > /proc/sys/kernel/hung_task_timeout_s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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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数据删除可能失败并出现错误 110 (2591473)
在某些情况下，重复数据删除失败并显示与以下示例类似的消息：
Saving
Status
Node
Type
Filesystem
--------------------------------------------------------------------00%
FAILED
node01
MANUAL
/data/fs1
2011/10/26 01:38:58 End full scan with error

此外，重复数据删除日志还包含与以下示例类似的错误：
2011/10/26 01:35:09 DEDUP_ERROR AddBlock failed. Error = 110

这些错误表明重复数据删除进程的运行空间不足，需要更多的空闲空间才能完成。
解决方法：在文件系统上提供更多的可用空间。

缩小文件系统时 vxresize 失败并显示“blocks are currently in
use (块当前正在使用)”错误 (2437138)
当文件系统上的活动 I/O 正在执行并将文件系统缩小至大小比较接近于其当前使用
率时，vxresize 缩小操作可能会失败。您会看到与以下示例类似的消息：
UX:vxfs fsadm: ERROR: V-3-20343: cannot shrink /dev/vx/rdsk/dg1/vol1 blocks are currently in use.
VxVM vxresize ERROR V-5-1-7514 Problem running fsadm command for volume
vol1, in diskgroup dg1

解决方法：在停止 I/O 后重新运行缩小操作。

已知的 LLT 问题
本节介绍此版本中已知的 LLT 相关问题。

无法使用 CPI 响应文件将节点添加到使用 LLT over UDP 的集群
中 (2869763)
运行 addnode -responsefile 命令时，如果集群正使用 LLT over UDP，则新节点
上生成的 /etc/llttab 文件不正确。因此，此过程将会失败，且您无法使用 CPI 响
应文件将节点添加到集群。
解决方法：无

已知的 GAB 问题
本节介绍此版本中已知的 GAB 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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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的 I/O 防护问题
本节介绍此版本中已知的 I/O 防护相关问题。

如果 CP 服务器中缺少集群详细信息，则 VxFEN 失败，并显示
已存在裂脑消息 (2433060)
当您启动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时，节点可能不会加入集群，并在日志中显示类似
如下的错误消息：
在 /var/VRTSvcs/log/vxfen/vxfen.log 文件中：
VXFEN vxfenconfig ERROR V-11-2-1043
Detected a preexisting split brain. Unable to join cluster.

在 /var/VRTSvcs/log/vxfen/vxfen.log 文件中：
operation failed.
CPS ERROR V-97-1400-446 Un-authorized user cpsclient@sys1,
domaintype vx; not allowing action

应用集群中的 vxfend 后台驻留程序查询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以检查 GAB
成员集中显示的集群成员是否已向 CP 服务器注册。如果应用集群出于某种原因未
能与 CP 服务器联系，则防护无法确定 CP 服务器上的注册情况，因此保守地假设已
存在裂脑。
解决方法：尝试在应用集群上启动 VxFEN 之前，请确保集群详细信息（例如集群
名称、UUID、节点和权限）已添加到 CP 服务器。

由于 RSH 限制，vxfenswap 实用程序不检测协调点验证是否失
败 (2531561)
vxfenswap 实用程序在每个集群节点上通过 RSH 或 SSH 运行 vxfenconfig -o
modify 命令，以执行协调点验证。如果您使用 RSH（带有 -n 选项）运行 vxfenswap

命令，则 RSH 不检测节点上的协调点验证是否失败。vxfenswap 继续从这点进行
操作，如同所有节点上的验证已成功一样。但是，稍后当它尝试将新协调点提交到
VxFEN 驱动程序时，则会失败。失败之后，它回滚整个操作，彻底退出，并显示一
个非零错误代码。如果您使用 SSH（不带 -n 选项）运行 vxfenswap，则 SSH 可以
正确地检测协调点验证的失败并立即回滚整个操作。
解决方法：将 vxfenswap 实用程序与 SSH（不带 -n 选项）一同使用。

重新启动后防护在其中一个节点上不生效 (2573599)
如果 VxFEN 取消配置在内核中未完成其处理，而同时您又尝试启动 VxFEN，则可
能会在 /var/VRTSvcs/log/vxfen/vxfen.log 文件中看到以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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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FEN vxfenconfig ERROR V-11-2-1007 Vxfen already configured

但是，gabconfig -a 命令的输出并不列出端口 b。vxfenadm -d 命令显示以下错
误：
VXFEN vxfenadm ERROR V-11-2-1115 Local node is not a member of cluster!

