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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Oracle 数据库的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管理解
决方案

■

1.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概述

1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适用于 Oracle 的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简介

■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

关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

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

关于 Cluster Server

■

关于 Cluster Server 代理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

跨 Veritas InfoScale 7.0 产品的 Oracle 功能支持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组件

■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用例

适用于 Oracle 的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简介
本指南介绍在 Oracle 数据库环境中如何将 SFDB 工具与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部署在一起以及关键的使用情形。这是一个补充
性的指南，需与 SFHA Solutions 产品指南结合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工具针对 Oracle 数据库提供了增强的管理选
项。SFDB 工具提供了增强的易用命令（可由不具有 root 权限的数据库管理员运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概述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行）来针对 Oracle 数据库环境优化存储。本指南介绍了如何部署和使用 SFHA
Solutions 企业产品随附的 SFDB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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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Veritas File System 意向日志

扩展区

关于扩展区

文件系统磁盘布局

关于文件系统磁盘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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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扩展区
扩展区是计算机文件系统中存储的连续区域，保留用于文件。 开始向文件写入时，
分配整个扩展区。 再次向该文件写入时，数据从先前写入停止的位置继续。 这样
可以减少或消除文件碎片。扩展区表示为地址-长度对的形式，用于标识扩展区（在
文件系统或逻辑块中）的起始块地址和长度。由于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是
基于扩展区的文件系统，因此，寻址是通过扩展区（可由多个块组成）而不是单块
段完成。因此，扩展区可提高文件系统吞吐量。
如果为存储分配的是连续的块，扩展区将允许以多个块为单位执行磁盘 I/O。 对顺
序 I/O 来说，多个块操作的速度比一次一块操作的速度要快得多；几乎所有磁盘驱
动器都接受多个块上的 I/O 操作。
扩展区分配在对 inode 结构下的寻址块与基于块的 inode 结构下的寻址块的解释只
有少许不同。VxFS inode 引用了 10 个直接扩展区，每个直接扩展区都是起始块地
址和块长度对。
磁盘空间分配在 512 字节扇区，用于形成逻辑块。 VxFS 支持 1024、2048、4096
和 8192 字节的逻辑块大小。对于 2 TB 以下的文件系统，默认块大小为 1 KB，对
于大于等于 2 TB 的文件系统，默认块大小为 8 KB。

关于文件系统磁盘布局
磁盘布局是文件系统在磁盘上存储的方式。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上，已
创建多个磁盘布局版本（1 至 10），用于支持各种新功能和特定 UNIX 环境。
表 1-1 列出支持的磁盘布局版本。
表 1-1

支持的磁盘布局版本

操作系统

支持的磁盘布局版本

AIX

7、8、9 和 10。可以装入版本 4 和 6 磁盘布局，但仅用于升级
到支持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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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支持的磁盘布局版本

Linux

7、8、9 和 10。可以装入版本 4 和 6 磁盘布局，但仅用于升级
到支持的版本。

Solaris

7、8 和 9。可以装入版本 4、5 和 6 磁盘布局，但仅用于升级到
支持的版本。

无法创建或装入其他磁盘布局版本。

关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eritas 的 VeritasTM Volume Manager (VxVM) 是一个存储管理子系统，使用该系统
可将物理磁盘和逻辑单元号 (LUN) 作为一种称为“卷”的逻辑设备进行管理。 VxVM
卷对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而言，就是一种可以在上面配置文件系统、数据库及其他
受管数据对象的物理设备。
VxVM 为计算环境和存储区域网络 (SAN) 环境提供简单易用的联机磁盘存储管理功
能。由于 VxVM 支持独立磁盘冗余阵列 (RAID) 模型，因此可以对它进行配置，避
免磁盘和硬件故障并提升 I/O 吞吐量。另外，VxVM 还提供可以提升容错和磁盘故
障或存储阵列故障快速恢复的功能。
VxVM 通过提供逻辑卷管理层，克服了硬盘设备和 LUN 所带来的局限性。 这使卷
可以跨越多个磁盘和 LUN。
VxVM 提供了可以提升性能并确保数据可用性与完整性的工具。 还可以使用 VxVM
在系统处于活动状态时动态地配置存储。

关于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为在系统上配置的操作系统本机设备提供了多径处理
功能。DMP 创建 DMP 元设备（也称为 DMP 节点）来表示指向同一物理 LUN 的
所有设备路径。
DMP 也可作为单独产品使用，它扩展了 DMP 元设备，可支持 OS 本机逻辑卷管理
器 (LVM)。可以在 DMP 元设备上创建 LVM 卷和卷组。
DMP 支持用作分页设备的 LVM 卷设备。
DMP 也可作为单独产品使用，其扩展了 DMP 元设备以支持 ZFS。可以在 DMP 元
设备上创建 ZFS 池。从 Solaris 11 Update 1 开始，DMP 同时支持根 ZFS 池和非
根 ZFS 池。对于早期版本的 Solaris，DMP 仅支持非根 ZFS 文件系统。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和磁盘组可以与 LVM 卷和卷组共存，但是每个
设备只能支持其中一种类型。如果磁盘具有 VxVM 标签，则该磁盘对 LVM 不可用。
同样，如果磁盘正由 LVM 使用，则该磁盘对 VxVM 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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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和磁盘组可以与 ZFS 池共存，但是每个设备只
能支持其中一种类型。如果磁盘具有 VxVM 标签，则该磁盘对 ZFS 不可用。同样，
如果磁盘正由 ZFS 使用，则该磁盘对 VxVM 不可用。

关于 Cluster Server
Cluster Server (VCS) 是一个群集解决方案，它具有以下优点：
■

最大限度地缩短了停机时间。

■

便于对服务器进行联合和故障转移。

■

有效管理异构环境中的各种应用程序。

在安装该产品之前，请阅读《Veritas InfoScale 7.0 版本说明》。
要配置该产品，请按照 《Cluster Server Generic Application Agent 配置指南》中
的说明进行操作。

关于 Cluster Server 代理
Veritas InfoScale 代理为特定资源和应用程序提供高可用性。 每个代理管理一种特
定类型的资源。例如，Oracle 代理管理 Oracle 数据库。通常情况下，代理可以启
动、停止和监视资源并报告状态更改。
在安装 VCS 代理之前，请阅读代理配置指南。
除了此版本中提供的代理以外，还通过独立的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Cluster Server
Agent Pack 提供了其他代理。 该代理软件包中包含了当前可用的代理，并在每个
季度重新发布以添加当前正在开发的新代理。
请与您的 Veritas InfoScale 销售代表联系以获取下列详细信息：
■

Agent Pack 中包含的代理

■

正在开发的代理

■

可通过 Veritas InfoScale 咨询服务获得的代理

可从 Symantec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网站下载最新代理：
sort.symantec.com/agents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提供了集中式管理
控制台。 您可以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监视、查看和管理存
储资源并生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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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建议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和 Cluster Server 环境。
您可以从 http://go.symantec.com/vom 下载 Veritas Operations Manager。
有关安装、升级和配置说明，请参考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文档。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控制台不再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打包在
一起。 如果要继续使用 VEA，可从
http://www.symantec.com/operations-manager/support 下载可用的软件版本。
Storage Foundation Management Server 已废弃。

跨 Veritas InfoScale 7.0 产品的 Oracle 功能支持
Veritas InfoScale 解决方案和使用案例都是基于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的共享管理功能。 群集功能可通过
Cluster Server (VCS) 以及 SFHA Solutions 产品单独提供。
表 1-2 列出了跨 SFHA Solutions 产品所支持的功能。表 1-3 列出了在 VCS 中可用
的高可用性和灾难恢复功能。
表 1-2
存储管理功能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中的存储管理功能

Veritas InfoScale Veritas InfoScale Veritas InfoScale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Storage
Availability
Enterprise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N
Disk Manager

Y

N

Y

注意：在群集独占模
式中受支持，仅允许
从单个节点访问该功
能。

Veritas Extension for
Cached Oracle Disk
Manager

N

Y

N

Y

N

Y

N

Y

N

Y

N

Y

N

Y

N

Y

注意：Oracle RAC 不支
持。
Quick I/O

注意：在 Linux 上不支持
缓存 Quick I/O

注意：在 Linux 上不支持
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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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管理功能

Veritas InfoScale Veritas InfoScale Veritas InfoScale Veritas InfoScale
Foundation
Storage
Availability
Enterprise

重复数据删除

N

Y

N

Y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N

Y

N

Y

SmartIO

N

Y

N

Y

SmartMove

N

Y

N

Y

SmartTier for Oracle

N

Y

N

Y

精简回收

N

Y

N

Y

可移植的数据容器

N

Y

N

Y

Database FlashSnap

N

Y

N

Y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N

Y

N

Y

FileSnap

N

Y

N

Y

卷复制

N

Y

N

Y

文件复制

N

Y

N

Y

虚拟存储的高级支持

Y

Y

Y

Y

实现高可用性 (HA) 的群集
功能

N

N

Y

N

灾难恢复功能 (HA/DR)

N

N

Y

N

动态多径处理

Y

Y

Y

Y

注意：SFRAC 不支持写回
缓存。

注意：仅在 Linux 上支持。

表 1-3

Veritas InfoScale Solutions 产品中的可用性管理功能

可用性管理功能

VCS HA/DR

实现高可用性 (HA) 的群集功能

Y

数据库和应用程序/ISV 代理

Y

高级故障转移逻辑

Y

通过 I/O 防护实现数据完整性保护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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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性管理功能

VCS HA/DR

高级虚拟机支持

Y

虚拟业务服务

Y

复制代理

Y

复制数据群集

Y

校园（伸展）群集

Y

全局群集 (GCO)

Y

防火练习

Y

注意：
■

Y=在您的许可证内包含该功能。

■

N=您的许可证不支持该功能。

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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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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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组件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是一组可在异构存储环境中提供存储管控和管理的组件。
本节可帮助您确定您所需的产品。
表 1-4 显示各个产品及其组件的优势。
表 1-4
产品

Veritas InfoScale 组件比较
组件

Cluster Server (VCS) 可将多个独立系统连接到一 VCS
个管理框架中以提高可用性。每个系统（即节点）
都运行自己的操作系统，并在软件级别上协作来形
成群集。VCS 将商用硬件与智能软件相结合，从
而提供了应用程序故障转移和控制功能。当某个节
点或受监视的应用程序出现故障时，其他节点便可
以执行预定义的操作来接管服务并在群集中其他位
置启动这些服务。

优势
■

最大限度地缩短停机时间

■

便于服务器合并和故障转移

■

有效管理异构环境中的各种应用程序

■

通过 I/O 防护提供数据完整性保护

■

提供应用程序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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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组件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为在系统上配置的 DMP
存储设备提供多径处理功能。该产品创建 DMP 元
设备（也称为 DMP 节点）来表示指向同一物理
LUN 的所有设备路径。

Veritas Replicator 可通过 IP 网络进行经济高效的 VVR
数据复制以用于灾难恢复，从而为组织提供了独立
VFR
于存储硬件的超灵活复制体系结构，作为基于阵列
的传统复制体系结构的备选方案。

优势

■

将 DMP 元设备扩展为支持 OS 本机逻辑
卷管理器 (LVM)
使用负载平衡提供增强的存储 I/O 性能

■

提供存储路径故障防护和快速故障转移

■

实现了与操作系统或存储硬件无关的集中
式存储路径管理

■

Volume Replicator (VVR)
■

提供基于块的连续复制

■

提供有效的带宽管理

■

支持跨平台复制和可移植的数据容器
(PDC) 环境中的复制

File Replicator (VFR)

Storage Foundation (SF) 是一项存储管理产品，
其中包含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和 DMP。

DMP、VxVM 和
VxFS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是一个存储管理
子系统，使用该系统可将物理磁盘和逻辑单元号

■

支持基于文件的定期复制

■

支持可逆数据传输

■

重复数据删除

■

支持保护目标文件系统以防其被意外写入

■

提高了异构环境间的存储利用率

■

重复数据删除和压缩

■

自动存储分层

■

集中式存储管理

■

■

轻松实施 OS 和存储迁移，将停机时间减
到最短
DMP 的所有优势

■

DMP 的所有优势

■

SF 的所有优势

■

VCS 的所有优势

■

DMP 的所有优势

■

SF 的所有优势

■

VCS 的所有优势

■

加强了共享存储间的自动化以及对可用性
和性能的智能管理。

(LUN) 作为一种称为“卷”的逻辑设备进行管理。
Veritas File System 是基于扩展区的意向日志记录
文件系统。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包括 SF 的所有功能加上
VCS 的高可用性。

DMP、VxVM、
VxFS 和 VC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DMP、VxVM、
Availability (SFCFSHA) 对 Storage Foundation 进 VxFS、VCS、
行了扩展，以支持存储区域网络 (SAN) 环境中的 CVM 和 SFCFSHA
共享数据。多台服务器可以同时访问对应用程序透
明的共享存储和文件。通过 Flexible Shared
Storage (FSS) 功能，可以将本地或常用存储用于
Cluster Volume Manager (CVM) 或群集文件系统
(CFS)。
CVM 对 VxVM 进行了扩展以支持共享磁盘组。CFS
对 VxFS 进行了扩展以支持并行群集。

28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概述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用例

产品

组件

优势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RAC) 是
存储管理和高可用性软件的集成套件。该软件设计
用于改进实时应用群集 (RAC) 环境的性能、可用
性和易管理性。

DMP、VxVM、
VxFS、VCS、
CVM、
SFCFSHA，加上
对 Oracle RAC 的
支持

■

DMP 的所有优势

■

SF 的所有优势

■

VCS 的所有优势

■

SFCFSHA 的所有优势

■

支持简化了数据库管理的 Oracle RAC，
同时完全与 Oracle 群集解决方案集成

DMP、VxVM、
VxFS、VCS、
CVM、
SFCFSHA，加上
对 Sybase ASE CE
的支持

■

DMP 的所有优势

■

SF 的所有优势

■

VCS 的所有优势

■

SFCFSHA 的所有优势

■

支持简化了数据库管理的 SF Sybase ASE
CE，同时完全与 Sybase 群集解决方案集
成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为 Veritas 不适用
InfoScale 产品提供了集中式管理控制台。 您可以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监视、
查看和管理存储资源并生成报告。

■

用于管理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中各种功
能的集中化、标准化方法
用于管理各个主机及其存储的可视界面

Cluster Server (VCS) 代理为特定资源和应用程序 VCS
提供高可用性。每个代理管理一种特定类型的资
源。 通常情况下，代理可以启动、停止和监视资
源并报告状态更改。

VCS 的所有优势

Storage Foundation for Sybase ASE CE 是 存储
管理和高可用性软件的集成套件。该软件设计用于
改进 UNIX 平台上的 Sybase ASE CE 的性能、可
用性和易管理性。

■
■

增加在跨越多个操作系统的数据中心中运
行的所有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实例的可
见性

除了此版本中提供的代理以外，还通过独立的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 High Availability Agent Pack
提供了其他代理。 该代理软件包中包含了当前可
用的代理，并在每个季度重新发布以添加当前正在
开发的新代理。
可从 Services Operations Readiness (SORT) 网
站下载最新代理：
https://sort.symantec.com/agents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用例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olutions 产品
组件和功能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使用，以便提高存储和应用程序的性能和恢
复能力并简化管理。 本指南提供了 SFHA Solutions 产品的管理功能的主要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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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SFHA Solutions 产品的主要用例

用例

SFHA Solutions 功能

使用 SFHA Solutions 数据库加速器提高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Oracle 数据库性能，使数据库实现原始磁盘
请参见第 77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
的速度，同时保留文件系统的管理功能和便利
品环境中的 Oracle Disk Manager”。
性。
Veritas Extension for Cached Oracle Disk
请参见第 75 页的“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
Manager
品组件数据库加速器”。
请参见第 94 页的“关于 SFHA 环境中的缓存
ODM”。

注意：Oracle RAC 不支持缓存 ODM
Quick I/O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 Quick I/O”。
缓存 Quick I/O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关于缓存 Quick I/O”。

注意：Linux 不支持 Quick I/O 和缓存 Quick
I/O。
使用 SFHA Solutions Flashsnap、存储检查
点和 NetBackup 时间点副本方法备份和恢复
数据，从而保护数据。
请参见第 145 页的“关于时间点副本”。

FlashSnap
存储检查点
NetBackup 与 SFHA Solutions 结合使用

通过使用 SFHA Solutions 卷快照脱离主机处 FlashSnap
理数据，避免降低生产主机的性能。
通过使用 SFHA Solutions 时间点副本方法， FlashSnap
优化用于测试、决策建模和开发的生产数据库
副本。
当您需要对时间点副本使用比文件系统或卷更 FileSnap
细的粒度时，可以使用 SFHA Solutions 优化
空间 FileSnap 创建文件级别时间点快照。您
可以使用 FileSnap 来克隆虚拟机。
根据期限、优先级和访问率条件，使用 SFHA SmartTier
Solutions SmartTier 将数据移至不同的存储
层，从而最大化存储利用率。
请参见第 223 页的“关于 Smart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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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

SFHA Solutions 功能

实现数据冗余、高可用性以及灾难恢复的存储 Flexible Storage Sharing
利用率最大化，而无需物理共享存储。
使用高级可自定义的启发法通过 I/O 缓存提高 对 VxVM 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执行 SmartIO
固态驱动器 (SSD) 上的数据效率，以确定要 读取缓存
缓存的数据以及如何从缓存中删除该数据。
对 VxFS 文件系统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执行
SmartIO 读取缓存
对 VxFS 文件系统上运行的应用程序执行
SmartIO 写入缓存
对 VxFS 文件系统上的数据库执行 SmartIO
缓存
对 VxVM 卷上的数据库执行 SmartIO 缓存
SFRAC 上不支持数据库的 SmartIO 写回缓
存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7.0 SmartIO for
Solid-State Drives 解决方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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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2

将 Oracle 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部署在一起

■

2. 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部署 Oracle 时适用的部署选项

■

3. 将 Oracle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

■

4. 以脱离主机的配置将 Oracle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

■

5. 以高可用性配置部署 Oracle

■

6. 将 Oracle 与用于灾难恢复的 Volume Replicator (VVR) 部署在一起

2
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
境中部署 Oracle 时适用的
部署选项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 Oracle 部署选项

■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 Oracle 单实例

■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采用脱离主机配置的单实例 Oracle

■

装有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的高度可用群集中的单实例 Oracle

■

包含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环境的并行群集中的单实例 Oracle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环境中的 Oracle RAC

■

关于复制的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 Oracle

■

在虚拟化环境中部署 Oracle 和 Storage Foundation

■

将 Oracle 与 Storage Foundation SmartMove 和精简置备部署在一起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 Oracle 部署选项
您可以在下列设置中针对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产品部署 Oracle：
■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 Oracle 单实例

■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采用脱离主机设置的 Oracle 单实例和 Oracle RAC

■

具有高可用性 (HA) 的 Oracle 单实例

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部署 Oracle 时适用的部署选项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 Oracle 单实例

■

具有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的 Oracle RAC

■

采用 SFCFSHA 的 Oracle 单实例

■

采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或 Oracle Data Guard 进行灾难恢复的
Oracle 单实例

■

虚拟环境中采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 Oracle 单实例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支持所有这些设置。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 Oracle 单实例
如果要将单实例 Oracle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则设置配置需满足以
下条件：
■

在具有 SF 的 sys1 上设置了单个 Oracle 实例。

■

数据库和数据文件在 sys1 上处于联机状态。

■

必须在 sys1 上运行 SFDB 工具命令。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或存储库数据库的信息：
请参见第 61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图 2-1 显示了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 Oracle 单实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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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采用脱离主机配置的单实例 Oracle

图 2-1

针对 Storage Foundation 的 Oracle 单实例

sys1

Oracle

Oracle
装入点

VxVM 卷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采用脱离主机配置的单实
例 Oracle
如果您要以脱离主机设置将单实例 Oracle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您
的配置需满足以下条件：
■

在具有 SF 的 sys1 上设置了单个 Oracle 实例。

■

数据库和数据文件在 sys1 上处于联机状态。

■

sys1 和 sys2 共用相同的存储。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或存储库数据库的信息：
请参见第 61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图 2-2 显示了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具有脱离主机设置的 Oracle 单实例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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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的高度可用群集中的单实例 Oracle

图 2-2

用于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的 Oracle 单实例脱离主机设置

sys1

sys2
Oracle

Oracle

Oracle
装入点

Oracle
装入点

VxVM 卷

VxVM
镜像卷

装有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的高度可
用群集中的单实例 Oracle
如果要将 Oracle 与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部署在一起，您
的设置配置将体现下列情况：
■

在具有 SFHA 的 sys1 和 sys2 上设置了单个高可用性 Oracle 实例。

■

数据库和数据文件在 sys1 上处于联机状态。

■

必须在数据库联机的 sys1 上运行 SFDB 工具命令。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或存储库数据库的信息：
请参见第 61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36

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部署 Oracle 时适用的部署选项
包含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环境的并行群集中的单实例 Oracle

图 2-3 和图 2-4 显示了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环境中的 Oracle 单一
实例和此类设置中的故障转移方案。
与 SFHA 安装在一起的 Oracle 单一实例

图 2-3
系统 2
（非活动主机）

图 2-4

采用 SFHA 故障转移设置的 Oracle 单一实例

系统 1
（非活动主机）

系统 2
（活动主机）

Oracle

Oracle

Oracle
装入点

Oracle
装入点

故障转移

VxVM 卷

包含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环境的并行群集中的
单实例 Oracle
如果要将 Oracle 单实例与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部署在一起，您的设置配置
将体现以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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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有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的 sys1 和 sys2 上设置了一个具有 Oracle
的高可用性并行群集。

■

数据库在 sys1 上处于联机状态。

■

在 sys1 和 sys2 上装入和共享数据文件。

■

在 sys1 和 sys2 上装入并共享数据库存储库。

■

SFDB 工具命令将在 sys2 上失败。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或存储库数据库的信息：
请参见第 61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在下面的图中，存储库目录位于 Oracle 装入点中。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设置示例

图 2-5

Sys1
（联机）

（联机）

Sys2
（脱机）

Oracle

Oracle

Oracle
装入点

Oracle
装入点

存储库

存储库

数据库卷
VxVM 卷
存储库

（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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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SF Cluster File System HA 而言，故障转移到备份系统是自动执行的，无需手
动操作。
SFCFSHA HA 故障转移示例

图 2-6

Sys1
（脱机）

（脱机）

Sys2
（联机）

Oracle

Oracle

Oracle
装入点

Oracle
装入点

存储库

存储库

（联机）

数据库卷
VxVM 卷
存储库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环境中的
Oracle RAC
如果要针对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部署 Oracle RAC，您的设置配置
将反映以下情况：
■

在具有 SF for Oracle RAC 的 sys1、sys2 和 sys3 上设置了一个具有多个 Oracle
实例的高可用性并行群集。

■

数据库在 sys1、sys2 和 sys3 上处于联机状态。

■

在 sys1、sys2 和 sys3 上装入和共享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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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ys1、sys2 和 sys3 上装入和共享 SFDB 工具。

■

此配置支持群集 ODM。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或存储库数据库的信息：
请参见第 61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在下图中，存储库目录驻留在 Oracle 装入点中。
图 2-7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环境中的 Oracle RAC

对于 SF Oracle RAC 配置，各个系统以并行方式联机，并且在群集内不使用故障转
移机制。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管理指南》。

关于复制的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 Oracle
在 Oracle 环境中，支持两个复制选项：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和 Oracle
Data Guard。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支持在辅助站点上以单实例模式使
用这些复制工具。
如果要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将 Oracle 单实例与用于灾难恢复的 VVR 部署
在一起，您的设置配置需满足以下条件：
■

在 sys1 上设置单实例 Oracle。

■

数据库和数据文件在 sys1 上处于联机状态。

40

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部署 Oracle 时适用的部署选项
在虚拟化环境中部署 Oracle 和 Storage Foundation

■

ORACLE_HOME 在 sys2. 上设置

■

sys1 上的数据卷为复制到 sys2 进行了设置。

■

sys2 中提供了 sys1 卷上的应用程序数据的一致副本。

有关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或存储库数据库的信息：
请参见第 61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图 2-8 显示了具有 VVR 的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的 Oracle 单实例部署。
Oracle 单实例 - 具有 VVR 的 Storage Foundation

图 2-8

sys1

sys2
Oracle

Oracle

Oracle
装入点

Oracle
装入点

VxFS

VxFS
WAN
VxVM / VVR

VxVM / VVR

WAN

VxVM 卷

VxVM 卷

在虚拟化环境中部署 Oracle 和 Storage Foundation
如果在虚拟机环境中部署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则支持
以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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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X 上的 WPAR

■

Linux 上的 VMware

■

Solaris 上的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将 Oracle 与 Storage Foundation SmartMove 和精简
置备部署在一起
可以将 SmartMove 和精简置备与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和您的 Oracle 数据库配
合使用。
删除数据文件时，如果基础设备是可回收的精简 LUN，则可以回收这些文件使用的
存储空间。为此，请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精简回收功能。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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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Oracle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部署 Oracle 数据库的任务

■

规划 Oracle 存储

■

关于为部署 Oracle 选择卷布局

■

为部署 Oracle 设置磁盘组

■

创建用于部署 Oracle 的卷

■

为部署 Oracle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

为部署 Oracle 装入文件系统

■

安装 Oracle 和创建数据库

部署 Oracle 数据库的任务
如果要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部署 Oracle 单实例数据库，请按下面列出的
顺序完成以下任务：
确定要创建的数据库所需的文件系统的数目
和大小。

请参见第 44 页的“规划 Oracle 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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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卷布局。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为部署 Oracle 选择卷
布局”。
请参见第 45 页的“为部署 Oracle 设置磁盘
组”。
请参见第 47 页的“部署 Oracle 的磁盘组配置
指南”。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用于部署 Oracle 的
卷”。
请参见第 47 页的“部署 Oracle 的卷配置指
南”。

创建和装入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48 页的“为部署 Oracle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49 页的“部署 Oracle 的文件系统创
建指南”。
请参见第 49 页的“为部署 Oracle 装入文件系
统”。

安装 Oracle 并创建数据库。

请参见第 50 页的“安装 Oracle 和创建数据
库”。

规划 Oracle 存储
根据数据库大小决定文件系统的数目及每个文件系统的大小。Symantec 建议您为
Oracle 数据库创建下列文件系统。
■

适用于 Oracle 主目录的文件系统
Oracle 二进制文件安装在此文件系统中。

■

适用于数据文件的文件系统
数据文件存储在此文件系统中。文件系统的大小取决于数据库的大小。您需要
创建卷以满足文件系统需求。磁盘镜像可用于防止磁盘故障，条带化可用于提
高性能。
根据数据库类型、I/O 模式、索引和临时文件等因素，您可以创建一个或多个文
件系统来存储数据文件。

■

适用于重做日志的文件系统
重做日志存储在此文件系统中。最好在快速存储设备上为重做日志创建文件系
统，以便提高性能。

■

适用于存档重做日志的文件系统
存档重做日志存储在此文件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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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部署 Oracle 选择卷布局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提供了各种布局，您可使用这些布局配置数据库
以满足性能和可用性要求。选择适当的卷布局可以为数据库工作负载提供最佳性
能。
决定数据库性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表空间在磁盘上的放置方式。
磁盘 I/O 是决定数据库性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使 I/O 负载保持平衡通常意味着最
佳性能。为数据库对象设计磁盘布局以实现 I/O 平衡是配置数据库的一个关键步骤。
决定表空间的放置位置时，通常很难预测未来的使用模式。VxVM 在存储配置方面
为初始数据库设置以及需求发生变化时持续的数据库性能改进提供了灵活性。VxVM
可以跨多个驱动器拆分卷，以便在数据放置方面提供更精细的粒度级别。通过使用
条带卷，可以跨多个磁盘驱动器平衡 I/O。对于大多数数据库而言，确保跨多个可
用磁盘分布不同的容器或表空间（取决于数据库）已足以满足需求。
条带化还有助于提高连续表扫描性能。跨多个设备条带化表后，通过将 Oracle 参数
DB_FILE_MULTIBLOCK_READ_COUNT 设置为完整条带大小除以 DB_BLOCK_SIZE 的商
的倍数，可以实现较高的传输带宽。
如果您计划对 Oracle 数据库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功能（时间点副本），并在
同一主机上使用该功能或者将其用于脱离主机的处理或备份，则卷布局应满足
FlashSnap 要求。

为部署 Oracle 设置磁盘组
在为数据库创建卷和文件系统之前，必须为每个数据库设置磁盘组。
请在创建磁盘组之前阅读磁盘组配置指南。
请参见第 47 页的“部署 Oracle 的磁盘组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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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磁盘组
◆

使用 vxdg 命令，如下所示。
# /opt/VRTS/bin/vxdg init disk_group disk_name=disk_device

例如，在原始磁盘分区上创建一个名为 PRODdg 的磁盘组（其中磁盘名称
PRODdg01 引用该磁盘组中的磁盘）：
AIX
# /opt/VRTS/bin/vxdg init PRODdg PRODdg01=Disk_0

Linux
# /opt/VRTS/bin/vxdg init PRODdg PRODdg01=sda

Solaris ：
# /opt/VRTS/bin/vxdg init PRODdg PRODdg01=c1t1d0s2

向磁盘组中添加磁盘
◆

使用 vxdg 命令，如下所示。
# /opt/VRTS/bin/vxdg -g disk_group adddisk disk_name=disk_device

例如，将名为 PRODdg02 的磁盘添加到磁盘组 PRODdg：
AIX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2=Disk_0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3=Disk_1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4=Disk_2

Linux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2=sda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3=sdb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4=sdc

Solaris ：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2=c1t2d0s2
#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3=c1t3d0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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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VRTS/bin/vxdg -g PRODdg adddisk PRODdg04=c1t4d0s2

部署 Oracle 的磁盘组配置指南
设置磁盘组时，请遵循下列准则。
■

只能使用尚不属于磁盘组的联机磁盘来创建新的磁盘组。

■

为每个数据库创建一个磁盘组。

■

磁盘组名称必须唯一。使用由环境变量 ORACLE_SID 指定的 Oracle 数据库实
例名称和 dg 后缀对每个磁盘组进行命名。dg 后缀有助于将对象标识为磁盘组。

■

每个磁盘名称必须在磁盘组中唯一。

■

在 VVR 环境中，请勿使用不在同一磁盘组中的文件系统或卷来创建数据库文
件。

注意：您必须具有 root 权限才能执行与磁盘组相关的所有 VxVM 命令。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创建用于部署 Oracle 的卷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使用逻辑卷组织和管理磁盘空间。一个卷由一个
或多个物理磁盘的多个部分组成，因此它不受物理磁盘的限制。
请在创建卷之前阅读卷配置指南。
请参见第 47 页的“部署 Oracle 的卷配置指南”。
创建卷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vxassist 命令。
# /opt/VRTS/bin/vxassist -g disk_group make volume_name volume_size
disk_name

下面是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卷的一个示例：
在 PRODdg 磁盘组上创建一个名为 db01 的 1 GB 卷：
#/opt/VRTS/bin/vxassist -g PRODdg make db01 1g PRODdg01

部署 Oracle 的卷配置指南
选择卷布局时，请遵循下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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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数据库日志文件放置到在独立于索引或表空间的条带化和镜像 (RAID-0+1) 卷
上创建的文件系统中。根据需要将多个设备条带化以创建较大的卷。使用镜像
提高可靠性。请勿将 VxVM RAID-5 用于重做日志。

■

如果可接受常规系统可用性，对于大多数 OLTP 工作负载，请将表空间放置到
在条带卷上创建的文件系统中。

■

至少跨四个磁盘创建条带卷。尝试跨磁盘控制器进行条带化。
为了进行连续扫描，条带化时跨越的磁盘或控制器不要过多。处理连续扫描的
单个线程可能无法与磁盘速度保持同步。

■

对于大多数工作负载，应对条带卷使用默认条带单元大小 64 K。

■

如果系统可用性至关重要，请对大多数写入密集型 OLTP 工作负载使用镜像。
启用脏区日志记录 (DRL) 以便在系统崩溃时进行快速卷重新同步。

■

对于连续扫描非常普遍的大多数决策支持系统 (DSS) 工作负载，请试用不同的
条带化策略和条带单元大小。将最常访问的表或访问的表一起放置在单独的条
带卷上可提高数据传输的带宽。

为部署 Oracle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要创建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文件系统，请使用 mkfs 或 mkfs_vxfs 命令。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之前，请查看文件系统创建指南。
请参见第 49 页的“部署 Oracle 的文件系统创建指南”。
在现有卷上创建 VxFS 文件系统
◆

使用 mkfs 命令，如下所示：
■

AIX
# /usr/sbin/mkfs -V vxfs generic_options\
-o specific_options special size

■

Solaris
# /usr/sbin/mkfs -F vxfs generic_options\
-o specific_options special size

■

Linux
# /usr/sbin/mkfs -t vxfs generic_options\
-o specific_options special size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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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fs 是文件系统类型

■

generic_options 是大多数文件系统的通用选项

■

specific_options 是特定于 VxFS 文件系统的选项

■

special 是要在其上创建文件系统的原始字符设备或 VxVM 卷的完整路径名

■

（可选）size 是新文件系统的大小

如果未指定大小，文件系统将和基础卷一样大。
例如，创建块大小为 8 KB 且在新创建的 db01 卷上支持超过 2 GB 的文件的 VxFS
文件系统：
■

# /usr/sbin/mkfs -V vxfs -o largefiles,bsize=8192,logsize=2000 \
/dev/vx/rdsk/PRODdg/db01

-o largefiles 选项用于创建超过 2 GB 的文件。

注意：由于本示例中未指定大小，该文件系统的大小将自动计算为与在其上创建文
件系统的卷相同的大小。

部署 Oracle 的文件系统创建指南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时，请遵循下列指南。
■

为数据库创建文件系统时，指定最大块大小和日志大小。

■

请勿禁用文件系统的意向日志记录功能。

■

为重做日志、控制文件、数据文件、tmp 文件和存档重做日志创建单独的文件系
统。

■

使用命令行时，使用装入点命名基础卷。例如，如果要在镜像卷上创建名为
/db01 的文件系统，请将该卷命名为 db01，并镜像 db01-01 和 db01-02 以便与
配置对象相关。如果使用 vxassist 命令或 GUI，则此操作是透明的。

■

Oracle 数据库的块大小应为文件系统块大小的倍数。如有可能，请使它们保持
相同大小。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为部署 Oracle 装入文件系统
创建 VxFS 文件系统之后，请以 root 用户身份使用 mount 命令装入该文件系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mount 和 mount_vxfs 命令的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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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入文件系统
◆

使用 mount 命令，如下所示：
■

AIX
# /usr/sbin/mount -V vxfs special /mount_point

■

Solaris
# /usr/sbin/mount -F vxfs special /mount_point

■

Linux
# /usr/sbin/mount -t vxfs special /mount_point

其中：
■

vxfs 是文件系统类型

■

special 是块专用设备

■

/mount_point 是文件系统的装入目录

例如，装入名为 db01 的文件系统，该文件系统在卷 /dev/vx/dsk/PRODdg/db01
上支持大型文件
■

# /usr/sbin/mount -V vxfs -o largefiles /dev/vx/dsk/PRODdg/db01 \
/db01

安装 Oracle 和创建数据库
使用 runInstaller 和 dbca 等工具安装 Oracle 并创建数据库。安装 Oracle 和创建数
据库时，请使用专为特定目的创建的各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44 页的“规划 Oracle 存储”。
查看数据库布局的注意事项以及部署 Oracle 的支持配置。
请参见第 167 页的“有关数据库布局的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168 页的“支持的 Oracle 配置”。
有关安装 Oracle 软件和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信息，请参考 Oracl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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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脱离主机的配置将
Oracle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脱离主机数据库配置的要求

脱离主机数据库配置的要求
如果要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Database (SFDB) 工具以脱离主机配置设置 Oracle
单实例数据库，请确保以下条件得到满足。
■

已完成在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部署单实例 Oracle 数据
库的所有任务。
请参见第 43 页的“部署 Oracle 数据库的任务”。

■

满足以下要求。
■

所有文件都位于 VxVM 卷的 VxFS 文件系统中。不支持原始设备。

■

没有指向数据库文件的符号链接。

■

ORACLE_HOME 位于单独的文件系统中。

■

存档日志位于单独的 VxFS 文件系统中，并与包含 Oracle 数据文件或
ORACLE_HOME 的 VxFS 文件系统分隔开来。

■

数据库不包含 BFILES 和外部表。

■

Oracle 数据文件、存档日志、重做日志和控制文件位于单个或多个磁盘组
中。

■

快速恢复区域必须位于独立于 ORACLE_HOME 的文件系统中。

以脱离主机的配置将 Oracle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部署在一起
脱离主机数据库配置的要求

■

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上安装的产品版本相同。

■

在两台主机上都安装了同一版本的 Oracle，而 Oracle 二进制文件和数据文
件则位于不同的卷和磁盘上。

■

在这两台主机上，数据库用户和组的 UNIX 登录凭据必须相同。UNIX UID
和 GID 也必须相同。

■

这两台主机上都必须有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许可证。

52

5
以高可用性配置部署
Oracl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以 HA 配置部署 Oracle 时需完成的任务

■

配置 VCS 以使数据库高度可用

以 HA 配置部署 Oracle 时需完成的任务
如果要在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SFHA) 环境中部署 Oracle 单实例
数据库，请完成下列任务。
完成在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部署
Oracle 单实例数据库时所需执行的任务。

请参见第 43 页的“部署 Oracle 数据库的任
务”。

配置 VCS 以使数据库高度可用。

请参见第 53 页的“配置 VCS 以使数据库高度
可用”。

配置 VCS 以使数据库高度可用
要使您的 Oracle 数据库具有高可用性，需要由 Cluster Server (VCS) 控制数据库配
置。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6
将 Oracle 与用于灾难恢复
的 Volume Replicator
(VVR) 部署在一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通过 VVR 部署 Oracle 实现灾难恢复

■

将 Oracle 与用于灾难恢复的 VVR 部署到一起时所需完成的任务

■

为部署 Oracle 设置主节点

■

为部署 Oracle 设置辅助节点

■

为部署 Oracle 在主节点和辅助接点之间配置 VVR

关于通过 VVR 部署 Oracle 实现灾难恢复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是一款旨在帮助为 Oracle 环境制定有效灾难恢复
计划的数据复制软件。使用 VVR 可以在一个或多个远程位置维护一个一致的 Oracle
数据副本。VVR 将应用程序写入到卷上的数据从源位置复制到任意距离上的一个或
多个远程位置。如果源位置发生灾难，您可以使用远程位置上的 Oracle 数据副本，
并在该远程位置重新启动此应用程序。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7.0 Replication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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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Oracle 与用于灾难恢复的 VVR 部署到一起时所需
完成的任务
如果要在包含用于灾难恢复的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的 Storage
Foundation 环境中设置 Oracle 数据库，请按以下顺序完成下面的任务：
设置 VVR 环境中的主节点。

请参见第 55 页的“为部署 Oracle 设置主节
点”。

设置 VVR 环境中的辅助节点。

请参见第 56 页的“为部署 Oracle 设置辅助节
点”。

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配置 VVR。

请参见第 58 页的“为部署 Oracle 在主节点和
辅助接点之间配置 VVR”。

为部署 Oracle 设置主节点
下列示例过程适用于 Linux 平台。
设置主节点

1

在主节点上创建磁盘组。
# vxdg init vvrdg sdag sdah sdai sdaj

2

在主节点上创建数据卷。
# vxassist -g vvrdg make datavol 4500M sdag

3

在主节点上创建存档日志卷。
# vxassist -g vvrdg make archvol 4500M sdah

4

创建并装入适用于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的文件系统。
# mkfs -t vxfs /dev/vx/rdsk/vvrdg/datavol
# mkdir /data
# mount -t vxfs /dev/vx/dsk/vvrdg/datavol /data
# mkfs -t vxfs /dev/vx/rdsk/vvrdg/archvol
# mkdir /arch
# mount -t vxfs /dev/vx/dsk/vvrdg/archvol /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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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的所有权分配给 Oracle 用户。
# chown ora11gr2:dba /data /arch

6

在没有其他卷的磁盘上为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创建 SRL (Storage Replicator
Log)。
# vxassist -g vvrdg make datavol_srl 4500M sdai
# vxassist -g vvrdg make archvol_srl 4500M sdaj

为部署 Oracle 设置辅助节点
设置辅助节点

1

创建一个名称与主节点磁盘组相同的磁盘组。
# vxdg init vvrdg sdag sdah sdai sdaj

2

为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创建目录，并将其所有权分配给 Oracle 用户。
# mkdir -p /data
# mkdir -p /arch
# chown -R ora11gr2:dba /data
# chown -R ora11gr2:dba /arch

3

创建名称和长度与主节点卷相同的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
# vxassist -g vvrdg make datavol 4500m alloc=sdj,sdk
# vxassist -g vvrdg make archvol 4500m alloc=sdl,sdm

4

将 DCM（数据更改映射）日志添加到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
# vxassist -g vvrdg addlog datavol logtype=dcm nlog=2 logdisk=sdj,sdk
# vxassist -g vvrdg addlog archvol logtype=dcm nlog=2 logdisk=sdl,sdm

5

更改含有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的目录的所有权和权限。
# chown -R ora11gr2:dba /data*
# chown -R ora11gr2:dba /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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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禁用 DRL（脏区日志记录）的情况下准备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以便执行快照
操作。
# vxsnap -g vvrdg prepare datavol drl=no alloc=sdn,sdo
# vxsnap -g vvrdg prepare archvol drl=no alloc=sdp,sdq

注意：要使用辅助节点主机上的数据执行脱离主机处理操作，请使用辅助主机
数据卷的快照。即使在只读模式下，也不要直接装入辅助节点 RVG 卷。
快照是联机数据卷在特定时间点的映像。原始卷中的数据可能会发生更改，但
是，仍然可以将快照中的数据作为稳定而独立的副本用于各种用途。

7

验证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是否为即时快照操作做好了准备。
# vxprint -g vvrdg -F%instant datavol
# vxprint -g vvrdg -F%instant archvol

注意：VVR 提供了两种创建快照的方法：即时快照和传统快照。可能需要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和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许可证才能使用
VxVM 的即时快照功能。

8

为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添加镜像以便用于创建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 vxsnap -g vvrdg addmir datavol alloc=sdr
# vxsnap -g vvrdg addmir archvol alloc=sds

9

在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的断开数据 plex 上设置 dbed_flashsnap 标记。
# vxedit -g vvrdg set putil2=dbed_flashsnap datavol-04
# vxedit -g vvrdg set putil2=dbed_flashsnap archvol-04

10 为辅助节点主机上的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创建 SRL (Storage Replicator Log)。
# vxassist -g vvrdg make datavol_srl 4500M alloc=sdt
# vxassist -g vvrdg make archvol_srl 4500M alloc=sdu

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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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卷组）包含卷集，请确保辅助节点上要添加的组件卷和
主节点上的组件卷具有相同的名称、长度和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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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部署 Oracle 在主节点和辅助接点之间配置 VVR
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之间配置 VVR

1

获取主磁盘组 ID。
# vxprint -l vvrdg

2

在主节点上打开 /etc/vx/vras/.rdg 文件。

3

在 /etc/vx/vras/.rdg 文件中追加磁盘组 ID。
注意：请确保 .rdg 文件中的每个磁盘组 ID 项单独在一行上。

4

在辅助节点上打开 /etc/vx/vras/.rdg 文件。

5

在 /etc/vx/vras/.rdg 文件中追加磁盘组 ID。
注意：请确保 .rdg 文件中的每个磁盘组 ID 项单独在一行上。

6

在主节点中，在网络接口上激活所有随机 IP 地址。

7

在辅助节点中，在网络接口上激活所有随机 IP 地址。

8

验证是否可以从两个节点对这些 IP 地址执行 ping 命令。
# ifconfig network_interface inet primary_IP netmask \
subnet_mask up
# ifconfig network_interface inet secondary_IP netmask \
subnet_mask up

9

通过对要复制的所有卷使用以下命令，创建 RDS（复制数据集）的主节点 RVG
（重复卷组）。
# vradmin -g vvrdg createpri vvrdg_datavol_rvg datavol datavol_srl
# vradmin -g vvrdg createpri vvrdg_archvol_rvg archvol archvol_srl

10 创建名称与主节点 RVG 相同的辅助节点 RVG，并将其添加到 RDS 中。
# vradmin -g vvrdg addsec vvrdg_datavol_rvg primary_IP \
secondary_IP
# vradmin -g vvrdg addsec vvrdg_archvol_rvg primary_IP \
secondary_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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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开始复制到辅助节点。
# vradmin -g vvrdg -a startrep vvrdg_datavol_rvg secondary_IP
# vradmin -g vvrdg -a startrep vvrdg_archvol_rvg secondary_IP

12 停止复制。
# vradmin -g vvrdg -f -s stoprep vvrdg_datavol_rvg secondary_IP
# vradmin -g vvrdg -f -s stoprep vvrdg_archvol_rvg secondary_IP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7.0 Replication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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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 (SFDB) 工具

■

7. 配置和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存储库数据库

■

8. 升级和迁移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

9.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的身份验证

7
配置和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存储库数据库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的要求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可用性

■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存储库

■

备份和还原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

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

在删除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

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
库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或储存库数据库将存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工具所需的元数据信息。
注意：除了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产品的初始安装和配置外，仅偶尔需要与
存储库数据库进行交互。

配置和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存储库数据库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的要求

在此版本的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中，SFDB 储存库存储在关系数据库中并由
SQLite3 管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的要
求
《Veritas InfoScale 7.0 版本说明》中包含产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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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211575
有关支持的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和单实例 Oracle 版本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081
有关支持的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和 Oracle RAC 版本的最新信息，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081
请查看最新的 Oracle 文档以确认您的硬件和软件的兼容性。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可用
性
针对下列产品纳入了适用于 Oracle 数据库的 SFDB 工具：
■

Storage Foundation，支持具有单实例 Oracle 的主机系统
注意：需要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授权许可。

■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ystem HA，支持具有自
动故障转移和单实例 Oracle 的群集主机系统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支持具有自动故障转移和多实例 Oracle
的群集主机系统

有关此版本 SFDB 工具的功能更改和所存在问题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7.0 版本说明》以获取最新、最完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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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存储库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存储 SFDB 工具使用的信息。存
储库包含存储检查点信息、表空间和数据文件信息、Database FlashSnap 信息和
SmartTier for Oracle 参数。
您首次运行 dbed_update 或 vxsfadm 时会自动创建 SFDB 存储库。
注意：在升级过程中，您需要将存储库迁移到新格式。 如果从版本 5.1 或更高版本
进行升级，则无需执行此步骤。
如果存储库已经存在，该命令将刷新它。使用 dbed_update：
■

数据库必须已启动并正在运行。

■

必须用 -S 和 -H 选项指定 ORACLE_SID 和 ORACLE_HOME 变量。

SFDB 存储库的位置
存储库的位置：
■

默认位置是 SYSTEM 表空间的第一个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

■

可以使用 dbed_update 的 -R 选项指定其他位置。

在下面的图中，存储库目录位于 Oracle 装入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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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B 存储库的位置

图 7-1

Oracle

Oracle

Oracle
装入点

Oracle
数据装入点

储存库
储存库装入点

备用路径

默认路径

储存库卷

数据库卷
储存库

数据库卷

该其他位置必须：
■

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位于本地文件系统上

■

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HA：位于共享存储上。管理员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

■

■

配置故障转移资源

■

确保存储库和 Oracle 数据库一起故障转移到同一台主机

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位于共享存储上。管理员
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

配置群集文件系统或故障转移资源

■

确保存储库和 Oracle 数据库一起故障转移到同一台主机

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位于共享存储上。必须在所有节点
上装入 CFS。

注意：不支持将同一备用路径用于多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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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SFDB 存储库
dbed_update 的用法如下所示：
dbed_updat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 -P ORACLE_PFILE ]
[ -R REPOSITORY_PATH ] [ -I ]

可使用的选项：
选项

示例值

说明

-S

ORACLE_SID

指定将检索其信息的 Oracle 数据库的名称。

-H

ORACLE_HOME

ORACLE_SID 数据库的 ORACLE_HOME
设置。

-P

ORACLE_PFILE

指定 Oracle pfile 的完全限定路径（如果它
不位于 ORACLE_HOME/dbs 目录下）。

-R

REPOSITORY_PATH 为存储库指定用户定义的位置。在 RAC 或
HA 情况下，它应该位于共享存储上。默认
位置在 Oracle 数据库的 SYSTEM 表空间的
装入点上。这样，可以很容易在群集节点之
间共享它。
如果 REPOSITORY_PATH 是“/”，则存储
库不在“/”中创建。由于 SFDB 工具不支
持在“/”中创建存储库，因此在默认路径
下创建。
不适用

-I

会对 SFDB 存储库执行完整性检查，而无
需从 Oracle 数据库刷新。如果检查结果成
功，会将字符串 ok 输出到 stdout。此外，
还会显示存储库文件的完整路径。
只要从数据库刷新，就会自动执行完整性检
查。

不适用

-h

显示帮助页面。

设置 SFDB 存储库
◆

以 Oracle DBA 用户身份运行以下命令，以便为数据库创建或更新 SFDB 存储
库。
$ /opt/VRTS/bin/dbed_updat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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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和还原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在进行重大更改（如创建新 Flashsnap 配置或创建存储检查点）后，应对 SFDB 存
储库进行备份。
对于 SFDB 备份存储库：
■

SFDB 存储库使用相同的默认位置。

■

可以通过使用
-d directory 选项来指定该位置。

■

不同数据库的 SFDB 储存库不得共享同一个备份位置。

■

自动管理备份位置上的磁盘空间。

■

每个 SFDB 存储库备份文件的文件名中都有一个时间戳。

■

备份命令只会保留最后七个备份。

对于高可用性环境：
■

确保所有节点都可访问备份位置。

■

可以从任意节点运行备份命令。

sfua_rept_util 的用法：
sfua_rept_util -S ORACLE_SID -o backup [-d <directory>]
sfua_rept_util -S ORACLE_SID -o list [-d <directory>]
sfua_rept_util -S ORACLE_SID -o restore -f <backupfile> \
[-d <directory>]

表 7-1

sfua_rept_util 的选项

选项

值

说明

-S

ORACLE_SID

指定要为其备份储存库的数据库的 SID。

-o

backup

指定操作是创建备份。

-o

list

指定操作是列出备份文件。

-o

restore

指定操作是还原所选的备份文件。

-d

directory

指定用于备份或还原文件的目录位置。不强
制选择该选项。如果使用该选项进行备份，
则必须使用该选项列出可用的备份和还原。

-f

filename

为要还原的储存库备份指定文件名。此选项
是还原备份文件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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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 SFDB 存储库

1

验证数据库是否处于联机状态以及是否为 DBA Oracle 用户启用了对备份位置
目录的写入权限。

2

验证 SFDB 存储库是否是最新的：
$ dbed_updat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3

以 Oracle DBA 用户身份使用相应的选项运行 backup 命令。
例如：
$ /opt/VRTSdbed/bin/sfua_rept_util -S Prod -o backup
Backing up Repository for SID='Prod'
Target directory='/etc/vx/vxdba/logs/oragrid/backup'
Copying repository for SID=Prod to '/etc/vx/vxdba/logs/oragrid/backup'
Backup Repository for SID='Prod' Completed

其中 oragrid 为 ORACLE_USER。
列出 SFDB 存储库备份
◆

以 Oracle DBA 用户身份运行 list 命令。
$ /opt/VRTSdbed/bin/sfua_rept_util -S Prod -o list
Listing Repository Backups for SID='Prod'
TIME
SIZE
NAME
2012-06-12-19-43-55 14824 rept_Prod_2012-06-12-19-43-55.tgz

还原 SFDB 存储库
◆

以 Oracle 用户身份使用相应的选项运行 restore 命令。
例如：
$ /opt/VRTSdbed/bin/sfua_rept_util -S Prod -o restore
-f rept_Prod_2012-06-12-19-43-55.tgz
Restoring Repository for SID='Prod'
Target directory='/etc/vx/vxdba/logs/oragrid/backup'
Restore Repository for SID='Prod' Completed

其中 oragrid 为 ORACLE_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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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向群集中添加节点后，请更新 SFDB 储存库以启用对新节点的访问。
在添加节点后更新 SFDB 存储库

1

将 /var/vx/vxdba/rep_loc 文件从群集中的节点之一复制到新节点。

2

如果现有群集节点上存在 /var/vx/vxdba/auth/user-authorizations 文件，
请将其复制到新节点。
如果任何现有群集节点上都不存在 /var/vx/vxdba/auth/user-authorizations
文件，则不需要执行任何操作。
这将完成向 SFDB 存储库添加新节点操作。

在删除节点后更新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从群集中删除节点后，不需要执行任何步骤来更新 SFDB 存储库。
有关删除产品后删除 SFDB 存储库的信息：
请参见第 68 页的“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库”。

删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存储
库
在删除产品后，可以删除 SFDB 存储库文件和所有备份。
删除 SFDB 存储库文件将禁用 SFDB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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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SFDB 存储库

1

确定在主机上创建的 SFDB 存储库。
# cat /var/vx/vxdba/rep_loc
{
"sfae_rept_version" : 1,
"oracle" : {
"SFAEDB" : {
"location" : "/data/sfaedb/.sfae",
"old_location" : "",
"alias" : [
"sfaedb"
]
}
}
}

2

删除 location 关键字标识的目录。
# rm -rf /data/sfaedb/.sfae

DB2 9.5 和 9.7：
# rm -rf /db2data/db2inst1/NODE0000/SQL00001/.sfae

DB2 10.1 和 10.5：
# rm -rf /db2data/db2inst1/NODE0000/SQL00001/MEMBER0000/.sfae

3

删除存储库位置文件。
# rm -rf /var/vx/vxdba/rep_loc

这就完成了 SFDB 存储库的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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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升级和迁移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

将 Oracle 升级到 11.2.0.2 后使用 SFDB 工具

关于升级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如果从 5.1 或 5.1 SP1 升级，则无需对 SFDB 工具执行任何升级步骤。按照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的正常升级过程操作。
如果当前使用的是 Storage Foundation 数据库产品的 5.0x 或更低版本，则必须将
SFDB 存储库内容迁移到新格式以继续使用这些用于当前 Veritas InfoScale 7.0 产
品的工具。
有关与 SFDB 工具相关的升级前后任务的详细信息，请按照《Veritas InfoScale 安
装指南》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将 Oracle 升级到 11.2.0.2 后使用 SFDB 工具
Oracle 建议升级到 Oracle 11.2.0.2 的过程会导致数据库主目录发生更改。升级到
Oracle 11.2.0.2 后，在使用任何 SFDB 实用程序之前，必须对新的 Oracle 主目录
运行 dbed_update 命令，该主目录作为 -H 选项的参数提供。完成此步骤之后，便
可以正常使用 SFDB 实用程序了。

9
配置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
具的身份验证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为 SFDB 工具身份验证配置 vxdbd

■

向群集添加对 SFDB 工具使用身份验证的节点

■

向用户授予运行 SFDB 命令的权限

为 SFDB 工具身份验证配置 vxdbd
要配置 vxdbd，请以 root 用户身份执行下列步骤

1

运行 sfae_auth_op 命令以设置身份验证服务。
# /opt/VRTS/bin/sfae_auth_op -o setup
Setting up AT
Starting SFAE AT broker
Creating SFAE private domain
Backing up AT configuration
Creating principal for vxdbd

2

停止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disable
vxdbd has been disabled and the daemon has been sto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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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在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配置文件中将 AUTHENTICATION
键设置为 yes 来启用身份验证。
如果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不存在，请使用 cp
/opt/VRTSdbed/bin/admin.properties.example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4

启动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enable
vxdbd has been enabled and the daemon has been started.
It will start automatically on reboot.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现在配置为需要身份验证。

向群集添加对 SFDB 工具使用身份验证的节点
要向群集中添加对 SFDB 工具使用身份验证的节点，请以 root 用户身份执行下列步
骤

1

通过使用 sfae_auth_op 命令的 -o export_broker_config 选项，从已授权
的群集中的一个节点导出身份验证数据。
使用 -f 选项提供用于存储导出数据的文件名。
# /opt/VRTS/bin/sfae_auth_op \
-o export_broker_config -f exported-data

2

通过使用任何可用的复制机制（例如 scp 或 rcp），将导出的文件复制到新节
点。

3

通过使用 sfae_auth_op 命令的 -o import_broker_config 选项，在新节点
上导入身份验证数据。
使用 -f 选项提供步骤 2 中复制的文件名。
# /opt/VRTS/bin/sfae_auth_op \
-o import_broker_config -f exported-data
Setting up AT
Importing broker configuration
Starting SFAE AT broker

4

在新节点上停止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disable
vxdbd has been disabled and the daemon has been sto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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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在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配置文件中将 AUTHENTICATION
键设置为 yes 来启用身份验证。
如果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不存在，请使用 cp
/opt/VRTSdbed/bin/admin.properties.example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6

启动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enable
vxdbd has been enabled and the daemon has been started.
It will start automatically on reboot.

新节点现在已通过身份验证，可以与群集交互来运行 SFDB 命令。

向用户授予运行 SFDB 命令的权限
要授权用户运行设置或群集中每个节点上的 SFDB 命令，请以 root 用户身份执行下
列步骤
◆

使用 sfae_auth_op 命令的 -o auth_user 选项，并提供用户名作为 -u 选项
的参数：
# /opt/VRTS/bin/sfae_auth_op \
-o auth_user -u oragrid
Creating principal oragrid@system1.example.com

在脱离主机的节点不属于同一群集的脱离主机设置中，使用其他 -h 选项并执行下
列步骤：

1

在每个属于群集的主节点上，将 -h off-host hostname 添加到 sfae_auth_op
命令，例如：
# /opt/VRTS/bin/sfae_auth_op -o auth_user -u oragrid -h myoffhost
Creating principal oragrid@dblxx64-2-v6.vxindia.veritas.com

2

在脱离主机的节点上，将 -hprimary node 添加到 sfae_auth_op 命令，例如：
# /opt/VRTS/bin/sfae_auth_op -o auth_user -u oragrid -h dblxx64-2-v6
Creating principal oragrid@myoffhost.vxindia.verit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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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进 Oracle 数据库的性能

■

10. 关于数据库加速器

■

11. 使用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提高数据库性能

■

12. 使用 Veritas Cached Oracle Disk Manager 提高数据库性能

■

13. 使用 Quick I/O 提高数据库性能

■

14. 使用 Cached Quick I/O 提高数据库性能

10
关于数据库加速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组件数据库加速器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组件数据库加速器
在所有环境中关注的重点都是维护优异性能或满足性能服务级别协议 (SLA)。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组件以多种方式改进了数据库环境的整体性能。
表 10-1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组件数据库加速器

Veritas InfoScale 数 支持的数据库
据库加速器

用例和注意事项

Oracle Disk Manager
(ODM)

■

Orac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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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存 Oracle Disk
Oracle
Manager（缓存 ODM）

使用缓存 ODM，可以使选定的 I/O 使用缓
存提高 ODM I/O 性能。

Quick I/O (Q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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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DB2
Sybase

关于数据库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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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InfoScale 数 支持的数据库
据库加速器

用例和注意事项

缓存 Quick I/O（缓存
Q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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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DB2
Sybase

并行 I/O

DB2
Sy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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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使用这些数据库加速器技术，数据库性能与原始磁盘分区的性能是相当的，不
过具有文件系统的可管理性优点。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功能，可通过从服务器到阵列的所有可用路径对 I/O 活动进行负载平衡，从
而最大程度地提高性能。 DMP 支持所有主要硬件 RAID 供应商，因此无需第三方
多径处理软件，从而降低了总拥有成本。
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数据库加速器，可以更精确地管理数据库的性能。
有关使用 Oracle 的 ODM、缓存 ODM、QIO 和 缓存 QIO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InfoScale：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有关使用 DB2 的 QIO、缓存 QIO 和并行 I/O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DB2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有关使用 Oracle 的 ODM 和缓存 ODM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有关使用 DB2 的并行 I/O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DB2 数据库的
存储和可用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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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提高
数据库性能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环境中的 Oracle Disk Manager

■

在 SFHA 环境中设置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

在 SFHA 环境中配置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

如何为 SFHA 环境中的 Oracle Disk Manager 准备现有的数据库存储

■

验证是否已在 SFHA 环境中配置 Oracle Disk Manager

■

在 SFHA 环境中禁用 Oracle Disk Manager 功能

关于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环境中的 Oracle Disk
Manager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增强了文件管理和磁盘 I/O 吞吐量。
Oracle Disk Manager 的功能在 Veritas File System 环境中针对 Oracle 10g 或更高
版本的数据库进行了优化。Oracle Disk Manager 使用特殊的 I/O 优化，使您能够
提高 I/O 密集型工作负载的数据库吞吐量。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支持 Oracle Resilvering。存储层利用
Oracle Resilvering 从 Oracle 数据库接收有关在系统崩溃后要重新同步的镜像数据
文件的哪些区域或哪些块的信息。对于 Oracle 本身可恢复的文件，Oracle Resilvering
可避免来自 Volume Manager 脏区日志记录 (DRL) 的开销，从而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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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Disk Manager 通过提供对 Oracle Managed Files 的增强支持，降低管理费
用。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具有类似 Quick I/O 功能，但对用
户是透明的。不同于 Veritas InfoScale Quick I/O，使用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管理的文件不要求使用特殊的文件命名约定。 Oracle Disk Manager
接口使用常规数据库文件。如果升级到 Oracle10g 或更高版本，则应从 Quick I/O
转换到 Oracle Disk Manager。
Oracle Disk Manager 通过提供对 Oracle Managed Files 的增强支持，降低管理费
用。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对用户是透明的。Oracle Disk
Manager 接口使用常规数据库文件。
注意：Linux 不支持 Quick I/O。
数据库管理员可以选择使用 Oracle 产品的数据文件类型。历史上，通常根据可管理
性和性能来在文件系统文件和原始设备之间进行选择。例外情况是需要使用 Oracle
Parallel Server 的数据库，在大多数平台上它都要求使用原始设备。如果跟管理便
利性相比，性能没这么重要，则文件系统文件通常是首选的文件类型。但是，首次
实施时，应用程序可能没有大量的 I/O 需求，I/O 需求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应用程
序变得依赖于 I/O 吞吐量，则通常需要将数据文件从文件系统转换到原始设备。
Oracle Disk Manager 设计用于 Oracle10g 或更高版本，以提高性能和可管理性。
Oracle Disk Manager 为 VxFS 文件系统和原始卷或分区上的数据库存储提供对
Oracle 文件管理和 I/O 调用的支持。加载时，此功能提供为 Oracle 绑定的动态加
载共享库。Oracle Disk Manager 库使用 Oracle Disk Manager 驱动程序，后者将
被加载到内核来执行其功能。
注意：Linux 不支持原始设备。
Oracle Disk Manager 设计用于 Oracle10g 或更高版本，以提高性能和可管理性。
Oracle Disk Manager 为 VxFS 文件系统上的数据库存储提供了对 Oracle 文件管理
和 I/O 调用的支持。加载时，此功能提供为 Oracle 绑定的动态加载共享库。Oracle
Disk Manager 库使用 Oracle Disk Manager 驱动程序，后者将被加载到内核来执行
其功能。
如果升级到 Oracle10g 或更高版本，则应从 Quick I/O 转换到 Oracle Disk Manager。
下面是使用 Oracle Disk Manager 的优点：
■

文件和原始设备实现实现真正的内核异步 I/O

■

文件实现真正的内核异步 I/O

■

减少系统调用开销

■

通过在 VxFS 文件系统上预分配连续的文件改进文件系统布局

■

文件系统文件的性能与原始设备的性能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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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用户透明

在 SFHA 环境中 Oracle Disk Manager 如何改进数据库性能
Oracle Disk Manager 通过如下方式改进 VxFS 文件系统的数据库 I/O 性能：
功能

说明

支持内核异步 I/O

异步 I/O 执行非阻塞系统级别的读取和写入，允许系统
同时执行多个 I/O 请求。内核异步 I/O 优于库异步 I/O，
因为 I/O 排队进入内核中的磁盘设备驱动程序，最大程
度地减少完成工作所要进行的上下文切换次数。

支持直接 I/O 操作，避免出现双重
缓冲

使用 read() 和 write() 系统调用对文件执行 I/O 操作通
常会导致数据被复制两次： 第一次是在用户和内核空间
之间，第二次是在内核空间和磁盘之间。相反，在原始
设备执行 I/O 操作将直接在用户空间和磁盘之间进行复
制，节省了一层复制操作。与原始设备上的 I/O 相同，
Oracle Disk Manager I/O 可避免额外复制。Oracle Disk
Manager 绕过系统缓存，以与原始设备相同的效率访问
文件。避免双重缓冲降低了系统的内存开销。清除从内
核到用户地址空间的复制操作极大减少了内核模式处理
器的利用率，释放更多的处理器周期来执行应用程序代
码。

避免内核写入锁定数据库文件

通过 write() 系统调用执行数据库 I/O 时，每次系统调用
都会获得和释放文件内核写入锁。此锁可防止在写入时
进行读取，并且可防止对同一文件执行同时写入操作。
由于数据库系统通常自己实现了锁来管理对文件进行的
并行访问，因此写入锁不必将 I/O 序列化。Oracle Disk
Manager 将绕过文件系统锁定并让数据库服务器控制数
据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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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说明

支持在一次系统调用中执行多个并 当执行异步 I/O 时，Oracle 进程可能会在收集完成的
行 I/O 操作
I/O 时尝试发出其他 I/O 请求，或者尝试同步等待特殊
的 I/O 请求，因为在完成该 I/O 之前，它无法执行其他
的工作。Oracle 进程也可能尝试将请求发送到不同的文
件。当 Oracle 使用 Oracle Disk Manager I/O 接口时，
所有活动通过一次系统调用即可完成。此接口减少了完
成同一项工作所需执行的系统调用的数量，减少了用户
空间/内核空间上下文切换的次数。

注意：对于 AIX 上的 Oracle10g R2 版本或更高版本，
可以使用 FILESYSTEMIO_OPTIONS 初始化参数，在
文件系统文件中启用或禁用异步 I/O、直接 I/O 或者并
行 I/O。此参数仅适用于 JFS 和 JFS2 文件。此参数不
适用于 VxFS 文件、ODM 文件或 QIO 文件。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见 Oracle 提供的 Oracle Disk Manager 文
档。
避免每个 Oracle 实例重复打开文件 如果有“文件标识符”，则 Oracle Disk Manager 允许
打开一次文件。这个过程称为“标识”文件。Oracle 实
例中的其他进程可以使用同一文件标识符。文件状态由
内核中的 Oracle Disk Manager 驱动程序维护。文件打
开调用次数的减少减低了进程初始化和终止过程中的处
理开销，并降低了内核中所需文件状态结构的数量。
分配连续的数据文件

Oracle Disk Manager 可以改进使用临时表空间的查询
的性能，例如排序和并行查询。没有 Oracle Disk
Manager，Oracle 将不初始化临时表空间的数据文件。
因此，数据文件将成为稀疏文件，且通常是分段的。稀
疏或分段文件会导致查询性能下降。当使用 Oracle Disk
Manager 时，临时表空间上会初始化数据文件，并以连
续的方式分配数据文件，以使其不再是稀疏的。

关于 SFHA 环境中的 SmartSync
SmartSync 恢复加速器通过只重新同步已更改的数据来提高镜像卷的可用性。
SmartSync 缩短了还原一致性所需的时间，并为业务关键型应用程序释放了更多的
I/O 带宽。
原始卷上配置的 Oracle 数据库不支持 SmartSync，因为 Oracle 不支持原始卷接
口。
ODM 已得到增强，现可利用文件级别的 SmartSync，这称为 ODM Resilvering。
不需要进行任何配置。默认提供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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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Disk Manager 如何使用 Oracle Managed Files
以下示例说明 Oracle Disk Manager 和 Oracle Managed Files (OMF) 之间的关系。
此示例显示了用于启动数据库实例的 init.ora 内容和命令。若要简化 Oracle UNDO
管理，请将新版本 Oracle10g 或更高版本的 init.ora 参数 UNDO_MANAGEMENT 设
置为 AUTO。这被称为系统管理的撤消。
注意：在构建 OMF 数据库之前，需要提供合适的 init.ora 默认值。这些值控制
SYSTEM 表空间、联机重做日志的位置，并在执行 CREATE DATABASE 语句后控制文
件。
$ cat initPROD.ora
UNDO_MANAGEMENT = AUTO
DB_CREATE_FILE_DEST = '/PROD'
DB_CREATE_ONLINE_LOG_DEST_1 = '/PROD'
db_block_size = 4096
db_name = PROD
$ sqlplus /nolog
SQL> connect / as sysdba
SQL> startup nomount pfile= initPROD.ora

Oracle 实例启动。
Total System Global Area 93094616 bytes
Fixed Size 279256 bytes
Variable Size 41943040 bytes
Database Buffers 50331648 bytes
Redo Buffers 540672 bytes

若要实施布局将目录中与 EMP_TABLE 表空间相关联的文件从 EMP_INDEX 表空间中
独立出来，请使用 ALTER SYSTEM 语句。此示例显示 OMF 如何处理文件名、存储
子句和路径。此布局允许将表空间视为文件系统中的对象，而不是数据文件集。由
于 OMF 使用了 Oracle Disk Manager 的调整文件大小功能，表空间文件最初将以
默认大小 100MB 创建，以后视需要增加大小。使用 MAXSIZE 属性可限制增长。
以下示例显示用于创建 OMF 数据库以及在各自区域中创建 EMP_TABLE 和 EMP_INDEX
表空间的命令。
注意：该目录必须存在才能使 OMF 正常工作，因此使用 SQL*Plus HOST 命令来创
建目录：
SQL> create database P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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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已创建。
SQL> HOST mkdir /PROD/EMP_TABLE;
SQL> ALTER SYSTEM SET DB_CREATE_FILE_DEST = '/PROD/EMP_TABLE';

系统已更改。
SQL> create tablespace EMP_TABLE DATAFILE AUTOEXTEND ON MAXSIZE \
500M;

表空间已创建。
SQL> ALTER SYSTEM SET DB_CREATE_FILE_DEST = '/PROD/EMP_INDEX';

系统已更改。
SQL> create tablespace EMP_INDEX DATAFILE AUTOEXTEND ON MAXSIZE \
100M;

表空间已创建。
使用 ls 命令显示新创建的数据库：
$ ls -lFR
total 638062
drwxr-xr-x 2
drwxr-xr-x 2
-rw-r--r-- 1
-rw-r--r-- 1
-rw-r--r-- 1
-rw-r--r-- 1
-rw-r--r-- 1
-rw-r--r-- 1

oracle10g
oracle10g
oracle10g
oracle10g
oracle10g
oracle10g
oracle10g
oracle10g

dba
dba
dba
dba
dba
dba
dba
dba

96 May 3 15:43 EMP_INDEX/
96 May 3 15:43 EMP_TABLE/
104858112 May 3 17:28 ora_1_BEhYgc0m.log
104858112 May 3 17:27 ora_2_BEhYu4NA.log
806912 May 3 15:43 ora_BEahlfUX.ctl
10489856 May 3 15:43 ora_sys_undo_BEajPSVq.dbf
104861696 May 3 15:4 ora_system_BEaiFE8v.dbf
186 May 3 15:03 PROD.ora

./EMP_INDEX:
total 204808
-rw-r--r-- 1 oracle10g dba 104861696 May 3 15:43
ora_emp_inde_BEakGfun.dbf
./EMP_TABLE:
total 204808
-rw-r--r-- 1 oracle10g dba 104861696 May 3 15:43
ora_emp_tabl_BEak1LqK.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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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FHA 环境中设置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在设置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之前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先决条件

■

■

使用说明

必须已在系统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或 Standard 产品。
必须已在系统上安装 Oracle10g 或更高版本。

■

如果缓存 Quick I/O 可用，则为数据文件启用缓存 Quick I/O 时不要
启用 Oracle Disk Manager。

■

当 Quick I/O 功能可用时，Oracle Disk Manager 使用 Quick I/O 驱
动程序执行异步 I/O。不要关闭 Quick I/O 装入选项，该选项是默认
的。
如果未安装 Oracle10g 或更高版本或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Standard 或 Enterprise 产品，或者 VxFS 5.0 或更高版
本在内核中不可用，Oracle 将使用默认的文件访问方法。

■

在 SFHA 环境中配置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如果 ORACLE_HOME 位于共享文件系统中，请从任一节点执行以下过程。否则，请在
每个节点上执行以下过程。ORACLE_HOME 是 Oracle 数据库二进制文件的安装位置。
配置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1

以 oracle 用户身份登录。

2

如果 Oracle 数据库正在运行，则关闭 Oracle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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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闭 Oracle 数据库后，请禁用 ODM 模块：
对于 AIX：
# /etc/rc.d/rc2.d/S99odm stop

对于 Linux：
# /etc/init.d/vxodm stop

对于 Solaris 9：
# /etc/init.d/odm stop

对于 Solaris 10：
# /usr/sbin/svcadm disable vxodm

4

验证下列库是否存在：
对于 AIX：
/opt/VRTSodm/lib/libodm64.so

对于 Linux：
/opt/VRTSodm/lib64/libodm.so

对于 Solaris Sparc：
/opt/VRTSodm/lib/sparcv9/libodm.so

5

将位于 ORACLE_HOME 中的 Oracle ODM 库与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库进行链接：
对于 Oracle10g：
■

转到 $ORACLE_HOME/lib 目录：
# cd $ORACLE_HOME/lib

■

备份 libodm10.so。
# mv libodm10.so libodm10.so.oracle-`date '+%m_%d_%y-%H_%M_%S'`

■

将 libodm10.so 与 Veritas ODM 库进行链接：
对于 AIX：
# ln -s /opt/VRTSodm/lib/libodm64.so libodm10.so
对于 Linux：
# ln -s /opt/VRTSodm/lib64/libodm.so libodm10.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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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Solaris Sparc：
# ln -s /opt/VRTSodm/lib/sparcv9/libodm.so libodm10.so
对于 Oracle11g：
■

转到 $ORACLE_HOME/lib 目录：
# cd $ORACLE_HOME/lib

■

备份 libodm11.so。
# mv libodm11.so libodm11.so.oracle-`date '+%m_%d_%y-%H_%M_%S'`

■

将 libodm11.so 与 Veritas ODM 库进行链接：
对于 AIX：
# ln -s /opt/VRTSodm/lib/libodm64.so libodm11.so
对于 Linux：
# ln -s /opt/VRTSodm/lib64/libodm.so libodm11.so
对于 Solaris Sparc：
# ln -s /opt/VRTSodm/lib/sparcv9/libodm.so libodm11.so

对于 Oracle12c：
■

转到 $ORACLE_HOME/lib 目录：
# cd $ORACLE_HOME/lib

■

备份 libodm12.so。
# mv libodm12.so libodm12.so.oracle-`date '+%m_%d_%y-%H_%M_%S'`

■

将 libodm12.so 与 Veritas ODM 库进行链接：
对于 Linux：
# ln -s /opt/VRTSodm/lib64/libodm.so libodm12.so
对于 Solaris Sparc：
# ln -s /opt/VRTSodm/lib/sparcv9/libodm.so libodm12.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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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载 ODM 模块：
对于 AIX：
# /etc/rc.d/rc2.d/S99odm start

对于 Linux：
# /etc/init.d/vxodm start

对于 Solaris 9：
# /etc/init.d/odm start

对于 Solaris 10：
# /usr/sbin/svcadm enable vxodm

7

启动 Oracle 数据库。

8

为确认 Oracle 数据库与 Veritas Extension for ODM 一同启动，警报日志将包
含以下文本：
Oracle instance running with ODM:
Veritas 7.0.0.000 ODM Library, Version 2.0

如何为 SFHA 环境中的 Oracle Disk Manager 准备现
有的数据库存储
Oracle Disk Manager 可以使用 VxFS 文件系统中的非 Quick I/O 文件，且不用做任
何更改。默认情况下，会找到并识别这些文件以便进行 Oracle Disk Manager I/O
操作。为充分利用 Oracle Disk Manager 数据文件，这些文件不应是分段的。
如果正在使用 VxFS 文件系统中的 Quick I/O 文件，并且希望移动到 Oracle Disk
Manager，请将这些 Quick I/O 文件转换成普通文件。
注意：Linux 不支持 Quick I/O。
Oracle Disk Manager 可以使用 VxFS 文件系统中的文件，且不用做任何更改。默
认情况下，会找到并识别这些文件以便进行 Oracle Disk Manager I/O 操作。为充
分利用 Oracle Disk Manager 数据文件，这些文件不应是分段的。
必须运行 Oracle10g 或更高版本才可以使用 Oracle Disk Ma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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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是否已在 SFHA 环境中配置 Oracle Disk Manager
在验证是否已配置 Oracle Disk Manager 前，请确保满足下列条件：
AIX

■

/opt/VRTSodm/lib/libodm64.so 必须存在。

先决条件

■

如果使用 Oracle 10g，则应将 $ORACLE_HOME/lib/libodm10.so
链接到 /opt/VRTSodm/lib/libodm64.so。

■

如果使用 Oracle 11g，则应将 $ORACLE_HOME/lib/libodm11.so
链接到 /opt/VRTSodm/lib/libodm64.so。

■

如果使用 Oracle 12c，则应将 $ORACLE_HOME/lib/libodm12.so
链接到 /opt/VRTSodm/lib/libodm64.so。

■

VRTSodm package 必须已安装。

Linux

■

/opt/VRTSodm/lib64/libodm.so 必须存在。

先决条件

■

如果使用 Oracle 10g，则应将 $ORACLE_HOME/lib/libodm10.so
链接到 /opt/VRTSodm/lib64/libodm.so。

■

如果使用 Oracle 11g，应将 $ORACLE_HOME/lib/libodm11.so
链接到 /opt/VRTSodm/lib64/libodm.so。

■

如果使用 Oracle 12c，应将 $ORACLE_HOME/lib/libodm12.so
链接到 /opt/VRTSodm/lib64/libodm.so。

■

VRTSodm package 必须已安装。

Solaris

■

/opt/VRTSodm/lib/libodm.so 必须存在。

先决条件

■

如果在 SPARC 上使用 Oracle 10g，应将
$ORACLE_HOME/lib/libodm10.so 链接到
/opt/VRTSodm/lib/sparcv9/libodm.so。

■

如果在 SPARC 上使用 Oracle 11g，应将
$ORACLE_HOME/lib/libodm11.so 链接到
/opt/VRTSodm/lib/sparcv9/libodm.so。

■

如果在 SPARC 上使用 Oracle 12c，应将
$ORACLE_HOME/lib/libodm12.so 链接到
/opt/VRTSodm/lib/sparcv9/libodm.so。

■

VRTSodm 软件包必须已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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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是否已配置 Oracle Disk Manager

1

验证许可证中是否包含 ODM 功能。
# /opt/VRTS/bin/vxlicrep | grep ODM
QLOGODM
ODM

= Enabled
= Enabled

输出验证是否已启用 ODM。
注意：验证包含 ODM 功能的许可证密钥是否未过期。如果许可证密钥已过期，
则无法使用 ODM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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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9

检查是否已安装 VRTSodm package：
Solaris：
# pkginfo VRTSodm
system VRTSodm Veritas Oracle Disk Manager by Symantec

AIX：
bash-3.2# lslpp -L VRTSodm
Fileset
Level State Type Description (Uninstaller)
-------------------------------------------------------------VRTSodm
7.0.0.0
C
F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by Symantec
7.0.0.000-2014-09-02-06.40.55

State
A -B -C -E -O -? --

codes:
Applied.
Broken.
Committed.
EFIX Locked.
Obsolete. (partially migrated to newer version)
Inconsistent State...Run lppchk -v.

Type codes:
F -- Installp Fileset
P -- Product
C -- Component
T -- Feature
R -- RPM package
E -- Interim Fix

Linux：
RHEL：
# rpm -qa | grep VRTSodm
VRTSodm-7.0.0.000-2014_04_30_RHEL6.x86_64

SUSE
# rpm -qa | grep VRTSodm
VRTSodm-7.0.0.000-2014_05_27_SLE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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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 libodm64.so 是否存在。
# ls -lL /opt/VRTSodm/lib/libodm64.so
-rw-r--r-- 1 root sys 14336 Apr 25 18:42
/opt/VRTSodm/lib/libodm.so

4

检查 libodm.so 是否存在。
# ls -lL /opt/VRTSodm/lib64/libodm.so
-rwxr-xr-x 1 bin bin 49808 Sep 1 18:42
/opt/VRTSodm/lib64/libodm.so

验证 Oracle Disk Manager 是否运行

1

启动 Oracle 数据库。

2

检查实例是否使用 Oracle Disk Manager 功能：
# cat /dev/odm/stats
# echo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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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验证 Oracle Disk Manager 是否已加载：
Solaris：
# modinfo | grep ODM | grep VRTS
272 7abd2000

17cc0

27

1

odm (VRTS ODM 7.0.0.0,REV=SBLD)

Linux：
# lsmod | grep odm
vxodm
164480 1
fdd 78976 1 vxodm

AIX：
可以使用 genkld 或 genkex 命令：
# genkld | grep odm
or
# genkex | grep odm

d05a3100
22182 /usr/lib/libodm.a[shr.o]
90000001c0ec000
1675 /ora_base/db_home/lib/libodm12.so
900000000bbf000
1059e /opt/VRTSodm/lib/libodm64.so
90000000043d300
24167 /usr/lib/libodm.a[shr_64.o]
bash-3.2# genkex | grep odm
f1000000c037a000
27000 /usr/lib/drivers/vxodm.ext_71

4

在警报日志中，请验证 Oracle 实例是否正在运行。日志包含的输出应类似以下
内容：
Oracle instance running with ODM: Symantec 7.0.0.000 ODM Library, Version
2.0

在 SFHA 环境中禁用 Oracle Disk Manager 功能
因为 Oracle Disk Manager 功能使用常规文件，所以当禁用该功能时，可以将这些
文件作为常规 VxFS 文件进行访问。
禁用 Oracle Disk Manager 功能的步骤对于 32 位 Oracle10g 和 64 位 Oracle10g
来说是相同的。
注意：Linux 不支持 Quick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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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若要转换成 VxFS Quick I/O，应使用以下过程禁用 Oracle Disk Manager，
然后再将这些文件转换成 Quick I/O 文件。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将 Oracle 文件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
在禁用 Oracle Disk Manager 功能之前，可能要对文件进行备份。
禁用 Oracle 实例中的 Oracle Disk Manager 功能

1

关闭数据库实例。

2

在 AIX 上，使用 rm 和 ln 命令删除指向 Oracle Disk Manager 库的链接。
对于 12c：
$ rm ${ORACLE_HOME}/lib/libodm12.so
$ ln -s ${ORACLE_HOME}/lib/libodm.so \
${ORACLE_HOME}/lib/libodm12.so

对于 Oracle11g：
$ rm ${ORACLE_HOME}/lib/libodm11.so$ ln -s ${ORACLE_HOME}/lib/libodmd11.so \
${ORACLE_HOME}/lib/libodm11.so

对于 Oracle10g：
$ rm ${ORACLE_HOME}/lib/libodm10.so
$ ln -s ${ORACLE_HOME}/lib/libodmd10.so \
${ORACLE_HOME}/lib/libodm10.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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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Linux 上，使用 rm 和 ln 命令删除指向 Oracle Disk Manager 库的链接。
对于 12c：
$ rm ${ORACLE_HOME}/lib/libodm12.so
$ ln -s ${ORACLE_HOME}/lib/libodmd12.so \
${ORACLE_HOME}/lib/libodm12.so

对于 Oracle11g：
$ rm ${ORACLE_HOME}/lib/libodm11.so
$ ln -s ${ORACLE_HOME}/lib/libodmd11.so \
${ORACLE_HOME}/lib/libodm11.so

对于 Oracle10g：
$ rm ${ORACLE_HOME}/lib/libodm10.so
$ ln -s ${ORACLE_HOME}/lib/libodmd10.so \
${ORACLE_HOME}/lib/libodm10.so

4

在 Solaris 上，使用 rm 和 ln 命令删除指向 Oracle Disk Manager 库的链接。
对于 SPARC 上的 12c：
$ rm ${ORACLE_HOME}/lib/libodm12.so
$ ln -s ${ORACLE_HOME}/lib/libodmd12.so \
${ORACLE_HOME}/lib/libodm12.so

对于 SPARC 上的 Oracle 11g：
$ rm ${ORACLE_HOME}/lib/libodm11.so
$ ln -s ${ORACLE_HOME}/lib/libodmd11.so \
${ORACLE_HOME}/lib/libodm11.so

对于 SPARC 上的 Oracle 10g：
$ rm ${ORACLE_HOME}/lib/libodm10.so
$ ln -s ${ORACLE_HOME}/lib/libodmd10.so \
${ORACLE_HOME}/lib/libodm10.so

5

重新启动数据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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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FHA 环境中的缓存 ODM

■

在 SFHA 环境中配置缓存 ODM

■

在 SFHA 环境中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管理缓存 ODM 设置

关于 SFHA 环境中的缓存 ODM
ODM I/O 通常会绕过文件系统缓存，直接对磁盘进行读取和写入。缓存 ODM 使某
些 I/O 可以使用缓存并执行预读，从而提高某些工作负载的 ODM I/O 性能。缓存
ODM 可以执行某种形式的条件缓存，该条件缓存来自 Oracle 的每个 I/O 提示。这
些提示表明 Oracle 将如何处理数据。ODM 使用这些提示执行缓存并在某些读取操
作之前进行预读，但是 ODM 会避免缓存其他读取，即使是对同一个文件也是如此。

在 SFHA 环境中使用缓存 ODM 时的注意事项
缓存的 ODM 对读密集型工作负载最有用。对于写入密集型工作负载或内存不足的
环境，不建议使用缓存的 ODM。
缓存的 ODM 比 ODM 更具优势：
■

ODM 执行直接 I/O
■

Oracle 可以使用更大的 System Global Area (SGA)。

■

不支持预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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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ODM 时，某些 Oracle 读密集型工作负载的执行速度可能会很慢。

■

对于主机具有多个数据库的某些情况，Oracle SGA 不够好。
■

主机可能具有多个数据库。（Pagecache 可用于多个数据库。）

■

并行查询进程通常不使用 SGA

请参见第 96 页的“在 SFHA 环境中为文件系统启用缓存 ODM”。

缓存 ODM 在 SFHA 环境中的支持的配置
缓存 ODM 支持：
■

Storage Foundation (HA)

■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

■

本地和群集装入

当前不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缓存 ODM 不会影响您没有为其启用缓存的文件和文件系统的性能。

关于 SFHA 环境中的 Cached ODM Advisor
Cached ODM Advisor 是面向数据库管理员的工具，该工具有以下优势：
■

通过 Cached ODM Advisor，不需要根权限就可以管理和配置数据库文件中的缓
存 ODM。

■

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时应用的设置将自动保留，并且通用于所有群集节
点。

注意：Cached ODM Advisor 不提供与 ODM 缓存映射交互的接口。

在 SFHA 环境中配置缓存 ODM
配置缓存的 ODM 需要先为文件系统启用缓存的 ODM。在启用缓存的 ODM 后，可
以用两种方法配置它：
■

主要配置方法：基于每个文件，为所有 I/O 启用或关闭缓存。

■

辅助配置方法：调整 ODM 缓存映射。缓存映射会将文件类型和 I/O 类型的组合
映射到缓存顾问中。

请参见第 96 页的“在 SFHA 环境中调整单个文件的缓存 ODM 设置”。
请参见第 97 页的“在 SFHA 环境中通过 cachemap 调整缓存 ODM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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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FHA 环境中为文件系统启用缓存 ODM
初始情况下，会为文件系统禁用缓存 ODM。通过在装入文件系统后设置 vxtunefs
命令的 odm_cache_enable 选项，可以为文件系统启用缓存的 ODM。
请参见 vxtunefs(1M) 手册页。
注意：vxtunefs 命令可用于对文件系统上的所有 ODM 文件启用条件缓存。
为文件系统启用缓存 ODM

1

在 VxFS 文件系统 /database01 上启用缓存 ODM：
# vxtunefs -o odm_cache_enable=1 /database01

2

（可选）可通过在文件 /etc/vx/tunefstab 中添加文件系统条目使此设置可
在装入后持久保留：
/dev/vx/dsk/datadg/database01 odm_cache_enable=1

请参见 tunefstab(4) 手册页。

3

对于群集文件系统，必须在所有节点上修改 /etc/vx/tunefstab。

在 SFHA 环境中调整单个文件的缓存 ODM 设置
可以使用 odmadm setcachefile 命令覆盖特定文件的缓存映射，使 ODM 缓存该
文件的所有 I/O，或不缓存该文件的任何 I/O。缓存状态可以为 ON、OFF 或 DEF
（默认值）。DEF 缓存状态为条件缓存，意味着对于每个 I/O，ODM 都会参阅缓存
映射并确定是否缓存指定的文件类型和 I/O 类型组合。ON 缓存状态会导致始终缓
存指定的文件，而 OFF 缓存状态会导致永远不会缓存指定的文件。
请参见 odmadm(1M) 手册页。
注意：只有为文件系统启用缓存 ODM 后，缓存参数才能运行。如果
odm_cache_enable 标志为零，则该文件系统中所有文件的缓存 ODM 均为 OFF，
即使单个文件缓存参数为 ON 也是如此。
在文件上启用无条件缓存
◆

在文件 /mnt1/file1 上启用无条件缓存：
# /opt/VRTS/bin/odmadm setcachefile /mnt1/file1=on

使用此命令时，ODM 将缓存从 file1 读取的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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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件上禁用高速缓存
◆

在文件 /mnt1/file1 上禁用缓存：
# /opt/VRTS/bin/odmadm setcachefile /mnt1/file1=off

使用此命令时，ODM 不会缓存从 file1 读取的内容。
检查文件缓存参数的当前设置
◆

检查文件 /mnt1/file1 和 /mnt2/file2 的缓存参数的当前设置：
# /opt/VRTS/bin/odmadm getcachefile /mnt1/file1 /mnt2/file2
/mnt1/file1,ON
/mnt2/file2,OFF

将所有文件重置为默认缓存参数
◆

将所有文件重置为默认缓存参数：
# /opt/VRTS/bin/odmadm resetcachefiles mountpoint

在 SFHA 环境中通过 cachemap 调整缓存 ODM 设置
您可以使用 odmadm setcachemap 命令来配置 cachemap。cachemap 可将文件类
型和 I/O 类型的组合映射到缓存顾问。ODM 对所有具有默认条件缓存设置的文件使
用 cachemap。这类文件是尚未使用 odmadm setcachefile 命令对其打开或关闭
缓存的文件。
请参见 odmadm(1M) 手册页。
默认情况下，cachemap 为空，但您可以使用 odmadm setcachemap 命令添加缓存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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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缓存顾问添加到 cachemap

1

将缓存顾问添加到 cachemap：
# /opt/VRTS/bin/odmadm setcachemap \
data/data_read_seq=cache,readahead

在此命令示例中，ODM 对 I/O 类型为 data_read_seq 的联机日志文件 (data)
的 I/O 使用缓存和预读取。可以从 odmadm getcachemap 命令的输出中查看有
效的文件类型和 I/O 类型值。
请参见 odmadm(1M) 手册页。

2

cachemap 只作用于每个节点本地。要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做出相同的缓存
决策，请通过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运行相同的 /opt/VRTS/bin/odmadm
setcachemap 命令来保持 cachemap 设置一致。

在环境中 SFHA 使缓存设置在装入后持久保留
默认情况下，缓存的 ODM 设置不能跨装入操作保持有效。通过将设置添加到
odmadm 配置文件中，可以使其持久保留。
使高速缓存设置在装入后持久保留

1

可以将 cachemap 设置添加到 /etc/vx/odmadm 中：
setcachemap data/read_data_header=cache
setcachemap all/datapump=cache,readahead

2

cachemap 只作用于每个节点本地。要使 cachemap 在群集中保持一
致，/etc/vx/odmadm 的内容必须在每个节点上都相同。

3

可以将针对文件的设置手动添加到文件系统中的 lost+found/odmadm 文件中。
例如，要在每次装入 oradata/file1 时都对该文件系统禁用缓存，请在该文件系
统中的 lost+found/odmadm 文件中输入以下内容。
setcachefile oradata/file1=off

也可以使用 Cached ODM Manager 管理 lost+found/odmadm 文件中针对文件
的设置。使用 Cached ODM Manager 时，不应手动编辑该文件。
请参见第 106 页的“通过在 SFHA 环境中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对数据文
件启用和禁用缓存 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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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FHA 环境中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管理缓存
ODM 设置
Cached ODM Advisor 简化了数据库管理员管理缓存 ODM 设置的任务：
■

通过 Cached ODM Advisor，不需要根权限就可以管理和配置数据库文件中的缓
存 ODM。

■

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时应用的设置将自动保留，并且通用于所有群集节
点。

■

尽管 Cached ODM Advisor 不提供 ODM 缓存映射的接口，但使用它可以将缓
存 ODM 设置设为 ON/OFF（而不是设为 DEF）。

■

使用 ODM Advisor 可以生成多个报告，用于帮助您确定哪些数据文件适用于启
用缓存 ODM。

Cached ODM Advisor 命令 dbed_codm_adm 应该由 DBA 用户运行。
注意：如果对克隆数据库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则对主要数据库启用缓存
ODM 设置后，克隆数据库不会启用缓存 ODM 设置。您必须通过对克隆数据库设置
odm_cache_enable = 1 来手动启用缓存 ODM。
Cached ODM Advisor 命令 dbed_codm_adm 语法如下所示，表 12-1 中列出了该命
令的选项。
Cached ODM Administration
dbed_codm_adm
Usag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o display [ -n num -c col -t tbs ]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o display [ -n num ] [ -t tbs ] [-p] [-a]
[ -d start_date end_date
-m start_time end_time ]
[ -b blacklist_file ]
[ datafile ]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o display [ -n num ] [ -t tbs ] [-p] [-a]
[ -u snapshot_range [ -u snapshot_range ] ]
[ -b blacklist_file ]
[ datafile ]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o display [ -n num ] [ -u num_snapshots]
[ -t tbs ]
[ -b blacklist_file ]
[ datafile ]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o [ on | off | odmstats ] datafile | -f filelist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o add-to-blacklist { datafile | -f file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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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
-S
-o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o remove-from-blacklist { datafile | -f filelist }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o print-blacklist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o filestate [ datafile | -f filelist ]
iostats

表 12-1

Cached ODM Advisor 命令选项

选项

用途

-S ORACLE_SID

指定 ORACLE_SID。ORACLE_SID 是要使用的 Oracle 数
据库的 SID。

-H ORACLE_HOME

指定 ORACLE_HOME。ORACLE_HOME 是要使用的
Oracle 实例的主目录。

-o display

生成数据文件的读取活动的报告。

-o filestate

显示数据文件是否启用了缓存 ODM。

-o on

启用缓存 ODM。

-o off

禁用缓存 ODM。

-o odmstats

显示数据文件的缓存 ODM I/O 统计信息。

-o iostats

根据文件类型和 I/O 类型组合显示累积的 I/O 统计数据。

-c column_index

指定对基本报告进行排序所依据的列。这是一个可选字段。
默认情况下，I/O 统计数据将根据物理读取的次数 (PHYRDS)
进行排序。

-n num

更改报告中包含的默认文件数。将此选项与 -o display
配合使用可显示启用缓存 ODM 的备选文件的前 num 个的
文件。

-f filelist

指定一个文件名，该文件中包含要运行的数据文件的列表
（一行包含一个文件名）。如果没有提供列表，将处理全部
数据文件，启用了 -o on 或 -o off 选项的情况除外。

-t tbs

指定要为其生成报告的表空间名称。

filename

指定要处理的一个文件名。

-d start_date end_date

指定要为其生成报告的日期范围。日期包括边界值，并且必
须以 yyyy/mm/dd 格式指定。

-m start_time end_time

指定要为其生成报告的时间范围。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都必
须以 24 小时制指定为一天中的时间。

-u snapshot_specification

指定为报告考虑的 AWR (Automatic Workload Repository)
快照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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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用途

-b blacklist_file

指定用作黑名单的备用文件。

-o add-to-blacklist

向默认黑名单添加文件。

-o remove-from-blacklist

从默认黑名单中删除文件。

-o print-blacklist

显示列入黑名单的文件。

-a

包含在生成的报告中启用了缓存 ODM 的文件。

-p

禁用表格式以生成适用于编程处理的输出。

在 SFHA 环境中通过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生成备选数据文件
的报告
您可以使用 dbed_codm_adm 命令生成多个报告，用于帮助您确定哪些数据文件适用
于启用缓存 ODM。这些报告是使用 dbed_codm_adm 命令的 -o display 选项生成
的。 其中的大多数报告都要求数据库启用定期 AWR (Automatic Workload
Repository) 快照。

在 SFHA 环境中通过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生成当前读取
活动的基本报告
此基本报告总结自启动实例以来发生的读取活动。此报告概述了 Oracle 提供的
V$FILESTAT 视图中的可用信息。默认情况下，它显示物理读取数目 (PHYRDS)
最多的 10 个文件。您可以使用 -n 选项更改显示的文件数，并使用 -c 选项对列进
行排序。还可以使用 -t 选项将报告限定到特定表空间。
注意：如果系统空闲内存少于系统总内存的 25%，dbed_codm_adm 命令会生成一条
警告。如果在可用内存不足的情况下启用缓存 ODM，则会对性能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数据库未启用定期 AWR 快照，则仅生成此类型的报告。
下面是生成数据文件报告的一个示例，这些数据文件具有自启动数据库实例以来最
多的读取活动。
$ dbed_codm_adm -S sfaedb -H /u01/app/11gr2 -o display
File I/O statistics from Oracle V$FILESTAT view sorted on PHYRDS in descending order:
FILENAME
PHYRDS PHYWRTS PHYBLKRD PHYBLKWRT READTIM WRITETIM
--------------------------------------------------------------------------/data/sfaedb/data02.dbf 2225795 1453298 2291527 2087071 5371446 52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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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faedb/data03.dbf
/data/sfaedb/data04.dbf
/data/sfaedb/data05.dbf
/data/sfaedb/data06.dbf
/data/sfaedb/data07.dbf
/data/sfaedb/data08.dbf
/data/sfaedb/data09.dbf
/data/sfaedb/data10.dbf
/data/sfaedb/data01.dbf