解决方法：过一段时间后再启动 VxFEN。

CP 服务器反复记录不可用的 IP 地址 (2530864)
如果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无法侦听 vxcps.conf 文件中提到的或使用命令行
动态添加的任何 IP 地址，则 CP 服务器定期记录错误以指示该故障。记录将一直继
续，直到成功绑定该 IP 地址。
CPS ERROR V-97-51-103 Could not create socket for host
10.209.79.60 on port 14250
CPS ERROR V-97-1400-791 Coordination point server could not
open listening port = [10.209.79.60]:14250
Check if port is already in use.

解决方法：使用 cpsadm 命令的 rm_port 操作，从侦听的 IP 地址中删除出现错误的
IP 地址。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VirtualStore 管理指南》。

即使集群节点未向 CP 服务器注册，防护端口 b 也会出现几秒
钟 (2415619)
如果您在集群节点的 vxfenmode 文件中提供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信息，然
后启动防护，则即使集群节点未在 CP 服务器上注册，防护端口 b 也会在出现几秒
钟后消失。
解决方法：要解决此问题，请将集群信息手动添加到 CP 服务器。或者，您可以使
用安装程序，安装程序会在配置期间将集群信息添加到 CP 服务器。

如果应用集群中未配置 LLT，则 cpsadm 命令失败 (2583685)
如果在运行 cpsadm 命令的应用集群节点上未配置 LLT，则 cpsadm 命令无法与协调
点服务器（CP 服务器）通信。您会发现类似如下的错误：
# cpsadm -s 10.209.125.200 -a ping_cps
CPS ERROR V-97-1400-729 Please ensure a valid nodeid using
environment variable
CPS_NODEID
CPS ERROR V-97-1400-777 Client un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C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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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如果您在 CP 服务器上运行 cpsadm 命令，则即使在承载 CP 服务器的节点上
未配置 LLT，此问题也不会出现。如果未配置 LLT，则 CP 服务器节点上的 cpsadm
命令总是将 LLT 节点 ID 假设为 0。
根据 CP 服务器与应用集群之间的协议，当您在应用集群节点上运行 cpsadm 时，
cpsadm 需要将本地节点的 LLT 节点 ID 发送到 CP 服务器。但是，如果临时取消配
置 LLT，或者该节点是未配置 LLT 的单节点 VCS 配置，则 cpsadm 命令无法检索
LLT 节点 ID。在这种情况下，cpsadm 命令失败。
解决方法：将 CPS_NODEID 环境变量的值设置为 255。如果 cpsadm 命令无法从 LLT
获取 LLT 节点 ID，则该命令读取 CPS_NODEID 变量并且继续进行操作。

如果未提及默认端口，则基于服务器的防护不会正确启动
(2403453)
如果您在自定义模式下配置防护并且未提供默认端口，则防护启动。 但是，
vxfenconfig -l 命令输出不列出端口号。
解决方法：当将自定义防护用于至少一个 CP 服务器时，请在 /etc/vxfenmode 文
件中保留 port=<port_value> 设置。默认端口值为 14250。

无法自定义 30 秒期限 (2551621)
如果 vxcpserv 进程在启动期间无法绑定到某 IP 地址，它会每间隔 30 秒尝试绑定
到该 IP 地址。此间隔是不可配置的。
解决方法：此问题没有解决方法。

当使用 configure_cps.pl 脚本配置 CPSSG 时，创建的 NIC 资源
的名称不正确 (2585229)
例如，当第 m 个 VIP 映射到第 n 个 NIC 且每个 m 不等于 n 时，configure_cps.pl
脚本创建的 NIC 资源的名称不正确。在这种情况下，虽然 CPSSG 可以继续正常运
行，但当使用 configure_cps.pl 取消配置 CPSSG 时，它将无法运行。
解决方法：要取消配置 CPSSG，必须从 VCS 配置中删除 CPSSG 配置。

以安全模式将 CP 服务器升级到 6.0 或更高版本后，cpsadm 命
令失败 (2846727)
以安全模式将协调点服务器（CP 服务器）升级到 6.0 后，cpsadm 命令可能会失败。
如果未从系统中删除旧的 VRTSat RPM，cpsadm 命令会加载系统中存在的旧安全
库。当安装程序在 CP 服务器上运行 cpsadm 命令以添加或升级 SVS 集群（应用集
群）时，安装程序也会失败。
解决方法：在 CP 服务器的所有节点上执行下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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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此问题

1

将 cpsadm 重命名为 cpsadmbin：
# mv /opt/VRTScps/bin/cpsadm /opt/VRTScps/bin/cpsadmbin

2

创建一个包含以下内容的 /opt/VRTScps/bin/cpsadm 文件：
#!/bin/sh
EAT_USE_LIBPATH="/opt/VRTScps/lib"
export EAT_USE_LIBPATH
/opt/VRTScps/bin/cpsadmbin "$@"

3

将新文件的权限更改为 775：
# chmod 755 /opt/VRTScps/bin/cpsadm

CoordPoint 代理未报告将新磁盘添加到协调器磁盘组的情况
[2727672]
即使协调器磁盘组的构成情况由于在协调器磁盘组中添加了新的磁盘而发生更改，
CoordPoint 代理的 LevelTwo 监视也不会报告故障
解决方法：此问题没有解决方法。

如果使用 6.0.1 协调点服务器在 5.1SP1RP1 上配置基于协调点
服务器的防护，则该防护可能会失败 (2824472)
由于 5.1SP1 上没有信任存储的单独目录，因此，5.1SP1 安装程序 (CPI) 在 5.1SP1
客户端和 6.0 或更高版本的服务器之间无法建立信任关系。如果无法建立信任关系，
则 5.1SP1 安装程序无法将 5.1SP1 客户端配置为在安全模式中与 6.0 或更高版本的
CPS 一起使用。
解决方法：
使用 cpsat 或 vcsat 命令在 CPS 和客户端之间手动建立信任关系。完成该操作之后，
CPS 和客户端将能在安全模式中正常通信。

CoordPoint 代理的 FaultTolerance 上限值属性应小于协调点数。
(2846389)
CoordPoint 代理的 FaultTolerance 上限值属性应小于协调点数。当前，此值小

于协调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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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服务器中的主机名和用户名区分大小写 (2846392)
CP 服务器中的主机名和用户名区分大小写。防护用来与 CP 服务器通信的主机名和
用户名大小写必须与 CP 服务器数据库中显示的相同，否则防护将无法启动。
解决方法：确保 CP 服务器中的主机名和用户名使用相同的大小写。

当存储域处于非活动状态，且数据中心关闭时，虚拟机可能会
返回“没有响应”状态 (2747177)
在 Red Hat Enterprise Virtualization 环境中，如果存储域处于非活动状态，且数
据中心关闭，则虚拟机可能会返回“not-responding (没有响应)”状态，且
KVMGuest 资源处于 OFFLINE 状态。
解决方法：要解决此问题，请采取以下步骤：

1

在 RHEV-M 中激活存储域。

2

检查数据中心是否处于“up (启动)”状态。

如果系统中没有安装 VRTSvxfen 软件包，则无法从安装介质中
直接运行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 (2858190)
如果系统中没有安装 VRTSvxfen 软件包，则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正常运行所需
的特定脚本文件不可用。因此，如果系统中没有安装 VRTSvxfen 软件包，则无法
从安装介质中运行实用程序。
解决方法：安装 VRTSvxfen 软件包，然后从安装介质或 /opt/VRTSvcs/vxfen/bin/
位置运行实用程序。