2225697
2156475
2127539
2076911
2025810
1937825
1875733
1819224
1750829

1368342
1327998
1343213
1306907
1265414
1171931
1154502
1114452
1086044

2291338
2221101
2187749
2135606
2084207
1996027
1934094
1877443
1805138

2135174
2054575
2060534
1972178
1910216
1779837
1786911
1721618
1691258

9070509
9036635
8854222
8600763
8434117
7991536
7777172
7521514
7267005

552163
584703
626665
659874
667847
673212
692082
690706
357762

在 SFHA 环境中通过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生成历史活动
的摘要报告
Cached ODM Advisor 可生成汇总数据文件中的历史读取活动的报告。这些报告使
用数据库定期生成的 AWR 快照中的数据。您可以使用多个选项优化此报告。
使用下列任一选项生成的报告都包含下列各列：
■

表空间名称

■

文件名

■

每个快照的平均物理读取数

■

每个快照的平均物理块读取数

■

读取时间（以秒为单位）

通过使用 -t 选项，可以将报告限定到特定表空间。启用了缓存 ODM 的数据文件
不会显示在此报告中。如果您还希望在此报告中包含上述数据文件，请使用 -a 选
项。默认情况下，此报告显示前 10 个数据文件。使用 -n 选项可以更改此默认值。
-p 选项通过禁用默认情况下执行的表格式化来生成一个可以编程方式解析的报告。

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黑名单忽略 SFHA 环境中的文件
如果调整和测量表明对某些数据文件启用缓存 ODM 不会提高性能，则可以将这些
文件添加到黑名单。添加到黑名单的文件不包括在使用 dbed_codm_adm 的 -o
display 选项生成的报告中。
黑名单文件存储在文件系统的 lost+found/odmadm-blacklist 中。 您还可以使用
-b 选项提供备用黑名单位置。
您可以使用 -o add-to-blacklist 和 -o remove-from-blacklist 选项管理默认
黑名单。通过使用 -f filelist 选项，这些选项可以与一个文件名配合使用，也可
以与一系列文件配合使用。-o print-blacklist 选项显示位于黑名单中的各个文
件。仅当生成报告时，才能查阅黑名单。它对在数据文件中启用或禁用缓存 ODM
没有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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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FHA 环境中通过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在一定时间间隔内读取的
平均度量值
您可以使用 -d start_date end_date 和 -m start_hour end_hour 选项将报告
限定为在指定时间间隔内记录的活动。（包括 start_date 和 end_date 参数）。
因此，在这些日期发生的活动同样包含在生成的报告中。start_hour 和 end_hour
参数可指定每天 AWR 快照所在的时间间隔。当您首次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实用程序，并需要查看工作负载期间读取活动最多的数据文件的列表时，此报告很
有用。
下面提供了一个示例，该示例生成从 2011/07/09 至 2011/07/11 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之间 DATA 表空间中的读取活动的报告。
$ dbed_codm_adm -S sfaedb -H /u01/app/11gr2 -o display \
-d 2011/07/09 2011/07/11 -m 9 17 -t DATA
Tablespace

Filename

DATA
/data/sfaedb/data03.dbf
DATA
/data/sfaedb/data04.dbf
DATA
/data/sfaedb/data05.dbf
DATA
/data/sfaedb/data06.dbf
DATA
/data/sfaedb/data07.dbf
DATA
/data/sfaedb/data08.dbf
DATA
/data/sfaedb/data09.dbf
DATA
/data/sfaedb/data10.dbf
DATA
/data/sfaedb/data01.dbf
Average per-block read time: 33.539 ms

Average
Physical
Reads per
Snapshot
13848
13103
12656
12154
11937
11853
11720
11298
10610

Average
Physical
Blocks
Read per
Snapshot
13848
13104
12656
12154
11937
11853
11720
11299
10611

Read
Time (s)

497.16
472.68
451.79
430.81
423.87
417.74
415.45
400.59
390.25

在 SFHA 环境中通过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在指定为 AWR 快照范围
的间隔内读取的平均度量值
您可以使用 dbed codm_adm 命令的 -u snapshot_specification 选项将报告限定
为在 AWR 快照的特定范围中记录的活动。snapshot_specification 可以是一个
整数，此种情况下，报告从最新快照开始按相反顺序考虑多个快照。这样，您可以
生成最近读取活动的报告。或者，也可以使用 snapshot_specification 指定 AWR
快照 ID 的范围，格式为 starting_snapshot_id-ending_snapshot_id。这样，
报告将考虑指定快照 ID 范围内的快照。
下面提供了一个示例，该示例生成在最后 10 个 AWR 快照指定的间隔内读取活动
的报告。
$ dbed_codm_adm -S sfaedb -H /u01/app/11gr2 -o display -u 10 -t DATA
Tablespace

Filename

Average

Average

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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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data/sfaedb/data06.dbf
DATA
/data/sfaedb/data05.dbf
DATA
/data/sfaedb/data03.dbf
DATA
/data/sfaedb/data04.dbf
DATA
/data/sfaedb/data07.dbf
DATA
/data/sfaedb/data08.dbf
DATA
/data/sfaedb/data09.dbf
DATA
/data/sfaedb/data10.dbf
DATA
/data/sfaedb/data01.dbf
Average per-block read time: 46.449 ms

Physical Physical
Reads per Blocks
Snapshot Read per
Snapshot
31188
31188
31131
31131
30757
30757
30687
30687
30569
30569
28781
28781
27789
27789
26828
26828
24978
24978

Time (s)

1547.12
1542.57
1500.78
1525.45
1522.47
1422.77
1372.41
1317.54
1223.66

下面提供了一个示例，该示例生成在由 AWR 快照 ID 80 至 90 指定的间隔期间读取
活动的报告。
$ dbed_codm_adm -S sfaedb -H /u01/app/11gr2 -o display -u 80-90 -t DATA
Tablespace

Filename

DATA
/data/sfaedb/data03.dbf
DATA
/data/sfaedb/data04.dbf
DATA
/data/sfaedb/data05.dbf
DATA
/data/sfaedb/data06.dbf
DATA
/data/sfaedb/data07.dbf
DATA
/data/sfaedb/data08.dbf
DATA
/data/sfaedb/data10.dbf
DATA
/data/sfaedb/data01.dbf
DATA
/data/sfaedb/data09.dbf
Average per-block read time: 37.691 ms

Average
Physical
Reads per
Snapshot
38896
37649
37139
35875
34451
32219
31451
31377
31320

Average
Physical
Blocks
Read per
Snapshot
38896
37649
37139
35875
34451
32219
31451
31377
31320

Read
Time (s)

1544.60
1586.97
1532.11
1462.15
1404.10
1284.36
1247.67
1254.35
1243.18

在 SFHA 环境中通过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基于各个数据
文件生成历史活动报告
如果考虑将数据文件作为启用缓存 ODM 的备选项，则能够获取各个数据文件的较
详细的报告是非常有用的。通过使用 dbed_codm_adm 命令的 -o display 选项指定
数据文件，您可以生成此类报告。
此报告包含下列各列：
■

快照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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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隔结束时间

■

物理读取

■

实际块读取

■

读取时间（以秒为单位）

您可以使用 dbed_codm_adm 命令的日期和时间范围选项（-d 和 -m）以及快照范围
选项 (-u) 控制这些报告所关注的活动。此外，当基于各个数据文件生成报告时，您
可以通过使用多个快照 ID 范围来生成比较报告。您可以再次提供 -u
starting_snapshot_id-ending_snapshot_id 选项，并使用不同的快照 ID 范围，
然后生成数据文件在两个间隔期间的读取性能的比较报告。您可以使用此报告比较
启用缓存 ODM 前后的读取性能。
下面提供了一个生成比较报告的示例，比较了在对数据文件启用缓存 ODM 前后对
该数据文件的读取性能。
$ dbed_codm_adm -S sfaedb -H /u01/app/11gr2 -o display \
-u 58-69 -u 70-80 /data/sfaedb/data02.dbf
Filename: /data/sfaedb/data02.dbf
Current ODM caching status: ON
Currently blacklisted: no
from AWR snapshot id 58 to 69
Snapshot Interval End Time
Id

Physical
Reads

58
2011/07/11 01:30:22
33026
59
2011/07/11 02:30:35
39158
60
2011/07/11 03:30:43
49186
61
2011/07/11 04:30:53
46941
62
2011/07/11 05:30:00
44090
63
2011/07/11 06:30:09
43095
64
2011/07/11 07:30:19
41272
65
2011/07/11 08:30:26
39869
66
2011/07/11 09:30:33
38540
67
2011/07/11 10:30:45
37157
68
2011/07/11 11:30:01
36034
69
2011/07/11 12:30:10
46344
Average per-block read time: 33.538 ms
from AWR snapshot id 70 to 80
Snapshot Interval End Time
Id

Physical
Reads

Physical
Blocks
Read
33026
39158
49186
46941
44090
43095
41272
39869
38540
37157
36034
46344

Read Time
(s)

Physical
Blocks
Read

Read Time
(s)

1188.13
1358.33
1694.08
1652.38
1519.78
1511.17
1430.41
1379.52
1362.99
1309.31
1250.8
93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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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2011/07/11 13:30:16
48041
71
2011/07/11 14:30:24
46978
72
2011/07/11 15:30:36
47077
73
2011/07/11 16:30:47
44140
74
2011/07/11 17:30:56
41467
75
2011/07/11 18:30:10
39998
76
2011/07/11 19:30:18
40812
77
2011/07/11 20:30:29
38918
78
2011/07/11 21:30:38
37572
79
2011/07/11 22:30:53
37694
80
2011/07/11 23:30:04
38048
Average per-block read time: 14.327 ms

48041
46978
47077
44140
41467
39998
40812
38918
37572
61675
3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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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42
809.31
127.41
370.01
993.7
867.62
517.06
706.19
856.43
594.25
151.29

通过在 SFHA 环境中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对数据文件启用和
禁用缓存 ODM
与手动将每个文件添加到 odmadm 配置文件中相比，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管理数据文件的缓存 ODM 设置在控制性和易用性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Cached
ODM Advisor 能使缓存 ODM 设置保持持久性，方法是在
mountpoint/lost+found/odmadm 配置文件中为使用该工具配置的每个数据文件创建
一个条目（如有必要，一开始就进行创建）。
如果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管理数据文件的缓存 ODM 设置，不应手动编辑
odmadm 配置文件。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应用的数据文件设置优先于
/etc/vx/odmadm 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同一文件的任何配置。
可以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对数据库数据文件启用和禁用缓存 ODM 设置。
dbed_codm_adm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o [ on | off ]
-f list_file

datafile | \

对数据库数据文件启用或禁用缓存 ODM：
■

datafile 和 list_file 的值应包含绝对路径名。

■

dbed_codm_adm 命令仅在文件级别启用缓存 ODM。

先决条件

■

■

说明

■

■

指定的文件必须是数据库数据文件，否则
返回错误。
指定的文件必须位于 VXFS 文件系统上，
否则返回错误。
dbed_codm_adm 不根据 I/O 提示启用缓
存 ODM，仅显示 I/O 提示信息。
必须提供数据文件名称或 -f list_file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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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缓存 ODM
◆

要对数据文件 /oradata/tb1.dbf 启用缓存 ODM，请运行：
$ dbed_codm_adm -S prod -H /orahome -o on /oradata/tb1.dbf

对数据文件列表禁用缓存 ODM
◆

要对数据文件列表（其中 /tmp/list_file 包含数据文件名称列表）禁用缓存 ODM，
请运行

$ dbed_codm_adm -S prod -H /orahome -o off -f /tmp/list_file

如果用户要对文件启用缓存 ODM，但未针对文件系统设置标志 odm_cache_enable，
dbed_codm_adm 将自动为文件系统启用缓存标志。首先需要启用此标志，然后才
能启用文件级别缓存。由于此操作需要 root 访问权限，故将通过 DBED 后台驻留
程序来完成。
启用/禁用缓存的控制流示例：
如果要为文件 abc 启用缓存 ODM：
■

Cached ODM Advisor 将启用文件系统 odm_cache_enable 标志（如果尚未启
用）。

■

Cached ODM Advisor 将执行 odmadm setcachefile abc=on 命令并在配置文
件中添加或更新条目。

如果要为 abc 禁用缓存：
■

Cached ODM Advisor 将只执行 odmadm setcachefile abc=off 命令并更新配
置文件中的条目。

■

由于可能仍有其他文件启用了缓存 ODM，因此 Cached ODM Advisor 不会禁用
文件系统 odm_cache_enable 标志。SFDB 工具未提供相应的命令来禁用文件
系统 odm_cache_enable 标志。如果通过其他方法禁用文件系统
odm_cache_enable 标志，每个文件的缓存仍将存在，但缓存失效。

通过在 SFHA 环境中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显示数据库文件的
缓存 ODM 状态
下面是显示所有数据库文件及其状态的命令选项。数据文件 | -f list_file 参数
是可选的。如果不提供任何数据文件或 -f list_file 参数，将显示数据库中的所
有文件。
dbed_codm_adm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o filestate \
[ datafile | -f list_file ]

在以下两个级别配置缓存 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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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系统级别
对于文件系统级别，存在两种状态：ON 或 OFF。

■

文件级别
对于文件级别，存在三种状态：ON、OFF 或 DEF（默认值）。

表 12-2 说明了如何确定最有效的缓存 ODM 设置。
表 12-2
文件级别
文件系统级别

DEF

ON

OFF

ON

DEF

ON

OFF

OFF

OFF

OFF

OFF

dbed_codm_adm 命令显示缓存 ODM 配置的有效状态。对于不存在的文件或非文件

系统文件，将显示称为错误状态 (ERR) 的特殊状态。
输出信息首先根据缓存 ODM 设置为 ON 的文件排序，然后根据缓存 ODM 设置为
OFF 的文件排序，这样可以轻松查找所有缓存 ODM 设置为 ON 的文件。如果显示
的文件有数千个，
显示文件的 CODM 状态
◆

要显示 /tmp/list 中所列文件的 CODM 状态，请运行：
$ dbed_codm_adm -S prod -H /orahome -o filestate -f /tmp/list
Effective Cached ODM Status For Datafiles
(State value 'ERR' implies non-vxfs or non-existent file.)
FILENAME
STATE
-------------------------------------------------------/data/CODM/system01.dbf
DEF
/data/CODM/undotbs01.dbf
DEF
/data/CODM/sysaux01.dbf
DFF
/data/CODM/users01.dbf
OFF
/data/CODM/example01.dbf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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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 SFHA 环境中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显示缓存 ODM 的
统计数据
在数据库文件中启用缓存 ODM 后，通过显示 ODM 统计数据（包括读取和写入操
作次数、读取或写入的块的数量、缓存命中率等信息）可以显示启用缓存 ODM 的
有效性。通过查看命中率，用户可获得一些有关如何有效启用缓存 ODM 的提示。
先决条件

■

■

说明

■

■

■

指定的文件必须是数据库数据文件，否则
返回错误。
指定的文件必须位于 VXFS 文件系统上，
否则返回错误。
如果未提供数据文件或数据文件列表，将
显示为指定 ORACLE_SID 启用了缓存
ODM 的所有文件的 ODM 统计数据。
当任何用户都不再打开文件时，统计数据
将重置为零。
仅针对已设置 odm_cache_enable 的文件
系统收集 ODM 统计数据。如果没有为包
含数据文件的文件系统设置
odm_cache_enable，则 CACHE
STATISTICS、HIT RATIO 等信息将设置
为 0。

以下是显示某个数据库文件的 ODM 统计数据的命令选项。必须提供数据文件名称
或使用 –f list_file 选项。
dbed_codm_adm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o odmstats [

datafile | -f list_file ]

例如，要显示数据文件 /oradata/tb1.dbf 的 odm 统计数据，请使用
$ dbed_codm_adm -S prod -H /orahome -o odmstats /oradata/tb1.dbf

FILENAME
NREADS NWRITES RBLOCKS WBLOCKS RTIME WTIME NREQUESTIO NDISKIO HIT-RATIO
---------------------------------------------------------------------------------------/oradata/tb1.dbf 1262
10617
51040
287056 11.0 1.0
4728
5918
22.0

通过在 SFHA 环境中使用 Cached ODM Advisor 显示 ODM I/O 统计
数据
可以显示 ODM I/O 统计数据。I/O 统计数据包括诸如针对每种文件类型和 I/O 类型
组合处理的 I/O 请求以及数据量之类的信息。
要显示本地主机的 ODM I/O 统计数据，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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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ed_codm_adm -o iostats

为了显示 ODM I/统计数据：
■

因为显示的 I/O 统计数据特定于本地节点，而且它跨越所有文件系统，所以 -S
ORACLE_SID、-H ORACLE_HOME、数据文件和 -f list_file 选项不是必需的。

■

如果在 Oracle RAC 群集中使用，显示的统计数据不是从所有节点聚合的统计数
据。

■

在内部使用 VxFS 命令 odmadm getiostats 并过滤数据。

■

I/O 统计数据仅提供操作计数，不指示是否已缓存操作。

■

仅为已设置 odm_cache_enable 的文件系统收集 ODM I/O 统计数据。

要显示 ODM I/O 统计数据，请使用
$ dbed_codm_adm -o iostats

FILE-TYPE/IO-TYPE
OPERATIONS
BYTES
------------------------------------------------------------data/data_cache_load
33
270336
data/read_data_header
104
851968
data/data_read_seq
2
16384
olg/redolog_read
98
9828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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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Quick I/O

■

使用 qiomkfile 将 Oracle 数据库文件创建为 Quick I/O 文件

■

使用 setext 命令为 Quick I/O 文件预分配空间

■

将常规 VxFS 文件当作 Quick I/O 文件进行访问

■

将 Oracle 文件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

■

关于稀疏文件

■

处理 Oracle 临时表空间和 Quick I/O

■

显示 Quick I/O 状态和文件属性

■

扩展 Quick I/O 文件

■

对 Quick I/O 文件使用 Oracle 的 AUTOEXTEND 功能

■

还原数据库后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

■

禁用 Quick I/O

■

在 Solaris 本地区域中创建 Quick I/O 文件

关于 Quick I/O
Veritas Quick I/O 是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Standard 和 Enterprise
产品中随附的一项 VxFS 功能，应用程序可通过它将预分配的 VxFS 文件当作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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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Quick I/O

字符设备来进行访问。 Quick I/O 提供了在文件系统上运行数据库而不会降低性能
的管理优势。
注意：Linux 不支持 Quick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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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将 Quick I/O 文件当作原始设备，提高了性能和处理吞吐量。

■

可以将 Quick I/O 文件当作常规文件来进行管理，这简化了诸如分配、移动、复
制、调整大小和备份 Oracle 数据文件之类的管理任务。
注意：Veritas 推荐使用 Oracle Disk Manager。

注意：Linux 不支持 Quick I/O。
通过 Quick I/O 可以将常规文件当作原始设备来进行访问，此功能改进了数据库的
性能：
表 13-1
Quick I/O 功能

优点

支持直接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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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内核写入锁定数据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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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点

避免双重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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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A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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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AIX Fastpath 异步 I/O

对于 Solaris：
支持内核异步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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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qiomkfile 将 Oracle 数据库文件创建为 Quick I/O
文件
为表空间容器预分配空间并使其可以使用 Quick I/O 接口进行访问的最佳方法是使
用 qiomkfile。可以使用 qiomkfile 为临时表空间或永久表空间创建 Quick I/O 文
件。
注意：Linux 不支持 Quick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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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

只可以在 VxFS 文件系统上创建 Quick I/O 文件。

■

如果正在现有文件系统上创建数据库文件，应运行 fsadm（或类似
实用程序）报告并消除碎片。
您必须拥有对要创建 Oracle Quick I/O 文件的目录的读取/写入权限。

■

使用说明

■

■

qiomkfile 命令可创建两个文件： 一个是常规文件，包含预分配
的连续空间；另一个文件是指向 Quick I/O 扩展名的符号链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qiomkfile(1M) 手册页。

-a

为指定文件创建一个带有绝对路径名的符号链接。当需要使用绝对路径
名时，请使用 -a 选项。但是，默认情况下会创建一个带有相对路径名
的符号链接。

-e

按指定的量对文件进行扩展，以允许调整 Oracle 表空间的大小。
请参见第 126 页的“扩展 Quick I/O 文件”。

-h

指定 Oracle 数据文件头的大小。此选项指定一个数据文件头，由于
Oracle 需要一个额外的数据库块供其所有数据文件使用，该数据文件头
将额外分配指定的大小。如果使用了此选项，则结果文件可用作 Oracle
数据文件。当创建 Oracle 数据文件时，头大小应该等于 Oracle 块的大
小（如 DB_BLOCK_SIZE 参数所确定的）。 如果使用 -h 选项时缺少
头大小，将分配 32K 的头。

-r

将文件增加到指定的大小，以允许调整 Oracle 表空间的大小。
请参见第 126 页的“扩展 Quick I/O 文件”。

-s

对于 AIX 和 Solaris：
通过添加 k、K、m、M、g、G、s 或 S 后缀按字节、千字节、兆字节、
吉字节或扇区（512 字节）为文件预分配空间。
默认单位为字节 - 无需附加后缀来指定以字节为单位的值。预分配文件
的大小是文件（包括头）的总大小，已舍入到最接近文件系统块大小的
整数倍。

警告：请谨慎使用绝对路径名。在数据库备份和还原过程中，可能需要执行额外的
步骤来保护符号链接。如果将文件还原到不同于原始路径的目录，则在重新启动数
据库之前，必须更改使用绝对路径名的符号链接，使其指向新的路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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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qiomkfile 将数据库文件创建为 Quick I/O 文件

1

使用 qiomkfile 命令创建数据库文件：
# /opt/VRTS/bin/qiomkfile -h headersize -s file_size
/mount_point/filename

2

更改文件的所有者和组权限：
# chown oracle:dba .filename
# chmod 660 .filename

3

使用 SQL*Plus 语句在此文件上创建表空间。
例如：
$ sqlplus /nolog
SQL> connect / as sysdba
SQL> create tablespace ts1 datafile '/mount_point/filename.dbf'
size 100M reuse;
exit;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在 VxFS 文件系统 /db01 上使用相对路径名创建一个 100MB 的、
名称为 dbfile 的数据库文件：
# /opt/VRTS/bin/qiomkfile -h 32k -s 100m /db01/dbfile
# ls -al

对于 AIX：
-rw-r--r--

1 oracle

dba

104857600

Oct 2 13:42

.dbfile

1 oracle

dba

104890368

Oct 2 13:42

.dbfile

lrwxrwxrwx
1 oracle
.dbfile::cdev:vxfs:

dba

19

Oct 2 13:42

dbfile -> \

对于 Solaris：
-rw-r--r--

在该示例中，qiomkfile 创建一个名为 /db01/.dbfile 的常规文件，该文件已分
配实空间。然后，qiomkfile 创建一个名为 /db01/dbfile 的符号链接。 此符号链
接是一个相对链接，指向 /db01/.dbfile 的 Quick I/O 接口，换言之，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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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file::cdev:vxfs: 文件。该符号链接允许任意数据库或应用程序使用其 Quick

I/O 接口访问 .dbfile。

使用 setext 命令为 Quick I/O 文件预分配空间
除了使用 qiomkfile 命令外，还可以使用 VxFS setext 命令为数据库文件预分配
空间。
在使用 setext 预分配空间前，请确保已经满足以下条件：
先决条件

■

setext 命令需要超级用户 (root) 权限。

使用说明

■

创建文件后，可以使用 chown 命令更改文件的所有者和组权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etext(1M) 手册页。

使用 setext 创建 Quick I/O 数据库文件

1

访问 VxFS 装入点并创建文件：
# cd /mount_point
# touch .filename

2

使用 setext 命令为文件预分配空间：
# /opt/VRTS/bin/setext -r size -f noreserve -f chgsize
.file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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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符号链接以允许数据库或应用程序使用其 Quick I/O 接口对文件进行访问：
# ln -s .filename::cdev:vxfs: filename

4

更改文件的所有者和组权限：
对于 AIX：
# chown user:group .filename

对于 Solaris：
# chown oracle:dba .filename
# chmod 660 .filename

一个示例，展示对于 Oracle /db01，如何访问装入点、创建数据文件、预分配
空间以及更改权限：
#
#
#
#

cd /db01
touch .dbfile
/opt/VRTS/bin/setext -r 100M -f noreserve -f chgsize .dbfile
ln -s .dbfile::cdev:vxfs: dbfile

# chown oracle:dba .dbfile
# chmod 660 .dbfile

将常规 VxFS 文件当作 Quick I/O 文件进行访问
可以使用 ::cdev:vxfs: 扩展名将常规 VxFS 文件当作 Quick I/O 文件进行访问。
尽管由于符号链接可提供轻松的文件系统管理并且可使数据库文件的位置透明化而
推荐使用，但是使用符号链接的缺点是必须管理两组文件（例如，在数据库备份和
还原过程中）。
使用说明

■

通常，在创建用于访问常规文件（当作 Quick I/O 文件）的符号链接
时，尽可能使用相对路径名而不是绝对路径名。在复制目录时，使
用相对路径名可避免符号链接的副本引用原始文件。如果在备份或
移动数据库文件时使用的命令保留了符号链接，则这点非常重要。
不过，某些应用程序需要使用绝对路径名。如果将文件重定位到另
一目录，则必须更改符号链接，以使用新的绝对路径。此外，可将
所有符号链接单独放置在数据目录之外的某个目录下。 例如，可创
建名为 /database 的目录，将所有符号链接置于其中，并使符号
链接指向绝对路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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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xFS 文件系统上将现有的常规文件当作 Quick I/O 文件进行访问

1

访问包含常规文件的 VxFS 文件系统装入点：
$ cd /mount_point

2

创建符号链接：
$ mv filename .filename
$ ln -s .filename::cdev:vxfs: filename

此示例说明如何将 VxFS 文件 dbfile 当作 Quick I/O 文件进行访问：
$ cd /db01
$ mv dbfile .dbfile
$ ln -s .dbfile::cdev:vxfs: dbfile

此示例说明如何确认已创建符号链接：
$ ls -lo .dbfile dbfile

对于 AIX：
lrwxrwxrwx 1 oracle
.dbfile::vxcdev:vxfs:

19

Oct 2 13:42

dbfile ->

19

Oct 2 13:42

dbfile ->

对于 Solaris：
lrwxrwxrwx 1 oracle
.dbfile::cdev:vxfs:

将 Oracle 文件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
/opt/VRTSdbed/bin 目录下提供了特殊命令，用来帮助您转换现有数据库以使用

Quick I/O。您可以使用 qio_getdbfiles 命令从数据库系统表中提取文件名列表，
然后使用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转换此数据库文件列表以使用 Quick I/O。
注意：建议您在执行与 Quick I/O 之间的转换前，首先创建存储检查点。
请参见第 392 页的“使用 dbed_ckptcreate 创建存储检查点”。
将数据库文件转换为 Ouick I/O 文件之前，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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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

以数据库管理员（通常用户 ID 为 oracle）身份登录以运行
qio_getdbfiles 和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

■

您必须预定义 Oracle 环境变量 $ORACLE_SID。必须定义对
ORACLE_SID 环境变量所做的更改。
要转换的文件必须是 VxFS 文件系统上的常规文件或指向常规 VxFS
文件的链接。

■

使用说明

■

将现有数据库文件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可能不是最佳做法（如果文
件发生碎片情况）。对于 5.1，不支持使用 -f 选项确定碎片级别。

■

如果选择创建新文件，则这些文件将是连续的。然后，您必须使用
dd(1M) 命令或数据库导入工具将数据从旧文件移到新文件，随后为
数据库定义新文件。
默认情况下，qio_getdbfiles 将跳过标记为 TEMPORARY 的任何
表空间。标有 TEMPORARY 的表空间可以是稀疏文件，这表示并不
是该文件中的所有块都被分配。Quick I/O 文件不能为稀疏文件，因
为 Quick I/O 提供了原始类型接口用于存储。如果将稀疏文件转换成
Quick I/O 文件，则在 Oracle 尝试写入到其中一个未分配的块时，
Oracle 实例会失败。
请参见第 123 页的“处理 Oracle 临时表空间和 Quick I/O”。
您可能还需要考虑为临时表空间创建 Quick I/O 文件。
请参见第 113 页的“使用 qiomkfile 将 Oracle 数据库文件创建为 Quick
I/O 文件”。
如果 VxFS 文件系统中没有任何数据库文件，则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将退出并将显示错误消息。如果发生
这种情况，您必须首先从 mkqio.dat 文件中删除任何非 VxFS 文
件，然后再运行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

■

■

■

■

您也可以不使用 qio_getdbfiles 命令，而是手动创建 mkqio.dat
文件，该文件中包含要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的 Oracle 数据库文件
名。

qio_getdbfiles 命令的用法如下：
qio_getdbfiles SFUA qio_getdbfiles ERROR V-81-4265
qio_getdbfiles 命令可使用下列选项：
-a

允许您包括所有的数据文件，包括可能是稀疏文件的文件。
（仅应在调试情况下使用此选项，因为稀疏文件不是用于 Quick I/O 的
候选文件。）

-T

允许您将数据库类型指定为 ora。

qio_getdbfiles 命令的用法如下：
qio_getdbfiles [ -T database_type ] [ 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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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可使用下列选项：
-a

使用绝对路径名将常规文件更改为 Quick I/O 文件。应在符号链接需要
指向绝对路径名（例如，在使用 SAP 的站点上）时使用此选项。

-h

显示帮助消息。
为 /dev 目录中的所有数据文件和日志文件创建额外链接，以支持 SAP
的 brbackup。

-T

允许您将数据库类型指定为 ora。

-u

将 Quick I/O 文件更改回常规文件。使用此选项可以撤消以前运行
qio_convertdbfiles 脚本所进行的更改。

提取要转换的 Oracle 文件的列表
◆

如果数据库实例打开并处于运行状态，请从您具有写入权限的目录中运行
qio_getdbfiles 命令：
$ cd /extract_directory
$ /opt/VRTSdbed/bin/qio_getdbfiles -T ora
qio_getdbfiles 命令可从数据库系统表提取文件名列表，并将这些文件名及

其大小（字节）存储在当前目录下名为 mkqio.dat 的文件中。
注意：或者，您也可以手动创建 mkqio.dat 文件，该文件包含要转换为使用
Quick I/O 的 Oracle 数据库文件名。您还可以手动编辑由 qio_getdbfiles 生
成的 mkqio.dat 文件，并删除不希望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的文件。

注意：要运行 qio_getdbfiles 命令，您必须拥有访问数据库的权限以及写入
/extract_directory 的权限。
mkqio.dat 列表文件应类似如下所示：
/data11r1/VRTS11r1/redo01.log 52428800
/data11r1/VRTS11r1/redo02.log 52428800
/data11r1/VRTS11r1/redo03.log 52428800
/data11r1/VRTS11r1/sysaux01.dbf 632553472
/data11r1/VRTS11r1/system01.dbf 754974720
/data11r1/VRTS11r1/undotbs01.dbf 47185920
/data11r1/VRTS11r1/users01.dbf 5242880
/data11r1/nqio1.dbf 10485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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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Oracle 数据库文件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

1

关闭数据库。

2

从包含 mkqio.dat 文件的目录中运行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
$ cd /extract_directory
$ /opt/VRTSdbed/bin/qio_convertdbfiles

此时会显示 mkqio.dat 文件中的文件列表。例如：
file1
file2
file3
file4
file5

-->
-->
-->
-->
-->

.file1::cdev:vxfs:
.file2::cdev:vxfs:
.file3::cdev:vxfs:
.file4::cdev:vxfs:
.file5::cdev:vxfs:

运行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未指定任何选项），将 filename 文件重命名
为 .filename，然后创建一个指向带有 Quick I/O 扩展名的 .filename 的符号
链接。 默认情况下，符号链接使用相对路径名。
如果 VxFS 文件系统中没有任何数据库文件，则 qio_convertdbfiles 脚本将
退出并显示错误消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必须首先从 mkqio.dat 文件中删
除任何非 VxFS 文件，然后再次运行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

3

启动数据库。

4

您现在可以使用 Quick I/O 接口来访问这些数据库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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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撤消上次运行的 qio_convertdbfiles 并将 Quick I/O 文件更改回常规 VxFS 文件

1

如果数据库正在运行，则将其关闭。

2

从包含 mkqio.dat 文件的目录中运行以下命令：
$ cd /extract_directory
$ /opt/VRTSdbed/bin/qio_convertdbfiles -u

此时会显示 mkqio.dat 文件中的 Quick I/O 文件列表。例如：
.file1::cdev:vxfs:
.file2::cdev:vxfs:
.file3::cdev:vxfs:
.file4::cdev:vxfs:
.file5::cdev:vxfs:

-->
-->
-->
-->
-->

file1
file2
file3
file4
file5

指定了撤消选项 (-u) 的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可将文件从 <.filename> 重
命名为 <filename>，并撤消随 Quick I/O 文件一起创建的指向 .filename 的符
号链接。

关于稀疏文件
对稀疏文件的支持允许应用程序（按 inode）存储信息，以识别仅含有零的数据块，
这样，只需在磁盘上分配包含非零数据的块。
例如，如果文件是 10KB，通常意味着磁盘上的块总计大小为 10KB。假设始终希望
前 9K 为零。应用程序可转至 9KB 的偏移，并写入 1KB 的数据值。仅分配已写入
1KB 的块，但文件的大小仍是 10KB。
此时，文件是稀疏文件。偏移 0 至 9KB 之间有间隙。如果应用程序读取此范围内
文件的任意部分，则将看到一连串零。
例如，如果应用程序随后将 1KB 块从 4KB 偏移处写入到文件，则文件系统将分配
另一个块。
结果文件的状况如下所示：
■

0-4KB - 间隙

■

4-5KB - 数据块

■

5-9KB - 间隙

■

9-10KB - 数据块

因此，如果有大量包含零的块，则 1TB 文件系统可能存储高达 2TB 的文件值。
Quick I/O 文件不可以是稀疏的，并且始终会为其分配所有指定的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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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Oracle 临时表空间和 Quick I/O
可以使用 Quick I/O 文件创建新的临时表空间。但是，不可以在 Oracle9 上使用
qio_getdbfiles 命令将使用常规文件的现有临时表空间转换成使用 Quick I/O 文
件。
默认情况下，qio_getdbfiles 会跳过所有标记 TEMPORARY 的表空间，这是因为它
们是稀疏的，这意味着文件中的所有块并非均会被分配。Quick I/O 文件不能为稀疏
文件，因为 Quick I/O 提供了原始类型接口用于存储。如果将稀疏文件转换成 Quick
I/O 文件，则在 Oracle 尝试写入到其中一个未分配的块时，Oracle 实例会失败。但
是，当在 Quick I/O 文件上初始创建临时表空间时，Oracle 会将这些文件视为原始
设备且不创建稀疏文件。
若要将使用常规文件的临时表空间转换成 Quick I/O 文件，可以删除使用常规文件
的现有临时表空间并使用 Quick I/O 文件重新创建它们。还可以保留临时表空间为
常规文件。
获得非临时文件名称的列表
◆

使用以下 SQL 语句：
$ sqlplus /nolog
SQL> connect / as sysdba;
SQL> select file_name from dba_data_files a,
dba_tablespaces b where a.tablespace_name =
b.tablespace_name and b.contents <> 'TEMPORARY';

删除现有临时表空间并使用 Quick I/O 文件重新创建

1

删除临时表空间及其内容：
$ sqlplus /nolog
SQL> connect / as sysdba;
SQL> drop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including contents;

2

在 VxFS 文件系统上创建 Quick I/O 文件：
# /opt/VRTS/bin/qiomkfile -h header_size -s size \
/mount_point/filename.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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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改文件的所有者和组权限
# chown oracle:dba .filename
# chmod 660 .filename

4

使用 create temporary tablespace 命令创建新的临时表空间。
若要使用 create temporary tablespace 命令：
$ sqlplus /nolog
SQL> connect / as sysdba;
SQL> create temporary tablespace tablespace_name \
tempfile '/mount_point/new_filename.dbf' size size reuse;

此示例说明如何删除表空间 tempts，创建 Quick I/O 文件 temp01.dbf，更改权限，
然后使用 create temporary tablespace 命令创建新的临时表空间 tempts：
$ sqlplus /nolog
SQL> connect / as sysdba;
SQL> drop tablespace tempts including contents;
Tablespace dropped.
# /opt/VRTS/bin/qiomkfile -h 32k -s 100M /db01/temp01.dbf
# chown oracle:dba .temp01
# chmod 660 .temp01
$ sqlplus /nolog
SQL> connect / as dba;
SQL> create temporary tablespace tempts \
tempfile '/db01/temp01.dbf' \
size 100M reuse;
Tablespace created.

显示 Quick I/O 状态和文件属性
可以使用 ls 命令的各个选项获取并显示有关 Quick I/O 状态和文件属性的信息：
-al

列出文件系统上的所有文件，包括 Quick I/O 文件及其链接。

-1L

显示是否已成功安装并启用 Quick I/O。

-a1L

显示如何将 Quick I/O 文件名解析为相应的原始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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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当前文件系统上的所有文件，包括 Quick I/O 文件及其链接
◆

在使用 ls -al 命令时包含文件名：
$ ls -al filename .filename

下面示例说明如何使用 -a 选项显示通过使用 qiomkfile 创建的绝对路径名称：
$ ls -la /snap_data11r2/FLAS11r2/.qfile01.dbf /snap_data11r2/FLAS11r2/qfile01.dbf
lrwxrwxrwx 1 ora11gr2 dba 24 Jul 15 03:27 /snap_data11r2/FLAS11r2/.qfile01.dbf -> \
.qfile01.dbf::cdev:vxfs:
lrwxrwxrwx 1 ora11gr2 dba 48 Jul 15 05:17 /snap_data11r2/FLAS11r2/qfile01.dbf -> \
/snap_data11r2/FLAS11r2/.qfile01.dbf::cdev:vxfs:

确定 Oracle 数据文件是否已转换成 Quick I/O
◆

按如下方式使用 ls 命令：
$ ls -lL filename

下面示例说明如何确定是否已安装并启用 Quick I/O：
$ ls -lL dbfile
crw-r--r--

1 oracle

dba

45, 1

Oct 2 13:42

dbfile

对于 AIX：
其中，第一个字符 c 表示它是一个原始字符设备文件，并且主设备编号和次设
备编号在大小字段中显示。如果看到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消息，则
表示 Quick I/O 安装出错或没有有效的许可证密钥。
显示如何将 Quick I/O 文件解析为原始设备
◆

按如下方式在使用 ls 命令时包含文件名：
$ ls -alL filename .filename

下面示例说明如何将 Quick I/O 文件名 dbfile 解析为相应的原始设备名称：
对于 AIX：
crw-r--r--

1 oracle

dba

45,

1

Oct 2 13:42

dbfile

dba

45,

1

Oct 2 13:42

dbfile

$ ls -alL d* .d*

对于 Solaris：
crw-r--r--

1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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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Quick I/O 文件
虽然 Quick I/O 文件必须经过预分配，但是它们并不局限于预分配的大小。可以在
qiomkfile 命令中使用相关选项按特定的量增大 Quick I/O 文件或将其扩展到特定
的大小。扩展 Quick I/O 文件是一种快速的联机操作，较之使用原始设备具有明显
的优势。
在扩展 Quick I/O 文件之前，请确保已满足下列条件：
先决条件

■

文件系统上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来扩展 Quick I/O 文件。

使用说明

■

也可使用 fsadm 命令通过联机方式增大 VxFS 文件系统（前提是能
够扩展基础磁盘或卷）。可通过 vxresize 命令来扩展基础卷和文
件系统。
必须拥有超级用户 (root) 权限才能使用 fsadm 命令调整 VxFS 文
件系统的大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fsadm_vxfs (1M) 和 qiomkfile (1M) 手
册页。

■

■

qiomkfile 命令可使用下列选项：
-e

按指定的量对文件
进行扩展，以允许
调整 Oracle 表空间
的大小。

-r

将文件增加到指定
的大小，以允许调
整 Oracle 表空间的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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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Quick I/O 文件

1

如果需要，请确保基础存储设备足以容纳较大的 VxFS 文件系统（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见 vxassist(1M) 手册页），并使用 fsadm 命令调整 VxFS 文件系统
的大小：

2

使用 qiomkfile 命令扩展 Quick I/O 文件：
$ /opt/VRTS/bin/qiomkfile -e extend_amount /mount_point/filename

或
$ /opt/VRTS/bin/qiomkfile -r newsize /mount_point/filename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将 VxFS 文件系统：
/db01 扩展为 500MB，并且 emp.dbf Quick I/O 文件扩展了 20MB：
$ /opt/VRTS/bin/qiomkfile -e 20M /db01/emp.dbf
# /opt/VRTS/bin/fsadm -b 500M /db01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将 VxFS 文件系统：
/db01 增大到 500MB，并将 emp.dbf Quick I/O 文件大小调整为 300MB：
$ /opt/VRTS/bin/qiomkfile -r 300M /db01/emp.dbf
# /opt/VRTS/bin/fsadm -b 500M /db01

对 Quick I/O 文件使用 Oracle 的 AUTOEXTEND 功
能
Oracle 支持自动扩展功能，通过此功能可使数据库文件自动增大预先指定的大小，
直至达到预先指定的最大大小。
对于常规文件系统文件，AUTOEXTEND 以透明方式运行，但前提是基础文件系统有
足够的空间。例如，假设数据库文件 emp.dbf 当前的大小为 100MB，但是希望该
文件能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增至原来的三倍大小。若要使用 AUTOEXTEND 功能来满
足这一增长需求，可以将 next 大小指定为 20MB，将 maxsize 指定为 300MB。这
样，文件将每次自动增大 20MB，直至其大小达到 300MB。例如：
alter database datafile ’emp.dbf’ autoextend on next 20m \
maxsize 300m;

（有关 alter database 命令以及 next 和 maxsize 参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Server SQL 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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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基础文件系统上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对文件执行 AUTOEXTEND 操作，并且
基础存储设备必须足以容纳较大的新文件系统。
对于 Quick I/O 文件或原始设备，AUTOEXTEND 不知道如何增大基础 Quick I/O 文件
或设备。因此，在可以执行 AUTOEXTEND 以增大数据文件之前，Quick I/O 文件大小
必须足够大以便能适应新的大小。
可通过下列方式对 Quick I/O 文件使用 AUTOEXTEND 功能：
■

为 Quick I/O 文件预分配足够的大小，至少等于此数据库文件预计的最大增长大
小。
通过这种方法，需要为 Quick I/O 文件 emp.dbf 预分配共 300MB。如此操作的
缺点是会导致不必要地锁定多余的磁盘空间。原始设备具有类似的要求。

■

监视 Quick I/O 文件的可用空闲空间，并使用 qiomkfile 命令按需增大文件。
与原始设备不同的是，可以通过联机方式轻松地扩展 Quick I/O 文件。通过这种
方法，可以监视 Oracle 数据文件的可用空闲空间并使用 qiomkfile 命令以联机
方式按需增大 Quick I/O 文件（一般在文件大约写满 80% 到 90% 时使用此命
令）。这种方法不需要锁定 Quick I/O 文件未使用的磁盘空间。因此文件系统上
的空闲空间可供其他应用程序使用。

qiomkfile 命令可使用下列选项：
-e

按指定的量对文件进行扩展，以允许调整 Oracle 表空间的大小。

-r

将文件增加到指定的大小，以允许调整 Oracle 表空间的大小。

可使用 fsadm 命令通过联机方式增大基础 VxFS 文件系统（前提是能够扩展基础磁
盘或卷）。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fsadm_vxfs(1M) 手册页。
监视 Oracle 表空间中的可用空闲空间
◆

使用下列 Oracle SQL 命令检查 Oracle 表空间中当前可用的空闲空间：
$ sqlplus /nolog
SQL> connect / as sysdba;
SQL> select * from dba_free_space where \
tablespace_name = ’tablespace_name’;
SQL>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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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qiomkfile 扩展 Quick I/O 文件
◆

如果数据文件的空闲块快耗尽，请使用 qiomkfile 命令扩展 Quick I/O 文件：
$ /opt/VRTS/bin/qiomkfile -e extend_amount \
/mount_point/filename

下面示例显示了如何监视文件系统 /db01 中表空间 EMP 的空闲空间：
$ sqlplus /nolog
SQL> connect / as sysdba;
SQL> select * from dba_free_space where tablespace_name = ’EMP’;
SQL> exit

下面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 qiomkfile 命令使 Oracle 数据文件 emp.dbf 按 20MB
的步值进行扩展（即指定的 next 大小）：
$ /opt/VRTS/bin/qiomkfile -e 20M /db01/emp.dbf

还原数据库后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
如果需要还原数据库并且使用的是 Quick I/O 文件，则可在执行完整的数据库恢复
后，使用 qio_recreate 命令自动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qio_recreate 命令使
用 mkqio.dat 文件，此文件包含数据库所使用的 Quick I/O 文件的列表以及文件大
小信息。
有关恢复数据库的信息，请参考随数据库软件附带的文档。
在使用 qio_recreate 命令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之前，请确保已经满足以下条
件：
Oracle 先决条件

■

在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之前恢复数据库。

■

可以数据库管理员或 root 身份登录以便运行 qio_recreate 命
令。
在运行 qio_recreate 命令所在的目录中，必须存在一个现有
mkqio.dat 文件。

■

使用说明

■

必须设置 ORACLE_SID 环境变量。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将 Oracle 文件转换为 Quick I/O 文件”。

■

qio_recreate 命令仅支持常规的 Quick I/O 文件。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qio_recreate(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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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数据库后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
◆

作为 Oracle DBA，按如下所示使用 qio_recreate 命令：
$ /opt/VRTSdbed/bin/qio_recreate -T ora

如果命令成功，则不会显示任何输出。
运行 qio_recreate 命令时，将执行下列操作：
如果 ...

则 ...