安装 VRTSvxfen 软件包之前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无法启动
(2858190)
安装 VRTSvxfen 软件包之前，不存在存储 vxfentsthdw 实用程序的
/etc/vxfen.d/script/vxfen_scriptlib.sh 文件。在这种情况下，实用程序无法启动。
解决方法：
除了安装 VRTSvxfen 软件包以外，请直接从安装 DVD 中运行 vxfentsthdw 实用程
序。

通用产品安装程序无法在 5.1SP1 版本的客户端系统和 6.0 版本
或更高版本的服务器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2824472)
该问题是由 5.1SP1 版本不支持信任存储的单独目录所引起的。但是，6.0 版本或更
高版本支持信任存储的单独目录。因此，由于信任存储支持的不匹配，您无法在客
户端系统和服务器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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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使用 cpsat 或 vcsat 命令在协调点服务器和客户端系统之间手动建立信
任关系。现在，服务器和客户端系统能以安全模式进行通信。

重新安装堆栈之后，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可能无法启动 (2802682)
重新安装堆栈之后，如果使用现有配置文件，则基于服务器的防护可能无法启动。
解决方法：
重新安装堆栈之后，由于卸载堆栈时客户端集群信息已删除，因此请在协调点服务
器上添加客户端集群信息。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VirtualStore
安装指南》中的“手动设置基于服务器的 I/O 防护”一节。另外，您可以手动修改
/etc/vxfenmode 文件和 main.cf 文件，在禁用模式中启动防护，然后配置防护。

已知的安装问题
本节介绍了安装和升级期间的已知问题。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发出错误警告
重新启动资源时，可能会遇到下列警告：
CPI WARNING V-9-40-4317 The installer has detected that resstatechange
trigger is configured by setting TriggerResStateChange attributes.

解决方法：
在未来版本中，重新启动资源时，不会调用 resstatechange 触发器。相反，如果设
置 TriggerResRestart 属性，则将调用 resrestart 触发器。最新版本中提供了
resrestart 触发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CS 文档。

卸载程序未删除所有脚本 (2696033)
删除 SVS 之后，一些 RC 脚本仍保留在 /etc/rc*.d/ 文件夹中。此问题是由于
RHEL6 中的 chkconfig rpm 和更新引起的。删除 VxVM 软件包之后，可以手动从
/etc/rc*.d/ 文件夹中删除脚本。
解决方法：
从 RedHat 门户安装 chkconfig-1.3.49.3-1 chkconfig rpm。请参考以下链接：
http://grokbase.com/t/centos/centos/117pfhe4zz/centos-6-0-chkconfig-strange-behavior
http://rhn.redhat.com/errata/RHBA-2012-04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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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 Web 安装程序导致出现错误消息称设备正忙 (2633924)
如果您启动 Web 安装程序，然后执行一项操作（如预先检查、配置或卸载），您可
能会收到错误消息称设备正忙。
解决方法：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终止 start.pl 进程。

■

再次启动 Web 安装程序。在第一个网页中，您会看到会话仍然处于活动状态。
接管此会话并结束它，或者直接终止它。

使用封装的引导磁盘升级产品再升级操作系统后可忽略某些错
误 (2030970)
使用封装的引导磁盘升级产品再升级操作系统后，可以忽略某些错误。
使用封装的引导磁盘升级产品然后再升级操作系统后，您可以忽略下列错误。错误
示例如下：
The partioning on disk /dev/sda is not readable by
The partioning tool parted, which is used to change the
partition table.
You can use the partitions on disk /dev/sda as they are.
You can format them and assign mount points to them, but you
cannot add, edit, resize, or remove partitions from that
disk with this tool.