缺少 Quick I/O 文件

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

缺少从常规 VxFS 文件指向 Quick I/O 文件的 重新创建符号链接。
符号链接
缺少符号链接及其相关联的 Quick I/O 文件

同时创建链接及 Quick I/O 文件。

缺少 Quick I/O 文件，并且通过符号方式链接 不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而是显示一条警
到该文件的常规 VxFS 文件不是原来的 VxFS 告消息。
文件
Quick I/O 文件小于 mkqio.dat 文件中列出 不重新创建 Quick I/O 文件，而是显示一条警
告消息。
的大小

禁用 Quick I/O
如果需要禁用 Quick I/O 功能，首先需要将所有 Quick I/O 文件转换回常规 VxFS 文
件。然后使用特殊的装入选项重新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在禁用 Quick I/O 之前，请确保已满足下列条件：
先决条件

对于 AIX：
打算重新装入的文件系统必须位于 /etc/filesystems 文件中。
对于 Solaris：
打算重新装入的文件系统必须位于 /etc/vfstab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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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数据库正在运行，则将其关闭。

2

若要将 Quick I/O 文件更改回常规 VxFS 文件，请从包含 mkqio.dat 列表的目
录中运行下列命令：
$ /opt/VRTSdbed/bin/qio_convertdbfiles -u

此时会显示 mkqio.dat 文件中的 Quick I/O 文件列表。 例如：
.file1::cdev:vxfs:
.file2::cdev:vxfs:
.file3::cdev:vxfs:
.file4::cdev:vxfs:
.file5::cdev:vxfs:

-->
-->
-->
-->
-->

file1
file2
file3
file4
file5

带撤消选项 (-u) 的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将文件从 .filename 重命名为
filename，并删除随 Quick I/O 文件一起创建的指向 .filename 的符号链接。

3

若要重新装入文件系统并禁用 Quick I/O，请按如下方式使用 mount -o noqio
命令：
对于 AIX：
# /opt/VRTS/bin/mount -V vxfs -o remount,noqio special/mount_point

对于 Solaris：
# /opt/VRTS/bin/mount -F vxfs -o remount,noqio /mount_point

在 Solaris 本地区域中创建 Quick I/O 文件
无法在 Solaris 本地区域中创建 Quick I/O 文件。这是因为无法在 Solaris 本地区域
中运行 VxFS 命令 qiomkfile。
必须使用下列解决方法步骤，以在 Solaris 本地区域中创建 Quick I/O 文件。 除非
另有说明，否则必须以 root 用户身份执行以下命令。
在 Solaris 本地区域中创建 Quick I/O 文件

1

在 Solaris 全局区域上安装 VRTSodm。
必须在系统上执行一次此步骤。 无需对每个本地区域都重复此步骤。

2

在 Solaris 全局区域上安装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许可证。
必须在系统上执行一次此步骤。 无需对每个本地区域都重复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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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 Veritas InfoScale 许可证从 Solaris 全局区域导出到计划使用 Quick I/O 的每
个 Solaris 本地区域。
要执行此操作，请输入以下命令序列：
zonecfg -z <zone_name>

例如，如果 Solaris 本地区域名称为 zone2，则：
# zonecfg -z zone2
zonecfg:zone2> add fs
zonecfg:zone2:fs> set dir=/etc/vx/licenses/lic
zonecfg:zone2:fs> set special=/etc/vx/licenses/lic
zonecfg:zone2:fs> set type=lofs
zonecfg:zone2:fs> end
zonecfg:zone2> verify
zonecfg:zone2> commit
zonecfg:zone2> exit

4

在每个本地区域中，将 odm 设备装入 /dev/odm。
要执行此操作，请在 Solaris 全局区域中使用以下命令：
# mkdir /zones/<zone_name>/dev/odm

然后在 Solaris 本地区域中使用以下命令：
# mount -F odm /dev/odm /dev/odm

例如，如果 Solaris 本地区域名称为 zone2，则必须使用以下命令：
# mkdir /zones/zone2/dev/odm
# mount -F odm /dev/odm /dev/odm

5

以 oracle 用户身份，在使用 /opt/VRTS/bin/odmmkfile 的 Solaris 本地区域
中创建 Quick I/O 文件。 将文件重命名为 Quick I/O 文件。
要执行此操作，请输入以下命令序列：
# su - <oracle_dba>
# cd <target_dir>
# /opt/VRTS/bin/odmmkfile -s <size> filename
# mv filename .filename
# ln -s .filename::cdev:vxfs: filename
# chown <Oracle_dba> .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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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缓存 Quick I/O

■

设置缓存 Quick I/O 的任务

■

在文件系统上启用缓存 Quick I/O

■

为缓存 Quick I/O 确定备选文件

■

对单个文件启用和禁用缓存 Quick I/O

关于缓存 Quick I/O
Veritas Cached Quick I/O 可通过选择性的缓存机制更加高效地利用大量未使用的
系统内存，从而维护和扩展 Veritas Quick I/O 的数据库性能优势。缓存 Quick I/O
也支持与缓存行为相关的功能，例如文件系统预读功能。
对合适的 Quick I/O 文件启用缓存 Quick I/O，可以通过使用文件系统缓冲区高速缓
存存储数据，改进数据库的性能。此数据存储通过在搜索信息时访问系统缓冲区高
速缓存并避免磁盘 I/O 活动，加速系统的读取。
将数据置于高速缓存级别可在以下方面改进数据库的性能：
■

对于读取操作，缓存 Quick I/O 在系统缓冲区高速缓存中缓存数据库块，这减少
了物理 I/O 操作的数目，从而改进了读取的性能。

■

对于写入操作，缓存 Quick I/O 使用直接写入、复制在后技术，保留数据的缓冲
副本。计划直接 I/O 后等待完成 I/O 时，文件系统更新其缓冲区以反映已写出的
更改数据。对于联机事务处理，在含有较大物理内存的大型平台上，缓存 Quick
I/O 在数据库吞吐量方面获得的性能比原始设备性能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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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连续表扫描，由于 Veritas File System 使用了预读算法，缓存 Quick I/O 可
以显著缩短查询响应时间。如果用户需要读取文件中的同一范围，而数据仍处
于缓存中，那么系统将立即返回缓存命中，而不是扫描磁盘上的数据。

注意：Linux 不支持缓存 Quick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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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于数据库的基础文件系统上启用缓存 Quick I/O。

■

在生产环境中使用系统以生成文件 I/O 统计数据。

■

在使用文件时收集文件 I/O 统计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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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未从缓存中受益的文件禁用缓存 Quick I/O。

注意：Linux 不支持缓存 Quick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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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须拥有使用 vxtunefs 命令更改文件系统行为的权限，以启
用或禁用缓存 Quick I/O。默认情况下，需要拥有超级用户
(root) 权限，以运行 vxtunefs 命令，但其他系统用户不需
要。超级用户 (root) 必须按如下方式特别授予数据库管理员
权限以使用此命令：
对于 AIX 和 Solaris：
# chown root:dba opt/VRTS/bin/vxtunefs
# chmod 4550 /opt/VRTS/bin/vxtunefs

■

其中，属于 dba 组的用户将授予运行 vxtunefs 命令的权限。
对于功能强大的命令的访问授权，Symantec 建议采用这种有
选择性的、更安全的方法。
必须在文件系统上启用 Quick I/O。Quick I/O 在文件系统载入
时自动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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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使用说明

对于 A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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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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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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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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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对于 AIX 和 Solaris：
# /opt/VRTS/bin/vxtunefs -s -o qio_cache_enable=1 /d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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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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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对于 AIX 和 Solaris：
# /opt/VRTS/bin/vxtunefs -s -o qio_cache_enable=0 /d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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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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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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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

/dev/vx/dsk/dgname/volname 是块设备的名称

■

dgname 是磁盘组的名称

■

volname 是卷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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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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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 tunefstab(4)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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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vxtunefs 可以指定装入点或块设备；tunefstab 仅须始终指定块设备。

使用 vxtunefs 获取可调参数信息
使用 vxtunefs 命令为每个文件系统检查 qio_cache_enable 标志的设置。
仅获取有关 qio_cache_enable 标志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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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对于 AIX 和 Solaris：
# /opt/VRTS/bin/vxtunefs /db01 | grep qio_cache_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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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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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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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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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 vxtunefs(1)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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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须为文件系统启用缓存 Quick I/O。

使用说明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qiostat(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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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I/O 统计数据
在文件系统上启用缓存 Quick I/O 后，需要收集统计数据以确定并指定可以最佳利
用缓存 Quick I/O 优势的文件。
收集确定能够从缓存 Quick I/O 中受益的文件所需的统计数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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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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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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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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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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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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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源。每个对象的统计数据列印两行。
第二行的信息定义如下：
■

CREAD 是来自 VxFS 缓存的读取数（或对启用缓存顾问的 Quick I/O 文件执行的

总读取数）
■

PREAD 是对启用缓存顾问的 Quick I/O 文件读取磁盘的次数

■

HIT RATIO 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是 CREADS 的数目减去 PREADS 的数目乘以

100，然后除以 CREADS 的总数的结果。公式如下所示：
(CREADs - PREADs) * 100/ CREADs
qiostat -l 命令的输出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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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FILE BLOCKS

AVG TIME(ms)

READ WRITE
HIT RATIO

READ WRITE

READ WRITE

CACHE_STATISTICS
FILE NAME
CREAD PREAD

/db01/cust.dbf
17128 9634
17124 15728 8.2
/db01/system.dbf
6
6
0.0

6

1

/db01/stk.dbf
62552 38498
62567 49060 21.6

68509

21

38536

4

250213 153992

24.8

0.4

10.0

0.0

21.9

0.4

OPERATIONS

FILE BLOCKS

AVG TIME(ms)

READ WRITE
HIT RATIO

READ WRITE

READ WRITE

OPERATIONS

FILE BLOCKS

AVG TIME(ms)

READ WRITE
HIT RATIO

READ WRITE

READ WRITE

CACHE_STATISTICS
FILE NAME
CREAD PREAD

CACHE_STATISTICS
FILE NAME
CREAD PREAD

分析输出以查找缓存命中率在什么位置超出了给定的阈值。对于给定的应用程序，
如果文件的缓存命中率超过 20%，足以证明值得对此文件启用缓存。对于含有较大
负载的系统，可接受的比率为 30% 或者更高。缓存命中率的阈值因数据库类型和
负载不同而有所不同。
以上述示例中的输出为例，文件 /db01/system.dbf 未从缓存中受益，因为缓存命
中率为零。此外，在采样期间，文件接收到很少的 I/O。
但是，文件 /db01/stk.dbf 的缓存命中率为 21.6%。如果已断定对于系统和负载，
此数字超出了可接受的阈值，则意味着数据库可从缓存中受益。另外，需研究报告
的读取和写入操作的数目。当比较 /db01/stk.dbf 文件的读取和写入数目时，会发
现读取的数目大概是写入数目的二倍。当在读取活动超过写入活动的文件中使用缓
存 Quick I/O 时，系统将实现更高的性能。
基于这两个因素，/db01/stk.dbf 是缓存 Quick I/O 的最佳备选文件。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对单个文件启用和禁用缓存 Quick 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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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读对 I/O 统计数据的影响
qiostat 输出中 CREAD 的数目表示执行读取操作的总次数（包括缓存 Quick I/O），
PREAD 的数目表示物理读取的次数。CREAD 数目与 PREAD 数目之差 (CREADS - P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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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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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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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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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说明

■

当数据库联机时才可对单个文件启用或禁用缓存 Quick I/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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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参见 qioadmin (1)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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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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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若要对文件 /db01/system.dbf 禁用缓存 Quick I/O，请将缓存顾问设
置为 OFF：
$ /opt/VRTS/bin/qioadmin -S system.dbf=OFF /db01

对单个文件启用缓存 Quick I/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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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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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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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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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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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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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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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若要显示 /db01 文件系统中 cust.dbf 文件的缓存顾问的当前设置：
$ /opt/VRTS/bin/qioadmin -P cust.dbf /db01
cust.dbf,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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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时间点副本方法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时间点副本

■

何时使用时间点副本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时间点副本技术

■

SFDB 工具支持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支持的快照模式

■

卷级别快照

■

关于卷级别快照中的反向重新同步 (FlashSnap)

■

存储检查点

■

关于 File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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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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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供数据连续性 - 要在主节点存储发生故障时提供服务连续性，可以使用时间点
副本解决方案恢复应用程序数据。如果服务器发生故障，可以结合 SFCFSHA
或 SFHA 的高可用性群集功能使用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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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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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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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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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所有快照解决方案也在灾难恢复站点与 Volume Replicator 一起提供。
有关快照与复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7.0 Replication 管理指
南》。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了多种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来满足您的需求，包括以下用
例：
■

创建用于决策支持的副本数据库。

■

使用快照备份和恢复数据库。

■

备份和恢复脱离主机群集文件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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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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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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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少量大型文件的文件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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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需要使用文件系统的多个可写副本来进行测试或设定版本的应用程序。

请参见第 157 页的“存储检查点”。
■

文件级别的快照。
FileSnap 功能可提供单个文件级别的快照。

SFDB 工具支持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提供了一个特定于数据库的命令
行，用于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时间点副本。SFDB 工具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基础功能执行这些操作。为便于使用，SFDB 命令行允许您通过较少的步骤对
Oracle 数据库执行时间点副本操作。SFDB 命令行还允许您执行特定于 Oracle 数
据库的功能。
表 15-1 比较了 SFDB 工具支持的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表 15-1
FlashSnap
基础技术

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比较
优化空间快照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卷快照（第三镜像断开 卷快照（优化空间即时 文件系统检查点
快照）
快照）

FileSnap
文件级别快照 (VxFS
File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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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空间快照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FileSnap

可以进行脱离主机处理 是

是（需要 Cluster
Volume Manager）

是（需要 Cluster File
System）

是（需要 Cluster File
System）

附加存储要求

最小（使用写入时复制 最小（使用写入时复
并且需要缓存卷）
制）

最小（使用共享扩展
区）

写入时复制损失

写入引起分配。

FlashSnap

需要附加镜像 Plex。
Plex 是原始数据的完
整副本。

创建时间点副本后的性 无
能影响

写入时复制损失

支持来自单个时间点副 否。但是，可以使用不 否。但是，可以使用多 是
本的多个克隆
同快照与不同镜像创建 个快照创建多个克隆。
多个克隆。

是

支持的快照模式

Online、Offline、
Instant

Online、Offline、
Instant

Online

支持复制环境（与
Veritas Replicator 配
合使用）

否

是（仅 Instant 快照模 否
式）

Online、Offline、
Instant

否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支持的快照模式
下面是 SFDB 工具所支持的快照模式：
■

Online

■

Instant

■

Offline

查看下列关于受支持的快照模式的信息。
■

FlashSnap、存储检查点和 SOS 支持全部三种模式。

■

FileSnap 仅支持 Online 模式。

■

所有快照方法的默认和建议快照模式都是 Online 模式。

表 15-2 说明了两种快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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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

快照模式的说明

快照模式

说明

Online

联机快照模式：

■

类似于应用程序或数据库的联机备份或热备份，适合用作
备份映像。
要求应用程序支持联机模式或热备份模式。Oracle 数据库
将被置于热备份模式，直到捕获了快照为止。
要求数据库处于打开状态。

■

要求数据库处于存档日志模式。

■

■

注意：大多数生产数据库均处于存档日志模式。

Instant

■

对应用程序或数据库性能的影响最小。

■

允许从快照映像还原主应用程序数据。

■

允许用户在执行还原操作之后对基于快照的克隆或主应用
程序执行手动时间点恢复。

即时快照模式：
■

■

■
■

■
■

■

■

Offline

类似于应用程序或数据库的崩溃一致性映像，不适合用作
备份映像。
冻结应用程序 I/O，以便于创建崩溃一致性快照。 通过冻
结所有包含应用程序文件或数据的文件系统，冻结应用程
序 I/O。 应用程序 I/O 在快照进程执行过程中被冻结。
不要求数据库处于存档日志模式。
对应用程序或数据库有一定性能影响，因为创建快照时应
用程序 I/O 处于冻结状态。但是，快照进程本身可能速度
更快，尤其是数据库事务处理负荷较重时。
不支持用于备用数据库。
支持在 Oracle 12c、Oracle 10g R2 修补程序级别 5 或在
Oracle 11g 系列上使用。
支持在 Oracle 10g R2 修补程序级别 5 或在 Oracle 11g
系列上使用。
支持用于 RAC 数据库。

脱机快照模式：
■

类似于应用程序或数据库的冷备份，适合用作备份映像。

■

要求应用程序处于脱机状态。

■

当应用程序处于联机状态时，要求验证快照配置。

■

在快照模式中是最快速的。

■

不要求数据库处于存档日志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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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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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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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plex 断开快照使用额外的镜像来创建快照。尽管可以为一个 plex 卷创建 plex 断开
快照，但我们往往为镜像卷创建快照。镜像卷具有多个 plex 或镜像，其中每个 plex
或镜像都是数据副本。 快照操作“断开”plex，使其成为快照卷。 您可以断开现有
的 plex，也可以专门添加新的 plex 用作快照镜像。 通常情况下，需要维持原始卷
的冗余。 如果原始卷是具有两个 plex 的镜像卷，则为快照添加第三个镜像。 因此，
此类快照也称为第三镜像快照。
快照 plex 必须与卷中现有的 plex 位于同一磁盘组内的不同磁盘上。 磁盘必须有足
以包含现有卷内容的磁盘空间。 如果您有一个 1 TB 的卷，则必须有 1 TB 的额外
磁盘空间。
当您创建快照时，会将 plex 分散到两个卷中。原始卷保留其原始 plex。快照卷包含
快照 plex。 原始卷继续承担 I/O。快照卷保留创建快照时的数据，直到您选择对该
卷执行处理为止。
可以创建多个快照，因此可以拥有原始数据的多个副本。
第三镜像断开快照适合有大量写操作、但优化空间或完整空间即时快照的写入时复
制机制可能会降低性能的卷，例如数据库重做日志。

优化空间即时卷快照
优化空间快照不包含它们所表示的原始数据对象的完整物理映像。优化空间即时快
照将原始卷中已发生更改的区域记录到存储缓存。在写入原始卷时，VxVM 在执行
写入之前将原始数据内容保留在缓存中。由于存储缓存需要的存储空间通常比原始
卷少得多，因此被称为优化空间。 优化空间快照占用的存储和 I/O 带宽与快照使用
期限内原始卷上更新的数据量成正比。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的优势包括立即可用性、快速刷新，以及更简便的配置和管理。
由于优化空间快照占用的存储和 I/O 带宽比完整副本快照少，因此您创建快照的频
率可以高得多。这使它们非常适合于从数据损坏中进行恢复。
由于原始对象中发生更改的数据越来越多，因此空间优化快照必然会随着时间不断
增大，使得它们本身比较适合较短的生存期。
优化空间快照不能脱离主机进行辅助处理。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的工作方式
优化空间快照使用写入时复制机制，使其在一开始创建或其数据被刷新时即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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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磁盘组中配置可由该磁盘组中的所有卷共享的单个存储缓存。如果是这种
情况，对于每个卷的优化空间快照，声明的缓存名称必须相同。缓存存储在磁盘
上，而且是持久性的。
可以配置 VxVM，在缓存快要满时使用磁盘组中的任何可用空闲空间自动增大缓存。
请参见第 189 页的“创建共享缓存对象”。
图 15-1 显示了即时优化空间快照模型。
图 15-1

在备份循环中创建和使用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开始
vxsnap refresh

vxsnap make

vxsnap prepare
原始卷

快照卷

备份
循环

备份到磁盘、磁带或其他介质

关于卷级别快照中的反向重新同步 (FlashSnap)
FlashSnap 服务有助于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快照，这样便可以克隆已创建的快照
并将其用于备份。当 Oracle 数据库受到某种损坏而呈现出工作不正常的现象时，您
可以使用卷快照从此类错误恢复并返回到创建快照时的时间点。这种使用 FlashSnap
服务从已创建的卷快照恢复数据库的过程称为反向重新同步。
可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Database Flashsnap 功能反向重新同步 Oracle 环境
中数据库的联机或脱机时间点映像。
反向重新同步意味着会将快照镜像卷还原到主数据卷。如果主数据卷发生逻辑损坏
并且您想要恢复快照卷中的内容，则可以使用反向重新同步。
反向重新同步操作拆分为三个不同操作。这三个操作如下：
■

Reverse Resync Begin

■

Reverse Resync Abort

■

Reverse Resync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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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反向重新同步概述

反向重新同步操作的类型
反向重新同步提供以下三个操作：
■

ReverseResyncBegin（别名：RRBegin、RRStart、ReverseResyncStart）：
您可以使用 RRBegin 操作来装入快照卷和 Oracle 实例。
该操作可让您预览快照卷中的 Oracle 实例。
ReverseResync Begin 操作支持以下三种类型的恢复方法：manual、auto 和
auto_until_scn。

■

ReverseResyncAbort（别名：RRAbort、RRCancel、
ReverseResyncCancel）：您可以使用此操作来结束反向重新同步预览会话并
返回到原始数据卷。

■

ReverseResyncCommit（别名：RRCommit、RRFinish、
ReverseResyncFinish）：您可以使用此操作来提交在 RRBegin 操作中预览的
反向重新同步更改。
注意：此操作结束后，您将无法返回到原始数据卷。快照卷将永久还原到数据
卷。RRCommit 操作完成后，在快照之后创建的用于反向重新同步的存储检查
点或 FileSnap 将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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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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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重新同步操作及其工作

卸载
反向重新同
步开始

是否确定提交
更改？

否

反向重新同
步中止

快照
是

反向重新同步
提交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反转对快照卷的重新同步”。
请参见第 357 页的图 33-4。

反向再同步的限制
反向再同步有下列限制：
■

只允许通过联机和脱机快照进行反向再同步。即时快照模式不能与反向再同步
一起使用

■

RAC 数据库不支持

■

如果快照已经被克隆则不允许

■

如果从快照操作排除了存档日志卷，则无法使用自动恢复选项

■

不能对脱机模式快照执行存档日志卷的反向再同步

■

Cluster FileSystem (CFS) 环境中不支持反向再同步

■

Data Guard 配置不支持反向再同步

■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配置不支持反向再同步

执行反转重新同步操作的先决条件
执行反转重新同步操作之前，您必须确保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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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配置中的反转重新同步
若要在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进行反转重新同步，必须冻结数据库服务组，并且必
须将 Mount 资源的 VxFSMountLock 属性设置为 0。
例如，
■

# hares -modify Mount_data VxFSMountLock 0

■

# hares -modify Mount_arch VxFSMountLock 0

■

# hagrp -freeze <DB_service_grp>

在反转重新同步完成以后，您可以取消冻结数据库服务组，并将此属性重置为其原
始值。

有关执行反转重新同步的建议
■

执行反转重新同步前，使用 sfua_rept_util 工具创建备份存储库。

■

如果您在创建快照后对这个数据库进行了任何结构性更改（如添加新的数据文
件），请使用 FlashSnap 快照命令创建备份。

■

如果您计划使用 RMAN 备份进行数据库恢复，请考虑数据库 incarnation 编号。
RRcommit 操作后会更改数据库 incarnation 编号。

从 5.X 实施反转重新同步的更改
实施反转重新同步的过程有下列更改：
■

可在 ReverseResyncAbort 操作后执行 ReverseResyncBegin 操作

■

可以使用新的参数控制 ReverseResyncBegin 操作中的数据库恢复：
Reverse_Resync_Recovery
Reverse_Resync_Archive_Log

反向再同步操作的配置参数
表 15-3 列出了反向再同步操作的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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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3

反向再同步操作的新参数

参数

值

说明

REVERSE_RESYNC_RECOVERY

auto

指定反向再同步过程
中恢复数据库的方
法。

Manual
Auto_Until_
SCN

命令行选项

--reverse_resync_
recovery
<value> 或
默认值为 AUTO。使 --rr_recovery
用 AUTO 恢复选项尝 <value>
试自动恢复数据库。
在
-reverse-resync-begin
和
-reverse-resync-commit
步骤中，使用手动恢
复选项装入该数据
库。
在创建快照的时间点
之前，使用
AUTO_UNTIL_SCN
选项自动恢复数据
库。

REVERSE_RESYNC_
ARCHIVE_LOG

否
是

指定是否对存档日志
卷进行反向再同步。

--reverse_resync_
archive_log
<value> 或
默认值为 NO。如果将
此值设置为 NO，将从 --rr_archive_log
反向再同步操作中排 <value>
除存档日志卷。
如果将此值设置为
YES，将从相应的快
照卷还原存档日志
卷。*

注意：*如果存档日志损坏，需要从备份还原，则 Reverse_Resync_Archive_Log =
Yes 选项会很有用

注意：*Reverse_Resync_Archive_Log = No 选项可以使用针对前滚恢复的主节点
数据库存档日志执行数据库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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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是给定时刻的文件系统持久映像。存储检查点使用写入时复制技术降低
了 I/O 开销，方法是仅识别和维护至创建上一存储检查点后已更改的文件系统块。
存储检查点有下列重要功能：
■

当系统重新启动和崩溃时，存储检查点会在系统上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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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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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文件系统快照不同，存储检查点是可写的。

■

要将占用的磁盘空间降低最低，存储检查点使用文件系统中的空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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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检查点与快照有何不同
存储检查点与 Veritas File System 快照有以下方面的不同，因为它们：
■

允许对存储检查点自身进行写入操作。

■

在系统重新启动或失败后仍然存在。

■

共享与文件系统相同的空闲空间池。

■

通过识别上次存储检查点以来更改的文件块，维护与其他存储检查点的关系。

■

可以具有多个只读存储检查点，从而减少 I/O 操作和所需的存储空间，因为最新
的存储检查点是唯一从主文件系统累积更新的存储检查点。

■

可以将文件系统还原到创建存储检查点时的状态。

多个备份和复制解决方案可以利用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可以跟踪上次存储检查
点以来文件系统块的变化，使得备份和复制应用程序只需要检索已更改数据。 存储
检查点大大减少了数据移动活动，并可以通过增加备份和复制的频率，使得可用性
和数据完整性程度更高。
可以在含大量文件的环境（例如含百万文件的文件服务器）中使用存储检查点，对
性能几乎没有任何负面影响。 由于在存储检查点创建期间没有冻结文件系统，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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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存储检查点时，应用程序也可以访问文件系统。 但是，创建存储检查点只需
要几分钟时间，具体时间取决于文件系统中的文件数。

存储检查点的工作方式
存储检查点工具冻结装入的文件系统（被称为主文件集）、初始化存储检查点并解
冻文件系统。 具体地说，文件系统首先置入稳定状态，所有数据被写入磁盘，然后
冻结过程瞬间阻止对文件系统的所有 I/O 操作。 然后创建没有任何实际数据的存储
检查点，存储检查点指向主文件集的块映射。 随后的解冻过程重新启动对文件系统
的 I/O 操作。
您可以在一个文件系统或一组文件系统上创建存储检查点。 多个文件系统的存储检
查点同时冻结文件系统，并在所有文件系统上创建存储检查点，然后解冻文件系
统。 因此，多个文件系统的存储检查点有相同的创建时间戳。 存储检查点工具保
证在所有指定文件系统上创建多个文件系统存储检查点，或者不在任何指定文件系
统上创建，除非操作进行时系统崩溃。
注意：在系统崩溃后，调用应用程序负责清除存储检查点。
主文件集的存储检查点最初仅包含指向主文件集中的现有数据块的指针，不包含其
所有已分配数据块。
图 15-4 显示文件系统 /database 及其存储检查点。创建存储检查点后，存储检查
点在逻辑上与主文件集相同，但它不包含任何实际数据块。
图 15-4

主文件集及其存储检查点
主文件集

存储检查点

/database

emp.dbf

/database

jun.dbf

emp.dbf

jun.dbf

在图 15-5 中，正方形表示文件系统的每个块。 此图显示创建存储检查点时包含指
向主文件集指针的存储检查点，如图 15-4 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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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5

初始化存储检查点

主文件集

存储检查点

A

B

C

D

E

存储检查点通过从主文件集查找数据来显示文件系统的精确映像。 VxFS 使用写入
时复制技术来更新存储检查点。
请参见第 159 页的“写入时复制”。

写入时复制
在图 15-6 中，在原来包含 C 的主文件集中的第三个数据块已更新。
在使用新数据更新数据块之前，原始数据已复制到存储检查点。 这被称为写入时复
制技术，允许存储检查点保留主文件集在创建存储检查点时的映像。
不是每个更新或写入操作都一定会导致将数据复制到存储检查点的过程，因为原有
的数据只需要保存一次。 随着主文件集中的块不断更改，存储检查点累加原始数据
块。 在此示例中，现在包含 C 的第三个数据块的后续更新没有复制到存储检查点，
因为已经保存含 C 块的原始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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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6

对主文件集的更新

主文件集

存储检查点

A

B

C’

C

D

E

存储检查点可见性
使用 ckptautomnt 装入选项，可通过文件系统根目录中的目录自动访问所有存储检
查点，该目录具有特殊名称 .checkpoint，它不会显示在目录列表中。此目录针对
文件系统中的每个存储检查点各包括一个目录。其中的每个目录都用作相应存储检
查点的装入点，但以下情况除外：
■

外部应用程序（例如，NFS），请参见作为原始装入点的一部分的文件。因此，
不需要任何其他 NFS 导出。

■

根据装入选项，向应用程序公开的 inode 编号可以是唯一的。

存储检查点在内部自动装入，操作系统并不知道有关自动装入的任何信息。这意味
着存储检查点无法手动装入，并且它们不会显示在装入的文件系统的列表中。创建
或删除存储检查点时，将自动更新存储检查点目录中的条目。 如果使用 -f 选项删
除其中的文件仍在使用中的某个存储检查点，则会强制卸载存储检查点，对该文件
执行的所有操作都将失败，并出现 EIO 错误。
如果文件系统的根目录中已存在名为 .checkpoint 的文件或目录（例如，使用较早
版本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创建的目录或者当禁用了存储检查点可见性功
能时创建的目录），无法访问提供对存储检查点的访问的虚假目录。 启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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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尝试使用名称 .checkpoint 在根目录中创建文件或目录将失败，并出现 EEXIST
错误。
注意：如果 NFS 装入正在使用自动装入的存储检查点，即使没有强制的 (-f) 选项，
也可以成功删除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和 64 位 inode 编号
文件的 inode 编号在存储检查点中保持一致。例如，如果文件系统中存在一个 file1
文件，并且为该文件系统创建了一个存储检查点，在原始文件系统中对 file1 运行
stat 命令与在存储检查点中运行该命令都会在 st_ino 中返回相同的值。st_ino
和 st_dev 的组合形式应当唯一标识系统中的每个文件。由于单独装入存储检查点，
这通常不会出现问题，因此 st_dev 各不相同。当通过存储检查点可见性扩展访问
存储检查点中的文件时，对于所有存储检查点和原始文件系统而言，st_dev 都是相
同的。这意味着文件不再通过 st_ino 和 st_dev 进行唯一标识。
一般说来，不需要唯一标识系统中的所有文件。但是，某些应用程序依赖于唯一标
识才能正常运行。例如，备份应用程序可以检查某个文件是否硬链接到另一个文件
（通过对两个文件调用 stat，并检查 st_ino 和 st_dev 是否相同）。如果系统通
知备份应用程序同时通过存储检查点可见性扩展来备份两个副本，应用程序可能会
错误地推断这两个文件相同，即使它们包含不同数据。
默认情况下，Storage Foundation (SF) 不会将 inode 编号设置为唯一编号。 但是，
您可以指定 uniqueino 装入选项，以便启用唯一的 64 位 inode 编号。不能在重新
装入时更改此选项。

关于使用存储检查点回滚数据库
每个存储检查点都是一个与文件系统一致的时间点映像，而存储回滚是用于这些磁
盘备份的还原工具。存储回滚会将存储检查点中已更改的块回滚到主文件系统，以
便更迅速地还原数据库。

存储检查点和回滚过程
存储检查点是一项有效的磁盘和 I/O 快照技术，用于创建当前已装入的文件系统（主
文件系统）的“克隆体”。 与快照文件系统类似，存储检查点表现为创建它时所捕
获的文件系统的精确映像。但是，与使用单独的磁盘空间的快照文件系统不同，所
有存储检查点共享主文件系统所在的同一个可用空间池。
注意：可将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装入为只读的或可读写的，以便像访问常规文件系统
那样访问其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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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存储检查点不包含数据。 存储检查点仅包含主文件集的 inode 列表和块映
射。 该块映射指向主文件系统上的实际数据。因为只需要 inode 列表和块映射，并
且不复制任何数据，因此，创建存储检查点只需几秒钟的时间和很少的空间。
最初，存储检查点这样来满足读取请求：查找主文件系统上的数据，使用其块映射
副本，然后将数据返回到请求进程。当写入操作更改主文件系统中的某个数据块
时，系统便会首先将该块的旧数据复制到存储检查点，然后使用新数据更新主文件
系统。存储检查点会维护最初创建它时的主文件系统的精确视图。以后再对主文件
系统上的块 n 执行写入操作时，便不会再将该块的数据复制到存储检查点，因为旧
数据只需保存一次。随着主文件系统上数据块的更改，存储检查点会逐渐使用从主
文件系统复制的原始数据进行填充，而存储检查点中指回主文件系统上块的块映射
则越来越少。
数据库存储回滚可将主文件系统上的数据库、表空间或数据文件还原到执行存储检
查点操作期间创建的时间点映像。
数据库存储回滚的实现方法是从相应的存储检查点将“以前”的映像复制回主文件
系统。与存储检查点一样，数据库存储回滚是在块级别而非文件级别执行还原操
作。可以将 vxsfadm 命令与 -o restore 操作结合使用来执行数据库存储回滚。
例如：
$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
-a oracle -o restore --checkpoint_name checkpoint1

可装入的存储检查点可广泛用于各种应用解决方案，包括：
■

备份

■

数据完整性检查

■

分阶段升级

■

数据库修改

■

数据复制解决方案

如果将存储检查点装入为可读写存储检查点，则命令不允许回滚到该存储检查点。
这样可确保对存储检查点的不当修改不会导致数据库的损坏。如果将某个存储检查
点装入为可读写的，则会创建原始存储检查点的“阴影”存储检查点，并将此“阴
影”存储检查点装入为可读写的。这样数据库仍然可以回滚到原始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类型
您可以创建以下类型的存储检查点：
■

数据存储检查点

■

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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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装入的存储检查点

数据存储检查点
数据存储检查点是创建存储检查点时文件系统的完整映像。 此类存储检查点包含文
件系统元数据和文件数据块。 您可以装入、访问和写入数据存储检查点，就像操作
文件系统一样。 对于需要活动文件系统的稳定一致映像的备份应用程序，数据存储
检查点非常有用。 数据存储检查点向系统和执行写入操作的应用程序带来了许多开
销。 为了获得最佳结果，请限制数据存储检查点以最小化对系统资源的影响。

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在一定条件下，当文件系统空间不足时，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能够“自毁”。
请参见第 163 页的“存储检查点空间管理注意事项”。
在 create 或 mkdir 等用户操作期间，如果文件系统空间不足，将删除可移除的存
储检查点，即使装入了存储检查点已装入也是如此。 这确保应用程序可以继续运
行，而不会因磁盘空间不足而中断。 在此 ENOSPC 条件下，将自动删除不可移除的
存储检查点。 Symantec 建议您仅创建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然而，在执行 fsadm
等特定管理操作期间，即使文件系统空间不足，也不会删除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默认情况下，存储检查点作为不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创建。 可以更改此默认行为，
以便 VxFS 使用 vxtunefs -D ckpt_removable=1 命令创建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在将默认值设置为创建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之后，可以使用 fsckptadm -R create
ckpt_name mount_point 命令创建不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请参见 vxtunefs(1M) 和 fsckptadm(1M) 手册页。

不可装入的存储检查点
使用不可装入的存储检查点作为安全功能。 这将防止其他应用程序访问和修改存储
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空间管理注意事项
当包含存储检查点的文件系统用尽空间时，删除或重写文件之类的操作可能失败。
如果系统不能分配足够的空间，操作将失败。
数据库应用程序通常为其文件预先分配存储，并且可能不会预料写入操作失败。 在
create 或 mkdir 等用户操作期间，如果文件系统空间不足，将删除可移除的存储
检查点。 这确保应用程序可以继续运行，而不会因磁盘空间不足而中断。 在此
ENOSPC 条件下，将自动删除不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Symantec 建议您仅创建可移
除的存储检查点。 但是，在执行某些管理操作（如使用 fsadm 命令、使用 qiomkfile
命令，以及使用 fsckptadm 命令创建存储检查点）的过程中，即使文件系统空间用
尽，也不会删除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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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自动删除存储检查点时，它应用下列策略：
■

尽可能少地删除存储检查点，以完成操作。

■

不选择不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

仅当不再有数据存储检查点时，才选择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

首先删除最旧的存储检查点。

■

删除存储检查点，即使该检查点已装入也是如此。 对这种已删除的存储检查点
执行的新操作将失败并显示相应的错误代码。

■

如果最早的存储检查点不可删除，则会选择删除最早的可删除存储检查点。 在
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将数据推送到不可删除的存储检查点，此操作可能失败
并导致文件系统标记为 FULLFSCK。 要避免发生这种情况，Symantec 建议您
仅创建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关于 FileSnap
FileSnap 是同一名称空间中的文件的原子空间优化副本（存储在同一文件系统中）。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在文件系统磁盘布局版本 8 及更高版本上支持快照。
使用 FileSnap，可以为粒度小于文件系统或卷的对象创建快照。基于应用程序或基
于用户管理存储在文件系统中的数据时，需要使用为部分文件系统名称空间创建快
照的功能。这在以下情况下十分有用：文件系统由一组用户或应用程序共享，或者
数据在同一文件系统中按不同的重要级别进行了分类。
FileSnap 支持所有常规文件操作，VxFS 不以任何方式将 FileSnap 区分出来。

FileSnap 的属性
FileSnap 使非 root 用户无需管理员权限即可为其拥有的数据创建快照。这使用户和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计划在其应用周期的适当点创建快照来创建其数据的新版本、备
份其数据以及还原其数据。从 FileSnap 还原十分简单，只需将作为源文件的快照和
作为目标文件的原始文件指定为 vxfilesnap 命令的参数即可。
创建 FileSnap 时，会将源文件锁定为只读文件，并在操作持续期间内以独占方式锁
定目标文件，从而以原子方式创建快照。进行 FileSnap 创建时，可以访问文件系统
中的其余文件，而不会出现 I/O 暂停。创建快照时，不会中断对源文件的读取访问。
这将允许多个用户和应用程序以非干扰方式真正地共享文件系统。
源文件和目标文件之间的名称空间关系由用户发出的 vxfilesnap 命令（通过指定
目标文件路径）来定义。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既不区分源文件和目标文件，
也不维护这两个文件之间的任何内部关系。快照完成后，源文件和目标文件之间仅
有的共享属性是它们共享的数据块和块映射。
文件的 FileSnap 数几乎没有限制。技术上的限制是 VxFS 文件系统支持的最大文件
数，该限制为每个文件集十亿个文件。当数千个 FileSnap 都从同一个文件创建，并

164

了解时间点副本方法
关于 FileSnap

且这些快照文件中的每一个文件都同时由数千个线程读取和写入时，FileSnap 也能
够很好地扩展。这归功于一种设计。在由于覆盖而发生取消共享时，该设计不会导
致争用共享块。在由于使用 FileSnap 进行覆盖而对共享块取消共享的情况下所看到
的性能，比传统的写入时复制的性能更接近于分配写入的性能。
在磁盘布局版本 8 中，为了支持在文件之间共享块或扩展区，将跟踪每个共享扩展
区的引用计数。VxFS 进程引用计数将由于共享和取消共享扩展区而以延迟方式更
新。另外，在所有引用都消失前，标记为“共享”一次的扩展区也不会回到非共享
状态。这是为了改进 FileSnap 创建性能和对数据扩展区取消共享的性能。但是，这
实际上会导致文件系统的共享块统计数据只能精确到处理延迟的回收的时间点。也
就是说，有关文件系统和文件的共享扩展区统计数据可能是过时的，具体取决于文
件系统的状态。

FileSnap 的并行 I/O
FileSnap 的设计和实施确保对同一个文件的不同快照的并发读取或写入就像这些文
件是独立文件一样执行。即使扩展区在同一个文件的快照之间共享，该共享对并行
I/O 也没有负面影响。

写入时复制和 FileSnap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支持一个选项，该选项用于在覆盖由共享扩展区引用的
文件区域时执行迟缓写入时复制。典型的写入时复制实现包括读取旧数据、分配新
块、将旧数据同步复制或写入到新块以及将新数据写入新块。这可能导致最坏的情
况发生：一个或多个分配事务的后面是读取操作，读取操作后面是同步写入操作和
其他符合为覆盖请求的 I/O 行为的写入操作。此顺序使典型的写入时复制操作开销
很大。实现 VxFS 迟缓写入时复制，则不会将旧数据复制到新分配的块，因此只要
新数据覆盖整个块，就不必读取旧数据。此行为与共享扩展区统计的延迟处理结合
使用使迟缓写入时复制的完成时间与分配写入操作的完成时间相当。但是，在服务
器崩溃的情况下，当服务器尚未将新数据刷新到新分配的块时，在被覆盖区域上看
到的数据将类似于在数据刷新前服务器已崩溃的分配写入的情况下找到的数据。这
不是默认行为；在执行默认行为的情况下，在被覆盖的区域中找到的数据要么是新
数据，要么是旧数据。

从 FileSnap 读取
对于常规读取请求，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只在页缓存中为指定的共享数据块
缓存数据页的单个副本，即使该共享数据块可以从任何 FileSnap 或源文件进行访问
时也是如此。缓存共享数据页后，会从页缓存中为通过任何 FileSnap 或源文件发出
的任何后续请求提供服务。这将消除对磁盘的重复读取请求，从而降低阵列上的 I/O
负载。这还会减少页缓存重复，从而有效使用系统页缓存，在访问数千个 FileSnap
时，缓存改动也会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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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映射碎片和 FileSnap
源文件的块映射由快照文件共享。覆盖以前共享的区域中的数据时，发生写入的文
件的块映射会更改。当源文件的共享数据扩展区大于对同一区域的覆盖请求的大小
时，被写入的文件的块映射会产生很多碎片。

备份和 FileSnap
具有共享块的 VxFS 文件系统的完全备份在目标中需要的空间，可能与对源文件系
统中物理块的逻辑引用的总数一样多。例如，如果有一个 20 GB 文件，并且已基于
该文件创建了一千个 FileSnap，则逻辑块引用总数大约为 20 TB。VxFS 文件系统
只需要略超过 20 GB 的物理块来存储该文件以及该文件的一千个快照，而该文件系
统在备份目标上需要超过 20 TB 的空间来备份文件系统（假设备份目标不支持重复
数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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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时间点副本的注意
事项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有关数据库布局的注意事项

■

支持的 Oracle 配置

■

关于多租户数据库支持的注意事项

■

克隆数据库的行为

有关数据库布局的注意事项
如果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则对于数据库布局，请
考虑以下注意事项：
■

所有数据库文件必须都在 VxFS 文件系统中。其中包括控制文件的所有副本、数
据文件、临时文件和联机重做日志文件的所有副本。所有基础卷必须都是 VxVM
卷。

■

必须至少有一个存档日志目标在 VxVM 卷的 VxFS 上。

■

对于联机快照模式，存档日志目标不能包含任何控制文件、数据文件、临时文
件或联机重做日志文件。

■

数据库 PFILE 或 SPFILE 可以位于任何位置。如果您的数据库使用 pfile 且该
pfile 位于非默认位置（$ORACLE_HOME/dbs 以外的位置），您必须使用 PFILE
参数明确指定该 pfile 位置。

■

Oracle 主目录可以位于任何位置。

■

完全支持采用 OMF 命名约定的数据库。

■

不支持 Oracle ASM 存储中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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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启用 vxsfadm 命令以使用操作系统身份验证访问 Oracle 数据库（/ 作为
sysdba）。

■

当执行 vxsfadm 操作时，某些操作可能会失败，并且当vxsfadm 尝试从此次失
败恢复时，恢复也可能会失败。因此，配置可能处于错误状态，并且某些应用
程序更改无法还原。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在恢复错误之后手动还原更改。
例如，当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检查点时，会将该数据库置于备份模式，然后将
创建一个检查点，并且随后从备份模式删除该数据库。如果检查点创建失败，
并且恢复操作未成功，则该数据库将保持处于备份模式。

支持的 Oracle 配置
有关支持的 Oracle 版本的信息，请参见数据库支持表：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4039
除下列限制外，SFDB 工具完全支持 Oracle 单实例和 Oracle RAC 数据库
■

如果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与物理备用数据库配合
使用，则存在以下限制：
■

不支持 Oracle RAC 备用数据库。

■

不支持即时快照。对于备用数据库，仅支持脱机和联机快照。

■

备用数据库要么必须在只读模式下打开（活动备用），要么必须在读写模式
下将其激活。
注意：针对此要求，您可能需要有效的 Oracle Data Guard 许可证。

■

如果备用数据库在只读模式下打开，则必须先暂时停止重做应用服务，才能
使用 SFDB 工具对物理备用数据库执行操作，如克隆或创建快照。

■

不支持逻辑备用数据库。 不能针对用作逻辑备用数据库的数据库执行快照或克
隆操作。

■

不支持使用 Oracle ASM 存储的 Oracle 数据库。

■

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辅助站点上，不支持使用 Oracle RAC 数据
库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支持使用 VVR 进行 Oracle 灾难恢复配置。您还可以在辅助站点上使用 SFDB
工具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

SFDB 工具不支持在对数据库进行结构性更改（例如，添加或删除表空间，以及
添加或删除数据文件）时创建时间点副本。但是，在创建时间点副本之后，即
可在任何时间创建克隆，而不管数据库的状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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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Oracle 12c 多租户数据库上，SFDB 工具支持 vxsfadm 操作（时间点副本）。
SFDB 工具不支持对单个可插拔数据库 (PDB) 进行操作。

关于多租户数据库支持的注意事项
对于多租户数据库，下列注意事项适用：
■

SFDB 工具不支持 PDB 中的脱机表空间。

■

如果一些 PDB 在时间点副本操作期间不处于打开状态，则不允许执行反向重新
同步操作。

■

通过 tbslist 选项执行的检查点回滚操作将回滚 CDB 和/或 PDB 中具有指定
tbsname 的所有表空间。

■

只能捕获处于打开状态的 PDB 时间点副本。当克隆 PDB 时，它们在克隆的
CDB 中可见，但是对这些 PDB 的操作会失败。

■

当任一 PDB 不处于打开状态时，不支持对即时快照执行 CDB 克隆。

■

如果某些 PDB 以只读模式打开，则克隆操作会失败。在 Oracle 数据库版本
12.1.0.2 中不会发生此问题。

■

如果某些表空间以只读模式打开，则克隆操作会失败。在 Oracle 数据库版本
12.1.0.2 中不会发生此问题。

■

如果在反向重新同步操作后执行克隆操作，该克隆操作可能会失败。

■

如果 CDB 的任一 PDB 在受限模式下打开，则对该 CDB 执行的操作可能会失
败。

克隆数据库的行为
对于克隆数据库，可为表空间和数据文件考虑以下注意事项。
■

在克隆数据库中，如果某些数据文件处于脱机状态但它们的关联表空间处于联
机状态，这些数据文件通常会显示为 RECOVER 状态。因此，对于此类文件，
可能需要执行额外的手动恢复以使它们在克隆数据库中联机。

■

如果某些表空间或数据文件正在进行恢复，快照进程将失败。

■

脱机表空间在克隆数据库中保持脱机状态。

■

只读表空间在克隆数据库中保持只读状态。

■

联机表空间在克隆数据库中保持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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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用于克隆的 Database FlashSnap

■

为 Database FlashSnap 准备主机和存储器

■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创建克隆数据库

■

重新同步镜像卷和主卷

■

手动恢复克隆数据库

■

克隆辅助节点主机上的数据库

用于克隆的 Database FlashSnap
Veritas Database FlashSnap 有助于创建数据库的时间点副本，以用于备份和脱离
主机处理。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可以在联机创建卷的备份副本时最大限度
地减少对用户的干扰。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可以在指定的瞬间捕获正在活动变化的数据库的联机
映像（称为快照）。 数据库的快照副本称为“数据库快照”。您可以在生产数据库
所在的主机或与其共享同一存储的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数据库快照。数据库快照可
用于执行脱离主机处理应用程序，例如备份、数据仓储和决策支持查询。当不再需
要快照时，数据库管理员可以将原始快照导回主节点主机，并将此快照重新同步到
原始数据库卷。可以从命令行界面执行 Database FlashSnap 命令。

Database FlashSnap 的优点：
Database FlashSnap 具有下列优点：
■

可以在生产数据库所在的主机或与其共享同一存储器的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数
据库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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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公司的系统管理员和数据库管理员角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创建数据
库快照通常要求具备超级用户 (root) 权限，但数据库管理员通常却不具备此权
限。 由于不需要超级用户权限，因此 Database FlashSnap 使数据库管理员可
以轻松地创建一致的数据库快照，从而克服这些困难。

为 Database FlashSnap 准备主机和存储器
要为 Database FlashSnap 准备主机和存储器，请查看以下详细信息。

设置主机
Database FlashSnap 要求磁盘组中有充足的磁盘空间，以添加与现有数据库同等
大小的镜像。
为 Database FlashSnap 操作设置存储配置是系统管理员的职责，这要求具备超级
用户 (root) 权限。Database FlashSnap 实用程序不能用于设置适当的存储配置。

相同节点配置
图 17-1 显示了在主节点主机上实现 Database FlashSnap 解决方案以避免磁盘争用
的建议布置方式。
图 17-1

主节点主机上 Database FlashSnap 解决方案的示例

主节点主机

1

2

包含用于保留产品数据库
的主卷的磁盘

SCSI
或光纤通道连接

包含同步完整空间即时快
照卷的磁盘

Database FlashSnap 脱离主机配置
Database FlashSnap 脱离主机配置允许针对联机备份和决策支持执行 CPU 密集型
操作和 I/O 密集型操作，而不会降低运行生产数据库的主节点主机的性能。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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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均共享创建了快照数据库的存储器。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
机都必须能够访问包含快照卷的磁盘。
图 17-2 显示了 Database FlashSnap 脱离主机配置。
脱离主机 Database FlashSnap 解决方案的示例

图 17-2

辅助节点主机

主节点主机

网络

1

2
SCSI
或光纤通道连接

包含用于保留产品数据库
的主卷的磁盘

包含快照卷的磁盘

注意：如果计划使用 VVR 环境中的 FlashSnap 功能，则请在配置 VVR 后执行
FlashSnap 设置先决条件说明。如果已配置 VVR，则确保可逐出镜像存储或快照
卷。
有关脱离主机配置的主机和存储要求的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51 页的“脱离主机数据库配置的要求”。

创建数据库所使用的卷或卷集的快照镜像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可以将数据库使用的卷镜像到单独的磁盘集，这些镜
像可用于创建数据库的快照。可以拆分这些快照卷并将其放在单独的磁盘组中。该
快照磁盘组可以在与主节点主机共享同一存储的单独主机上导入。快照卷可以定期
与主节点卷进行重新同步，以获取数据文件的最新更改。如果主节点数据文件受
损，可以将其从快照卷中迅速还原。快照卷可用于各种目的，包括备份和恢复，以
及创建克隆数据库。
您必须先为数据库数据文件所用的所有卷创建快照镜像，然后才可以创建数据库的
快照。本节介绍用于创建卷的快照镜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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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xsnap 命令创建快照镜像或同步快照镜像。
先决条件

■

您必须以超级用户 (root) 身份登录。

■

磁盘组版本必须为 110 版或更高版本。
有关磁盘组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xdg(1M) 联机手册页。
确保将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 DCO 日志卷与为其创建快照的卷相
关联。
必须在现有数据库卷上启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并且必须为快照
卷分配磁盘。
快速重新同步可通过跟踪某个镜像已错过的存储数据的更新，来优
化镜像重新同步。当快照镜像重新挂接到其主节点卷时，只需重新
应用错过的更新即可对其进行重新同步。快速重新同步提高了卷快
照机制的效率，可以更好地支持操作，例如备份和决策支持。
有关快速重新同步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
指南》。
快照镜像及其关联的 DCO 日志应位于原始镜像 Plex 所在磁盘以外
的其他磁盘上，并且应该由系统管理员正确地配置以创建快照。
创建快照镜像时，请在与主节点卷分隔开来的单独控制器和单独磁
盘上创建快照。
为存档日志分配单独的卷。

■

■

■

■

■

使用说明

■

请勿将任何数据文件（包括控制文件）放在 $ORACLE_HOME/dbs
目录中。

■

为 Oracle 数据库相关文件创建一个单独的磁盘组。

■

不要在 Oracle 数据库文件和其他软件之间共享卷。

■

ORACLE_HOME 不能包括在快照镜像中。

■

重新同步的速度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断开期间主节点卷和快照
卷上所更改的数据量。
不要在原始镜像和快照镜像之间共享任何磁盘。

■
■

应该创建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的快照镜像，以使其不与原始卷的数
据共享任何磁盘。如果不以这种方式创建镜像，就不能拆分 VxVM
磁盘组，从而会导致 Database FlashSnap 无法正常运行。

注意：Database FlashSnap 命令仅支持第三镜像断开快照。快照镜像
必须处于 SNAPDONE 状态。

下列示例过程用于现有卷，但不包括现有快照 Plex 或关联的快照卷。在此过程中，
volume_name 是卷或卷集的名称。
注意：必须以超级用户 (root) 的身份登录，执行以下过程中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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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卷或卷集的快照镜像

1

要准备将捕获快照的卷，请使用 vxsnap prepare 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prepare volume \
alloc="storage_attribute ..."
vxsnap prepare 命令可自动创建 DCO 和 DCO 卷，并将它们与卷进行关联，

然后在卷上启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利用启用了此功能的卷生成的快照也会
自动设置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
要通过命令行或脚本在卷上启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请使用 vxsnap prepare
命令，如上所述。

2

要验证是否在卷上启用了快速重新同步，请使用 vxprint 命令：
# vxprint -g diskgroup -F%fastresync volume_name

如果启用了快速重新同步，会返回 on。否则，返回 off。

3

要验证 DCO 和 DCO 日志卷是否已挂接到卷，请使用 vxprint 命令：
# vxprint -g diskgroup -F%hasdcolog volume_name

如果 DCO 和 DCO 日志卷已挂接到卷，会返回 on。否则，返回 off。

4

创建卷的镜像：
# vxsnap -g diskgroup addmir volume_name alloc=diskname

为特定卷创建 3 个镜像的示例：
# vxsnap -g diskgroup addmir datavol \
nmirror=3 alloc=disk1,disk2,disk3

5

列出可用的镜像：
# vxprint -g diskgroup -F%name -e"pl_v_name in \"volume_name\""

6

创建快照时请启用 Database FlashSnap 以找到正确的镜像 Plex：
■

为要用于断开镜像的数据 Plex 设置 dbed_flashsnap 标记。您可以选择您
所愿意使用的任何标记名，但是该标记名需要与配置或快照计划中指定的
SNAPSHOT_PLEX_TAG 属性相匹配。
# vxedit -g diskgroup set putil2=dbed_flashsnap plex_name

■

验证 dbed_flashsnap 标记是否已设置为所需的数据 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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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print -g diskgroup -F%name -e"pl_v_name in \
\"volume_name\" && p2 in \"dbed_flashsnap\""

如果需要备份快照中的数据，请使用适当的实用程序或操作系统命令将快照的
内容复制到磁带或某些其他备份介质上。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创建克隆数据库
您可以执行图 17-3 中说明的步骤，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创建克隆数据库。
图 17-3
Setdefaults
（创建配置
文件）

验证

创建克隆 - 工作流程

捕捉

装入

请参见第 292 页的“vxsfadm 命令参考”。
请参见第 295 页的“FlashSnap - 配置参数”。
请参见第 297 页的“FlashSnap 支持的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xsfadm-flashsnap(1M) 和
vxsfadm-oracle-flashsnap(1M) 手册页。

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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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 FlashSnap 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克隆

1

创建配置文件。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o setdefaults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c TEST1
Written config file TEST1

此命令在 -c 选项的参数所指定的位置创建一个默认的配置文件。如果未指定路
径，则配置文件会在当前工作目录中使用所有参数和默认值创建。您可以根据
需要更改参数。
注意：如果配置文件已存在所指定的名称，请指定一个唯一的配置名称、其他
路径或删除现有配置文件。并且，删除操作并不删除此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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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设置。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o validate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flashsnap_name \
TEST1 --app_mode online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ORACLE_SID =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APP_MODE = online
SNAPSHOT_ARCHIVE_LOG = yes
REVERSE_RESYNC_ARCHIVE_LOG = no
REVERSE_RESYNC_RECOVERY = auto
ARCHIVELOG_DEST = /arch/sfaedb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Data volumes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ata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on /data.
Archivelog volume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arch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on /arch.
Storage units to be used for snapshot from diskgroup datadg:
vmdk0_25 vmdk0_27
SNAPSHOT_VOL_PREFIX = SNAP_
SNAPSHOT_DG_PREFIX = SNAP_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此命令验证配置文件和数据库环境。如果发送任何问题，系统将显示相应错误
消息，您可以使用这些错误消息更正问题，然后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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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库的快照。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o snap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flashsnap_name TEST1 \
--app_mode online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ORACLE_SID =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APP_MODE = online
ARCHIVELOG_DEST = /arch/sfaedb
SNAPSHOT_ARCHIVE_LOG = yes
REVERSE_RESYNC_ARCHIVE_LOG = no
REVERSE_RESYNC_RECOVERY = auto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snapshot started at Mon Aug 26 10:33:35 2013.
Putting database in backup mode ... Done
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Data volumes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ata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on /data.
Archivelog volume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arch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on /arch.
Storage units to be used for snapshot from diskgroup datadg:
emc0_7 emc0_5
SNAPSHOT_VOL_PREFIX = SNAP_
SNAPSHOT_DG_PREFIX = SNAP_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s for data volumes ... Done
Taking database out of backup mode ... Done
Flushing online redo logs ... Done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 for archivelog volume ... Done
Copy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to snapshot volume ... Done
Crea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De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SNAP_datadg
snapshot ended at Tue Aug 27 00:33:54 2013.

此命令将用户指定的镜像（参数 SNAPSHOT_PLEX_TAG）与主卷脱离开来，并使
用以 snap_dg_prefix 参数中定义的字符串开头的名称来创建新的磁盘组。此
参数的默认值是 SNAP_。
当您创建快照时，断开的镜像被分割到另一个被称为“快照磁盘组”的磁盘组
中。这些镜像是此快照磁盘组中的唯一组成部分。如果其他对象（例如缓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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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必须从原始磁盘组移动到快照磁盘组，您可以使用 EXTRA_OBJECTS 参
数来指定这些其他对象。
请参见第 295 页的“FlashSnap - 配置参数”。
注意：在验证阶段，将读取所有参数（包括必需参数 --oracle_sid 和
--flashsnap_name）并将其存储在存储库中。
如果您需要更改任何参数，请更改配置文件并使用 -c 选项来指定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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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入快照。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
-o mount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flashsnap_name TEST1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Done
Done

注意：此命令在存储挂接到的主机上装入快照。辅助节点主机是在配置文件的
SECONDARY_HOST 参数中定义的系统。
默认情况下，在 /tmp 文件系统下装入卷。
如果您需要指定装入快照卷的备用位置，请在命令行或配置文件中提供
CLONE_PATH。
要执行脱离主机的操作，可以使用 vxsfadm 命令的 -r 选项，指定 SFDB 存储
库的主机。
$ vxsfadm -s flashsnap -a oracle -o mount \
--oracle_sid sfaedb --flashsnap_name TEST1 --clone_path /cloneoracle

注意：如果 /cloneoracle 目录不存在，请确保 Oracle 用户具有创建该目录所
需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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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快照克隆数据库。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o clone \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flashsnap_name TEST1 --clone_name clone1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Done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Preparing parameter file for clone database ... Done
Mount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Starting database recovery ...
Clone database clone1 is open.

如果未指定 clone_name，则会自动生成该参数。
注意：如果已在配置文件中指定在验证操作中使用过的 clone_name 和
clone_path 参数，则不需要在命令行中使用 clone_name 参数。
如果您需要更改数据库克隆的内存调整参数（例如 memory_target），则可以
在克隆操作过程中指定已修改的 pfile。

重新同步镜像卷和主卷
创建数据库克隆之后，可以按照图 17-4 中概括的步骤根据主卷刷新镜像卷。
图 17-4

克隆

重新同步镜像卷

卸载

Restartdb

重新同步

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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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同步镜像卷和主卷

1

卸载克隆数据库。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o umount \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flashsnap_name TEST1 --clone_name clone1
Shutting down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atabase shut down.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Un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e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Done
Done

此命令正常停止克隆数据库，并卸载文件系统。使用克隆操作可以重新启动已
卸载的数据库。
卸载克隆数据库后，可以使用 -o clone 选项重新启动此数据库。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o clone \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flashsnap_name TEST1 --clone_name clone1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Start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Clone database started.

Done
Done
Done

此命令装入快照文件系统，并重新启动克隆的数据库。

2

根据主卷刷新镜像卷。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o resync \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flashsnap_name TEST1
resync started at Sun Sep 18 14:53:17 2011.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Joining snapshot diskgroups to original diskgroups ...
Reattaching snapshot volumes to original volumes ...
resync ended at Sun Sep 18 14:53:30 2011.

Done
Done
Done

此命令使快照状态期间断开的所有镜像卷与主卷重新同步。完成重新同步操作
之后，镜像卷将处于 SNAPDONE 状态，此时您即可创建新的快照。
您可以使用 vxprint 命令查看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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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对快照卷的重新同步
■

使用 vxsfadm -o rrbegin 开始反向再同步操作

■

使用 vxsfadm -o rrcommit 提交反向再同步更改

■

使用 vxsfadm -o rrabort 中止或取消反向再同步操作，并返回原始数据卷

注意：如果快照操作以后使用 vxsfadm 删除了存储检查点、FlashSnap、FileSnap
或 SOS 对象，且随后进行了反向再同步操作，则 SFDB 不会列出这个已删除的对
象。之所以会发生此情况，是因为对象条目已从 SFAE 存储库中被删除。
请参见第 357 页的图 33-4。

反向再同步参数的示例输出
[oracle@testbox ~]$ vxsfadm -a oracle -s flashsnap --name sfae -o snapshot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ORACLE_SID
= RR
ORACLE_HOME
= /home/oracle/app/oracle/product/11.2.0/
dbhome_11203
APP_MODE
= online
ARCHIVELOG_DEST
= /arch
SNAPSHOT_ARCHIVE_LOG
= yes
REVERSE_RESYNC_ARCHIVE_LOG = no
REVERSE_RESYNC_RECOVERY
= auto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snapshot started at Mon Dec 17 13:27:46 2012.
Putting database in backup mode ...
Done
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Data volumes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ata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on /data.
Archivelog volume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arch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on /arch.
Storage units to be used for snapshot from diskgroup datadg:
sdl sdk sdm sdj
SNAPSHOT_VOL_PREFIX
= SNAP_
SNAPSHOT_DG_PREFIX
= SNAP_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s for data volumes ...
Done
Taking database out of backup mode ...
Done
Flushing online redo logs ...
Done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 for archivelog volume ...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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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to snapshot volume ...
Crea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e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SNAP_datadg
snaphot ended at Mon Dec 17 13:28:00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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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e
Done
Done

[oracle@testbox ~]$ vxsfadm -a oracle -s flashsnap --name sfae -o rrbegin
Validating reverse resync volumes ... Done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Unmounting primary data volumes ... Done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Creating storage checkpoint ... Done
Starting database recovery ...
Database started.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51 Note that this is only a temporary session
for previewing Reverse Resync changes. Reverse Resync operation will be
complete after performing Reverse Resync Commit operation. Alternatively,
you can use Reverse Resync Abort operation to discard the changes and
go back to previous state.
[oracle@testbox ~]$ vxsfadm -a oracle -s flashsnap --name sfae -o rrabort
Shutting down database RR ...
Database shut down.
Un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Restoring storage checkpoint ...
Done
Mounting primary data volumes ...
Done
De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oracle@testbox ~]$ vxsfadm -a oracle -s flashsnap --name sfae -o rrcommit
Shutting down database RR ...
Database shut down.
Un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Joining snapshot diskgroups to original diskgroups ...
Done
Restoring snapshot volumes onto data volumes ...
Done
Mounting primary data volumes ...
Done
Removing storage checkpoint ...
Done
Starting database RR ...
Database 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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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恢复克隆数据库
对于 Oracle 数据库，您可以执行某些特殊操作，例如将数据库恢复到系统更改编号
(SCN) 或特定时间。您可以使用 mountdb 操作来执行数据库恢复。此操作可在完成
装入或快照操作之后执行。图 17-5 中说明了手动恢复数据库所需的步骤。
图 17-5

捕捉

Mountdb

手动恢复数据库

手动恢复数据库

Updatedb

克隆

手动恢复数据库

1

装入数据库，但不恢复或应用日志。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o mountdb \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flashsnap_name TEST1 --clone_name clone1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Preparing parameter file for clone database ... Done
Mounting clone database ... Done

如果在快照操作之后执行此命令，此命令将装入文件系统和克隆数据库。请注
意，不会应用存档日志，而且不会打开数据库以用于读写操作。您可以通过使
用 Oracle 基本恢复命令来恢复数据库。
请参见第 335 页的“克隆数据库的手动恢复”。
请参见第 336 页的“还原操作后的手动恢复”。

2

更新存储库以便将数据库状态更改为 clone。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o update_status \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flashsnap_name TEST1

此步骤用于记录需要在手动恢复后执行的用于在存储库中将 FlashSnap 服务的
状态更新为克隆状态的操作。

克隆辅助节点主机上的数据库
您可以使用 vxsfadm 命令执行最后的操作，而不执行中间操作。例如，您需要执行
图 17-6 中说明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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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6
Setdefaults
（创建配置
文件）

创建克隆 - 基本工作流程

验证

捕捉

装入

克隆

但是，您可以使用 vxsfadm 从验证直接转至克隆，以便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克隆数据
库。图 17-7 说明了执行此操作的步骤。
图 17-7

Setdefaults

主节点主机

验证

创建克隆 - 无中间操作

捕捉

装入

辅助节点主机

Mountdb

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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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克隆数据库
◆

输入以下命令。
$ vxsfadm -s flashsnap -a oracle -o clone \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flashsnap_name TEST1 --secondary_host host2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Preparing parameter file for clone database ...
Mounting clone database ...
Starting database recovery ...
Clone database clone1 is open.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在包含两台主机的设置中（主节点主机为主机 1，辅助节点主机为主机 2），
此命令在主机 2 上创建克隆数据库。
克隆数据库的 SID 为 clone1，该数据库装入到 /var/tmp 目录下。
注意：在这两个节点上，Oracle 用户的 ORACLE_HOME 和用户 ID 均相同。
向所有其他参数指派默认值。
作为 DBA，如果您需要使用不同 SID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的某个其他位置装入
克隆数据库，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sfadm - s flashsnap -a oracle -o clone --oracle_sid sfaedb \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flashsnap_name TEST1 \
--secondary_host host2 --clone_path /home/newclonepath \
--clone_name new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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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优化空间快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规划创建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

准备旧卷以便创建即时快照

■

创建共享缓存对象

■

通过使用优化空间快照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克隆

■

使用 FlashSnap 快照创建多个克隆

■

手动恢复克隆数据库

规划创建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下列注意事项适用于创建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

卷的优化空间即时快照需要足够的存储来记录父卷的原始内容，因为这些内容
在快照使用期内会发生更改。

■

原始卷必须具有一个 DCO（版本 20 或更高版本）和一个 DCO 卷。必须启用持
久性快速重新同步。
在此版本中，这些要求是默认要求。 如果更改了这些设置，或者原始卷是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早期版本创建的，您仍可以创建即时快照。
请参见第 189 页的“准备旧卷以便创建即时快照”。

■

如果对于一个磁盘组中多个卷，您需要若干个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则可能会发
现，在该磁盘组中创建单个共享缓存对象比为每个快照创建一个单独的缓存对
象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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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旧卷以便创建即时快照
即时快照要求原始卷具有一个 DCO 卷。 必须启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这是
Storage Foundation 6.0 和更高版本的默认设置。 如果原始卷是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早期版本创建的，则按照以下步骤准备卷以便创建即时快照。如果以
前您禁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或者您在卷中使用了 vxsnap unprepare 命令，
也需要执行此过程。
准备旧卷以便创建即时快照

1

验证卷是否具有支持即时快照的 DCO 卷，以及是否在卷上启用了快速重新同
步：
# vxprint -g volumedg -F%instant volume
# vxprint -g volumedg -F%fastresync volume

如果这两个命令都返回值 on，则继续创建快照。
如果其中一个命令返回值 off，则继续执行下一个步骤。

2

准备用于即时快照的卷：
# vxsnap [-g diskgroup] prepare volume [regionsize=size] \
[ndcomirs=number] [alloc=storage_attributes]

例如，要在磁盘组 mydg 中准备卷 myvol，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mydg prepare myvol regionsize=128k ndcomirs=2 \
alloc=mydg10,mydg11

此示例创建一个 DCO 对象和一个冗余 DCO 卷（该卷带有两个 Plex，它们位
于磁盘 mydg10 和 mydg11 上），并将它们与 myvol 关联。区域大小也从默认
的 64KB 增至 128KB。区域大小必须是 2 的乘方，并且必须大于或等于 16KB。
此值越小，更改映射所需要的磁盘空间就越大，但粒度越小，所提供的重新同
步速度也就越快。

创建共享缓存对象
如果需要为一个磁盘组中的多个卷创建多个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则可能会发现，在
该磁盘组中创建单个共享缓存对象比为每个快照创建单独的缓存对象更方便。
创建共享缓存对象

1

决定要分配给位于缓存对象之下的缓存卷的以下特性：
■

缓存卷的大小应该足够大，以便记录在刷新快照的间隔时间对父卷进行的
更改。如果刷新间隔为 24 小时，则建议将此值设置为父卷总大小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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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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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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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了它的特性后，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用于缓存卷的卷。以下示例在磁
盘 disk16 和 disk17 上的磁盘组 mydg 中创建一个大小为 1 GB 的镜像缓存卷
cachevol：
# vxassist -g mydg make cachevol 1g layout=mirror \
init=active disk16 disk17

指定了属性 init=active 以使缓存卷立即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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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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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make [-g diskgroup] cache cache_o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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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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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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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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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使用优化空间快照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克隆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您可以使用优化空间快照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克隆。
请参见第 292 页的“vxsfadm 命令参考”。
请参见第 298 页的“优化空间快照 - 配置参数”。
请参见第 300 页的“优化空间快照支持的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xsfadm-sos(1M) 和 vxsfadm-oracle-sos(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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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优化空间快照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克隆

1

创建配置文件。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
-o setdefaults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sos_name TEST1 -c dailyconfig
Written config file dailyconfig

此命令在 -c 选项的参数所指定的位置创建一个默认的配置文件。如果未指定路
径，则配置文件会在当前工作目录中使用所有参数和默认值创建。您可以根据
需要更改参数。
注意：如果配置文件已存在所指定的名称，请指定一个唯一的配置名称、其他
路径或删除现有配置文件。并且，销毁操作并不删除此配置文件。

2

验证设置。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o validate --oracle_sid \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sos_name TEST1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space-optimized
ORACLE_SID =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APP_MODE = online
ARCHIVELOG_DEST = /arch/sfaedb
SNAPSHOT_ARCHIVE_LOG = yes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space-optimized
Data volumes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ata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Archivelog volume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arch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CACHE_OBJECT = datadg:cacheobj
SNAPSHOT_VOL_PREFIX = SNAP_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snapshot:

snapshot:
on /data.
on /arch.

此命令验证配置文件和数据库环境。如果发送任何问题，系统将显示相应错误
消息，您可以使用这些错误消息更正问题，然后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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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数据库的优化空间快照。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
-o snap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sos_name TEST1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space-optimized
ORACLE_SID =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APP_MODE = online
ARCHIVELOG_DEST = /arch/sfaedb
SNAPSHOT_ARCHIVE_LOG = yes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Putting database in backup mode ... Done
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space-optimized
Data volumes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ata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Archivelog volume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arch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CACHE_OBJECT = datadg:cacheobj
SNAPSHOT_VOL_PREFIX = SNAP_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s for data volumes ...
Taking database out of backup mode ...
Flushing online redo logs ...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 for archivelog volume ...

snapshot:

snapshot:
on /data.
on /arch.

Done
Done
Done
Done

此命令通过使用指定缓存对象从主卷创建优化空间快照卷。
注意：在验证阶段，将读取所有参数（包括必需参数 --oracle_sid 和
--sos_name）并将其存储在存储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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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入快照。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
-o mount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sos_name TEST1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如果需要指定克隆路径，请使用 CLONE_PATH 变量。 如果未指定此变量，则
会默认在 /var/tmp 目录下装入快照。
$ vxsfadm -s sos -a oracle -o mount --oracle_sid sfaedb \
--sos_name TEST1 --clone_path /cloneoracle

注意：如果 /cloneoracle 目录不存在，请确保 Oracle 用户具有创建该目录所
需的权限。

5

根据快照克隆数据库。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o clone \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sos_name TEST1
Preparing parameter file for clone database ...
Mounting clone database ...
Starting database recovery ...
Clone database sfaOjqwF is open.

Done
Done

如果未指定 clone_name，则会自动生成该参数。
如果您需要更改数据库克隆的内存调整参数（例如 memory_target），则可以
在克隆操作过程中指定已修改的 pfile。
您也可以在复制环境中使用优化空间快照。
请参见第 283 页的“将卷快照用于 VVR 的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283 页的“在 VVR 设置中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HA 环境中的优化空间快照
如果使用优化空间快照克隆 VCS 群集中的 Oracle 数据库，在切换之前请确保满足
以下条件：
■

如果使用卷代理，请卸载并销毁克隆，然后禁用缓存对象。切换之后，可以创
建数据库的快照并重新创建克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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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希望销毁克隆再重新创建它，请删除数据库卷的卷代理（如果有）。改
为使用磁盘组和 Mount 代理。

使用 FlashSnap 快照创建多个克隆
联机模式的第三镜像断开类型快照（即数据库实例的联机 FlashSnap 快照）包含创
建数据库实例克隆所需的所有信息。它可作为创建克隆数据库实例的模板。因此，
您可以分配 FlashSnap 快照，它可用作创建一个或多个克隆实例的主副本。
通过 FlashSnap 映像创建的克隆实例（称为“黄金映像”）是主映像或黄金映像的
增量副本。这些副本依赖于其操作的 FlashSnap 映像。
您可以使用交错技术从单个备份映像中创建多个数据库实例。在此，您可以创建
FlashSnap 快照的优化空间快照，并启动克隆数据库实例。
使用两个新配置参数支持此特定用例。
■

EXTRA_OBJECTS [short form --extra]

■

SOURCE_SNAPSHOT [short form --source]

您需要缓存对象创建优化空间快照。此对象可以包含在 FlashSnap 快照中，也可以
在快照上创建此对象。使用 EXTRA_OBJECTS 指定要包含在 FlashSnap 快照中的
缓存对象。如果您在创建 FlashSnap 快照之后创建缓存对象，则不需要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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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FlashSnap 黄金映像使用空间优化快照创建数据库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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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建一个联机 FlashSnap 快照（黄金映像），以用作源快照。

$ vxsfadm -s flashsnap -a oracle --name friday -o snapshot \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extra_objects datadg:cacheobj --extra_objects datadg2:cacheobj2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ORACLE_SID
=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APP_MODE
= online
ARCHIVELOG_DEST
= /arch/sfaedb
SNAPSHOT_ARCHIVE_LOG
= yes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snapshot started at Mon Jan 30 15:05:15 2012.
Putting database in backup mode ...
Done
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Data volumes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atavol2 of diskgroup datadg2 mounted on /data2.
Storage units to be used for snapshot from diskgroup datadg2:
disk_6 Volume/volume-set data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on /data.
Storage units to be used for snapshot from diskgroup datadg:
disk_3
Archivelog volume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arch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on /arch.
Storage units to be used for snapshot from diskgroup datadg:
disk_4
SNAPSHOT_VOL_PREFIX
= SNAP_
SNAPSHOT_DG_PREFIX
= SNAP_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s for data volumes ...
Done
Taking database out of backup mode ...
Done
Flushing online redo logs ...
Done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 for archivelog volume ...
Done
Copy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to snapshot volume ...
Done
Crea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De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SNAP_datadg2 SNAP_datadg
snaphot ended at Mon Jan 30 15:05:28 2012.

您可以使用 --extra_objects 选项，将原始磁盘组中的缓存对象添加到快照
磁盘组中。在示例过程中，在快照磁盘组 SNAP_datadg 和 SNAP_datadg2 中
添加了 datadg 和 datadg2 磁盘组的缓存对象 cacheobj 和 cacheobj2。如果您
不使用此选项，您必须手动在快照磁盘组中创建缓存对象。
请参见第 295 页的“FlashSnap - 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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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空间优化快照创建克隆。

$ vxsfadm -s sos -a oracle --name reporting --source-snapshot \
friday --prefix RPT -o clone -r primary-host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space-optimized snapshot:
ORACLE_SID
=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APP_MODE
= online
ARCHIVELOG_DEST
= /arch/sfaedb
SNAPSHOT_ARCHIVE_LOG
= yes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Validating source snapshot friday ...
Done
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space-optimized snapshot:
CACHE_OBJECT
= SNAP_datadg2:cacheobj2,SNAP_datadg:cacheobj
SNAPSHOT_VOL_PREFIX
= RPT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s for data volumes ...
Done
Generated mount path: /var/tmp/IKrlBXRcZ_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Cloning using autogenerated SID ( sfaxwYXY )
Preparing parameter file for clone database ...
Done
Mounting clone database ...
Done
Starting database recovery ...
Clone database sfaxwYXY is open.

此命令使用 FlashSnap 快照 friday 作为黄金映像来创建克隆数据库。您可以使
用同一个黄金映像来创建多个空间优化快照。
黄金映像快照跟任何其他 FlashSnap 快照一样，可以导入到与运行生产数据库
的主机共享存储的主机上。 您也可以使用此类脱离主机方案中 FlashSnap 黄
金映像的优化空间快照来创建数据库克隆。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使
用 vxsfadm -r 选项。
您可以在没有运行生产数据库的主机上创建克隆。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使用
vxsfadm 的 -r 选项指定主节点主机。当不再需要克隆时，您可以使用 vxsfadm
的 -o delete 选项将其删除。
注意：如果存在使用 FlashSnap 快照作为黄金映像创建的空间优化快照，则无
法重新同步该 FlashSnap 快照。
请参见第 292 页的“vxsfadm 命令参考”。
请参见第 298 页的“优化空间快照 - 配置参数”。
请参见第 300 页的“优化空间快照支持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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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恢复克隆数据库
对于 Oracle 数据库，您可以执行某些特殊操作，例如，将数据库恢复到系统更改编
号 (SCN) 或特定时间。您可以使用 mountdb 操作来执行数据库恢复。此操作可在
完成装入或快照操作之后执行。
手动恢复数据库

1

装入数据库，但不恢复或应用日志。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
-o mountdb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
--sos_name TEST1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如果在快照操作之后执行此命令，此命令将装入文件系统和克隆数据库。请注
意，不会应用存档日志，而且不会打开数据库以用于读写操作。您可以通过使
用 Oracle 基本恢复命令来恢复数据库。
请参见第 335 页的“克隆数据库的手动恢复”。
请参见第 336 页的“还原操作后的手动恢复”。

2

更新存储库以便将数据库状态更改为 clone。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
-o update_status --oracle_sid sfaedb \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sos_name TEST1

此步骤用于记录需要在手动恢复后执行的用于在存储库中将优化空间快照服务
的状态更新为克隆状态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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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存储检查点

■

用于恢复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使用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创建克隆数据库

■

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原数据库

■

为脱机模式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收集数据

关于存储检查点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提供在准确即时点快速创建文件系统持久映像的存储检
查点功能。 通过识别和维护自上次更改存储检查点或备份以来使用写入时复制技术
更改的文件系统块，存储检查点可极大减少 I/O 开销。
请参见第 159 页的“写入时复制”。
存储检查点提供：
■

在重新启动和崩溃后保留信息。

■

通过保留文件系统元数据、目录层次结构和用户数据，数据能够立即可写。

存储检查点实际上是文件系统管理和控制的数据对象。 因为存储检查点是有相关名
称的数据对象，所以您可以创建、删除和重命名存储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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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58 页的“存储检查点的工作方式”。
不像基于磁盘的镜像技术那样需求单独的存储空间，存储检查点使用与文件系统相
同的空闲空间，可以最小化对磁盘空间的使用。
创建已装入文件系统的存储检查点之后，还可以在文件系统上继续创建、删除和更
新文件，这不会影响存储检查点的逻辑映像。 存储检查点不仅保留文件系统的名称
空间（目录层次结构），而且保留用户数据，因为它在捕获文件系统映像时就存
在。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法使用存储检查点。例如，它们可用于：
■

创建可以备份到磁带的文件系统的稳定映像。

■

提供已装入的文件系统磁盘备份，在意外删除情况下，最终用户可以还原自己
的文件。 在主目录、设计或电子邮件环境中，这特别有用。

■

在安装修补程序之前，创建应用程序的二进制副本，以允许出现问题时进行还
原。

■

创建文件系统的磁盘上备份，可用作传统的基于磁带备份的补充，从而提供更
快的备份和还原功能。

■

通过将存储检查点装入为可写检查点，在主文件集的即时点映像上测试新的软
件，而不损害当前主文件集中的活动数据。

用于恢复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会即时创建数据库的精确映像，并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创建之时
起便提供与数据库一致的映像。通过命令行界面 (CLI) 管理和访问数据库存储检查
点映像。
因为每个数据库存储检查点都是一个与文件系统一致的时间点映像，所以，存储回
滚是用于磁盘备份的还原工具。存储回滚会将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中包含的已更改的
块回滚到主文件系统，以便更迅速地还原数据库。
建议对非常关键的数据结合使用数据冗余（磁盘镜像）和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以使
其免受物理介质故障和逻辑错误的影响。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的优点和限制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和回滚具有以下优点：
■

最初，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不包含任何数据 - 它仅包含主文件集的 inode 列表和块
映射。该块映射指向主文件系统上的实际数据。

■

因为只需要 inode 列表和块映射，并且不复制任何数据，因此，创建数据库存
储检查点只需几秒钟的时间和很少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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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保存对块更改信息的跟踪，因此在块级别启用增量数据库备
份。

■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有助于恢复错误修改文件中的数据。

■

可以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从而允许执行常规文件系统操作。已装入的数据
库存储检查点可广泛用于各种应用解决方案，包括备份、数据完整性检查、分
阶段升级或数据库修改，以及数据复制解决方案等。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具有以下限制：
■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只能用于从逻辑错误（例如人为错误）中还原。

■

由于所有数据块均位于同一个物理设备上，因此不能使用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
原因介质故障而导致问题的文件。对于介质故障，需要从磁带备份或独立介质
上保留的数据库文件副本来还原数据库。

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通过执行下列步骤，您可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存储检查点功能来创建数据
库存储检查点。
请参见第 292 页的“vxsfadm 命令参考”。
请参见第 302 页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配置参数”。
请参见第 304 页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支持的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xsfadm-checkpoint(1M) 和
vxsfadm-oracle-checkpoint(1M) 手册页。
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create -a oracle \
--oracle_sid=sfaedb --oracle_home=/ora_base/db_home \
--checkpoint_name=XYZ
Putting database in backup mode... Done
Creating Storage Checkpoint XYZ ... Done
Storage Checkpoint XYZ created
Removing the database from backup mode... Done

此命令可创建具有指定名称的 Oracle 数据库的只读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如果未
指定 checkpoint_name 参数，则会自动生成一个名称。

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可以按如下方法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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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delete -a oracle \
--oracle_sid=sfaedb --oracle_home=/ora_base/db_home \
--checkpoint_name=XYZ
Deleting the Checkpoint XYZ...
Deleting Checkpoint from /data... Done

此命令可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XYZ。

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可以按如下方法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使用下面的命令以只读模式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mount -a oracle \
--oracle_sid=sfaedb --oracle_home=/ora_base/db_home \
--checkpoint_name=XYZ --mount_path=/tmp/abcd
Mounting Checkpoint to /tmp/abcd... Done

此命令可将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装入到指定的装入点。
如果未指定 checkpoint_name 参数，则会自动生成一个名称。
■

使用下面的命令以读写模式装入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mountrw -a oracle \
--oracle_sid=sfaedb --oracle_home=/ora_base/db_home \
--checkpoint_name=XYZ --clone_path=/tmp/abcd
Creating Storage Checkpoint XYZ_rw_1316516805 ... Done
Storage Checkpoint XYZ_rw_1316516805 created
Mounting Checkpoint to /tmp/abcd... Done

此命令可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XYZ 的存储检查点，并在读写模式下将新
创建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装入到指定的装入点。
如果未指定 checkpoint_name 参数，则会自动生成一个名称。
注意：此命令维护原始数据库存储检查点的时间点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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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可以按如下方法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umount -a oracle \
--oracle_sid=sfaedb --oracle_home=/ora_base/db_home \
--checkpoint_name=XYZ
Unmounting the checkpoint... Done

此命令可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XYZ。

使用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创建克隆数据库
可以按如下方法使用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创建克隆数据库。
创建克隆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clone -a oracle \
--oracle_sid=sfaedb --oracle_home=/ora_base/db_home \
--checkpoint_name=XYZ --clone_path=/tmp/abcd --clone_name clone1
Creating Storage Checkpoint XYZ_rw_1316523411 ... Done
Storage Checkpoint XYZ_rw_1316523411 created
Mounting Checkpoint to /tmp/abcd... Done
Cloning the Pfile ... Done
Mounting the database... Done
Recovering the clone database... Done

此命令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XYZ 的存储检查点，并在读写模式下将新创建的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装入到指定的装入点。
如果不指定 checkpoint_name 和 clone_name，则会由系统自动生成。
注意：此命令维护原始数据库存储检查点的时间点副本。

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原数据库
可以按如下方法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原您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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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下操作需要关闭主节点数据库。
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原数据库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restore -a oracle \
--oracle_sid=sfaedb --oracle_home=/ora_base/db_home \
--checkpoint_name=XYZ
The SCN at the time of taking the checkpoint was : 1170070
Rolling back the application files... Done
You may want to use the following file(s) for application recovery
/var/tmp/hCgJmBm4AT/control01.ctl
/var/tmp/hCgJmBm4AT/binary_controlfile

此命令将应用程序的所有数据文件还原为创建存储检查点的时间点。
注意：不支持回滚在读写模式下装入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执行还原操作后，可以使用标准恢复技术启动数据库。提供的控制文件就是在
创建存储检查点时显示的控制文件。如果在创建存储检查点后，数据库的结构
发生了某些变化，则可以使用此控制文件。
注意：以下操作要求表空间和表空间中的所有数据文件均处于脱机状态。
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原表空间中的数据文件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restore -a oracle \
--oracle_sid=sfaedb --oracle_home=/ora_base/db_home \
--checkpoint_name=XYZ --tablespace_rollback newtbs
Rolling back the application files... Done

此命令会将指定表空间中的所有数据文件还原为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时的时
间点。
执行还原操作后，必须使用标准恢复技术恢复表空间。
注意：TEMP 表空间无法回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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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下操作要求需要还原的数据文件处于脱机状态。
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原指定的数据文件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dbed/bin/vxsfadm -s checkpoint -o restore -a oracle \
--oracle_sid=sfaedb --oracle_home=/ora_base/db_home \
--checkpoint_name=XYZ \
--datafile_rollback /data/sfaedb/newf01.dbf,/data/sfaedb/newf02.dbf
Rolling back the application files... Done

此命令会将所有指定的数据文件还原为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时的时间点。
使用下列选项之一可以指定要还原的数据文件：
■

datafile_rollback： 以逗号分隔的数据文件列表。

■

datafile_list_rollback： 包含以换行符分隔的数据文件列表的文件。

执行还原操作后，必须使用标准恢复过程恢复数据文件。

为脱机模式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收集数据
可以按如下方法为脱机模式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收集数据。
注意：只有当数据库启用时，您才能执行以下操作。
在数据库处于脱机状态时收集创建存储检查点的必要信息
◆

使用以下命令。
$ /opt/VRTS/bin/vxsfadm -s checkpoint -a oracle -o getappdata
Gathering offline data... Done

注意：如果尝试在不执行数据收集操作的情况下创建脱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则检查点创建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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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准备使用 FileSnap

■

通过使用 FileSnap 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克隆

■

销毁使用 FileSnap 创建的数据库克隆

■

销毁 FileSnap 快照

■

从 FileSnap 快照还原数据库文件

■

查看使用 FileSnap 创建的快照和克隆的列表

准备使用 FileSnap
要使用 FileSnap，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

基础 VxFS 文件系统使用磁盘布局版本 8 或更高版本。

■

Veritas InfoScale Enterprise 和 Storage 许可证均可用。

如果某些文件系统使用布局版本 7 或更低版本，请在文件系统处于联机状态时使用
vxupgrade 实用程序升级到版本 8 或更高版本。

通过使用 FileSnap 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克隆
通过执行图 20-1 中说明的步骤，您可以使用 FileSnap 来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克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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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1

创建克隆 - FileSnap

应用程序
克隆 1

Setdefaults（创
建配置文件）

捕捉

应用程序
克隆 2

应用程序
克隆 3

请参见第 292 页的“vxsfadm 命令参考”。
请参见第 301 页的“FileSnap 配置参数”。
请参见第 302 页的“FileSnap 支持的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xsfadm-filesnap(1M) 和 vxsfadm-oracle-filesnap(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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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 FileSnap 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克隆

1

创建配置文件。
$ vxsfadm -s filesnap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filesnap_name 'daily_snap' \
-c dailyconfig -o setdefaults
Written config file dailyconfig

此命令在 -c 选项的参数所指定的位置创建一个默认的配置文件。如果未指定路
径，则配置文件会在当前工作目录中使用所有参数和默认值创建。您可以根据
需要更改参数。
注意：如果配置文件已存在相同名称，请指定其他配置名称、其他路径或删除
现有配置文件。

注意：销毁操作并不删除此配置文件。

2

创建数据库的快照。
$ vxsfadm -s filesnap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filesnap_name 'daily_snap' -o snap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filesnap...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ORACLE_SID =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APP_MODE = online
Validating filesystem configuration for filesnap...
Database filesystem configuratio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Starting database online backup mode... Done
Snapshotting files... Done
Stopping database online backup mode... Done

此命令创建所有数据文件的 FileSnap 快照。不包括所有临时文件、存档日志和
重做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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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数据文件的快照创建主节点数据库的克隆。
$ vxsfadm -s filesnap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filesnap_name 'daily_snap' \
--clone_name clone1 -o clone
Cloning files... Done
Preparing parameter file for clone database... Done
Mounting clone database... Done
Starting clone database recovery... Done
Clone database clone1 is open.

FileSnap 提供了通过使用一个 FileSnap 快照来创建多个数据库克隆的灵活性。
要根据 FileSnap 快照创建其他克隆，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sfadm -s filesnap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filesnap_name 'daily_snap' \
--clone_name clone2 -o clone
Cloning files... Done
Preparing parameter file for clone database... Done
Mounting clone database... Done
Starting clone database recovery... Done
Clone database clone2 is open.

注意：您必须指定 clone_name 参数。如果没有在命令行或配置文件中指定该
参数，该参数不会自动生成。

销毁使用 FileSnap 创建的数据库克隆
可以销毁通过使用 FileSnap 快照创建的数据库克隆。图 20-2 对此操作进行了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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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2

销毁克隆 - FileSnap

应用程序
克隆 1

Setdefaults（创
建配置文件）

捕捉

应用程序
克隆 2

应用程序
克隆 3

销毁数据库克隆
◆

使用以下命令。
$ vxsfadm -s filesnap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filesnap_name 'daily_snap' \
--clone_name clone1 -o destroyclone
Shutting down clone database... Done
Destroying clone... Done

此命令关闭 Oracle 数据库克隆，并销毁与此克隆相关的文件。此运算不会销毁
原始快照。

销毁 FileSnap 快照
通过使用图 20-3 中说明的过程，您可以销毁数据库文件的 FileSnap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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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3

销毁快照 - FileSnap

应用程序
克隆 1

Setdefaults（创
建配置文件）

捕捉

应用程序
克隆 2

应用程序
克隆 3

注意：在销毁快照前，您必须销毁使用此快照创建的所有数据库克隆。
销毁 FileSnap 快照
◆

使用以下命令。
$ vxsfadm -s filesnap -a oracle --oracle_sid sfaedb \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filesnap_name 'daily_snap' \
-o destroysnap
Destroying snapshot... Done

从 FileSnap 快照还原数据库文件
可以使用当前数据文件，从较早时间点创建的 FileSnap 快照还原数据库文件。 此
操作适用于发生数据损坏、逻辑错误及其他需要从快照还原数据文件的情况。
注意：此操作需要关闭主节点数据库。

注意：此操作不需要恢复数据库。

212

管理 FileSnap 快照
查看使用 FileSnap 创建的快照和克隆的列表

213

还原 FileSnap 快照
◆

使用以下命令。
$ vxsfadm -s filesnap -a oracle -o restore --oracle_sid \
sfaedb -oracle_home '/ora_base/db_home' --filesnap_name 'daily_snap'
The SCN at the time of taking the filesnap was : 1174830
Restoring files... Done
You may want to use the following file(s) for application recovery
/var/tmp/VrBJ8N5XaA/binary_controlfile

查看使用 FileSnap 创建的快照和克隆的列表
您可以使用下面的过程查看使用 FileSnap 创建的快照的列表以及使用这些快照创建
的克隆。
查看在数据库实例上创建的快照和克隆的列表
◆

使用以下命令。
$ vxsfadm -s filesnap -a oracle -o list --oracle_sid sfaedb
The following snapshot(s)/clone(s) are available:
SNAPSHOT NAME
CLONE NAME
STATUS
daily_snap
Done
clone1
Done
clone2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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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Veritas NetBackup

■

关于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进行 Oracle 的备份和还原

■

关于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备份和还原 Oracle Disk Manager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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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SFHA Solutions 产品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关于 Veritas NetBackup
NetBackup 提供对包含在客户端-服务器网络的客户端系统中的数据库文件和目录进
行备份、存档和还原的功能。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驻留在可管理物理备份存储设
备的平台上。NetBackup 服务器提供自动化控制、介质管理、错误处理、计划功能
和所有客户端备份映像的存储库。
管理员可以为自动化、无人值守的完全备份和增量备份设置计划。这些备份全部由
NetBackup 服务器进行管理。管理员还可以手动备份客户端。客户端用户可以从其
客户端系统执行备份、存档和还原，这些操作在开始执行后，都处在 NetBackup 服
务器的控制之下。
如果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产品没有提供 NetBackup 组件，则可以单独
购买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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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数据库文件的 NetBackup 块级别增量备份的工作方式
块级别增量（BLI) 备份扩展了 NetBackup 备份的功能，可以只备份 Oracle 数据库
文件的已更改的数据块。BLI 备份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通过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工具提供）中的存储检查点工具实现此备份方法。BLI
备份功能可减少完成数据库备份所需的时间以及备份过程中所传输的数据量。使用
该功能还可以执行更频繁的备份，从而产生较新的备份映像。在通过备份还原数据
库时，增加的还原时间仅仅是在完全还原完成后 NetBackup 应用增量备份所需的额
外时间。但是，频繁的增量备份可以通过减少要应用的重做日志的数量来加快数据
库的恢复。
在数据库可能是数百个 GB 或 TB 级大小的数据库环境中，BLI 备份尤其有用。如
果使用传统的备份方法进行脱机数据库备份，则对数据库文件进行任何更改（不管
这个更改有多小）后，都需要备份整个数据库文件。使用 BLI 备份，只需备份已修
改的数据块。
注意：为了使用 BLI 备份功能，数据库必须位于使用版本 4、5、6 或 7 布局的 VxFS
文件系统上，而且您必须具有有效的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许可证。 使用 fstyp -v device 命令可确定文件系统的布局版本。 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 vxupgrade(1M) 手册页。
有关如何安装、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Advanced BLI Agent 以及使用它执行
Oracle 数据库备份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NetBackup for Oracle Advanced BLI
Agent System 管理指南》。

关于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进行 Oracle 的备份和还
原
Veritas NetBackup 可提供高性能的数据库联机（热）备份，从而使数据库全天候
可用，并且还可以进行脱机（冷）数据库备份。利用 Veritas NetBackup 可以备份
和还原数据库文件和目录。可以设置自动的、无人值守的、联机的和脱机的数据库
备份计划，以及完整或增量式备份等计划。这些备份全部由 NetBackup 服务器进行
管理。还可以从任意 NetBackup 客户端手动备份数据库文件。客户端用户可以根据
需求从其客户端系统执行数据库备份和还原。

关于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备份和还原 Oracle Disk
Manager 文件
Oracle 通过连续的扩展区布局来分配 Oracle Disk Manager 文件，以实现良好的数
据库性能。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备份数据库时，将自动备份扩展区属性。还原
数据库文件时，会使用这些扩展区属性分配这些文件。如果将 Oracle RMAN 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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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备份方法与任何备份软件一起使用，则也将通过正确的扩展区布局还原数据文
件。
如果未使用 NetBackup，或者将 RMAN 的“代理复制”备份方法与除 NetBackup
之外的备份软件一起使用，则可能不备份扩展区属性。为确保还原后的数据文件具
有正确的扩展区布局，请使用 odmmkfile 命令预分配丢失的数据文件。此命令在还
原文件之前为其预分配连续的空间。
请参见 odmmkfile(1M) 手册页。
例如，若要预分配大小为 100 M 的 Oracle 数据文件（假定 Oracle 数据库块大小为
8K），请使用 odmmkfile 命令并输入：
$ /opt/VRTS/bin/odmmkfile -h 8k -s 100m filename

关于使用 NetBackup 备份和还原 Oracle 的 Quick I/O
文件
如果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则应该使用 Oracle RMAN 备份和还原 Quick I/O
文件。
在备份文件时， NetBackup 不遵循符号链接。典型备份管理应用程序按此种方式设
计，可避免重复备份相同数据。如果在要备份的文件列表中同时包含有链接及其所
指向的文件，则会发生这种情况。
Quick I/O 文件包含两个组件：一个是分配有空间的隐藏文件，另一个是指向该隐藏
文件 Quick I/O 接口的链接。由于 NetBackup 不遵循符号链接，所以必须在要备份
的文件列表中指定 Quick I/O 链接及其隐藏文件。
在 db01 目录中查看所有文件及其属性：
$ ls -la /db01
total 2192
drwxr-xr-x

2 root

root

96

Oct 20 17:39 .

drwxr-xr-x

9 root

root

8192

-rw-r--r--

1 oracle

dba

1048576

1 oracle

dba

22

Oct 20 17:39 ..
Oct 20 17:39

.dbfile
lrwxrwxrwx

dbfile ->\
.dbfile::cdev:vxfs:

Oct 20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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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示例中，必须在备份类文件列表中同时包含符号链接 dbfile 和隐藏文件
.dbfile。
如果想要备份目录中的所有 Quick I/O 文件，可以通过仅指定要备份的目录来简化
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每个 Quick I/O 文件中的两个组件都将得到适当地备份。一
般来说，应指定要备份的目录，除非只想备份那些目录中的某些文件，而不是所有
文件。
由于 NetBackup 与 Storage Foundation 集成在一起，因此 NetBackup 将对 Quick
I/O 文件的扩展区属性进行备份，并相应对其进行还原。 之后，便可使用
NetBackup，将 Quick I/O 文件备份和还原为常规文件，同时保留 Quick I/O 文件的
扩展区保留空间。若不使用此功能，还原文件可能导致连续的保留空间丢失，从而
会降低性能。
当还原 Quick I/O 文件时，如果已经有符号链接和隐藏文件，则 NetBackup 将从备
份映像对两个组件进行还原。如果丢失了其中一个组件，或者两个组件都丢失，则
NetBackup 将根据需要进行创建或重写。
注意：Oracle 备份和还原实用程序不能用于备份和还原 Quick I/O 文件。
有些备份软件可能无法备份和还原 VxFS 扩展区属性。有关如何还原丢失的 Quick
I/O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qio_recreate(1M) 联机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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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进行群集

■

使用 NetBackup 备份和恢复 VxVM 卷

■

使用 NetBackup 备份和恢复 Oracle 数据库

对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进行群集
要使 NetBackup 主服务器在群集环境中具有高可用性，请按以下过程操作。
使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介质和进程具有高可用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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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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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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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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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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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主服务器进行群集的步骤因 NetBackup 的版本不同而异。有关说明，请参见
相应的 NetBackup 指南。
http://sort.symantec.com

验证 VCS 资源和 NetBackup 进程的稳健性

1

验证能否使 Netbackup 主服务器联机。

2

验证能否使 Netbackup 主服务器脱审。

3

验证能否监视所有 NetBackup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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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创建一个包含六个磁盘的 VxVM 磁盘组。磁盘的数量可能因卷大小、磁盘大
小、卷布局和快照方法而异。
如果运行此测试的系统是群集系统，请使用 -s 选项创建共享磁盘组。
# vxdg -s init database_dgdisk1disk2disk3 \
disk4disk5disk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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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快照有三种类型： 镜像快照、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和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该示例使用即时恢复 (IR) 快照。有关快照创建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 7.6 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的第 104-107 页。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DOC6459

3

在该卷上生成文件系统。

4

在该卷上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如果 VxVM 卷是群集卷，请使用 -o cluster 选项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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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存储这些文件的 cksum(1)。

7

卸载 VxFS 文件系统。

8

启用以下“Advanced Client (高级客户端)”选项：
■

“Perform Snapshot Backup (执行快照备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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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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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NetBackup 策略备份 VxVM 卷。
请参见 7.6 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的第 98-101 页。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DOC6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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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将 VxVM 卷初始化为 0。

2

将 VxVM 卷恢复为新初始化的 VxVM 卷。

3

在空的 VxVM 卷上装入 VxFS 文件系统。

4

根据恢复的文件验证 cksum(1) 值。

使用 NetBackup 备份 Oracle 数据库
要使用 NetBackup 备份 Oracle 表空间，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使用 NetBackup 的 Oracle 策略备份 Oracle 表空间