或
Root device: /dev/vx/dsk/bootdg/rootvol (mounted on / as reiserfs)
Module list: pilix mptspi qla2xxx silmage processor thermal fan
reiserfs aedd (xennet xenblk)
Kernel image; /boot/vmlinuz-2.6.16.60-0.54.5-smp
Initrd image: /boot/initrd-2.6.16.60-0.54.5-smp

操作系统升级并未失败。这些消息是无害的。
解决方法：升级操作系统之前，删除 /boot/vmlinuz.b4vxvm 和 /boot/initrd.b4vxvm
文件（从解除封装的系统）。

在主节点上完成内核升级后，从属节点上的 cvm 组未联机
(2439439)
在一个节点上成功完成内核升级后，cvm 组未在另一个节点上联机。
解决方法：在执行滚动升级之前，确保集群未处于危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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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首个会话后浏览器仍打开，则 Web 安装程序不要求身份
验证 (2509330)
如果在安装或配置 SVS 后关闭 Web 安装程序，并打开其他浏览器窗口，则 Web 安
装程序在后续会话中不要求身份验证。 由于没有用于注销 Web 安装程序的选项，
因此只要系统上的浏览器处于打开状态，会话就会一直保持打开状态。
解决方法：确保所有浏览器窗口都已关闭以结束浏览器会话，然后重新登录。

在启用根目录可置性的情况下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Service Pack 1 Rolling Patch 2 升级到 6.0.1 时失败 (2581313)
由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安装后脚本无法启动 initrd 后台驻留程
序，在使用封装根磁盘的情况下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Service Pack
(SP) 1 Rolling Patch (RP) 2 升级到 6.0.1 时失败。
解决方法：要在使用封装根磁盘时从 5.1 SP1 RP2 升级到 6.0.1，您必须在升级之前
在系统上重新安装 nash 实用程序。
在使用封装根磁盘的情况下从 5.1 SP1 RP2 升级到 6.0.1

1

封装根磁盘。

2

重新安装 nash 实用程序。

3

升级到 SF 6.0.1 版本。

在升级期间停止安装程序然后再恢复升级可能会冻结服务组
[2574731]
如果您在安装程序已停止一些进程后停止安装程序，然后再恢复升级，则服务组会
因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升级而冻结。
解决方法： 在升级完成后，您必须手动取消冻结服务组。
手动取消冻结服务组

1

列出所有冻结的服务组
# hagrp -list Frozen=1

2

取消冻结所有冻结的服务组：
# haconf -makerw
# hagrp -unfreeze service_group -persistent
#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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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改区域设置之后重新启动 vxconfig 后台驻留程序 (2417547)
在更改了使用 vxconfig 后台驻留程序的节点的区域设置之后，需要重新启动该后台
驻留程序。vxconfig 后台驻留程序将在系统引导时启动。如果更改了区域设置，则
需要重新启动该后台驻留程序。
解决方法：请参考《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中的“vxconfigd 后台驻留程序恢复”一节。

syslog 中出现错误消息 (1630188)
如果在节点上安装或卸载某个产品，syslog 中可能会出现以下警
告：/var/log/message。这些警告是无害的，可以忽略。
Jul 6 10:58:50 swlx62 setroubleshoot: SELinux is preventing the
semanage from using potentially mislabeled files
(/var/tmp/installer-200907061052eVe/install.swlx62.VRTSvxvm). For
complete SELinux messages. run sealert -l ed8978d1-0b1b-4c5b-a08667da2a651fb3
Jul 6 10:58:54 swlx62 setroubleshoot: SELinux is preventing the
semanage from using potentially mislabeled files
(/var/tmp/installer-200907061052eVe/install.swlx62.VRTSvxvm). For
complete SELinux messages. run sealert -l ed8978d1-0b1b-4c5b-a08667da2a651fb3
Jul 6 10:58:59 swlx62 setroubleshoot: SELinux is preventing the
restorecon from using potentially mislabeled files

在 VxFS 文件系统上安装了 NetBackup 6.5 或更低版本 (2056282)
如果在 VxFS 文件系统上安装了 NetBackup 6.5 或更低版本并在升级到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SF) 6.0.1 之前卸载所有 VxFS 文件系统（包括 NetBackup 二
进制文件 (/usr/openv) 所在的文件系统），则在升级到 SF 6.0.1 期间，安装程序无
法查出是否在同一计算机上安装了 NetBackup，并会卸载共享基础结构RPM
VRTSpbx、VRTSat 和 VRTSicsco。这会导致 NetBackup 停止工作。
解决方法：在卸载 NetBackup 所在的 VxFS 文件系统之前，将
/usr/openv/netbackup/bin/version 和 /usr/openv/netbackup/version 这两
个文件复制到 /tmp 目录。如果安装了集群 NetBackup，则还必须将
/usr/openv/netbackup/bin/cluster/NBU_RSP 文件复制到 /tmp 目录。卸载
NetBackup 文件系统后，手动将这两个文件从 /tmp 复制到其原始目录。如果安装
了集群 NetBackup，则还必须将 /usr/openv/netbackup/bin/cluster/NBU_RSP
文件从 /tmp 复制到其原始目录。
如果版本文件目录不存在，请创建此类目录：

Symantec VirtualStore 版本说明
已知问题

# mkdir -p /usr/openv/netbackup/bin
# mkdir -p /usr/openv/netbackup/bin

运行安装程序，完成升级过程。完成升级过程后，删除两个版本文件及其目录。
如果您的系统已受到此问题的影响，则在完成升级过程后必须手动安装 VRTSpbx、
VRTSat 和 VRTSicsco RPM。

在从带有封装根磁盘的 5.1SP1 升级到 6.0.1 期间，如果目标磁
盘组名由逐出的磁盘组使用，则拆分根镜像失败 (2280560)
在从带有封装根磁盘的 SVS 5.1 SP1 升级到 SVS 6.0.1 期间，如果拆分操作的目标
磁盘组名由现有的被逐出的磁盘组使用，则拆分根镜像失败。
解决方法：
为拆分操作的目标指定其他磁盘组名。

安装程序无法拆分在一个或多个 CP 服务器中注册的集群
(2110148)
当前不支持拆分使用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集群。
可以将一个集群拆分为两个，并使用安装程序在两个集群上重新配置 Symantec
VirtualStore HA。例如，可以将集群 clus1 拆分为 clus1A 和 clus1B。
但是，如果使用安装程序重新配置 Symantec VirtualStore HA，则安装程序会在以
下位置中保留与 clus1 相同的集群 UUID： clus1A 和 clus1B。如果 clus1A 和 clus1B
使用相同的 CP 服务器进行 I/O 防护，则该 CP 服务器仅允许第一个尝试注册的集群
进行注册。它拒绝下一个尝试的集群进行注册。因此，安装程序会在重新配置使用
基于服务器的防护的集群期间报告失败。
解决方法：此问题没有解决方法。

在主节点上完成内核升级后，从属节点上的 cvm 组未联机
(2439439)
在一个节点上成功完成内核升级后，cvm 组未在另一个节点上联机。
解决方法： 在执行滚动升级之前，确保集群未处于危险状态。

使用封装的引导磁盘从 VxVM 版本 6.0 升级之后，系统无法引
导 (2750782)
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 (RHEL6) 上，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从
6.0 升级到更高版本的过程中，RPM 将先运行 VxVM 较高版本的安装脚本。然后，
运行 VxVM 6.0 版本的卸载脚本。由于 6.0 卸载脚本中存在缺陷，因此它将损坏由
较高版本安装的文件。这将导致出现引导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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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1

解除已封装的根磁盘。

2

卸载 VRTSvxvm (6.0) 软件包。

3

安装较高版本的 VRTSvxvm（6.0 以上）。

如果启用了 SmartMove，则在重新挂接断开快照卷时，Veritas
File System 模块可能无法卸载 (2851403)
如果启用了 SmartMove，则在重新挂接断开快照卷时，Veritas File System 模块
vxportal 和 vxfs 可能无法卸载。重新挂接快照将导致 vxportal 模块的引用计数增
加，从而造成模块卸载操作失败。
解决方法：
请在卸载 vxportal 模块之前，手动卸载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模块（vxspec、
vxio、vxdmp）。此操作将减少 vxportal 模块的引用计数。

SVS 安装完成后出现 Perl 模块错误 (2879417)
安装、配置或卸载 SVS 时，安装程序将提示您有选择性地将安装日志上传到
Symantec 网站。如果安装程序遇到连接问题，则可能会出现类似如下的错误：
Status read failed: Connection reset by peer at
<midia_path>/../perl/lib/5.14.2/Net/HTTP/Methods.pm line 269.