1

安装并配置 NetBackup HA 或单个 NetBackup 服务器。

2

根据不同布局配置 Oracle RAC
使用任意数量的卷和任意卷布局创建一个 Oacle 数据库。 确保您的 Oracle 数
据文件位于 VxFS 文件系统中。

3

在所有 Oracle 节点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4

创建备份策略。例如，策略可以是使用 Flashsnap 执行 Oracle 表空间备份。
■

策略类型：Oracle

■

快照方法：Flashsnap
注意：快照方法对于 Oracle 备份是可选的。

■

备用客户端：与 Oracle 主机共享数据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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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备用客户端对于 Oracle 备份是可选的。
如果使用备用客户端选项，则必须有与 Oracle 主机共享存储的主机。

5

■

计划：默认应用程序备份和自动完全备份。

■

客户端：Oracle 主机

■

选择：使用 RMAN shell 脚本备份表空间。

■

配置 Oracle 备份策略：
请参见 7.1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管理指南（UNIX、Windows 和 Linux
版本）》。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3672

为快照准备卷：
请参见 7.1 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3661

6

在数据库插入操作期间使用相应策略备份数据库。

使用 NetBackup 恢复 Oracle 数据库
要使用 NetBackup 恢复 Oracle 表空间，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使用 NetBackup Oracle 策略备份和恢复 Oracle 表空间

1

故障转移 NetBackup 群集并还原此群集。

2

使用 RMAN 脚本将表空间恢复到原始节点。
编写用于 Oracle 还原的 rman 脚本：
请参见 7.1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管理指南（UNIX、Windows 和 Linux
版本）》。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3672

3

联机创建表空间。

4

验证已还原的数据库。

5

验证表中的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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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了解使用 SmartTier 进行存储分层

■

23. 配置和管理 SmartTier

■

24. 将 SmartTier 用于 Oracle 的使用情形

■

25. 压缩文件和数据库以优化存储成本

■

26.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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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使用 SmartTier 进行
存储分层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martTier

■

SmartTier for Oracle 的工作原理

■

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的 Smart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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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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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恢复级别： 每个级别都包括非镜像卷、镜像卷和 n 路镜像卷。
例如，数据库通常由数据、索引和日志组成。 可以使用三路镜像来设置数据，
因为数据至关重要。 可以使用两路镜像来设置索引，因为尽管索引很重要，但
可以重新创建。不必每天都重做日志并存档，但重做日志并存档对数据库恢复
很重要，也应当建立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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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Tier 是一项 VxFS 功能，使用该功能可以根据创建的规则从不同存储层分配
文件存储空间。与当前的分层存储方法相比，SmartTier 是种更为灵活的选择。静
态存储分层 (Static Storage Tiering) 的过程包括将应用程序文件一次性手动分配给
存储级别，长期不变。层级存储管理解决方案通常要求先将文件迁移回文件系统名
称空间，然后才能执行应用程序访问请求，这导致了延迟和运行时开销。与之相
反，SmartTier 允许组织：
■

通过将文件动态移动到其优化存储层（文件的值随时间发生更改）来优化存储
资产

■

自动在存储层之间移动数据，无须更改用户或应用程序访问文件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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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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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FS 多卷文件系统

■

VxVM 卷集

■

卷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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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 管理

■

子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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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小磁盘组版本是 140。

■

对于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最小文件系统布局版本是 7。

■

对于子文件级别的 SmartTier，最小文件系统布局版本是 8。

要将现有的 VxFS 系统转换为 VxFS 多卷文件系统，必须将单个卷转换为卷集。
请参见第 233 页的“配置 SmartTier for Oracle”。
VxFS 卷管理实用程序（fsvoladm 实用程序）可用于管理 VxFS 卷。fsvoladm 实用
程序执行管理任务，如添加卷、删除卷、调整卷的大小、封装卷，以及在指定 Veritas
File System 中的卷上设置、清除或查询标志。
有关使用此实用程序的其他信息，请参见 fsvoladm (1M) 手册页。

关于 VxVM 卷集
卷集允许用单个逻辑对象表示多个卷。 卷集不能为空。 所有进出基础卷的 I/O 都通
过卷集的 I/O 接口进行定向。 卷集功能支持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多卷增
强功能。 该功能使文件系统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基础卷的不同性能特性和可用性特
性。 例如，可以将文件系统元数据存储在冗余较高的卷上，而将用户数据存储在性
能较好的卷上。

关于卷标记
通过将卷标记与 VxVM 卷相关联，可以使该卷成为放置类的一部分。 为了便于进行
文件放置，VxFS 会将放置类中的所有卷都视为是等效的，并在它们之间平衡空间
分配。 一个卷可以具有多个与之关联的标记。 如果一个卷具有多个标记，则该卷
属于多个放置类，并受与任何放置类相关的分配和重定位策略约束。
警告：对卷使用多个标记时应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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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类是多卷文件系统的卷集中给定卷的 SmartTier 属性。 此属性是一个字符串，
称为卷标记。

SmartTier 文件管理
多卷 VxFS 文件系统的管理员可以通过 SmartTier 定义放置策略，控制初始文件位
置以及在哪些情况下重定位现有文件，从而管理卷集中各个卷上的文件放置。 这些
放置策略导致应用了这些策略的文件将在文件系统卷集的特定子集上创建和扩展，
称为文件放置级别。 文件在满足指定命名、定时、访问率以及存储容量相关的条件
时，将被重定位到其他放置类的卷中。
基于文件的移动：
■

管理员可以在创建新文件之前根据文件扩展名来创建文件分配策略，这将在创
建数据库期间在相应的层上创建数据文件。

■

管理员还可为数据库文件或任意类型的文件创建文件重定位策略，这将会根据
文件的使用频率来重定位文件。

SmartTier 子文件对象管理
多卷 VxFS 文件系统的管理员可以通过 SmartTier 管理文件对象的放置以及各个卷
上的全部文件。
使用基于子文件的移动，您可以：
■

按照命令，将一组指定装入中属于指定范围内的一组文件移动到所需层组。

■

使用自动功能移动文件的区段，以实现下列目的：
■

监视一组文件以收集 I/O 统计数据

■

定期收集并保留群集范围内的统计数据（如果适用）

■

根据文件访问所需层组的相对频率定期强制执行注册范围内的文件集

■

跟踪这些范围内的历史移动

SmartTier for Oracle 的工作原理
在 Oracle 数据库环境中，访问时间规则可应用于 archivelog 文件和 Flashback 文
件。Oracle 将更新每个数据库检查点上的每个数据文件头，因此访问时间规则不能
用于数据文件。对于已分区表，可以使用基于名称的规则重定位属于给定分区（例
如，去年）的文件重定位到辅助存储层。但是，如果数据库不包含分区表，则当前
重定位方法不适合 Oracle 数据库环境。要了解如何优化 Oracle 数据库文件重定位，
需研究 Oracle 在数据库中存储对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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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如何更改 Oracle 存储数据库对象的方式
Oracle 数据库逻辑上将数据存储在表空间，实际上将其存储在与相应表空间关联的
数据文件中。数据库划分为一个或多个逻辑存储单元，这些单元称为表空间。Oracle
数据库中的一个表空间由一个或多个物理数据文件组成。数据文件只能与一个表空
间和一个数据库关联。表空间划分成称为区段的逻辑存储单元，这些逻辑存储单元
进一步划分为扩展区。扩展区是数据文件内连续块的集合。表是 Oracle 数据库中数
据存储的基本单元。数据存储在行和列中。使用表名（如员工）和列集定义表。通
常，除已分区表外，表位于单个表空间内。已分区表是包含一个或多个分区并且每
个分区可能位于不同表空间的表。
Oracle 如何存储数据库对象

图 22-1
数据库

系统表空间

数据库表空间
数据库文件 2

数据库文件 1
表
索引

表

索引

集群

索引

索引

索引

索引

索引

索引

数据库文件 3
索引

表

表

索引

索引

索引

表

表

表

数据库对象可以
跨越文件

驱动器 1

驱动器 2

在最细的粒度级别，Oracle 数据库在数据块（也称为逻辑块、Oracle 块或页）中存
储数据。一个数据块对应于磁盘上特定字节数的物理数据库空间。下一个级别的逻
辑数据库空间是扩展区。扩展区是为存储表空间中给定数据文件的特定类型的信息
而分配的特定数目的连续数据块。大于扩展区的逻辑数据库存储级别称为区段。区
段是一组扩展区，其中每个扩展区都分配了特定数据结构，所有扩展区都存储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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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表空间中。例如，每个表的数据都存储在自己的数据区段，同时每个索引的数
据都存储在自己的索引区段。如果对表格或索引进行分区，则每个分区都存储在自
己的区段中。Oracle 数据库以一个扩展区为单位分配区段空间。当区段的现有扩展
区填满时，Oracle 数据库将为该区段分配另一个扩展区。由于根据需要分配扩展
区，区段的扩展区可能在磁盘上相邻，也可能不相邻。区段及其所有扩展区都存储
在同一个表空间中。在表空间内，区段可包括来自多个文件的扩展区；即区段可跨
越数据文件。但是，每个扩展区只能包含来自一个数据文件的数据。为区段分配新
扩展区时，Oracle 会在同时尝试在表空间中所有数据文件之间延伸（或条带化）扩
展区。表空间中的空闲数据块用尽时，可以添加其他数据文件。下面是逻辑对象和
物理存储的图示表示。
图 22-2

逻辑

存储上的逻辑对象

物理

数据库

表空间

物理数据文件

区段

扩展区

Oracle 数据块

物理数据文件

Oracle 具有多种类型的区段。区段内数据的使用模式随区段类型而异。对于 Storage
Tiering 重定位，了解哪类区段适合进行重定位很重要。下面是区段类型列表。
■

数据区段：包含存储表行的数据块。数据区段/扩展区是重定位到辅助存储层的
最佳备选方式。旧扩展区包含早于新扩展区插入的行。通过查询字典表
dba_segments 和 dba_extents，可以使用区段和扩展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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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引区段：包含用于表索引的块。以最快速率读/写这些块的 I/O 对提高数据库
性能很重要，因此这些区段应始终位于主存储层中。索引区段从表空间/数据文
件的一个位置移动到其他位置，不适宜重定位到辅助层。

■

回滚区段：包含用于数据库恢复的关键 UNDO 数据，应始终位于主存储中。

■

临时区段：Oracle 所需的排序操作中间阶段的临时工作区。性能取决于临时区
段的 I/O 时间，因此，这些区段必须始终位于主存储中。

文件位置的数据库扩展区
逻辑对象，比如表，是作为数据库扩展区存储的。这些数据库扩展区是给定文件中
连续的文件系统块。将一个文件分成相等数量的对象也不能与数据库扩展区完全匹
配。这是 Veritas File System 的统计功能对 Oracle 数据库不起作用的原因。一个
文件对象可能跨越多个数据库扩展区。Oracle 包含的目录项有助于将数据库扩展区
转换为（文件、偏移、长度）集。如果获得（文件、偏移、长度）集，可以使用重
定位 API 将该扩展区重定位到辅助层。
Oracle Catalog 表 dba_extents 和 dba_segments 可用来计算给定扩展区的（文
件、偏移、长度）集。
针对给定的 dba_segment，我们可以连接 dba_segments 和 dba_extents 以列出
（extent-id、file_id、starting_bloc/偏移、长度）集。这样就可以获得数据库扩展区
在文件中的确切位置。

Oracle 中的统计数据
对于从 Oracle 10g 开始的版本，Oracle 将收集各种统计数据并将这些信息存储在
名为自动负载储存库 (AWR) 的数据库储存库中。收集的统计数据包括 CPU、内存、
文件 IO 和磁盘统计数据。AWR 对于确定使用趋势、瓶颈和提高性能十分有用。默
认情况下，每 60 分钟创建一次统计数据快照并存储在 AWR 中。默认情况下，AWR
保留七天的快照。可以通过 init.ora 更改统计数据的时间间隔和保留期。Oracle 建
议统计数据的保留期为 30 天。Oracle 提供了按需收集其他统计数据的工具。可使
用多种脚本和工具查询 AWR 并生成趋势报告。AWR 可用于获得文件使用趋势，该
趋势将确定可在随后重定位到辅助存储的使用最少的文件。
使用 AWR 提供的文件统计数据的优势：
■

默认情况下，AWR 文件统计数据可用。不需要任何额外配置。

■

AWR 文件统计数据是仅由数据库生成的统计数据。Veritas File System 的文件
统计数据包括数据库事务和其他 IO，如备份/还原。

■

在群集 Oracle RAC 环境中，AWR 文件统计数据包括所有节点的 I/O。不需要
从每个节点收集和合计。

■

AWR 文件统计数据提供了历史记录，因此，很容易获得使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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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R 还提供了区段统计数据等 Oracle 对象级别的统计数据。这些信息可用于确定
使用最少的表区段。
Oracle 文件统计数据的一大缺陷是不提供低于文件级别的统计数据。

优化 Oracle 数据库对象的存储
为了采用成功的 SmartTier 策略和节省存储成本，需要一种方法将偶尔访问的 Oracle
对象重定位到辅助层。重定位整个文件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有用。
只有数据区段适合重定位，并且它们可能分布在若干个数据文件中。在表中插入新
行时，Oracle 将根据需要分配表的空间。Oracle 通过一个或多个扩展区分配空间。
由于采用这种分配机制，所以给定的数据文件将：
■

具有多个属于多个表的扩展区。

■

属于某个表的扩展区在文件中可能不是连续的。

■

每个数据文件将有一个标头，并且标头会在每个数据库检查点更新。

■

将文件重定位到辅助存储层意味将重定位属于一个或多个表中的行/数据。

■

如果将整个数据文件重定位到辅助存储层，Oracle 检查点性能可能受到影响，
并且性能可能会有所下降。

Oracle 在 Oracle 9i 中引入了可局部管理的表空间。当局部管理表空间时：
■

使用位于数据文件标头旁边的位图管理数据文件中的可用空间。

■

位图中的每个位表示文件中的 1MB 存储空间。

■

使用位图管理可用空间比使用字典管理的数据文件出色得多。

■

从同一个文件分配几个扩展区，这样扩展区占用这个数据文件的 1MB 空间。换
句话说，每个表将从一个给定的数据文件获得分配的 1MB 存储空间，并且所有
这些扩展区在这个数据文件中是连续的。

这使得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在文件部分级别进行层存储更实用。
表 22-1

针对 Oracle 用例建议的 SmartTier 选项

Oracle 文件类型

建议的 SmartTier 选项

存档日志

基于文件的存储层

Flashback 日志

基于文件的存储层

分区

基于文件的存储层

表重定位

基于子文件的存储层

热数据文件

基于子文件的存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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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文件类型

建议的 SmartTier 选项

SSD 分区

基于子文件的存储层

关于 Automatic Workload Repository 统计数据
从 Oracle 10g 开始，Oracle 收集各种统计数据，并将这些信息存储在名为 Automatic
Workload Repository (AWR) 的数据库储存库中。
统计数据包括：
■

CPU

■

内存

■

文件 I/O

■

磁盘统计数据

AWR 对于确定使用趋势、瓶颈和提高性能十分有用。
默认情况下，AWR 快照：
■

每 60 分钟创建一次

■

存储在 AWR 中

■

保留七天

可以通过 init.ora 更改统计数据的时间间隔和保留期。Oracle 建议统计数据的保留
期为 30 天，并提供了按需收集其他统计数据的工具。可使用多种脚本和工具查询
AWR 并生成趋势报告。可以使用 AWR 获得文件使用趋势，并将使用最少的文件重
定位到辅助存储层。
使用 AWR 提供的文件统计数据的优势：
■

默认情况下，AWR 文件统计数据可用。不需要任何额外配置。

■

在群集环境中，AWR 文件统计数据包括来自所有节点的 IO。不需要从每个节点
收集和合计。

■

AWR 文件统计数据提供了历史记录，因此，很容易获得使用趋势。

AWR 还提供了区段统计数据等 Oracle 对象级别的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数据可用于
确定使用最少的表区段。
请参见第 262 页的“使用 AWR 统计数据识别可能需要重定位的子文件对象”。

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的 SmartTier
Cluster Server 不提供用于卷集的捆绑代理。如果卷或卷集出现问题，则这些问题
只能在 DiskGroup 和 Mount 资源级别上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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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Group 代理使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磁盘组联机、脱机并对其进行
监控。 此代理使用 VxVM 命令。 如果 StartVolumes 和 StopVolumes 属性的值都
为 1，DiskGroup 代理在磁盘组的导入和逐出操作期间使卷联机和脱机。使用卷集
时，将包含卷的 DiskGroup 资源的 StartVolumes 和 StopVolumes 属性设置为 1。
如果文件系统是在卷集上创建的，请使用 Mount 资源装入卷集。
Mount 代理使文件系统或 NFS 客户端装入点联机、脱机并对其进行监控。
如果在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使用任何 SmartTier for Oracle 命令，则必须同步群集
中每个系统上的时间。 否则，在服务组故障转移后，计划任务可能不在预期的时间
执行。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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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配置 SmartTier for Oracle

■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优化数据库存储

■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运行报告

■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平衡数据库环境中的扩展区

■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运行子文件数据库对象报告

■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优化子文件数据库对象的放置

配置 SmartTier for Oracle
要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

Oracle 数据库已启动并正在运行。

■

只有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才能运行 SmartTier for Oracle 命令。

要配置 SmartTier for Oracle，必须执行下列任务：
■

查看 SmartTier for Oracle 命令要求。

■

定义数据库参数。

■

设置存储级别。

■

将现有的 Veritas File System 数据库文件系统转换为 Veritas File System 多卷
文件系统供 SmartTier for Oracle 使用。

■

对卷进行分级或为其加上标记，以便用标记表示基础磁盘的质量。

■

显示每个级别上的空闲空间。

■

根据需要添加或删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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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SmartTier for Oracle 是经过扩展和重命名的功能，在先前版本中称为
SmartTier for Oracle。

SmartTier for Oracle 命令要求
在定义数据库参数之前，请查看以下命令要求：
■

在运行任何 SmartTier for Oracle 命令之前，请运行 dbed_update 命令。如果
任何数据库文件发生更改，则还应运行 dbed_update 命令。
由于 SmartTier for Oracle 命令从存储库检索数据库信息，因此存储库必须是最
新的。

■

使用 SFDB 命令时无需设置环境变量 LD_LIBRARY_PATH。 然而，如果出于
其他原因要设置该环境变量，Symantec 建议将库路径 /opt/VRTSdbed/common/lib
包含在其他库路径的前面，以便 SFDB 命令不会错误地链接其他库路径中同名
的库。
使用 SFDB 命令时无需设置环境变量 LIBPATH。 然而，如果出于其他原因要设
置该环境变量，Symantec 建议将库路径 /opt/VRTSdbed/common/lib 包含在其
他库路径的前面，以便 SFDB 命令不会错误地链接其他库路径中同名的库。

■

如果在高可用性 (HA) 环境中使用任何 SmartTier for Oracle 命令，则必须同步
群集中每个系统上的时间。

■

在与文件系统卷相同的磁盘组中，创建要添加到多卷文件系统的卷。以 root 用
户身份，使用以下命令更改每个卷的所有者：
# /opt/VRTS/bin/vxedit -g disk_group \
set user=oracle volume

■

将要在其上实现 SmartTier for Oracle 的装入点的所有者更改为 Oracle。

定义数据库参数
运行 dbdst_admin 命令可定义整个数据库的参数。必须运行此命令至少一次，以定
义 SmartTier for Oracle 的数据库参数。将创建三个预定义的存储级别（PRIMARY、
SECONDARY 和 BALANCE）。参数值存储在 SFDB 存储库中。
设置 maxclass、minclass、statinterval、sweeptime、sweepinterval、
purgetime 或 purgeinterval 中的至少一个参数以启用默认值。至少添加一个级
别才能启用默认级别。
表 23-1 列出了 dbdst_admin 命令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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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dbdst_admin 命令选项

命令选项

说明

-S $ORACLE_SID

指定 ORACLE_SID，它是 Oracle 实例的名称。

list

列出数据库的所有 SmartTier for Oracle 参数，包
括类名和说明。
该选项不应与其他选项一起使用。

maxclass

数据库中允许的最大存储级别数。 默认值为 4。

minclass

数据库中允许的最小存储级别数。 默认值为 2。

sweepinterval

为文件重定位而执行文件扫描的时间间隔。
默认值为 1，表示每天一次。如果将该值设置为
0，则将取消所有计划的扫描任务。

sweeptime

每天进行文件扫描的时间。
时间按 24 小时制输入，并且应该列出 小时: 分钟。
例如，8:30 AM 表示为 08:30，10:00 PM 表示为
22:00。默认值为 22:00。

statinterval

收集文件统计数据的时间间隔（以分钟为单位）。
默认值为 30，表示每 30 分钟一次。如果将该值设
置为 0，则将取消所有计划的任务。

purgeinterval

在此后将汇总和清除存储库中文件统计数据的天
数。
默认值为 30。建议将清除时间间隔设置为更小的
值，因为如果使用默认值，则在最初的 30 天间隔
结束前您将无法查看任何统计数据。

purgetime

每天进行文件清除的时间。
时间按 24 小时制输入，并且应该列出 小时: 分钟。
例如，8:30 AM 表示为 08:30，8:00 PM 表示为
20:00。默认值为 20:00。

addclass

允许您将级别添加到数据库的参数。
应该以 class:"description" 的形式输入该信息，其
中 class 表示类名，而 description 则是用双引号
引起来用于对类进行说明的字符串，最多包含 64
个字符。

rmclass

允许您从数据库中删除类的参数。输入如数据库中
所示的级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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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选项

说明

-o definechunk

为给定的存储级别定义块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有效的块大小有 128k、256k、512k 或 1m 字节。
如果为存储级别指定了块大小，该存储级别中的文
件将是扩展区平衡的。 文件的每个块都将位于该
存储级别的单独卷中。在该存储级别的每个组件卷
上，一个给定的文件会有数量大致相等的块。 当
在该存储级别中添加一个新卷或删除一个现有卷
（使用 dbdst_addvol 或 dbdst_rmvol）时，文件
会自动重新实现平衡。

classname:
{128k|256k|512k|1m}

注意：如果不希望更改特定的默认值，则在运行 dbdst_admin 命令时可以省略那些
参数。 只需输入需要更改的参数。
定义数据库参数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admin 命令：
dbdst_admin -S $ORACLE_SID -o setup-parameters\
[,storage_class operations]
setup-parameters
maxclass=number,minclass=number,\
statinterval=minutes
sweeptime=HH:MM,sweepinterval=days
purgetime=HH:MM,purgeinterval=days
storage_class operations
addclass=classname:"description"
rmclass=classname
definechunk=classname:128k | 256k | 512k | 1m
dbdst_admin -S $oracle_sid -o list

例如，要为数据库 PROD 添加名为 tier1 的类，并将清除时间间隔设置为 1（表示
将收集一天的文件统计数据，然后再进行汇总和清除），请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admin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PROD -o addclass=tier1:"Fast Storage",\
purgeinterval=1

配置存储级别
定义数据库参数时，将创建三个预定义的存储级别。您必须添加或删除存储级别以
满足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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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默认存储级别外，还可以添加存储级别以便更好地管理数据。在添加存储级别
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添加存储级别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admin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ORACLE_SID -o addclass=classname:\
"description"

例如，要为 EMC 阵列创建一个名为 FAST 的存储级别，请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admin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ORACLE_SID -o addclass=FAST:\
"fast EMC array"

如果不再需要某个特定的存储级别，则可以将其删除。在删除存储级别之前，请查
看以下信息：
注意：不能删除预定义的存储级别（PRIMARY、SECONDARY 和 BALANCE）。
删除存储级别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admin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ORACLE_SID -o rmclass=classname

例如，要删除名为 SLOW 的存储级别，请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admin 命
令：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ORACLE_SID -o rmclass=SLOW

使用 dbdst_admin 命令可以显示 SmartTier for Oracle 属性和存储级别的列表。
在显示存储级别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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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存储级别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admin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ORACLE_SID -o list

例如：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VRTS11r2 -o list
TSDB Parameters for VRTS11r2
----------------------------------Maxclass
= 4
Minclass
= 2
Stat-Interval
= 30
Sweep Information = 22HH:0MM, Frequency = 1
Purge Information = 20HH:0MM, Frequency = 1

TSDB Storage Classes for VRTS11r2
----------------------------------Name = BALANCE : Description = BALANCE Storage Class
Name = PRIMARY : Description = PRIMARY Storage Class
Name = SECONDARY : Description = SECONDARY Storage Class
Name = TIER1 : Description = Fast Storage

将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转换为 VxFS 多卷文件系统
要将现有的 VxFS 文件系统转换为 VxFS 多卷文件系统，必须将单个卷转换为卷集。
使用 dbdst_convert 命令转换为卷集时，原始卷将被重命名为新卷名。装入设备
名称将变成新卷集名。如果使用装入设备名称创建新卷集名，则无需在各个位置中
重命名装入设备。
将单个卷转换为卷集

1

在转换为卷集之前，请确保已经满足以下条件：
先决条件

■

Oracle 数据库不得处于活动状态。

■

至少再创建一个卷。

■

必须卸载源文件系统，因此必须关闭数据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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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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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对打算在其上实施 SmartTier for
Oracle 的单卷文件系统进行转换。
运行 dbdst_convert 命令时必须卸载文
件系统。
如果文件系统具有 n 个卷，则将第 1 到第
n–1 个卷放置在存储级别“PRIMARY”
中，将第 n 个卷放置在存储级别
“SECONDARY”中。

■

■

2

在运行转换时指定的卷必须与装入设备位
于同一磁盘组。
必须在所有节点上卸载文件系统。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convert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convert -S $ORACLE_SID -M mount_device -v \
volume_name,volume_name

3

使数据库对象联机。
例如，要在装入设备 /dev/vx/dsk/oradg/oradata 上将基于卷的 oradata 文件系
统转换为 SmartTier for Oracle 就绪的卷集文件系统，请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convert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convert -S PROD -M \
/dev/vx/dsk/oradg/oradata -v new_vol1,new_vol2

进行转换后，将拥有一个名为 oradata、包含三个卷（oradata_b4vset、
new_vol1 和 new_vol2）的卷集。文件系统将两个存储级别定义为 PRIMARY
和 SECONDARY。卷的分配情况如下：
■

PRIMARY 存储级别将包含 oradata_b4vset 和 new_vol1 卷。

■

SECONDARY 存储级别将包含 new_vol2 卷。

将卷归入存储级别
在创建 SmartTier 策略或手动移动数据之前，请为卷指派级别。
为卷分类

1

在为卷指派级别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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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

■

2

必须首先将 Veritas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
转换为多卷文件系统。
在为卷指派级别之前，必须使用
dbdst_admin 命令注册存储级别。
数据库可以处于联机状态，也可以处于脱机
状态。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classify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classify -S $ORACLE_SID -M mount_device \
-v volume_name:class[,volume_name:class]

例如，要将类别 FAST 分配给卷 new_vol1，请按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classify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classify -S $ORACLE_SID \
-M /dev/vx/dsk/oradg/oradata -v new_vol1:FAST

显示存储级别上的空闲空间
要查看存储级别上的空闲空间、级别信息和卷信息，请使用 dbdst_show_fs 命令。
表 23-2 显示 dbdst_show_fs 命令选项。
表 23-2

dbdst_show_fs 命令选项

命令选项

说明

-S $ORACLE_SID

指定 ORACLE_SID，它是 Oracle 实例的名称。

-o volume

显示每个级别中卷上的空闲空间。

-m

指定装入点。

显示存储级别上的空闲空间

1

在显示存储级别上的空闲空间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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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2

■

确保已装入文件系统。

■

请参见 dbdst_show_fs(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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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show_fs 命令：
dbdst_show_fs -S $ORACLE_SID -m mount_point

例如：
$ dbdst_show_fs -S VRTS11r2 -m /data11r2
MAXCLASS=4
MINCLASS=2
TOTAL CLASS=3
VOLUME NAME
-----------

SIZE
----

USED
----

AVAILABLE
---------

CLASS=FAST
datavol1

1024000

1024000 0

CLASS=MEDIUM
datavol2

4608000

2347872 2260128

CLASS=PRIMARY
datavol-b4vset

10240000

3585514 6654486

dbdst_show_fs -S $ORACLE_SID -m mount_point -o volume

例如：
$ dbdst_show_fs -S VRTS11r2 -m /data11r2 -o volume
VOLUME NAME
----------datavol-b4vset
datavol1
datavol2

SIZE
---10240000
1024000
4608000

向存储级别添加新卷
使用 dbdst_addvol 命令将卷添加到卷集。

USED
---3585514
1024000
2347872

AVAILABLE
--------6654486
0
2260128

TAG
-PRIMARY
FAST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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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卷添加到卷集

1

在添加卷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使用说明

将卷添加到存储级别时，数据库必须处于
非活动状态。
要装入的数据库文件系统。

■

■

2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addvol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addvol -S $ORACLE_SID -M mount_device \
-v volume_name:class[,volume_name:class]

例如：
$ /opt/VRTS/bin/dbdst_addvol -S VRTS11r2 \
-M /dev/vx/dsk/dstdatadgot/datavol -v datavol4:FAST

从存储级别中删除卷
您可能需要从卷集中删除卷。要删除卷，请使用 dbdst_rmvol 命令。

1

在删除卷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使用说明

■

■

2

将卷从存储级别中删除时，数据库必须
处于非活动状态。
只能删除不包含任何文件系统数据的
卷。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rmvol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rmvol -S $ORACLE_SID -M mount_device \
-v volume_name[,volume_name]

例如：
$/opt/VRTS/bin/dbdst_rmvol -S VRTS11r2 \
-M /dev/vx/dsk/dstdatadgot/datavol -v datavo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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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优化数据库存储
SmartTier for Oracle 提供了多款用来优化存储的工具。例如，您可以选择手动重定
位文件或表空间，也可以使用预设的 SmartTier 策略。
注意：必须以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的身份在以下过程中执行命令。
用于改进存储性能的 SmartTier for Oracle 选项
■

手动重定位文件

■

手动重定位表空间

■

手动重定位表分区

■

设置用于自动执行存储分层的策略

■

运行报告

■

扩展区平衡

■

运行子文件数据库对象报告

■

优化子文件数据库对象的放置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手动重定位文件
表 23-3 显示了 dbdst_file_move 命令选项。
表 23-3
命令选项

dbdst_file_move 命令选项
说明

-o archive[n] | 指定要移动的存档日志或 Flashback 日志。不要将此选项与 -f 选项
flashback
一起使用。
-o external |
datafile

指定是否移动外部文件或数据文件。结合使用此选项与 -f 选项。

-f listfile

指定包含要移动的文件或目录列表的列表文件。

-c
storage_class
[:days]

指定应该向其移动文件的存储级别。如果使用 days 选项且在指定天
数内未对文件进行访问，则文件将移至指定级别。如果使用 -o datafile
选项，则请勿指定天数。

-R

删除指定对象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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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重定位文件

1

在重定位文件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使用说明

2

多个分区不能驻留在同一表空间上。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file_move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file_move -S $ORACLE_SID -o datafile \
-f listfile -c storage_class:days \
[-c storage_class:days]

例如：
$ /opt/VRTS/bin/dbdst_file_move -S VRTS11r2 -o datafile \
-f /tmp/external.spec -c MEDIUM
Assign placement policy file successful on filesystem /data11r2
Begin enforcing filesystem /data11r2 ...
Enforce placement policy successful on filesystem /data11r2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手动重定位表空间
使用 dbdst_tbs_move 命令可将表空间移动到所需的存储级别。该命令可在 SFDB
储存库中查询表空间文件名，然后基于直接要求执行一次性移动。
重定位表空间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tbs_move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tbs_move -S $ORACLE_SID -t tablespace \
-c storage_class

其中：
■

tablespace 表示要移动的表空间。

■

storage_class 指应该向其移动表空间的级别。

例如：
$ /opt/VRTS/bin/dbdst_tbs_move -S VRTS11r2 -t MYTBS -c MEDIUM
Assign placement policy file successful on filesystem /data11r2
Begin enforcing filesystem /data11r2 ...
Enforce placement policy successful on filesystem /data11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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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手动重定位分区
使用 dbdst_partition_move 可移动表分区。该命令查询数据库以验证表和分区的
名称。根据此信息，派生数据文件的列表，并执行文件到所需级别的一次性移动。
重定位表分区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先决条件

运行 dbdst_partition_move 命令时，数据库
必须已启动。

重定位表分区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partition_move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partition_move -S $ORACLE_SID -T table_name \
-p partition_name -c storage_class

其中：
■

-T 指示表名称。

■

-p 指示分区名称。

■

-c 指示要将表分区移动到的级别。

例如，要将 SALES 表的 SALES_Q1 分区移动到存储级别 SLOW，请按照如下所
示使用 dbdst_partition_move：
$ /opt/VRTS/bin/dbdst_partition_move -S $ORACLE_SID -T SALES \
-p SALES_Q1 -c SLOW

另一示例：
$ /opt/VRTS/bin/dbdst_partition_move -S VRTS11r2 -T EMP1 -p P3 \
-c MEDIUM
Assign placement policy file successful on filesystem /data11r2
Begin enforcing filesystem /data11r2 ...
Enforce placement policy successful on filesystem /data11r2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设置用于自动执行存储分层的策略
使用 dbdst_preset_policy 命令可在创建文件之前基于文件名模式设置策略。
表 23-4 显示预设策略的命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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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

dbdst_present_policy 命令选项

命令选项

说明

-d directory

指示将应用放置策略的目录。

-e

强制执行指定目录的文件系统。如果在上一次强
制执行操作中出现错误（已更正）并且需要再次
强制执行，请使用此选项。

-R

删除与此目录相关的所有基于模式的放置策略。

-l

列出设置为指定目录的现有文件放置。

-P pattern_spec

指定文件模式和类分配。 此选项将在创建文件后
立即将其自动放置在所需类中。 现有文件和新创
建的文件将立即移动到指定的类中。

-f pattern file

指定包含特定类和模式的文件。具有此模式的新
文件将立即放置在类中。还将移动现有的文件。

-E

指定应在稍后计划的一次性移动中将现有文件移
动到指定的类中，如在 dbdst_admin 命令中指
定的 sweeptime。

创建预设策略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preset_policy 命令：
$ dbdst_preset_policy -S $oracle_sid -d directory \
[ -e | -R | -l | -P pattern_spec | -f pattern_file ] [-E]

其中 pattern_spec 的格式为 class=pattern,pattern,...[:class=pattern,pattern,...]
例如：
$ /opt/VRTS/bin/dbdst_preset_policy -S VRTS11r2 \
-d /data11r2/VRTS11r2 -P "MEDIUM=*.dbf:FAST=*.log"
Assign placement policy file successful on filesystem /data11r2
Begin enforcing filesystem /data11r2 ...
Enforce placement policy successful on filesystem /data11r2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运行报告
可以创建列出所有已修改的分配策略的报告，也可以查看列出特定日期范围内因策
略而发生的最近重定位更改的审核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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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已修改分配策略的列表，请使用带有 policy 选项的 dbdst_report 命令。
查看已修改的分配策略
◆

使用 dbdst_report 命令查看已修改的分配策略的列表。
例如：
$ /opt/VRTS/bin/dbdst_report -S $ORACLE_SID -o policy
$ /opt/VRTS/bin/dbdst_report -S VRTS11r1 -o policy
TSDB Database Policy Report
----------------------------------------------------------Plan Name = preset_dir:/data11r1/VRTS11r1
Plan Type = PRESET POLICY DIRECTORY
Rule Name = DBED_precreate_ino4_PRIMARY
Directory=/dev/vx/dsk/dstdatadg09/datavol : VRTS11r1
Rule Description = PRIMARY=MEDIUM=*.log,undo*.dbf
Plan Name = tbs_move:MYTBS
Plan Type = TBS MOVE
Rule Name = DBED_relocate_once_ino4_MEDIUM
Directory=/dev/vx/dsk/dstdatadg09/datavol : VRTS11r1
Rule Description = MEDIUM

要查看审核报告（它列出了特定日期范围内最近的文件重定位更改），请使用带有
audit 选项的 dbdst_report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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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审核报告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report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report -S $ORACLE_SID -o audit \
startdate=yyyy-mm-dd,enddate=yyyy-mm-dd

例如，要查看从 2007 年 1 月 1 日到 2007 年 3 月 1 日更改的审核报告，请按
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report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report -S $ORACLE_SID -o audit \
startdate=2007-01-01,enddate=2007-03-01

另一示例：
$ /opt/VRS/bin/dbdst_report -S VRTS11r2 -o audit \
startdate=2007-01-01,enddate=2010-08-13
AUDIT DATETIME
AUDIT DESCRIPTION
---------------------------------------------------------2010-08-13 23:38:48
ADMIN;Added;class name=TIER1
2010-08-13 23:38:48
ADMIN;Modified Successfully;max/min class=4/2,
\statinterval=30, sweeptime=22:0, purgetime=20:0, swp/prg freq=1/1
2010-08-13 23:46:48
ADMIN;Added;class name=FAST
2010-08-13 23:46:58
ADMIN;Added;class name=FAST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平衡数据库环境中的扩展
区
为了在数据库环境中获取更好的性能，通常使用条带化为多个磁盘的卷。随着时间
的推移存储在文件系统中的数据量不断增加，必须以新磁盘形式添加更多空间。
为了增加空间，可能会使用 命令执行卷的重新布局操作。但是，将一个大型卷从四
路条带卷更改为六路条带卷时，需要将旧块信息移动到临时空间中并将这些块从临
时空间写入新卷，这样就需要延时。为解决此问题，SFDB 工具提供了扩展区平衡
的文件系统 (EBFS)。
扩展区平衡的文件系统是在多卷文件系统上创建的，其中的单个卷不条带化为单个
磁盘。为了实现数据可用性，可以镜像这些单个卷。EBFS 上的文件系统提供了一
种特殊的放置策略，称为平衡策略。应用平衡策略后，会在 vxrelayout 中将所有
文件划分为小“块”并将这些块布置在卷上，以便相邻块位于不同的卷上。默认块
大小为 1MB，可以对该大小进行修改。由于每个文件都包含所有可用卷上的块，因
此构成 EBFS 和卷集的各个卷必须具有相同的大小和相同的访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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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方式设置文件系统与条带化卷达到的效果相同。
注意：无法将现有文件系统转换为 EBFS 文件系统。

对文件系统进行扩展区平衡以提升数据库性能
可以为文件或文件系统定义具有平衡分配顺序和“块”大小的分配策略，称为扩展
区平衡。块大小是包含此分配策略的文件或文件系统可以具有的任何扩展区的最大
大小。只能为具有平衡分配顺序的分配策略指定块大小。
扩展区平衡策略指定平衡分配顺序和非零块大小。 平衡分配顺序在策略中指定的卷
之间随机进行分配，并限定每个分配的最大大小等于指定的块大小。
通过重新平衡扩展区分配以便策略中的每个卷尽可能得到均衡使用，扩展区平衡扩
展了策略执行的行为。策略执行处理以下情况：
■

将新卷添加到策略，而且与文件关联的扩展区需要在所有卷（包括新卷）之间
重新平衡。

■

从卷集或策略中删除卷，而且需要将驻留在已删除卷上的文件的扩展区移动到
策略中的其他卷。

■

为文件分配了扩展区平衡策略，而且必须重新组织其扩展区以满足在策略中定
义的块大小要求。

扩展区平衡策略用于使属于文件的数据扩展区在策略中定义的卷之间达到平衡。但
是，在为元数据分配扩展区平衡策略时，没有任何限制。
注意：如果固定的扩展区大小小于块大小，则将扩展区大小限制为小于块大小的固
定扩展区大小的最大倍数。如果固定的扩展区大小大于块大小，则扩展区大小将是
固定的扩展区大小。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创建扩展区平衡的文件系统
如果存储层具有与级别关联的块大小，则任何多卷文件系统 (MVFS) 都可以成为扩
展区平衡的文件系统。dbdst_admin 命令允许用户定义级别的块大小。
例如，下面的 dbdst_admin 命令定义 gold 和 silver 存储级别的块大小：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ORACLE_SID \
-o definechunk=gold:256K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ORACLE_SID \
-o definechunk=silver:128K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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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ORACLE_SID \
-o definechunk=TIER1:256K

上面的命令使存储级别 gold 达到扩展区平衡。
为存储层定义块大小后，可以将任何 MVFS 归入此存储层。
例如，假定 /oradata 是在卷集 /dev/vx/dsk/oradg/ora_vset 上创建的文件系统，且
包含数据库的数据文件。 让我们进一步假定，数据文件的名称以扩展名 *.dbf 结尾。
要在此 MVFS 中定义存储级别，请使用以下 dbdst_classify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classify -S $ORACLE_SID \
-M /dev/vx/dsk/oradg/ora_vset -v vol1:GOLD,vol2:GOLD,vol3:GOLD

例如：
$ /opt/VRTS/bin/dbdst_classify -S VRTS11r2 \
-M /dev/vx/dsk/dstdatadgot/datavol -v datavol1:FAST,datavol2:MEDIUM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 MVFS 可以具有多个存储层，而且每个层都可以具有不同的块
大小。例如，对于上面示例中的同一 MVFS，可以使用 dbdst_classify 命令定
义其他存储层：
$/opt/VRTS/bin/dbdst_classify -S $ORACLE_SID \
-M /dev/vx/dsk/oradg/ora_vset -v vol4:silver,vol5:silver

例如：
$ /opt/VRTS/bin/dbdst_classify -S VRTS11r2 \
-M /dev/vx/dsk/dstarchdgot/archvol -v archvol1:FAST,archvol2:MEDIUM

此时，在 MVFS /oradata 中有两个存储层，每个存储层具有不同的块大小。要建立
真正的扩展区平衡，需要指派并实施 SmartTier 策略。
要定义并实施策略，可以使用以下 dbdst_preset_policy 命令：
$/opt/VRTS/bin/dbdst_preset_policy -S $ORACLE_SID \
-d /oradata -P GOLD=*.dbf:SILVER=*.inx

上面的示例创建了 SmartTier 策略，将该策略指派给 /oradata 并予以实施。格式为
*.dbf 的所有数据文件在块大小为 256K 的 GOLD 层中将是扩展区平衡的，而格式
为 *.inx 的所有索引文件在块大小为 128K 的 SILVER 层中将是扩展区平衡的。
另一示例：
$ /opt/VRTS/bin/dbdst_preset_policy -S VRTS11r2 \
-d /data11r2/VRTS11r2 -P "MEDIUM=temp*.dbf:FAST=*.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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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 placement policy file successful on filesystem /data11r2
Begin enforcing filesystem /data11r2 ...
Enforce placement policy successful on filesystem /data11r2

要查看 /oradata MVFS 中的空间使用情况，请使用 dbdst_show_fs 命令。例如：
$ /opt/VRTS/bin/dbdst_show_fs -S $ORACLE_SID -m /oradata

例如：
$ /opt/VRTS/bin/dbdst_show_fs -S VRTS11r2 -m /data11r2 -o volume
VOLUME NAME
----------datavol-b4vset
datavol1
datavol2

SIZE
---10240000
1024000
4608000

USED
---3585514
1024000
2347872

AVAILABLE
--------6654486
0
2260128

TAG
--PRIMARY
FAST
MEDIUM

当 GOLD 或 SILVER 层需要更多空间时，可以通过使用 dbdst_addvol 命令向各
个存储层添加新卷来增加额外的空间。例如：
$ /opt/VRTS/bin/dbdst_addvol -S $ORACLE_SID \
-M /dev/vx/dsk/oradg/ora_vset -v vol7:GOLD

添加新卷后，SmartTier 策略会立即得以实施，并且新卷上的扩展区也会得到平衡。
可以通过再次使用 dbdst_show_fs 命令进行查看。
要查看有关给定文件的详细扩展区信息，可以使用 fsmap 命令。例如：
$ /opt/VRTSvxfs/sbin/fsmap -a /oradata/emp.dbf
$ /opt/VRTS/bin/fsmap -a /oradata/emp.dbf
$ fsmap -a /standby/oradata1_1/slave/system01.dbf |more
Volume
vol1
vol2
vol3
vol1
vol2
vol3
vol1
vol2
vol3

Extent Type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Data

File Offset
0
262144
270336
401408
663552
843776
876544
925696
991232

Extent Size
File
262144
/standby/oradata1_1/slave/system01.dbf
8192
/standby/oradata1_1/slave/system01.dbf
131072
/standby/oradata1_1/slave/system01.dbf
262144
/standby/oradata1_1/slave/system01.dbf
180224
/standby/oradata1_1/slave/system01.dbf
32768
/standby/oradata1_1/slave/system01.dbf
49152
/standby/oradata1_1/slave/system01.dbf
65536
/standby/oradata1_1/slave/system01.dbf
196608
/standby/oradata1_1/slave/system01.d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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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使用 dbdst_obj_view 命令获得详细的特定数据库、索引或分区信息。该报告指示
每个数据库表/索引扩展区位于哪个存储级别。该报告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决定移动位
于多卷文件系统的不同存储级别中的数据库对象。
Oracle 表空间通常由几个数据文件构成。数据库对象，比如表或索引，包含从多个
数据文件分配的扩展区。给定的数据文件通常包含多个数据库对象的扩展区。
dbdst_obj_view 命令查询 Oracle dba_extents 目录表，并针对每个扩展区获取文

件偏移和长度（以字节为单位）。此命令将偏移和长度信息传给递 File System 低
级 SmartTier 命令，以获得扩展区块的确切位置。
dbdst_obj_view 的用法
dbdst_obj_view
dbdst_obj_view
dbdst_obj_view
dbdst_obj_view

-S
-S
-S
-S

$ORACLE_SID
$ORACLE_SID
$ORACLE_SID
$ORACLE_SID

-H
-H
-H
-H

$ORACLE_HOME
$ORACLE_HOME
$ORACLE_HOME
$ORACLE_HOME

先决条件

说明

-t
-i
-p
-f

table [-s start_extent] [-e end_extent]
index [-s start_extent] [-e end_extent]
partition [-s start_extent] [-e end_extent]
datafile

■

数据库必须处于联机状态。

■

必须以 Oracle 用户的身份运行该命令。

■

为了确保 SFDB 存储库是最新的，在使用该命令前请至少运行一
次 dbed_update。

■

生成大型表的报告需要较长时间。

■

要限制表/索引的作用域，请使用起始/结束扩展区。

对于 Oracle RAC 环 ■
境

此命令可以在运行数据库的 Oracle RAC 群集的任意节点上运行。

表 23-5 显示子文件报告命令选项。
表 23-5

dbdst_obj_view 命令选项

命令选项

说明

-S ORACLE_SID

指定从中检索信息的 Oracle 数据库的名称。

-H ORACLE_HOME

指定数据库的 ORACLE_HOME。

-t table name

需要生成查看报告的表的名称。

-i index name

需要生成查看报告的索引的名称。

-p partition name

需要生成查看报告的分区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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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选项

说明

-s start-extent

指定表/索引的起始扩展区。默认的起始扩展区是
零。

-e end-extent

指定表/索引的结束扩展区。如果未指定此选项，
则生成的报告将包括该表的结束扩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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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对象是否已按照预期移动到了新层
◆

使用以下命令验证是否已将整个 emp 表、emp 表的扩展区 100 至 400 和分区
q1_orders 分别重定位到了 SYMMETRIX、SSD 和 SSD。

$ /opt/VRTS/bin/dbdst_obj_view -S PROD -H /opt/oracle/home11g \
-t emp
File Name
--------/demo_data/emp1.dbf
/demo_data/emp1.dbf
/demo_data/emp1.dbf
/demo_data/emp1.dbf
/demo_data/emp1.dbf
/demo_data/emp1.db
/demo_data/emp1.db
/demo_data/emp1.dbf
/demo_data/emp1.db

Ext-Id
File-Offset
---------------1
8462336
2
2170880
3
3219456
4
9510912
5
12656640
6
13705216
7
14753792
8
15802368
16850944

Length
Tier-Name
-------------1048576
SYMMETRIX
1048576
CLARION
1048576
CLARION
1048576
CLARION
1048576
CLARION
1048576
SYMMETRIX
1048576
SYMMETRIX
1048576
SYMMETRIX
1048576
SYMMETRIX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优化子文件数据库对象的
放置
使用 dbdst_obj_move 命令将指定的数据库表、索引或分区文件移动到所需的存储
级别。dbdst_obj_move 命令查询 Oracle dba_extents 目录表，并针对每个扩展区
获取文件偏移和长度（以字节为单位）。此命令将这些偏移/长度信息传递给 VxFS
低级 SmartTier 命令，以将数据库扩展区移动到所需的存储级别。
dbdst_obj_view 的用法
dbdst_obj_mov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v] -t table \
[-s start_extent] [-e end_extent] -c storage_class
dbdst_obj_mov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v] -i index \
[-s start_extent] [-e end_extent] -c storage_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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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dst_obj_mov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v] -p partition \
[-s start_extent] [-e end_extent] -c storage_class
先决条件

说明

■

数据库必须处于联机状态。

■

必须以 Oracle 用户的身份运行该命令。

■

为了确保 SFDB 存储库是最新的，在使用该命令前请至少运行一
次 dbed_update。

对于 Oracle RAC 环 ■
境

此命令可以在运行数据库的 Oracle RAC 群集的任意节点上运行。

表 23-6 显示子文件对象移动命令选项。
表 23-6

dbdst_obj_move 命令选项

命令选项

说明

-S $ORACLE_SID

指定从中检索信息的 Oracle 数据库的名称。

-H $ORACLE_HOME

指定数据库的 ORACLE_HOME。

-v

这是一个可选参数。如果指定了此选项，将每个
扩展区移动到目标存储级别后将进行验证。如果
目标存储级别没有足够的可用空间，可能无法移
动其中一些表扩展区。

-t table name

需要生成查看报告的表的名称。

-i index name

必须重定位的索引的名称。

-p partition name

必须重定位的分区的名称。多个分区可以共存于
相同的表空间中。

-c storage_class

指定将表或索引扩展区移动到的存储级别。

-s start_extent

指定表或索引的起始扩展区。默认的起始扩展区
是零。

-e end_extent

指定表或索引的结束扩展区。如果没有指定此选
项，会将整个表或索引移动到目标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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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整个 emp 表重定位到 SYMMETRIX

1

运行 dbed_update 命令以确保存储库是最新的。

2

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bin/dbdst_obj_move -S PROD -H /opt/oracle/home11g \
-t emp -c SYMMETRIX

将表 emp 的扩展区 100 至 400 重定位到 SSD

1

运行 dbed_update 命令以确保存储库是最新的。

2

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bin/dbdst_obj_move -S PROD -H /opt/oracle/home11g \
-t emp -s 100 -e 400 -c SSD

将分区 q1_orders 重定位到 SSD 并验证是否已重定位

1

运行 dbed_update 命令以确保存储库是最新的。

2

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bin/dbdst_obj_move -S PROD -H /opt/oracle/home11g \
-v -p q1_orders -c S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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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情形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将 SmartTier 用于 Oracle 的使用情形

■

SmartTier for Oracle 基于文件的用例

■

SmartTier for Oracle 子文件用例

将 SmartTier 用于 Oracle 的使用情形
Veritas InfoScale 产品包括 SmartTier，这是一项存储分层功能，允许您对数据进行
分层以获得最佳存储利用率。
示例过程演示了下列用例：
对于文件级 SmartTier for Oracle：
■

迁移已分区的数据和表空间

■

计划存档日志和 Flashback 日志的重定位

对于子文件级 SmartTier for Oracle
■

使用 AWR 统计数据识别可能需要重定位的子文件对象

■

将使用多的数据库区段重定位到性能更高的层

■

将旧的表数据重定位到成本较低的层

SmartTier for Oracle 基于文件的用例
SmartTier for Oracle 支持下列基于文件的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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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移已分区的数据和表空间

■

计划存档日志和 Flashback 日志的重定位

迁移已分区的数据和表空间
将多层存储应用到数据库的最简单方法也许是：当使用要求更改时，在不同放置级
别之间重定位单个表分区。如果无法预知精确的重定位时间，或者重定位很少发
生，则管理员可能希望在必要时重定位表分区，而不是定义严格的定期重定位计
划。
例如，如果数据库用于跟踪季节性业务（如运动装备或户外设备零售业）的销售和
库存，则表分区的临时重定位十分有用。当一种类型的库存（例如，夏季装备或设
备）进入销售旺季时，可以将表示时令商品的数据库表分区重定位到高性能存储，
因为在接下来的月份中将频繁访问这些分区。同样，可以将表示不合时令的商品的
分区重定位到成本较低的存储，因为可能会很少发生针对它们的活动。
例如，对于专营运动装备的大型零售商而言，主要是根据商品类别来制定营销策略
的。产品详细信息保存在大型数据库中，产品表基于活动类型进行分区。有些产品
是季节性的，在其他时间销售会转入淡季。例如，滑雪板在夏季销售得非常少。要
实现基于季节的迁移，请参见以下示例。假定表 product_tab 有两个分区，即 summer
和 winter。其中每个分区都映射到单独的数据文件。
首先，必须设置系统以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添加 fast_storage 和 slow_storage 存储级别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admin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PROD -o addclass=\
fast_storage:"Fast Storage for Production DB"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PROD -o addclass=\
slow_storage:"Slow Storage for Production DB"

转换数据库的文件系统并添加用于 SmartTier for Oracle 的卷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convert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convert -S PROD \
-M /dev/vx/dsk/oradg/oradata -v new_vol1,new_vol2,new_v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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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卷归入存储级别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classify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classify -S PROD \
-M /dev/vx/dsk/oradg/oradata -v new_vol1:fast_storage
$ /opt/VRTS/bin/dbdst_classify -S PROD \
-M /dev/vx/dsk/oradg/oradata -v new_vol2:slow_storage,\
new_vol3:slow_storage

配置卷后，管理员可以定义文件旋转策略规则，指定所选表空间和分区的季节性重
定位，并将这些策略规则指派给数据库的文件系统。
在初冬时将夏季数据移动到速度较慢的存储并将冬季数据移动到速度较快的存储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partition_move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partition_move -S PROD -T product_tab \
-p winter -c fast_storage
$ /opt/VRTS/bin/dbdst_partition_move -S PROD -T product_tab \
-p summer -c slow_storage

这些命令将构成 product_tab 表的 winter 分区的文件重定位到放置级别
fast_storage，并将构成 summer 分区的文件重定位到放置级别 slow_storage。
SmartTier for Oracle 确定构成 product_tab 的 winter 和 summer 分区的文件，并
使用基础 SmartTier 服务分别将这些文件立即重定位到 fast_storage 和 slow_storage
放置级别。
在初夏时将冬季数据移动到速度较慢的存储并将夏季数据移动到速度较快的存储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partition_move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partition_move -S PROD -T product_tab \
-p summer -c fast_storage
$ /opt/VRTS/bin/dbdst_partition_move -S PROD -T product_tab \
-p winter -c slow_storage

SmartTier for Oracle 制定无条件地将包含目标分区的文件重定位到目标放置级别的
SmartTier 策略规则。它将这些规则合并到数据库文件系统的活动策略中，将生成
的复合策略指派给文件系统，并立即强制执行该策略以重定位受影响的文件。由于
添加的策略规则优先于活动策略中的任何其他规则，因此受影响的文件仍然保留在
原位置，直到下次执行 dbdst_partition_move 命令为止，此时将删除规则并将它们
替换为其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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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存档日志和 Flashback 日志的重定位
由于数据库日志是用于在数据损坏后进行恢复的主要机制，因此出于 I/O 性能原因
和数据可靠性的考虑，这些日志通常保存在高级存储上。即使在对日志进行存档
后，通常也使它们保持联机状态以便快速恢复，但是随着其使用时间的增加，参考
存档日志的机会将大大减少。因此，建议在已存档的数据库日志处于非活动状态一
段时间后，将它们重定位到成本较低的卷。
同样，Storage Foundation Flashback 技术创建的日志通过将数据库还原到其之前
的状态可在数据库损坏后进行快速恢复。Flashback 日志的保留期限通常比存档数
据库日志的短，即便要用的话，通常也是在创建后的几小时内使用。Flashback 日
志的生存期通常为两天或三天。
如果使用存档日志和 Flashback 日志的可能性会迅速降低，则建议定期强制执行放
置策略，在日志处于非活动状态一段时间后将其重定位到成本较低的存储，这样可
以降低企业联机存储的平均成本。
例如，客户可能使用具有数千个活动会话的大型 OLTP Oracle 数据库，该数据库必
须每周七天、每天 24 小时启动并运行，运行时间超过 99%。该数据库使用 Flashback
技术快速纠正任何意外错误，并且每天生成大量的存档日志。如果数据库由于任何
原因而关闭，则企业要求数据库可以在 15 分钟内重新联机并正常工作。为防止事
务过程中 Oracle 日志切换发生延迟，需要在快速 EMC 阵列中创建存档日志。可以
将超过一周的存档日志移动到中端 Clarion 阵列上， 将超过 15 天的存档日志移动
到慢速 JBOD 磁盘上。30 天后将清除存档日志。最新的 Flashback 日志由数据库
管理员在快速 EMC 存储上手动创建，两天后可以将它们移动到 Clarion 存储。然后
数据库管理员在一周后删除 Flashback 日志。要如上所述设置系统，请参见以下示
例。假定存档日志和 Flashback 日志是在同一文件系统 /oralog 上创建的。在文件
系统上，/oralog/archive1 包含存档日志，/oralog/flashback 包含 Flashback 日志。
图 24-1 说明了适用于存档日志和 Flashback 日志的自动重定位和删除的三层卷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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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存档日志和 Flashback 日志的自动重定位的数据库存储配
置

图 24-1

卷集

oralog

新放置类

中间放置类

emc_v1

Clarion_v1

旧放置类

Clarion_v1

原始数据库卷 已添加的顶层卷 已添加的中间层卷 已添加的低层卷
在此示例中，生产数据库使用的文件系统最初驻留在单个卷 oralog 上。必须通过添
加卷和为卷指派的放置级别来准备单个卷 oralog。
添加 NEW、MEDIUM 和 OLD 存储级别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admin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PROD -o addclass=\
NEW:"EMC Storage for Production DB"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PROD -o addclass=\
MEDIUM:"Clarion Storage for Production DB"
$ /opt/VRTS/bin/dbdst_admin -S PROD -o addclass=\
OLD:"JBOD Storage for Production DB"

转换数据库的文件系统并添加用于 SmartTier for Oracle 的卷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convert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convert -S PROD \
-M /dev/vx/dsk/oradg/oralog -v emc_v1,clarion_v1,jbod_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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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卷归入存储级别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classify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classify -S PROD \
-M /dev/vx/dsk/oradg/oralog -v emc_v1:NEW
$ /opt/VRTS/bin/dbdst_classify -S PROD \
-M /dev/vx/dsk/oradg/oralog -v clarion_v1:MEDIUM
$ /opt/VRTS/bin/dbdst_classify -S PROD \
-M /dev/vx/dsk/oradg/oralog -v jbod_v1:OLD

配置卷后，管理员可以定义文件放置策略规则来指定所选文件的基于访问时间的重
定位，并将这些规则指派给数据库的文件系统。
定义用于定期重定位 Flashback 日志和存档日志的规则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dst_file_move 命令：
$ /opt/VRTS/bin/dbdst_file_move -S PROD -o flashback -c MEDIUM:2

此命令将 Flashback 目录中两天未访问的文件重定位到 MEDIUM 卷。
$ /opt/VRTS/bin/dbdst_file_move -S PROD -o archive1 -c MEDIUM:7 \
-c OLD:15

此命令将 archive1 目录中七天未访问的文件重定位到 MEDIUM 卷，并将 15
天未访问的文件重定位到 OLD 卷。
SmartTier for Oracle 将这些命令转换为基于访问时间的 SmartTier 策略规则，将它
们与文件系统的放置策略合并，然后将生成的策略指派给文件系统。默认情况下，
SmartTier for Oracle 每天强制执行活动策略。在强制执行期间，新规则将符合条件
的文件重定位到在用于创建策略的 dbdst_file_move 命令中指定的目标存储层。

SmartTier for Oracle 子文件用例
SmartTier for Oracle 支持下列基于子文件的用例：
■

使用 AWR 统计数据识别可能需要重定位的子文件对象

■

将使用多的数据库区段重定位到性能更高的层

■

将旧的表数据重定位到成本较低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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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WR 统计数据识别可能需要重定位的子文件对象
可以使用 Oracle 的 Automatic Workload Repository (AWR) 统计数据通过识别活动
级别等关键属性识别可能需要重定位的子文件对象。Oracle 数据库出于多种目的收
集这些统计数据，这些目的中包括做出自行管理决策。有关启用 AWR 和生成 AWR
报告的信息，请参见以下指南。
启用 AWR 统计数据收集
◆

通过设置初始化参数为数据库和操作系统统计数据指定收集级别：
STATISTICS_LEVEL：
■

TYPICAL：默认设置。此设置确保收集数据库自管理功能所需的所有主要
统计数据并提供最佳整体性能。该默认值应适用于大多数环境。

■

ALL：向使用 TYPICAL 设置收集的统计数据集中添加了其他统计数据。其
他统计数据为计时 OS 统计数据和计划执行统计数据。

■

BASIC：禁用对 Oracle 数据库功能所需的许多重要统计数据的收集。

Symantec 建议设置 STATISTICS_LEVEL = typical。此参数可在数据库联机时进行
动态更改。
更改 STATICS_LEVEL
◆

使用以下命令：
SQL> alter system set statistics_level=typical;

AWR 报告显示在两个快照间（或两个时间点间）捕获的数据。AWR 报告划分为多
个部分。HTML 报告包括可用于在各个部分之间快速导航的链接。报告的内容包含
选定快照范围内系统的工作负载配置文件。
针对快照 ID 的范围生成 HTML 报告或文本报告

1

在 SQL 提示下运行 awrrpt.sql 脚本：
SQL> @$ORACLE_HOME/rdbms/admin/awrrpt.sql

2

指定是否需要 HTML 报告或文本报告。
Enter value for report_type: text

3

指定要列出快照 ID 的天数。
Enter value for num_day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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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显示列表后，将提示您为工作负载储存库报告输入开始和结束快照 ID。
Enter value for begin_snap: 150
Enter value for end_snap: 160

5

接受默认报告名称或输入报告名称。在以下示例中，接受默认名称：
Enter value for report_name:
Using the report name awrrpt_1_150_160

生成工作负载储存库报告。
可以使用 AWR 报告识别移动到备选存储的候选表或索引。AWR 报告包含两个对子
文件 SmartTier 很有用的部分。对于对象到所需层的直接移动，可以使用 AWR 报
告的区段统计数据部分。以下是 TPCC 工作负载的示例。使用区段统计数据，可将
热表/索引移动到 SSD 层。
表 24-1

物理读取的区段示例

所有者

表空间名称

对象名称

对象类型

物理读取

百分数总计

TPCC

USERS

ITEM_ID

INDEX

13,551

43.59

TPCC

USERS

ITEM

TABLE

7,718

24.83

TPCC

USERS

CUSTOMER

TABLE

4,403

14.16

TPCC

USERS

STOCK

TABLE

3,692

11.88

TPCC

USERS

ORDERS

TABLE

352

1.13

在以上报告的示例区段中，ITEM_ID 和 ITEM 是用于重定位到更高的性能层的两个
最有可能的备选项。用于重定位的命令是：
$ dbdst_obj_mov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
-i ITEM_ID -c SSD_TIER
$ dbdst_obj_mov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
-t ITEM -c SSD_TIER

有关使用 dbdst_obj_move 命令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53 页的“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优化子文件数据库对象的放置”。

将使用多的数据库区段重定位到性能较高的层
当重定位整个数据文件不实用时，可以使用子文件存储分层将使用多的数据库区段
或对象重定位到性能较高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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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下过程中的示例值，请参见表 24-1 中的信息
以下示例中的命令查询 dba_segments 和 dba_extents 并为给定的表/索引准备扩展
区列表。将利用扩展区信息生成一个包含（文件、偏移）的列表。此列表被移交给
fsppadm 以执行子文件实施。
将使用多的数据库区段重定位到高性能层

1

使用 Oracle AWR 报告确定数据库中最活跃的对象或区段。

2

确定将它们重定位到性能较高的层需要的大小。

3

要确保使用最新的 SFDB 储存库，请运行 dbed_update。

4

运行此命令将表 emp 移动到 SSD 层。
$ dbdst_obj_move -S PROD -H /ora11ghome -t EMP -c SSD

以下示例中的命令显示了指定的表/索引所在的数据文件集。如果基础文件系统是多
卷文件系统，它将显示对应的卷和层名称。
验证数据库区段是否已重定位到正确的层
◆

运行以下命令查看重定位的表：
$ dbdst_obj_view -S PROD -H /ora11ghome -t EMP

有关使用 dbdst_obj_move 命令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53 页的“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优化子文件数据库对象的放置”。

将旧的表数据重定位到成本较低的层或辅助层
在诸如 TELCO 应用程序等某些数据库中，呼叫详细记录 (CDR) 累计非常迅速。为
了便于管理，这些记录必须保存几年，从而导致数据库的大小的增长速率非常快。
如果 CDR 表已分区，则可以将旧的分区重定位到成本较低的层。然而，如果 CDR
表格没有分区，则需要其他备选方法。下面介绍了一种可能的备选方法。
根据需要分配 CDR 表的扩展区。这意味着扩展区 100 创建的时间比扩展区 900 早
得多。此外还意味着扩展区 100 中的 CDR 记录的活动比较少。使用 dba_extents
和 dba_segments 字典表可以从 extent-id 生成文件、偏移和长度信息。利用此信
息，您可以将已识别的文件部分重定位到辅助层。
将旧的表数据重定位到成本较低的层或辅助层

1

使用 Oracle AWR 报告确定数据库中活动较少的对象或区段。

2

确定可以将活动较少的对象或区段重定位到其中的存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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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确保使用最新的 SFDB 储存库，请运行 dbed_update。

4

运行以下命令将表 CDR_100 移动到 tier-2。
$ dbdst_obj_move -S PROD -H /ora11ghome -t CDR_100 -c tier-2

以下示例中的命令显示了指定的表/索引所在的数据文件集。如果基础文件系统是多
卷文件系统，它将显示对应的卷和层名称。
验证数据库区段是否已重定位到正确的层
◆

运行以下命令查看重定位的表：
$ dbdst_obj_view -S PROD -H /ora11ghome -o CDR_100

有关使用 dbdst_obj_move 命令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53 页的“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优化子文件数据库对象的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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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文件和数据库以优化
存储成本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压缩的文件和数据库

压缩的文件和数据库
压缩文件有助于减少数据库环境中的存储成本。 对于 Oracle 数据库，压缩为减少
存档日志、分区表和偶尔访问的表空间和数据文件的存储成本增加了巨大价值。 数
据库文件的压缩比取决于数据文件中存储的对象的类型。 Oracle 通常将表和索引存
储在数据文件中，此种情况下，压缩比取决于与表和索引中的关键字类型相关联的
列的类型。此外，Oracle 还能够通过安全文件功能将非结构化数据（例如，XML、
电子表格、MS Word 文档和图片）存储在表中。这些类型的非结构化数据非常适用
于压缩。对于存档日志，您可以实现高达 90% 的压缩比，对于 Oracle 数据文件和
索引，您可以实现大约 50% 到 65% 的压缩比。
Oracle 数据库文件可以在该数据库处于活动状态时根据需要压缩和解压缩，但这会
对数据库性能产生巨大影响。当 Oracle 数据库处于联机状态并积极处理文件事务
时，压缩不会缩短 I/O 响应时间，但会以无缝方式运行。 压缩以无缝方式与高级
I/O 方法（例如，直接 I/O、异步 I/O、并发 I/O、ODM 和缓存 ODM）协作。 对数
据文件的任何更新和新插入都会导致解压缩与该写入相关的文件部分。 查询会在内
存中解压缩数据，而文件仍会保持压缩状态。
注意：无法压缩 Quick I/O 文件。
您可以以 DBA 用户身份运行 vxcompress 命令。
下列用例适用于数据库：
■

支持的数据库版本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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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缩存档日志

■

压缩只读表空间

■

压缩偶尔访问的表分区

■

压缩偶尔访问的数据文件

■

在 Oracle 数据库中压缩文件的最佳实践

支持的数据库版本和环境
您可以在 Oracle 10gR2、11gR1 和 11gR2 中使用压缩文件。
Storage Foundation (SF)、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FHA)、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SF Oracle RAC) 和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SFCFSHA) 中均支持压缩。 在群集环境中（如 SF
Oracle RAC 和 SFCFSHA）中，Symantec 建议在具有最少负载的节点上压缩文
件。 在快速故障转移 SFCFSHA 环境中，Symantec 建议在数据库处于脱机状态的
被动节点上压缩文件。

压缩存档日志
存档日志是恢复数据库所需的关键文件。 在繁忙的联机事务处理 (OLTP) 数据库
中，每天会生成数吉字节的存档日志。 公司准则通常规定将存档日志保留若干天。
Oracle 存档日志是只读文件，并且不会在生成之后更新。Oracle 在恢复时按顺序读
取存档日志。因此，存档日志非常适用于压缩，并且可高度压缩存档日志。
下面的示例过程压缩某一天之前的所有存档日志。
压缩某一天之前的所有存档日志

1

作为 Oracle DBA，运行以下查询并获取存档日志位置：
SQL> select destination from v$archive_dest where status = 'VALID'
and valid_now = 'YES';

假定 /oraarch/MYDB 为存档日志目标。

2

压缩某一天之前的所有存档日志：
$ find /oraarch/MYDB -mtime +1 -exec /opt/VRTS/bin/vxcompress {} \;

您可以通过 cron 等调度程序每天运行此步骤。

压缩只读表空间
在大型数据库环境中，常见做法是将没有任何更改的静态表空间保留为只读模式。
只读表空间的主要用途是消除备份和恢复较大的静态数据库部分的需要。 只读表空

267

压缩文件和数据库以优化存储成本
压缩的文件和数据库

间还提供了一种保护历史数据的方法，以免用户修改这些数据。 将表空间设置为只
读可防止更新表空间中的所有表和对象，而不管用户的更新权限级别如何。 这些类
型的只读表空间非常适用于压缩。 在某些情况下（例如，月底报告），可能会针对
这些只读表空间执行大型查询。为了使此报告以更快速度运行，您可以根据需要解
压缩表空间，然后再运行每月报告。
在下面的示例中，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将其库存分为两个表空间： winter_items 和
summer_items。 在春季季末时，您可以压缩 winter_item 表空间并解压缩
summer_item 表空间。 您可以在夏季季末时执行相反操作。 下面的示例过程执行
这些任务。
根据季节压缩和解压缩表空间

1

使用 SQL 获取每个表空间中的文件的列表，并将结果存储在 summer_files
和 winter_files 文件中：
SQL> select file_name from dba_data_files where
tablespace_name = 'WINTER_ITEM';

将结果存储在 winter_files 文件中。
SQL> select file_name from dba_data_files where
tablespace_name = 'SUMMER_ITEM';

将结果存储在 summer_files 文件中。

2

压缩 winter_files 文件：
$ /opt/VRTS/bin/vxcompress `/bin/cat winter_files`

3

解压缩 summer_files 文件：
$ /opt/VRTS/bin/vxcompress -u `/bin/cat summer_files`

压缩偶尔访问的表分区
分区表是经常用于大型 Oracle 数据库的功能。 由于分区有助于并行处理使用并行
查询的事务，因此表分区可改进数据库查询和更新。 分区还可以简化数据库维护，
并提高表的可用性。 如果分区已关闭，表的相应部分将脱机，而其余表部分仍会保
持联机。 在电信环境中，常见做法是根据月份或季度对“call_details”表进行分
区。 随着分区使用期限的增加，分区中的内容越来越不活跃。 新记录将添加到新
分区中，并且不会更新以前的季度记录。 由于电信数据库往往非常大，因此压缩去
年的数据可节省许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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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示例中，假定根据季度对表“CALL_DETAIL”进行分区，并且分区名称
为 CALL_2010_Q1、CALL_2010_Q2 和 CALL_2011_Q1，依此类推。 您可以在
2011 年第一季度中压缩 CALL_2010_Q1 数据。
压缩 CALL_2010_Q1 分区

1

使用 SQL 可以检索 CALL_2010_Q1 分区包含的文件名：
SQL> select tablespace_name from dba_tab_partitions
where table_name = 'CALL_DETAIL' and partition_name = 'CALL_2010_Q1';

假定查询返回“TBS_2010_Q1”。

2

将名称存储在 my_compress_files 文件中：
SQL> select file_name from dba_data_files where
tablespace_name = 'TBS_2010_Q1';

将结果存储在 my_compress_files 文件中。

3

压缩文件：
$ /opt/VRTS/bin/vxcompress `/bin/cat my_compress_files`

压缩偶尔访问的数据文件
许多客户数据库都未采用 Oracle 分区功能。如果未采用分区功能，则可以使用
Oracle 目录查询标识不是非常活跃的数据文件。您可以定期查询目录表，并标识和
压缩最不活跃的数据文件，如下面的示例过程所示。
标识并压缩最不活跃的数据文件

1

查询 v$filestat 并标识最不活跃的数据文件：
SQL> select name, phyrds + phywrts 'TOT_IO' from v$datafile d
and v$filestat f where d.file# = f.file# order by TOT_IO;

2

从报告中选择 I/O 活动最少的文件，并压缩这些文件：
$ /opt/VRTS/bin/vxcompress file1 file2 file3 ...

3

定期重新运行查询，确保压缩文件的 I/O 活动未增加。如果 I/O 活动增加，请
解压缩这些文件：
$ /opt/VRTS/bin/vxcompress -u file1 file2 file3 ...

269

压缩文件和数据库以优化存储成本
压缩的文件和数据库

在 Oracle 数据库中压缩文件的最佳实践
即使 Oracle 数据库在压缩文件时正常运行，而未生成任何错误，压缩文件增加的
I/O 也会降低数据库的性能。请在压缩 Oracle 数据文件时使用下列准则：
■

切勿压缩数据库控制文件。

■

切勿压缩 TEMPORARY 表空间包含的文件。

■

切勿压缩 SYSTEM 和 SYSAUX 表空间包含的文件。

■

定期监视压缩文件的 I/O 活动，并在 I/O 活动增加时解压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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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Compression Advisor 工具

■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压缩 Oracle 存档日志

■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显示压缩候选数据文件

■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压缩 Oracle 数据文件

■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显示压缩的数据文件

■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解压缩 Oracle 数据文件

■

Compression Advisor 命令参考

关于 Compression Advisor 工具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提供了 vxcompress 实用程序，可用来压缩对基础应用
程序透明的各个文件。读取压缩文件的应用程序会自动接收仅在内存中解压缩的未
压缩数据；磁盘上的数据仍保留为压缩状态。如果应用程序写入到某个压缩文件，
则该文件的各个部分在磁盘上解压缩。
Compression Advisor 可为 Oracle 单一实例和 Oracle RAC 环境中的 Oracle 数据
库文件提供扩展的压缩功能。您可以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来实现以下操作：
■

在不影响数据库性能的情况下，显示为节省存储空间而压缩的 Oracle 数据文件。

■

压缩并解压缩数据文件。

■

压缩在指定天数之前或更早的日期生成的存档日志。

■

显示压缩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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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ssion Advisor 命令 sfae_comp_adm 位于 /opt/VRTS/bin 目录中，应由
DBA 用户运行。
注意：如果您已在数据库中执行了 FileSnap 操作，则无法在数据库中使用压缩功
能。
请参见第 275 页的“Compression Advisor 命令参考”。
请参见第 272 页的“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压缩 Oracle 存档日志”。
请参见第 273 页的“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显示压缩候选数据文件”。
请参见第 273 页的“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压缩 Oracle 数据文件”。
请参见第 274 页的“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显示压缩的数据文件”。
请参见第 275 页的“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解压缩 Oracle 数据文件”。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压缩 Oracle 存档日志
Oracle 存档日志是只读文件，并且不会在生成之后更新。Oracle 在恢复时按顺序读
取存档日志。存档日志非常适用于压缩，并可进行高度压缩。
您可以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命令 sfae_comp_adm 来压缩存档日志。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压缩存档日志
◆

使用以下命令。

$ sfae_comp_adm -o compress_archive_logs -n 2 -d /arch/sfaedb
Compressing
Compressing
Compressing
Compressing
Compressing
Compressing
Compressing
Compressing
Compressing

file
file
file
file
file
file
file
file
file

/arch/sfaedb/1_4_773425912.dbf
/arch/sfaedb/1_2_767364459.dbf
/arch/sfaedb/1_3_773425912.dbf
/arch/sfaedb/1_2_773425912.dbf
/arch/sfaedb/1_4_767364459.dbf
/arch/sfaedb/1_3_767364459.dbf
/arch/sfaedb/1_5_773425912.dbf
/arch/sfaedb/1_1_773425912.dbf
/arch/sfaedb/1_6_773425912.dbf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on
on
on
on
on
on
on
on
on

/arch/sfaedb
/arch/sfaedb
/arch/sfaedb
/arch/sfaedb
/arch/sfaedb
/arch/sfaedb
/arch/sfaedb
/arch/sfaedb
/arch/sfaedb

此命令可压缩两天以前或在更早日期生成的所有存档日志，也可压缩属于目标
/arch/sfaedb 的所有存档日志。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Compression Advisor 工具”。
请参见第 275 页的“Compression Advisor 命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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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显示压缩候选数据文件
您可以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识别在不影响数据库性能的情况下能够压缩的
Oracle 数据文件。为此，Compression Advisor 会使用 Oracle Automatic Workload
Repository (AWR) 快照。建议使用在 AWR 快照中 I/O 活动显示为最低的数据文件
进行压缩。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显示候选数据文件
◆

使用以下命令。
$ sfae_comp_adm -o display -t tbs1
Tablespace

Filename

TBS1
TBS1

/data/sfaedb/tbs1_2.dbf
/data/sfaedb/tbs1_1.dbf

Amount of
Data Read
(bytes)
302
1246

Amount of
Data Written
(bytes)
344
6064

此命令可在表空间 TBS1 中显示数据文件。输出表会以 I/O 活动的升序来显示，
这样，I/O 活动最少的数据文件就会显示在第一行。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Compression Advisor 工具”。
请参见第 275 页的“Compression Advisor 命令参考”。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压缩 Oracle 数据文件
您可以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来压缩指定的 Oracle 数据文件，从而节省存储
成本。通过压缩候选数据文件信息，确定可以压缩的数据文件。 您可以指定一个要
压缩的数据文件的名称，也可以使用 -f 选项来指定一个文件名称，其中包含要压
缩的一系列数据文件。如果您使用 SmartTier，则可以指定一个在其上的所有数据
文件都可压缩的层。
以下数据文件没有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进行压缩。如果尝试对任何这些数据
文件进行压缩，将导致出现一条警告消息。如果您指定了一组数据文件，且其中的
任何文件属于以下任一类别，则这些数据文件不会被压缩，并会生成一条警告消
息。
■

属于 SYSTEM 表空间的数据文件

■

属于 SYSAUX 表空间的数据文件

■

Oracle 临时文件

■

属于 UNDO 表空间的数据文件

■

不属于给定 Oracle 实例的数据文件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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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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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上的文件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压缩数据文件
◆

使用以下命令。
$ sfae_comp_adm -o compress_datafiles -t ARCHIVE
Finding datafiles on tier ARCHIVE,
please be patient as this may take a while ...
Found on tier ARCHIVE, following datafiles:
/datavset/mytbs5.dbf
/datavset/mytbs4.dbf
/datavset/mytbs1.dbf
/datavset/mytbs2.dbf
/datavset/mytbs3.dbf
Compressing
Compressing
Compressing
Compressing
Compressing

file
file
file
file
file

/datavset/mytbs5.dbf
/datavset/mytbs4.dbf
/datavset/mytbs1.dbf
/datavset/mytbs2.dbf
/datavset/mytbs3.dbf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on
on
on
on
on

/datavset
/datavset
/datavset
/datavset
/datavset

此命令可压缩位于 ARCHIVE 层上的所有数据文件。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Compression Advisor 工具”。
请参见第 275 页的“Compression Advisor 命令参考”。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显示压缩的数据文件
您可以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显示 Oracle 压缩数据文件的列表。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显示压缩数据文件
◆

使用以下命令。
$ sfae_comp_adm -o display -c
Tablespace

Filename

Filesize

TBS1
TBS1
USERS

/data/sfaedb/tbs1_2.dbf
/data/sfaedb/tbs1_1.dbf
/data/sfaedb/users01.dbf

1.01 MB
112 KB
5.01 MB

Compression
Ratio (%)
99.51%
99.11%
78.98%

Total storage saving 5.15 MB (92.54%)

此命令可显示压缩数据文件。最后一行概述显示节省的存储空间量。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Compression Advisor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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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75 页的“Compression Advisor 命令参考”。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解压缩 Oracle 数据文件
您可以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解压缩指定的 Oracle 数据文件。您可以指定一
个要解压缩的数据文件的名称，也可以使用 -f 选项来指定一个文件名称，其中包
含要解压缩的一系列数据文件。如果您使用 SmartTier，则可以指定一个在其上的
所有数据文件都可解压缩的层。
使用 Compression Advisor 解压缩数据文件
◆

使用以下命令。
$ sfae_comp_adm -o uncompress_datafiles -t ARCHIVE
Finding datafiles on tier ARCHIVE,
please be patient as this may take a while ...
Found on tier ARCHIVE, following datafiles:
/datavset/mytbs5.dbf
/datavset/mytbs4.dbf
/datavset/mytbs1.dbf
/datavset/mytbs2.dbf
/datavset/mytbs3.dbf
Uncompressing
Uncompressing
Uncompressing
Uncompressing
Uncompressing

file
file
file
file
file

/datavset/mytbs5.dbf
/datavset/mytbs4.dbf
/datavset/mytbs1.dbf
/datavset/mytbs2.dbf
/datavset/mytbs3.dbf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resides

on
on
on
on
on

/datavset
/datavset
/datavset
/datavset
/datavset

此命令可解压缩位于 ARCHIVE 层上的所有数据文件。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Compression Advisor 工具”。
请参见第 275 页的“Compression Advisor 命令参考”。

Compression Advisor 命令参考
下面介绍了 sfae_comp_adm 命令语法，并在表 26-1 中列出了其选项。
sfae_comp_adm [ -S ORACLE_SID ] [ -H ORACLE_HOME ]
-o compress_archive_logs [ -n N ] [ -d DESTINATION ]
sfae_comp_adm [ -S ORACLE_SID ] [ -H ORACLE_HOME ]
-o { compress_datafiles | uncompress_datafi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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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FILE1 [ DATAFILE2 ... ]
sfae_comp_adm [ -S ORACLE_SID ] [ -H ORACLE_HOME ]
-o { compress_datafiles | uncompress_datafiles }
-f LISTFILE
sfae_comp_adm [ -S ORACLE_SID ] [ -H ORACLE_HOME ]
-o { compress_datafiles | uncompress_datafiles }
-t TIER
sfae_comp_adm [ -S ORACLE_SID ] [ -H ORACLE_HOME ]
-o display [ -n N ] [ -t TABLESPACE ] [ -c ]

表 26-1

Compression Advisor 命令选项

选项

用途

-S ORACLE_SID

指定 ORACLE_SID，它是要使用的 Oracle
数据库的 SID。您可以使用环境变量
ORACLE_SID 设置环境中的此值。

-H ORACLE_HOME

指定 ORACLE_HOME，它是要使用的 Oracle
实例的 HOME。您可以使用环境变量
ORACLE_HOME 设置环境中的此值。

-o compress_archive_logs

压缩指定的存档日志。

-d DESTINATION

与 -o compress_archive_logs 配合使
用。
压缩从指定目标生成的存档日志。如果您的
数据库配置为存档到多个目标，那么默认情
况下，所有目标上的存档日志都将被压缩。

-o compress_datafiles

压缩指定的数据文件。

-o uncompress_datafiles

解压缩指定的数据文件。

-f LISTFILE

与 -o compress_datafiles 或 -o
uncompress_datafiles 配合使用。
指定一个文件，使其包含要压缩或解压缩的
数据文件的名称，每个数据文件的名称占用
一行。

-o display

显示能够压缩的候选数据文件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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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用途

-t TIER

■

-t TABLESPACE

■

当与 -o compress_datafiles 或 -o
uncompress_datafiles 配合使用时：
指定存储层，该存储层的所有数据文件都
将被压缩或解压缩。
当与 -o display 配合使用时：
指定表空间，其中作为候选压缩对象的所
有数据文件都将显示。

-n N

■

■

当与 -o compress_archive_logs 配
合使用时：
压缩 N 天前或在更早的日期生成的存档日
志。如果您指定 N 为 0，则压缩所有存档
日志。默认值为 1。
当与 -o display 配合使用时：
指定可以显示的文件的数量。默认值为
10。

-c

与 -o display 配合使用。
显示压缩数据文件的列表。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Compression Advisor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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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Oracle 灾难恢复

■

27. 在复制环境中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

28. 在复制环境中使用卷快照

27
在复制环境中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部署 SF 数据库工具

■

在 Volume Replicator (VVR) 环境中对 Oracle 数据库使用数据库加速器

■

关于在 Oracle Data Guard 中部署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关于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VVR) 部署 SF 数据库
工具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扩展了 Storage Foundation Enterprise
产品的优势，增强了特定于数据库的功能，以提供 Oracle 数据库服务器的性能、可
用性和可管理性。SFDB 工具提供以下方法：
■

对于 AIX、 和 Solaris：
Qick IO、缓存 Quick IO、ODM 和缓存 ODM 等增强的 IO 方法，可增强数据库
性能
对于 Linux：
ODM 和缓存 ODM 等增强的 IO 方法，可增强数据库性能

■

生成时间点副本文件系统检查点和卷快照

■

通过卷快照创建克隆数据库

■

从给定的文件系统检查点执行数据库回滚

在复制环境中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在 Volume Replicator (VVR) 环境中对 Oracle 数据库使用数据库加速器

■

使用 SmartTier for Oracle 执行存储分层

Volume Replicator (VVR) 是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一个选件，以
VxVM 的完全集成组件的形式工作。VVR 受益于 VxVM 的健壮性、易用性和高性
能，同时也向 VxVM 中增加了复制功能。
VVR 能够：
■

复制现有 VxVM 配置

■

在应用程序处于活动状态时透明地进行配置

■

将位于源位置的卷上的应用程序写入复制到任何距离的一个或多个远程位置

■

在远程位置提供应用程序数据的一致副本

如果源位置发生灾难，您可以使用远程位置上的应用程序数据副本，并在该远程位
置重新启动此应用程序。本节介绍如何在远程 VVR 站点使用 SFDB 工具。
有关如何为 Oracle 数据库环境设置和配置 VVR 复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Veritas InfoScale 7.0 Replication 管理指南》。

在 Volume Replicator (VVR) 环境中对 Oracle 数据库
使用数据库加速器
数据库加速器是一种用来提高数据库性能的、支持快速 I/O 的方法：
■

Oracle Disk Manager (ODM)

■

Cached Oracle Disk Manager (CODM)

■

Quick I/O (QIO)

■

缓存 Quick I/O (CQIO)

在由 Volume Replicator (VVR) 复制的全局环境中使用 SFDB 工具时：
■

在远程站点上对 Oracle 使用数据库加速器不要求复制 SFDB 存储库，因此不需
要复制该存储库。

■

无需在主站点和远程站点上使用相同的 I/O 方法。但是，如果在远程站点上需要
相同的应用程序性能，则可能需要在远程站点上使用相同的 I/O 方法。

■

由于复制了 Quick IO 文件，因此无需运行 SFDB 命令 qio_getdbfiles 和
qio_convertdbfiles。

结合使用数据库加速器和 Oracle 的最佳做法：
■

确保在主站点和远程站点上使用同一版本的 Oracle。

■

确保通过链接远程站点上正确的 ODM 库来启用 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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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远程站点上 Quick IO 文件将作为 Quick IO 文件进行复制，因此不需要额外的
配置。但是，如果使用缓存 Quick IO，并且要在远程站点上使用缓存 Quick IO，
则需要使用 qioadmin 命令更改装入属性并且需要将 /etc/vx/qioadmin 文件从主
站点复制到远程站点。

注意：Linux 不支持 Quick I/O 和缓存 Quick I/O。

关于在 Oracle Data Guard 中部署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SFDB 工具功能已经过扩展，可以支持 Oracle Data Guard 环境中的备用数据库。
Oracle Data Guard 术语：
■

主节点数据库： 也称为“生产数据库”，大多数用户应用程序都访问该数据库。

■

备用数据库： 备用数据库是主数据库的事务一致性副本。

■

Data Guard 配置： Data Guard 配置包括一个生产数据库和一个或多个备用数
据库。

■

物理备用数据库： 与主节点数据库在物理上相同的副本，具有与主节点数据库
相同（块级别）的磁盘上数据库结构。

以下时间点副本方法可在物理备用数据库中使用：
■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对于使用 Oracle Data Guard 克隆备用的读写访问数据库：
■

物理备用数据库为只读数据库。在正常情况下，由于无法更新其内容，它们提
供的实用价值有限。

■

使用 Data Guard 支持功能，DBI 命令可以将只读备用数据库克隆到可写数据库
中。

在使用 Oracle Active Data Guard 功能的环境中，必须在备用数据库上显式停止重
做日志应用程序，然后才能捕获数据库快照。
在 Active Data Guard 环境中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1

停止重做日志应用。
例如：
SQL>ALTER DATABASE RECOVER MANAGED STANDBY DATABASE CANCEL;

2

运行 dbed_up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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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并验证快照计划。

4

捕获快照。

5

启动重做日志应用。
例如：
SQL>ALTER DATABASE RECOVER MANAGED STANDBY DATABASE DISCONNECT;

6

克隆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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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制环境中使用卷快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将卷快照用于 VVR 的注意事项

■

在 VVR 设置中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

在 VVR 设置中创建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

在复制角色转移后使用 vxsfadm 的注意事项

将卷快照用于 VVR 的注意事项
如果您计划在 Volume Replicator (VVR) 设置中使用空间优化快照或第三镜像断开
快照，并在该设置中将主节点主机上的 Oracle 数据库复制到辅助节点主机，那么需
要考虑 SFDB 工具的以下注意事项。
■

在 Storage Foundation 堆栈中运行 Oracle 单实例数据库，并将所有卷放置在一
个磁盘组中。

■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复制数据卷和存档日志卷。

■

所有应用程序卷均位于一个重复卷组 (RVG) 中。

■

对于 VVR 辅助站点上的快照或克隆，支持 instant 和 online 快照模式。Instant
模式快照不支持 Oracle RAC 数据库。因此，如果您计划使用 instant 模式快照，
则主 VVR 站点必须仅使用 Oracle 的单个实例配置。

■

支持复制到多个辅助节点主机。

在 VVR 设置中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要在基于 Volume Replicator (VVR) 的复制环境中使用优化空间快照，您需要在主
节点主机上生成快照配置，并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该配置。
图 28-1 说明了可使用优化空间快照的复制数据库设置。

在复制环境中使用卷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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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1

优化空间快照 - 复制数据库设置

主节点

辅助节点
DataRVG

DataRVG

数据卷

数据卷

应用程序克隆 1

复制处于启
用状态
存档日志卷

存档日志卷

应用程序克隆 2

缓存对象

在 VVR 设置中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1

在主节点主机上，为辅助节点主机生成快照配置。
$ opt/VRTSdbed/bin/vxsfadm -a oracle -o getvvrinfo
Gathering offline data...
ORACLE_SID
REPLICATION_ROLE
REPLICATION_DG_VOL
SNAPSHOT_TIME

=
=
=
=

Done

sfaedb
secondary
orasecondarydg,orasecondarydg2:datavol
Wed Feb 15 09:50:17 2012

Configuration file /tmp/config1 is ready.
Use this configuration file on replication
secondary site for cloning application instance.

注意：您不需要指定配置名称和复制角色。可在任何辅助站点上对 online 模式
或 instant 模式的快照使用同一配置文件。

2

将新生成的快照配置从主节点主机复制到辅助节点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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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助节点主机上，验证快照配置，然后创建快照。
$ /opt/VRTS/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o valid -c config1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space-optimized snapshot:
ORACLE_SID
= sfaedb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APP_MODE
= online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space-optimized snapshot:
REPLICATION_DG_VOL
= orasecondarydg,orasecondarydg2:datavol
CACHE_OBJECT
= cacheobj
Replicated data volumes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atavol of diskgroup orasecondarydg.
SNAPSHOT_VOL_PREFIX
= SNAP_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 opt/VRTS/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o snap -c config1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s for data volumes ...

Done

验证辅助节点主机上的快照配置后，便可以在辅助节点主机的本地执行克隆和
销毁等操作。

4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优化空间快照创建克隆。
$ /opt/VRTS/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o clone -c config1
Generated mount path: /var/tmp/az8EHWQpVe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Preparing parameter file for clone database ...
Mounting clone database ...
Starting database recovery ...
Clone database sfaHrtyd is open.

Done
Don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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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当您不再需要克隆数据库时，请卸载并销毁该数据库。
$ /opt/VRTS/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o unmount -c config1
Shutting down clone database sfaHrtyd ...
Database shut down.
Un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 /opt/VRTS/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o destroy -c config2
Destroying snapshot volumes ...

6

Done

重新启动克隆数据库。
bash-2.05b$ /opt/VRTS/bin/vxsfadm -s sos -a oracle -c config1\
-o clone --clone_name clones --clone_path /tmp/clones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Starting clone database clones ...
Clone database started.

Done

复制角色转移后，可以使用 vxsfadm 命令。
请参见第 290 页的“在复制角色转移后使用 vxsfadm 的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292 页的“vxsfadm 命令参考”。
请参见第 298 页的“优化空间快照 - 配置参数”。
请参见第 300 页的“优化空间快照支持的操作”。

在 VVR 设置中创建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要在基于 Volume Replicator (VVR) 的复制环境中使用联机第三镜像断开 (FlashSnap)
快照，您需要在主节点主机上生成快照配置，并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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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VR 设置中创建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1

在主节点主机上，为辅助节点主机生成快照配置。
$ opt/VRTSdbed/bin/vxsfadm -a oracle -o getvvrinfo
Gathering offline data...
ORACLE_SID
REPLICATION_ROLE
REPLICATION_DG_VOL
SNAPSHOT_TIME

=
=
=
=

Done

sfaedb
secondary
orasecondarydg,orasecondarydg2:datavol
Wed Feb 15 09:50:17 2012

Configuration file /tmp/config.aTKYn is ready.
Use this configuration file on replication
secondary site for cloning application instance.

注意：您不需要指定配置名称和复制角色。同一配置文件可在 online 模式或
instant 模式快照的任何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

2

将新生成的快照配置从主节点主机复制到辅助节点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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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助节点主机上，验证快照配置。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a oracle \
--name flash3 -o valid -c config.aTKYn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ORACLE_SID
= sfaedb
ORACLE_HOME
= /home/ora11gr2/app/ora11gr2/product
/11.2.0/dbhome_1
APP_MODE
= online
SNAPSHOT_ARCHIVE_LOG
= yes
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space-optimized snapshot:
REPLICATION_DG_VOL
= orasecondarydg:datavol
CACHE_OBJECT
= co
Replicated volumes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atavol of diskgroup orasecondarydg.
Volume/volume-set archvol of diskgroup orasecondarydg.
SNAPSHOT_VOL_PREFIX
= SNAP_
SNAPSHOT_DG_PREFIX
= SNAP_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验证辅助节点主机上的快照配置后，便可以在辅助节点主机的本地执行克隆和
销毁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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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一个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a oracle \
--name flash3 -o snap -c config.aTKYn
snapshot started at Wed Feb 15 14:02:34 2012.
Initiating snapshot from Primary site ...
Message from Primary:
Putting database in backup mode ...
Message from Primary:
Taking database out of backup mode ...
Flushing online redo logs ...
Sending IBC message to Secondary ...
Message from Host system1.example.com: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s for data volumes ...
Message from Host system1.example.com:
Receiving IBC message from Primary ...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 for archivelog volume ...
Copy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to snapshot volume ...
Crea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e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SNAP_orasecondarydg
snapshot ended at Wed Feb 15 14:02:55 2012.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将卷快照重新同步到原始卷。
$ /opt/VRTS/bin/vxsfadm -s flashsnap -a oracle \
--name flash3 -o resync -c config.aTKYn
resync started at Wed Feb 15 14:16:47 2012.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Joining snapshot diskgroups to original diskgroups ...
Reattaching snapshot volumes to original volumes ...
resync ended at Wed Feb 15 14:16:58 2012.