解决方法：
忽略该错误。它不会带来危害。

软件限制
以下是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6.0.1 版本中的软件限制。

用于 VirtualStore 的 VMware vSphere 扩展存在的限制
在此版本中已经知道用于 VirtualStore 的 VMware vSphere 扩展存在以下软件限
制。

不支持使用 F5 来刷新向导 (2362940)
不支持使用 F5 来刷新向导。
解决方法
要获得新的或刷新后的数据，请务必重新启动向导，而不是使用 F5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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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VMware 快照的虚拟机不能用作黄金映像 (2514969)
不能使用任何存储了 VMware 快照的虚拟机（或模板）作为黄金映像来通过 FileSnap
向导创建克隆。要使用此类虚拟机或（或模板），请先删除这些快照，然后再使用
FileSnap 向导。

复制软件限制
下面列出了此版本 Symantec VirtualStore 中的复制软件限制。

在 RHEL5 和 SLES10 上运行 VFR 作业时，不会复制软链接访问
和修改时间
在 RHEL5 和 SLES10 上运行文件复制作业时，不会复制软链接访问和修改时间。

与 I/O 防护相关的限制
本节介绍了与 I/O 防护相关的软件限制。

如果使用 dmp 磁盘策略在 SCSI3 模式下配置了 VxFEN，则卸载
VRTSvxvm 会导致问题 (2522069)
如果使用 dmp 磁盘策略在 SCSI3 模式下配置了 VxFEN，则可以在系统关闭或防护
仲裁期间访问协调器磁盘的 DMP 节点。卸载 VRTSvxvm RPM以后，将不再在内存
中加载 DMP 模块。在卸载 VRTSvxvm RPM的系统上，如果 VxFEN 尝试在关闭或
防护仲裁期间访问 DMP 设备，则系统发生混乱。

文档
软件介质上的 /docs/product_name 目录中提供了 PDF 格式的产品指南。其他文档
通过联机方式提供。
请确保您使用的是文档的最新版本。每个指南的第 2 页上提供了文档版本信息。每
个文档的标题页上提供了出版日期。从 Symantec 网站可以获取最新的产品文档。
http://sort.symantec.com/documents

文档集
表 1-6 列出了有关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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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文档

文档标题

文件名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版本说明

sfcfs_notes_601_lin.pdf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安装指南

sfcfs_install_601_lin.pdf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sfcfs_admin_601_lin.pdf

表 1-7 列出了有关 Symantec VirtualStore 的文档。
表 1-7

Symantec VirtualStore 文档

文档标题

文件名

Symantec VirtualStore 版本说明

virtualstore_notes_601_lin.pdf

Symantec VirtualStore 安装和配置指南

virtualstore_install_601_lin.pdf

Symantec VirtualStore 管理指南

virtualstore_admin_601_li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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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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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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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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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 man(1)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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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页分为 1、1M、3N、4 和 4M 部分。编辑 man(1) 配置文件 /etc/man.config
以查看这些页。
编辑 man(1) 配置文件

1

如果使用 man 命令访问手册页，请在 shell 中将 LC_ALL 设置为 C 以确保正确
显示这些页。
export LC_ALL=C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Red Hat Linux 支持网站上的问题 82099。

2

将以下行添加到 /etc/man.config 中：
MANPATH /opt/VRTS/man

其中的其他 man 路径是在配置文件指定的。

3

添加新的节编号。将以下行：
MANSECT

1:8:2:3:4:5:6:7:9:tcl:n:l:p:o

更改为
MANSECT

1:8:2:3:4:5:6:7:9:tcl:n:l:p:o:3n: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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