Done
Done
Done

注意：如果存在使用 FlashSnap 快照作为黄金映像创建的空间优化快照，则无
法重新同步该 FlashSnap 快照。
请参见第 195 页的“使用 FlashSnap 快照创建多个克隆”。
复制角色转移后，可以使用 vxsfadm 命令。
请参见第 290 页的“在复制角色转移后使用 vxsfadm 的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292 页的“vxsfadm 命令参考”。
请参见第 295 页的“FlashSnap - 配置参数”。

在复制环境中使用卷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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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97 页的“FlashSnap 支持的操作”。
请参见第 298 页的“优化空间快照 - 配置参数”。
请参见第 300 页的“优化空间快照支持的操作”。

在复制角色转移后使用 vxsfadm 的注意事项
当主节点角色迁移或故障转移到辅助站点时，可以使用 vxsfadm 命令。复制主节点
角色从主站点转移到辅助站点后，可以在辅助站点上使用在主站点上创建的文件系
统级别快照、存储检查点和 FileSnap 快照。但是，在新的主站点上无法使用卷级别
快照（第三镜像断开快照和优化空间快照）。要在角色转移后使用 vxsfadm 命令，
必须在复制站点或辅助站点上验证在主站点上生成的快照配置。当主节点角色转移
回原始主节点主机时，也可以使用 vxsfadm 命令。
必须满足下列要求，才能在主节点角色转移之后使用 vxsfadm 命令：
■

应用程序键（如 ORACLE_SID）在复制角色转移过程中或之后均未修改。

■

SFDB 储存库在复制角色转移后可用。您可以使用储存库备份工具确保储存库的
可用性。

请参见第 292 页的“vxsfadm 命令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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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命令参考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vxsfadm 命令参考

■

FlashSnap 参考

■

优化空间快照参考

■

FileSnap 参考

■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参考

vxsfadm 命令参考
vxsfadm 是可用于对 Oracle 数据库执行各种时间点副本操作（例如，FlashSnap、

FileSnap、优化空间快照和数据库存储检查点）的命令行实用程序。此实用程序使
用 Storage Foundation 的基础功能执行这些操作。
注意：SFDB 工具不支持在对数据库进行结构性更改（例如，添加或删除表空间，
以及添加或删除数据文件）时创建时间点副本。但是，在创建时间点副本之后，即
可在任何时间创建克隆，而不管数据库的状态如何。
支持 vxsfadm 实用程序的多种数据库配置包括：
■

Oracle 单实例

■

采用脱离主机设置的 Oracle 单实例

■

高可用性设置（VCS 群集）中的 Oracle 单实例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命令参考
vxsfadm 命令参考

■

具有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的 Oracle 单实
例

■

具有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的 Oracle RAC

■

采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或 Oracle Data Guard 的复制设置中的 Oracle

vxsfadm 命令的语法如下：
vxsfadm -s <service_type> -a <application-name> -o <operation>
[ -c config-file ]
[ -r repository-host ]
[ service-specific parameters ]
[ application-specific parameters ]
vxsfadm -s <service-type> -a application-name> -o list
[ service-specific parameters ]
[ application-specific parameters ]
vxsfadm -s <service-type> -a application-name> -o setdefaults
[ service-specific parameters ]
[ application-specific parameters ]

下面是 vxsfadm 参数。
-s service_type

指定时间点副本操作的服务类型。
支持的服务类型为：

-o operation

■

flashsnap ：卷级别快照

■

sos： 优化空间卷级别快照

■

filesnap： 文件级别快照

■

checkpoint： 文件系统检查点

指定要执行的时间点副本操作。支持的操作
因不同服务类型而异。有关服务类型支持的
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各自的 vxsfadm 手
册页。
以下操作通用于所有服务类型：
■

■

-o list：列出指定应用程序的所有配置/
服务。如果指定了 service_type，则会显
示指定 service_type 的所有现有配置。
-o setdefaults：生成可以保存到文件
的默认配置，随后可使用该配置执行其余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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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pplication_name

指定要执行的时间点副本操作所针对的应用
程序。

-c config_file

除 service_type、application_name 和
operation 以外的所有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命令
行选项均可在配置文件中提供。该配置文件
中的信息应采用
PARAMETER_NAME=VALUE 格式。有关某
个服务所支持的参数的信息，请参考各自的
vxsfadm 手册页。

-r repository-host

为脱离主机的操作指定 SFDB 存储库的主机。

service-specific parameters

这些是服务进行处理所需的参数。最重要的
服务特定参数是 --service_name。例如，如
果要创建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flashsnap)，
service_name 参数即为 flashsnap_name，
您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为此参数指定唯一标识
符： --flashsnap_name=dailysnap。此
标识符可用于对该副本执行的所有操作。
这些参数可以在配置文件中提供，也可以在
环境中导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xsfadm 手册页。

应用程序特定参数

这些是应用程序进行处理所需的参数。最重
要的应用程序特定参数是唯一标识应用程序
实例的参数。
例如，如果系统上有两个正在运行的 Oracle
数据库，oracle_sid 和 oracle_home 参数将
唯一标识应用程序实例。这些参数用于特定
应用程序实例的所有时间点副本操作。
这些参数可以在配置文件中提供，也可以在
环境中导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xsfadm 手册页。

注意：在命令行中指定的 vxsfadm 参数将覆盖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参数和在环境中
导出的参数。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参数将覆盖在环境中导出的参数。
可以使用 vxsfadm 日志和错误消息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329 页的“对 SFDB 工具进行故障排除的资源”。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手册页：
vxsfadm-flashsnap(1M), vxsfadm-checkpoint(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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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sfadm-sos(1M), vxsfadm-filesnap(1M)
vxsfadm-oracle-flashsnap(1M), vxsfadm-oracle-sos(1M),
vxsfadm-oracle-checkpoint(1M), vxsfadm-oracle-filesnap(1M)

FlashSnap 参考
本节介绍 FlashSnap 配置参数和支持的操作。

FlashSnap - 配置参数
表 29-1 列出了可在配置文件中提供的 FlashSnap 配置参数。如果您希望在命令行
中指定参数，请参考该表中的“命令行选项”列。
表 29-1

FlashSnap - 配置参数

参数

说明

接受的值

命令行选项

VERSION

配置文件格式的版本。

n.n

不适用

例如：6.0
FLASHSNAP_NAME
(*)
ORACLE_SID
(*)
ORACLE_HOME
(*)
APP_MODE

FlashSnap 配置的唯一标识 字符串
符。
例如： snap1

--flashsnap_name
snap1 或 --name snap1

要创建其快照的数据库的
SID。

字符串

--oracle_sid ora11gr2
或 -S ora11gr2

数据库的 SID 的 Oracle 主
目录。

有效路径

例如： ora11gr2

例如： /oracle/11gr2

应用程序在执行快照操作时 offline
的模式。
online

--oracle_home
/oracle/11gr2 或 -H
/oracle/11gr2
--app_mode offline 或
online 或 instant

instant
PFILE

数据库 pfile 的位置，前提是 pfile 位置
数据库正在使用非标准位置
中的 pfile 运行。

--pfile location

SNAPSHOT_PLEX_TAG

必须属于快照组成部分的
Plex 的 putil2 属性标记的
值。

--snapshot_plex_tag
dbed_snap1 或
--plex_tag dbed_snap1

字符串
例如： dbed_snap1

SNAPSHOT_VOL_PREFIX 创建快照卷名称时卷名称添 字符串
加的前缀字符串。
例如： SNAPVOL_

--snapshot_vol_prefix
SNAPVOL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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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接受的值

SNAPSHOT_DG_PREFIX

创建快照磁盘组名称时磁盘 字符串
组名称添加的前缀字符串。
例如： SNAPDG_

--snapshot_dg_prefix
SNAPDG_

SNAPSHOT_MIRROR

需要断开以构成快照卷的镜 数字
像的数量。

--snapshot_mirror 2 或
--n 2

SNAPSHOT_ARCHIVE_LOG 如果设置了此参数，还会在 Y 或 N
存档日志卷中执行快照操
作。

命令行选项

--snapshot_archive_log
或
--no_snapshot_archive_log

此参数仅适用于 Oracle 数据
库。
SECONDARY_HOST

可装入快照且可克隆应用程 主机名
序的主机。

--secondary_host sys4

PFILE_MOD

用于修改克隆实例初始化参 pfile 的位置。
数的 Oracle pfile 格式的文件
的位置。

--pfile_mod
pfile_location

MAPPED_MOUNTS

应在该处装入快照卷的路
径。

--mapped_mounts
mydg:datavol=/tmp/fsnp

dg1:volume1=path1;
dg2:volume2=path2
例如：
mydg:datavol=/tmp/fsnp;

CLONE_PATH

必须在其中装入快照卷的目 有效路径
录。
/tmp/so1

--clone_path/tmp/so1
或 mountpath/tmp/so1

CLONE_NAME

克隆实例的 Oracle_SID。

--clone_name clone1

字符串
例如： clone1

EXTRA_OBJECTS

快照磁盘组中必须包含的其
他对象的列表。其他对象的
示例：卷、卷集、缓存对
象。

对象的逗号分隔列表，以便 --extra_objects
每个对象按
<dg1>:<vol1>,<dg2>:<vol2>
<diskgroup>:<object> 方式 或 --extra <dg1>:<co1>
指定

REVERSE_
RESYNC_ARCHIVE_LOG

无论存档日志卷是否将反向 是或否（默认值：否）
重新同步。

REVERSE_
RESYNC_RECOVERY

反向重新同步过程中恢复数 自动、手动或
--reverse_resync_recovery
据库的方法。
Auto_Until_SCN（默认值： <value> 或
自动）
--rr_recovery <value>

--reverse_resync_archive_log
<value> 或
--rr_archive_lo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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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 PFILE_MOD 参数指定的路径是执行克隆操作所在的系统的本地路径。
如果执行克隆操作所在的主机不是调用此命令所在的主机，应将参数文件复制到执
行克隆操作所在的主机。

注意：(*) 表示该参数为必需参数。

FlashSnap 支持的操作
表 29-2 列出了使用 vxsfadm 命令可执行的 FlashSnap 操作。
表 29-2

FlashSnap 支持的操作

操作

操作别名

说明

setdefaults

无

生成应用程序的默认配置
文件。

valid

validate

验证配置文件和环境。

snap

snapshot, break

通过断开镜像来捕获快
照，并分割磁盘组。

clone

clonedb

创建应用程序克隆。如果
卸载了克隆，还可以使用
clone 选项重新启动此克
隆。

mount

snapmount

挂接镜像卷。

unmount

umount, snapunmount, snapumount

卸载快照，如果创建了克
隆，则关闭克隆。

destroy

delete, remove

销毁存储库中的
FlashSnap 配置。

resync

无

重新同步镜像卷和主卷。

reverse_resync_begin

rrbegin, rrstart, reverseresyncstart

装入快照卷，并启动
oracle 实例。

reverse_resync_abort

rrabort, rrcancel, reverseresynccancel 结束反向重新同步预览会
话，并还原为原始数据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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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操作别名

说明

reverse_resync_commit rrcommit, rrfinish, reverseresyncfinish 提交在
reverse_resync_begin 操
作中预览的反向重新同步
更改。
preclone

mountDB

执行克隆数据库所需的所
有操作，并在挂接状态下
打开数据库。您需要手动
执行数据库恢复。

list

无

列出可用的快照配置。

优化空间快照参考
本节介绍 FlashSnap 配置参数和支持的操作。

优化空间快照 - 配置参数
表 29-3 列出了可在配置文件中提供的优化空间快照配置参数。如果您希望在命令
行中指定参数，请参考该表中的“命令行选项”列。
表 29-3

优化空间快照 - 配置参数

参数

说明

接受的值

命令行选项

SOS_NAME

快照配置的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sos_name sossnap 或
--name sossnap

例如： sossnap

(*)
VERSION

配置文件格式的版本。

n.n

不适用

例如：6.0
ORACLE_SID
(*)
ORACLE_HOME
(*)
APP_MODE

创建的快照所属的数据库的 字符串
SID。
例如： ora11gr2

--oracle_sid ora11gr2
或 --S ora11gr2

创建的快照所对应的 SID 的 有效路径
Oracle 主目录。
例如： /oracle/11gr2

--oracle_home
/oracle/11gr2

应用程序在执行快照操作时 offline
的模式。
online

--app_mode offline 或
online 或 instant

instant

298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命令参考
优化空间快照参考

参数

说明

接受的值

MAPPED_MOUNTS

用户提供的卷到装入点的映 dg1:volume1=path1;
射。
dg2:volume2=path2

命令行选项
--mapped_mounts
mydg:datavol=/tmp/so

例如：
mydg:datavol=/tmp/so;
CLONE_NAME

在克隆操作中创建的应用程 字符串
序实例的名称。
例如： clone1

--clone_name= clone1

CLONE_PATH

装入克隆文件的路径。

--clone_path/tmp/so1
或
--mount_path/tmp/so1
或 --on/tmp/so1 或
--at/tmp/so1

有效路径
/tmp/so1

SNAPSHOT_VOL_PREFIX 镜像卷名称的前缀。

字符串
例如： SNAPVOL_

--snapshot_vol_prefix
SNAPVOL_ 或
--vol_prefix SNAPVOL_

默认：SNAP_
SNAPSHOT_ARCHIVE_LOG 如果设置了此参数，还会在 Y 或 N
存档日志卷中执行快照操
默认：Y
作。

--snapshot_archive_log
或
--no_snapshot_archive_log

此参数仅适用于 Oracle 数据
库。
PFILE_MOD

用于修改克隆实例初始化参 pfile 的位置。
数的 Oracle pfile 格式的文件
的位置。

--pfile_mod
pfile_location

此参数仅适用于 Oracle 数据
库。
PFILE

数据库 pfile 的位置，前提是 pfile 的位置。
数据库正在使用非标准位置
中的 pfile 运行。

--pfilepfile_location

CACHE_OBJECT

磁盘组和相应缓存对象的逗 str1:str2,str3:str4,...
号分隔值。
例如：
mydg1:C1,mydg2:c=C2,...

--cache_object
mydg1:C1,mydg2:c=C2

SOURCE_SNAPSHOT

必须用作优化空间快照的黄 字符串
金映像的 FlashSnap 配置的
例如： dailysnap
名称。

--source_snapshot
dailysnap 或 --source
daily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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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 PFILE_MOD 参数指定的路径是执行克隆操作所在的系统的本地路径。
如果执行克隆操作所在的主机不是调用此命令所在的主机，应将参数文件复制到执
行克隆操作所在的主机。

注意：(*) 表示该参数为必需参数。

优化空间快照支持的操作
表 29-4 列出了使用 vxsfadm 命令可执行的优化空间快照操作。
表 29-4

优化空间快照支持的操作

操作

操作别名

说明

setdefaults

无

生成应用程序的默认配置
文件。

valid

validate

验证数据库环境和系统设
置。

snap

snapshot

通过使用指定的缓存对
象，创建卷的快照。

clone

clonedb

创建应用程序克隆。如果
已卸载此操作，则也可以
使用它重新启动克隆。

mount

snapmount

在指定位置装入卷。

umount

snapunmount, umount, snapumount

卸载装入的快照。

preclone

mountdb

在装入状态下打开数据
库。

注意：此操作特定于
Oracle 数据库。
destroy

delete, remove

销毁快照。

getvvrinfo

无

生成一个可在远程站点上
使用的快照配置，以便克
隆 VVR 设置中的复制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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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nap 参考
本节介绍 FileSnap 配置参数和支持的操作。

FileSnap 配置参数
表 29-5 列出可在配置文件中提供的 FileSnap 配置参数。如果您希望在命令行中指
定参数，请参考该表中的“命令行选项”列。
表 29-5

FileSnap - 配置参数

参数

说明

接受的值

命令行选项

VERSION

配置文件格式的版本。

n.n

不适用

例如：6.0

(*)
FILESNAP_NAME
(*)

快照配置的唯一标识符。

字符串
例如： filesnap1

--filesnap_name
filesnap1

创建的快照所属的数据库的 字符串
SID。
例如： ora11gr2

--oracle_sid ora11gr2

创建的快照所对应的 SID 的 有效路径
Oracle 主目录。
例如： /oracle/11gr2

--oracle_home
/oracle/11gr2 或 --H
/oracle/11gr2

CLONE_NAME

在克隆操作中创建的应用程 字符串
序实例的名称。
例如： clone1

--clone_name clone1

PFILE_MOD

pfile 的位置，pfile 带有可在 pfile 的位置。
克隆操作期间使用的已修改
参数。

--pfile_mod
pfile_location

PFILE

指向 Oracle PFILE 的路径， pfile 的位置。
前提是数据库使用 PFILE 且
该 PFILE 位于
ORACLE_HOME/dbs 以外
的位置。

--pfilepfile_location

ORACLE_SID
(*)
ORACLE_HOME
(*)

注意：使用 PFILE_MOD 参数指定的路径是执行克隆操作所在的系统的本地路径。
如果执行克隆操作所在的主机不是调用此命令所在的主机，应将参数文件复制到执
行克隆操作所在的主机。

注意：(*) 表示该参数为必需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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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nap 支持的操作
表 29-6 列出了使用 vxsfadm 命令可执行的 FileSnap 操作。
表 29-6

FileSnap 支持的操作

操作

操作别名

说明

setdefaults

无

生成应用程序的默认配置
文件。

snap

snapshot（快照）

创建应用程序使用的卷的
快照。

destroysnap

无

销毁快照。

clone

clonedb

创建应用程序克隆。

destroyclone

无

销毁应用程序克隆。

restore

无

将创建的快照所对应的文
件还原到主文件

list

无

列出快照和克隆及其状
态。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参考
本节介绍 FlashSnap 配置参数和支持的操作。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配置参数
表 29-7 列出了可在配置文件中提供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配置参数。如果您希望在
命令行中指定参数，请参考该表中的“命令行选项”列。
表 29-7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 配置参数

参数

说明

VERSION

配置文件格式的版 n.n
本。
例如：6.0

不适用

CHECKPOINT_NAME

存储检查点的唯一 字符串
标识符。
例如： ckpt1

--checkpoint_name ckpt1 或
--checkpoint-name ckpt1 或 -name ckpt1

(*)

接受的值

命令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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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ORACLE_SID

创建的存储检查点 字符串
所对应数据库的
例如：
SID。
ora11gr2

--oracle_sid ora11gr2 或 -S ora11gr2

创建的存储检查点 字符串
所对应 SID 的
例如：
Oracle 主目录。
/oracle_home

--oracle_home /oracle_home 或
--oracle-home /oracle_home 或 -H
/oracle_home

应用程序在执行快 offline
照操作时的模式。
online

--app_mode offline 或 online 或 instant

(*)

ORACLE_HOME
(*)

APP_MODE

接受的值

命令行选项

instant
默认：online
CLONE_NAME

在克隆操作中创建 字符串
--clone_name clone1 或 --clone-name
的应用程序实例的
clone1
例如： clone1
名称。

CLONE_PATH

装入克隆文件的路 有效路径
径。
/tmp/ckpt1

--clone_path/tmp/ckpt1 或
--clone-path/tmp/ckpt1 或
--mount-path/tmp/ckpt1 或
--mount_path/tmp/ckpt1

SNAPSHOT_REMOVABLE

此参数指定创建的 Y 或 N
存储检查点是否可
默认值：
移除。
removable Y

--snapshot_removable 或
--no_snapshot_removable--snapshot-removable
或 --no-snapshot-removable

DATAFILE_ROLLBACK

要回滚的数据文件 数据文件的逗
的逗号分隔列表。 号分隔列表。

--datafile_rollback list 或
--datafile-rollback list

DATAFILE_LIST_ROLLBACK 包含要回滚的数据 指向包含数据
文件的换行符分隔 文件列表的文
列表的文件。
件的路径。

--datafile_list_rollback path 或
--datafile-list-rollback path

TABLESPACE_ROLLBACK

要回滚的表空间的 表空间名称
名称。

--tablespace_rollback name 或
--tablespace-rollback name

PFILE_MOD

用于修改克隆实例 pfile 的位置。
初始化参数的
Oracle pfile 格式的
文件的位置。

--pfile_mod pfile_location 或
--pfile-mod pfile_location

此参数仅适用于
Oracle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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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接受的值

PFILE

数据库 pfile 的位
pfile 的位置。
置，前提是数据库
正在使用非标准位
置中的 pfile 运行。

命令行选项
--pfilepfile_location

注意：使用 PFILE_MOD 参数指定的路径是执行克隆操作所在的系统的本地路径。
如果执行克隆操作所在的主机不是调用此命令所在的主机，应将参数文件复制到执
行克隆操作所在的主机。

注意：(*) 表示该参数为必需参数。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支持的操作
表 29-8 列出了使用 vxsfadm 命令可执行的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操作。
表 29-8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支持的操作

操作

操作别名

说明

setdefaults

无

生成应用程序的默认配置
文件。

ckpt

create, checkpoint, fsckpt, snap,
snapshot

为应用程序创建数据库存
储检查点。

mount

snapmount, ckptmount

在只读模式或读写模式下
将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装入
到指定的装入点。

mountrw

snapmountrw, ckptmountrw

在读写模式下装入数据库
存储检查点（创建原始存
储检查点的一个阴影检查
点并以可读形式装入）。

unmount/umount

ckptumount, unmount, snapunmount, 卸载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snapumount

delete

destroy, remove, ckptremove

删除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clone

ckptclone, clonedb

创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的
克隆。

restore

无

从数据库存储检查点还原
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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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操作别名

说明

list

无

列出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getappdata

无

当数据库联机时，收集数
据库信息。 此信息将用于
脱机检查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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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其他文档

■

关于优化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

关于调整 VxFS

■

关于调整 Oracle 数据库

■

关于调整 AIX 虚拟内存管理器

■

关于针对 Oracle 调整 Solaris

其他文档
请结合其他更详细的出版物使用本章中提供的优化提示和信息，例如：
■

《Oracle 性能调整提示与技巧》(Osborne McGraw-Hill)

■

Oracle 安装文档 (Oracle Corporation)

■

《Oracle 性能调整》(O'Reilly & Associates)

■

Oracle 性能调整与优化》(Sams Publishing)

■

《通过 HACMP 完备 Oracle 数据库：通过 HACMP 实施 AIX 数据库指南》(IBM
Corporation)

■

《IBM 配置和性能红皮书》(IBM Corporation)

■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中的“VxVM 性能监视”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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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优化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针对从小型系统到大型服务器的大多数配置进行
了调整。在驱动器数目不足 100 的较小系统中，不需要进行调整，Veritas Volume
Manager 应当能够对所有配置参数采用合理的默认值。不过，在特大型系统中，由
于容量和性能原因，可能存在一些需要额外调整这些参数的配置。
有各种调整 VxVM 的机制。许多参数都可以使用 AIX 的系统管理界面工具 (SMIT)
进行调整。其他值只能使用 VxVM 的命令行界面进行调整。
有关调整 VxVM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关于获取卷 I/O 统计信息
如果数据库是在位于单一卷上的单一文件系统中创建的，则通常不需要监视卷 I/O
统计信息。如果数据库是在位于多个卷上的多个文件系统中创建的，或者卷的配置
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更改，则可能需要监视数据库的卷 I/O 统计信息。
使用 vxstat 命令可以访问 VxVM 控制下的卷、plex、子磁盘和磁盘上的活动信息，
并将汇总统计数据输出到标准输出。这些统计信息反映自系统最初引导或自计数器
最后一次置零以来的 VxVM 活动。如果未指定 VxVM 对象名，则报告配置数据库中
所有卷的统计信息。使用 -g 选项指定数据库磁盘组报告其中对象的统计信息。
VxVM 记录以下 I/O 统计数据：
■

操作次数

■

传送的块数（一个操作可以涉及多个块）

■

平均操作时间（反映经过 VxVM 接口的总时间，不适合与其他统计信息程序比
较）

VxVM 记录逻辑 I/O 的上述三种信息，包括对每个卷的读取、写入、原子复制、校
验读取、检验写入、Plex 读取和 Plex 写入。VxVM 还会维护其他统计数据，例如
读取故障、写入故障、更正后的读取故障、更正后的写入故障等。除了显示卷统计
信息外，vxstat 命令还可以显示有关构成卷的组件的详细统计信息。有关可用选项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vxstat(1M) 手册页。
若要将统计信息重置为零，请使用 -r 选项。您可以重置所有对象的统计信息，也
可以仅重置所指定对象的统计信息。若在操作即将开始前重置，则可以衡量此特定
操作产生的影响。
下面是使用 vxstat 命令生成的输出示例：
OPERATIONS

BLOCKS

AVG TIME(ms)

TYP

NAME

READ

WRITE

READ

WRITE

READ

WRITE

vol

blop

0

0

0

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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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foobarvol

0

0

0

0

0.0

0.0

vol

rootvol

73017

181735

718528

1114227

26.8

27.9

vol

swapvol

13197

20252

105569

162009

25.8

397.0

vol

testvol

0

0

0

0

0.0

0.0

此外，还提供了有关如何使用 vxstat 输出确定具有过多活动的卷、如何重新组织、
切换到不同布局或移动这些卷的信息。
对于 RAID-5 配置还有其他的卷统计信息可用。
请参见 vxstat(1M) 手册页。
请参见《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中“性能监视和调整”一章的“性能监
视”一节。

关于调整 VxFS
Veritas File System 提供了一组调整选项，用来针对不同的应用程序工作负载优化
文件系统性能。VxFS 提供了一组可以控制其某些行为的可调 I/O 参数。这些 I/O 参
数可帮助文件系统调整至条带化卷或 RAID-5 卷，这些卷所产生的性能要远远优于
单一磁盘。通常，访问大型文件的数据流应用程序会从调整文件系统中获得最多益
处。
在使用 Quick I/O 的情况下，其中大多数调整选项都不会对数据库性能产生影响，
或对数据库性能产生的影响很小。不过，您可以在使用 Quick I/O 时收集文件系统
性能数据，然后使用此信息调整系统配置，以便充分利用系统资源。

如何监视空闲空间
通常，如果文件系统中的空闲空间的百分比大于 10%，VxFS 的运行会达到最佳效
果。这是因为具有 10% 或更多空闲空间的文件系统中碎片较少，并能够更好地进
行扩展区分配。应定期使用 df 命令监视空闲空间。无空闲空间的文件系统会降低
文件系统的性能。因此，无空闲空间的文件系统应删除部分文件，或对文件系统进
行扩展。
请参见 fsadm_vxfs(1M) 手册页。

关于监视碎片
碎片会降低性能和可用性。因此，建议定期使用 fsadm 碎片报告和重新组织工具。
确保碎片不会对系统造成影响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 cron 命令计划定期运行碎片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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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整理计划的范围应从每周一次（针对频繁使用的文件系统）到每月一次（针对
偶尔使用的文件系统）。应使用 fsadm 或 df -os 命令监视扩展区碎片。
碎片整理计划的范围应从每周一次（针对频繁使用的文件系统）到每月一次（针对
偶尔使用的文件系统）。应使用 fsadm 命令监视扩展区碎片。
要确定碎片的程度，请使用下列三个要素：
■

扩展区中长度小于 8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

■

扩展区中长度小于 64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

■

扩展区中长度等于或大于 64 个块的空闲空间百分比

无碎片的文件系统具有下列特性：
■

扩展区中长度小于 8 个块的空闲空间少于 1%

■

扩展区中长度小于 64 个块的空闲空间少于 5%

■

长度等于或大于 64 个块的空闲扩展区大于总文件系统大小的 5%

碎片严重的文件系统具有以下一种或多种特性：
■

扩展区中长度小于 8 个块的空闲空间大于 5%

■

扩展区中长度小于 64 个块的空闲空间大于 50%

■

长度等于或大于 64 个块的空闲扩展区小于总文件系统大小的 5%

可通过选择合理的时间间隔来确定运行扩展区重新组织的最佳周期，在最初的间隔
中安排运行 fsadm，在重新组织前后则运行 fsadm 的扩展区碎片报告功能。
“前”结果是重新组织之前的碎片程度。如果碎片程度接近严重碎片百分比，则降
低 fsadm 的运行间隔。如果碎片程度较低，则增加 fsadm 运行的间隔。

如何调整 VxFS I/O 参数
VxFS 提供了一组可以控制其某些行为的可调 I/O 参数。这些 I/O 参数可帮助文件系
统调整至条带化卷或 RAID-5 卷，这些卷所产生的性能要远远优于单一磁盘。通常，
访问大型文件的数据流应用程序会从调整文件系统中获得最多益处。
如果 VxFS 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一同使用，文件系统会查询 VxVM 以便确
定基础卷的几何结构并自动设置 I/O 参数。创建文件系统时，mkfs 会查询 VxVM，
从而将文件系统自动与卷几何结构对齐。如果不能接受 mkfs 的默认对齐，则可以
使用 -o align=n 选项改写从 VxVM 获得的对齐信息。装入文件系统时，mount 命
令也会查询 VxVM 并下载 I/O 参数。
如果默认参数不可接受，或文件系统没有使用 VxVM，则可以使用
/etc/vx/tunefstab 文件设置 I/O 参数的值。mount 命令读取 /etc/vx/tunefstab
文件，并下载为文件系统指定的所有参数。tunefstab 文件改写从 VxVM 获得的所
有值。当装入文件系统时，所有 I/O 参数都可使用 vxtunefs 命令进行更改，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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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可使用在命令行指定的可调参数，或能够从 /etc/vx/tunefstab 文件读取这些
参数。
vxtunefs 命令可用于打印 I/O 参数的当前值。

请参见 vxtunefs(1M) 和 tunefstab(4) 手册页。

关于可调 VxFS I/O 参数
下面列出了可调 VxFS I/O 参数：
read_pref_io

首选的读取请求大小。 文件系统结合 read_nstream 值使
用此参数确定要预读取的数据量。默认值为 64K。

write_pref_io

首选写入请求大小。 文件系统结合 write_nstream 值使用
此参数确定写入后如何进行刷新。默认值为 64K。

read_nstream

您一次可具有的未完成的大小为 read_pref_io 的并行读
取请求数。文件系统使用 read_nstream 乘以
read_pref_io 得出的结果来确定其读取前大小。
read_nstream 的默认值为 1。

write_nstream

您一次可具有的未完成的大小为 write_pref_io 的并行写
入请求数。文件系统使用 write_nstream 乘以
write_pref_io 得出的结果来确定读写后何时进行刷新。
write_nstream 的默认值为 1。

default_indir_ size

在 VxFS 上，文件最多可以有十个可变大小的直接扩展区存
储在 inode 中。 使用这些扩展区后，文件必须使用大小固定
的间接扩展区。 该大小在文件首次使用间接扩展区时设置。
默认情况下这些间接扩展区为 8K。文件系统不会使用更大的
间接扩展区，因为如果没有大小为间接扩展区大小的扩展区
可用，则文件写入必定失败并返回 ENOSPC。对于具有大量
大型文件的文件系统而言，8K 间接扩展区大小太小了。 需
要间接扩展区的大型文件使用许多更小的扩展区，而不是几
个更大的扩展区。 通过使用此参数，可以增加默认间接扩展
区大小，从而使间接扩展区的大型文件可以使用少量更大的
扩展区。
使用此可调参数时应小心。 如果此参数过大，则当它们无法
将间接扩展区大小的扩展区分配到文件时，会发生写入失败。
通常，文件系统上的文件越少并且越大，
default_indir_size 参数就可以设置得越大。 此参数的
值一般是 read_pref_io 参数的倍数。
此可调参数不适用于版本 4 磁盘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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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ed_direct_iosz 所有大于 discovered_direct_iosz 的文件 I/O 请求都会
作为发现的直接 I/O 处理。类似于直接 I/O 发现的直接 I/O 是
无缓冲的，但当扩展文件或分配块时，它不要求同步提交
inode。对于更大的 I/O 请求，与执行磁盘 I/O 相比，将数据
复制到页缓存，以及使用内存缓冲 I/O 数据的 CPU 时间变的
更长。对于这些 I/O 请求，使用发现的直接 I/O 比正常 I/O 更
加高效。此参数的默认值是 256K。
initial_extent_size

更改默认初始扩展区大小。 根据对新文件的首次写入，VxFS
确定要分配至该文件的第一个扩展区的大小。 通常，第一个
扩展区是大于首次写入大小的最小 2 次幂。如果 2 次幂小于
8K，则分配的第一个扩展区为 8K。 分配初始扩展区后，文
件系统会在每次分配时增加后续扩展区的大小（请参见
max_seqio_extent_size）。 由于大多数应用程序使用
8K 或更小的缓冲区大小写入文件，因此后续增加的扩展区从
小的初始扩展区的两倍开始。initial_extent_size 可以
将默认初始扩展区的大小更改为更大值，因此加倍策略将从
要大得多的初始大小开始，并且文件系统不会在文件起始位
置分配一组小扩展区。 仅在平均文件大小非常大的文件系统
上使用此参数。 在这些文件系统上，此参数会使每个文件的
扩展区更少，碎片也更少。initial_extent_size 按文件
系统块测量。

max_direct_iosz

由文件系统发出的直接 I/O 请求的最大大小。如果更大的 I/O
请求进入，则会将其拆分成大小为 max_direct_iosz 的多
个块。此参数定义 I/O 请求一次可以锁定的内存量，因此不
应该将其设置为超过内存的 20%。

max_diskq

限制单个文件生成的最大磁盘队列。 文件系统为文件刷新数
据时，如果正在刷新的页数超出 max_diskq，则在正在刷新
的数据量降低之前，将一直阻止进程。 虽然这不会限制实际
磁盘队列，但会防止刷新进程使系统无响应。默认值为 1MB。

max_seqio_extent_size 增加或降低扩展区的最大大小。 文件系统遵循其默认分配策
略以连续写入文件时，它将分配一个初始扩展区，该扩展区
足够用于首次写入文件。 分配其他扩展区时，它们会逐渐变
大（算法尝试使每个新的扩展区的文件大小翻倍），因此，
每个扩展区能够保留数据的多个写入值。完成此过程可降低
预期持续写入的扩展区总数。当文件停止写入时，释放所有
未使用的空间，以供其他文件使用。通常此分配会在 2048
个块时停止增加扩展区大小，防止某文件占用过多未使用的
空间。max_seqio_extent_size 是在文件系统块中测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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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o_cache_enable

启用或禁用在 Quick I/O 文件上的缓存。默认行为是禁用缓
存。要启用缓存，将 qio_cache_enable设置为 1。在具有
大量内存的系统上，数据库不能始终将所有内存用作缓存。
通过启用文件系统缓存作为二级缓存，性能可能会得到改进。
如果数据库正在执行表的连续扫描，则通过启用文件系统缓
存，扫描也许能够更快速地运行，因此文件系统会对文件执
行积极的预读取。

write_throttle

警告：如果计算机系统组合了大量内存和缓慢的存储设备，
write_throttle 非常有用。 在这种配置中，同步操作（例
如 fsync()）可能需要过长时间才能完成，以致于系统看起
来已挂起。发生这种行为是因为，文件系统创建坏页（内存
中更新）的速度，比将它们异步刷新到磁盘而不降低系统性
能时要快。
降低 write_throttle 的值会限制文件系统在将页面刷新
到磁盘前生成的每个文件的坏页数量。当文件坏页的数量达
到 write_throttle 阈值之后，即使释放的内存仍然可用，
文件系统也会开始将坏页刷新到磁盘。 write_throttle
的默认值通常会生成大量坏页，但同时会保持快速的用户写
入。 根据存储设备的速度，如果降低 write_throttle，
用户写入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坏页的数量是有限的，
因此同步操作能够更快速地完成。
由于降低 write_throttle 会延迟写入请求（例如，降低
write_throttle 可能会将文件磁盘队列增加至 max_diskq
值，延迟用户写入直到磁盘队列减少），因此建议不要更改
write_throttle 的值，除非您的系统具有大量物理内存和
缓慢的存储设备。

如果文件系统与 VxVM 一同使用，则建议根据卷几何结构，将 VxFS I/O 参数设置
为默认值。
如果文件系统与硬件磁盘阵列或除 VxVM 之外的卷管理器一同使用，请尝试调整参
数以符合逻辑磁盘的几何结构。使用条带化或 RAID-5，通常会将 read_pref_io
设置为条带单元大小，将 read_nstream 设置为条带中的列数。对于条带化阵列，
对 write_pref_io 和 write_nstream 使用相同的值，而对于 RAID-5 阵列，将
write_pref_io 设置为整个条带大小，同时将 write_nstream 设置为 1。
对于执行高效磁盘 I/O 的应用程序，它所发出的读取请求数应等于 read_nstream
与 read_pref_io 的乘积。通常，read_nstream 被 read_pref_io 所乘的任何倍
数或因数对于系统性能来说应该大小合适。同样的经验规则也适用于写入时的
write_pref_io 和 write_nstream 参数。调整文件系统时，最佳做法是在真实工
作负载下尝试这些调整参数。
如果应用程序对大量文件执行顺序 I/O，则应用程序应发出大于
discovered_direct_iosz 的请求。这会造成 I/O 请求作为发现的直接 I/O 请求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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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直接 I/O 类似，没有缓冲，但在扩展文件时，要求同步 inode 更新。如果文
件过大而不适合缓存，请使用无缓冲的 I/O，以避免从缓存中删除有用的数据，并
降低 CPU 开销。

关于使用 Quick I/O 界面获取文件 I/O 统计信息
使用 qiostat 命令可访问 VxFS 文件系统中 Quick I/O 文件的活动信息。此命令将
报告自使用 Quick I/O 界面首次打开这些文件之时起有关文件的活动级别的统计信
息。在关闭上次打开的对 Quick I/O 文件的引用之后，将重置累积的 qiostat 统计
信息。
qiostat 命令将显示下列 I/O 统计信息：
■

读取和写入操作的数目

■

传输的数据块（扇区）的数目

■

读取和写入操作所用的平均时间

使用缓存 Quick I/O 时，如果选择了 -l（长格式）选项，qiostat 还将显示缓存统
计信息。
下面是 qiostat 输出的示例：
OPERATIONS
FILENAME

FILE BLOCKS

AVG TIME(ms)

READ

WRITE

READ

WRITE

READ

WRITE

/db01/file1

0

00

0

0.0

0.0

/db01/file2

0

00

0

0.0

0.0

/db01/file3

73017

181735

718528

1114227

26.8

27.9

/db01/file4

13197

20252

105569

162009

25.8

397.0

/db01/file5

0

00

0

0.0

0.0

有关可用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qiostat(1M) 手册页。

关于 I/O 统计数据
收集文件 I/O 性能数据后，您即可使用这些数据来调整系统配置，以便最大程度地
利用系统资源。
应考虑以下三种主要统计信息：
■

文件 I/O 活动

■

卷 I/O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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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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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磁盘 I/O 活动

如果数据库使用的是位于条带卷上的单一文件系统，您可能只需要关注文件 I/O 活
动统计信息。如果您具有多个文件系统，则可能还需要监视卷 I/O 活动。
首先，使用 qiostat -r 命令清除所有现有的统计信息。清除这些统计信息后，让
数据库在典型的数据库工作负载期间运行一段时间。例如，如果要监视具有多个用
户的数据库，请让统计信息在主要工作时间期间累积几个小时，然后在显示累积的
I/O 统计信息。
要显示活动文件 I/O 统计信息，请使用 qiostat 命令并指定一个时间间隔（使用
-i）以显示该段时间内的统计数据。此命令显示如下统计信息列表：
OPERATIONS
FILENAME

FILE BLOCKS

AVG TIME(ms)

READ

WRITE

READ

WRITE

READ

WRITE

/db01/cust1

218

36

872

144

22.8

55.6

/db01/hist1

0

10

4

0.0

10.0

/db01/nord1

10

14

40

56

21.0

75.0

/db01/ord1

19

16

76

64

17.4

56.2

/db01/ordl1

189

41

756

164

21.1

50.0

/db01/roll1

0

50

0

200

0.0

49.0

/db01/stk1

1614

238

6456

952

19.3

46.5

/db01/sys1

0

00

0

0.0

0.0

/db01/temp1

0

00

0

0.0

0.0

/db01/ware1

3

14

12

56

23.3

/logs/log1

0

00

0

0.0

0.0

/logs/log2

0

217 0

2255

0.0

6.8

44.3

文件 I/O 统计信息有助于确定通常具有大量操作或读写次数过多的文件。出现此情
况时，请尝试将“常用”文件或繁忙的文件系统移至不同磁盘，或者更改布局以平
衡 I/O 负载。
Mon May 11 16:21:20 2015
/db/dbfile01

813

0

813

0

0.3

0.0

/db/dbfile02

0

813

0

813

0.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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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 May 11 16:21:25 2015
/db/dbfile01

816

0

816

/db/dbfile02

0

816

/db/dbfile01

0

/db/dbfile02

0

0

0.3

0.0

0

816

0.0

5.3

0

0

0

0.0

0.0

0

0

0

0.0

0.0

Mon May 11 16:21:30 2015

使用 Veritas Extension for Oracle Disk Manager 获取文件 I/O 统计
信息
使用 odmstat 命令可访问 VxFS 系统中 Oracle Disk Manager 文件的活动信息。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odmstat(1M) 手册页。此命令报告自通过 Oracle Disk Manager
界面打开这些文件之时起活动的相关统计信息。此命令具有一个用于对统计信息进
行清零的选项。文件关闭后，统计信息将被丢弃。
odmstat 命令显示下列 I/O 统计信息：
■

读取和写入操作的数目

■

读取和写入的数据块的数目

■

读取和写入操作所用的平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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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I/O 统计信息
◆

按如下方式使用 odmstat 命令：
# /opt/VRTS/bin/odmstat -i 5 /mnt/odmfile*

例如：
# /opt/VRTS/bin/odmstat -i 5 /db/odmfile*
OPERATIONS
FILE NAME

FILE BLOCKS

AVG TIME(ms)

READ

WRITE

READ

WRITE

READ

WRITE

/db/cust.dbf

0

0

0

0

0.0

0.0

/db/system.dbf

0

0

0

0

0.0

0.0

371

0

371

0

0.2

0.0

0

371

0

371

0.0

5.7

813

0

813

0

0.3

0.0

0

813

0

813

0.0

5.5

816

0

816

0

0.3

0.0

0

816

0

816

0.0

5.3

/db/cust.dbf

0

0

0

0

0.0

0.0

/db/system.dbf

0

0

0

0

0.0

0.0

Mon May 11 16:21:10 2015

Mon May 11 16:21:15 2015
/db/cust.dbf
/db/system.dbf
Mon May 11 16:21:20 2015
/db/cust.dbf
/db/system.dbf
Mon May 11 16:21:25 2015
/db/cust.dbf
/db/system.dbf
Mon May 11 16:21:30 2015

关于 I/O 统计数据
通过文件系统运行数据库时，每个文件上的读写锁只允许每个文件有一个活动写
入。使用 iostat 查看磁盘统计信息时，磁盘将报告排队时间和运行时间。运行时
间是 I/O 在磁盘中所用的时间，而排队时间是 I/O 等待其前面的所有其他 I/O 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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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卷级别或文件系统级别不存在排队，因此 vxstat 和 qiostat 不会显示排队时
间。
例如，如果同时发送 100 个 I/O，并且每个 I/O 需要 10 毫秒，磁盘将报告平均运行
时间为 10 毫秒，排队时间为 490 毫秒。vxstat、odmstat 和 qiostat 报告平均运
行时间为 500 毫秒。

关于调整 Oracle 数据库
要使 Oracle 数据库获得最佳性能，需要调整数据库以便与 VxFS 配合使用。您可以
调整多个 Oracle 参数以提高 Oracle 数据库性能。

连续表扫描
Quick I/O 在默认模式下会作为直接 I/O 执行所有 I/O。对于单线程顺序扫描（常用
于决策支持系统 (DSS) 工作负载），如果使用缓冲读取，则产生的性能更佳。由于
文件系统检测到这些顺序读取并执行预读，Oracle 请求的下几个块已在系统缓冲区
缓存中准备就绪，只需将其复制到 Oracle System Global Area (SGA) 即可。由于
从内存中进行访问原本就比从磁盘中进行访问速度快，因此，这会大大缩短响应时
间。
要在使用 Quick I/O 时处理大量顺序扫描，可采用下列两种方法之一来提高性能：
■

使用 Oracle 并行查询选项将单一大型扫描划分为多个较小的扫描。
注意：请参考适用于您所用系统和 Oracle 版本的 Oracle 文档，如果为这些参数
提供了建议的设置，则使用相应的建议设置。

■

另一种方法是对 Oracle 顺序扫描进程读取的文件启用缓存 Quick I/O。缓存 Quick
I/O 支持缓冲读取，并且自动文件系统预读有助于通过预加载数据来缩短响应时
间。
注意：如果要使用 64 位版本的 Oracle，请勿使用此选项。

连续表扫描
Quick I/O 作为直接 I/O 执行所有 I/O。对于单线程顺序扫描（常用于决策支持系统
(DSS) 工作负载），如果使用缓冲读取，则产生的性能更佳。由于文件系统检测到
这些顺序读取并执行预读，Oracle 请求的下几个块已在系统缓冲区缓存中准备就
绪，只需将其复制到 Oracle System Global Area (SGA) 即可。由于从内存中进行
访问原本就比从磁盘中进行访问速度快，因此，这会大大缩短响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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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使用 Quick I/O 时处理大量顺序扫描，可采用下列两种方法之一来提高性能：
■

使用 Oracle 并行查询选项将单一大型扫描划分为多个较小的扫描。
注意：请参考适用于您所用系统和 Oracle 版本的 Oracle 文档，如果为这些参数
提供了建议的设置，则使用相应的建议设置。

■

仅当使用的是 Oracle8 时才适合采用第二种方法。在此方法中，将对 Oracle 顺
序扫描进程读取的文件启用缓存 Quick I/O。缓存 Quick I/O 支持缓冲读取，并
且自动文件系统预读有助于通过预加载数据来缩短响应时间。

异步 I/O
Quick I/O 和 Oracle Disk Manager 支持内核异步 I/O，此功能将降低 CPU 利用率
而提高事务吞吐量。
Oracle Disk Manager 支持内核异步 I/O，此功能将降低 CPU 利用率而提高事务吞
吐量。
如果启用下列参数，则 Oracle 可以利用异步 I/O 并避免配置多个 DBWR 从属进程：
■

如果要对 Oracle9 使用 Quick I/O 数据文件，请在 init.ora 中将
DISK_ASYNCH_IO 设置为 TRUE。

■

如果要在 Oracle9 上使用 ODM，则无需更改任何 init.ora 参数。

“Oracle 安装指南”提供了有关如何在系统中实现异步 I/O 的详细说明。

优化缓冲区缓存
在缓冲 I/O 模式下使用 JFS 时，UNIX 缓冲区缓存对性能起着重要作用。
不过，如果使用 Quick I/O，必须优化数据库缓存，就像使用原始设备一样。由于
Quick I/O 会绕过文件系统缓存来提高数据库性能，因此您可以向数据库缓冲区缓存
分配更多内存。通常情况下分配给文件系统缓存的内存页可分配给数据库缓冲区缓
存 (SGA)。对于 Oracle9i，您可以调整 SGA 大小，而不必关闭数据库。

优化缓冲区缓存
在缓冲 I/O 模式下使用 UFS 时，UNIX 缓冲区缓存对性能起着重要作用。
不过，如果使用 Quick I/O，必须优化数据库缓存，就像使用原始设备一样。由于
Quick I/O 会绕过文件系统缓存来提高数据库性能，因此您可以向数据库缓冲区缓存
分配更多内存。通常情况下分配给文件系统缓存的内存页可分配给数据库缓冲区缓
存 (SGA)。对于 Oracle9i，您可以调整 SGA 大小，而不必关闭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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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顺序扫描期间 Oracle 读取的块数
DB_FILE_MULTIBLOCK_READ_COUNT 参数用于指定在顺序扫描期间 Oracle 在一个

I/O 操作中读取的最大块数。/etc/system 可调参数 maxphys 在操作系统级别建立
物理 I/O 传输最大大小。为了利用最大传输大小，Oracle init.ora 参数
DB_FILE_MULTIBLOCK_READ_COUNT 应设置为 maxphys/DB_BLOCK_SIZE。
例如，如果 maxphys 设置为 1048576，并且 DB_BLOCK_SIZE 设置为 4096，则 应
设置为 256。DB_FILE_MULTIBLOCK_READ_COUNT
DB_FILE_MULTIBLOCK_READ_COUNT 参数用于指定在顺序扫描期间 Oracle 在一个

I/O 操作中读取的最大块数。较大的 DB_FILE_MULTIBLOCK_READ_COUNT 初始化参
数值通常会产生较高的 I/O 吞吐量。在 AIX 上，此参数的范围为 1 至 512，但使用
大于 16 的值通常不会提供额外的性能增益。
如果文件系统是在条带卷上创建的，请将此参数设置为完整条带大小除以
DB_BLOCK_SIZE 的商的倍数的值。使用完整条带大小可使读取操作在连续表扫描期
间利用条带化磁盘的完整带宽。
将 DB_FILE_MULTIBLOCK_READ_COUNT 设置为 (*read_nstream)/DB_BLOCK_SIZE
的倍数的值，但该值不应超过 /DB_BLOCK_SIZE 的值。read_pref_iomax_direct_iosz
使用 vxtunefs 命令显示 read_pref_io、 read_nstream 和 max_direct_iosz 的
值，例如 ：
# vxtunefs /db01
vxtunefs 命令输出显示如下：
Filesystem i/o parameters for /db01
read_pref_io = 65536
read_nstream = 1
read_unit_io = 65536
write_pref_io = 65536
write_nstream = 1
write_unit_io = 65536
pref_strength = 10
buf_breakup_size = 262144
discovered_direct_iosz = 262144
max_direct_iosz = 1048576
default_indir_size = 8192
qio_cache_enable = 0
write_throttle = 0
max_diskq = 104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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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_extent_size = 8
max_seqio_extent_size = 2048
max_buf_data_size = 8192
hsm_write_prealloc = 0
read_ahead = 1
inode_aging_size = 0
inode_aging_count = 0
fcl_maxalloc = 130150400
fcl_keeptime = 0
fcl_winterval = 3600
oltp_load = 0

有关这些参数的说明和优化说明，请参考 vxtunefs(1M) 手册页。
DB_FILE_MULTIBLOCK_READ_COUNT 参数用于指定在顺序扫描期间 Oracle 在一个

I/O 操作中读取的最大块数。/etc/system 可调参数 maxphys 在操作系统级别建立
物理 I/O 传输最大大小。为了利用最大传输大小，Oracle init.ora 参数
DB_FILE_MULTIBLOCK_READ_COUNT 应设置为 maxphys/DB_BLOCK_SIZE。
例如，如果 maxphys 设置为 1048576，并且 DB_BLOCK_SIZE 设置为 4096，则 应
设置为 256。DB_FILE_MULTIBLOCK_READ_COUNT

设置从属参数
Quick I/O 和 ODM 提供了对内核异步 I/O 的支持，从而可省去多个日志写入器从属
节点或数据库写入器从属节点。默认情况下，此参数设置为 0。
如果使用的是 Quick I/O，则不需要设置 DBWR_IO_SLAVES 设置。DBWR 写入器
进程数在 DB_WRITER_PROCESSES 中进行设置，该进程执行异步 I/O。
ODM 提供了对异步 I/O 的支持，从而可省去多个日志写入器从属节点或数据库写入
器从属节点。默认情况下，此参数设置为 0。

配置内存分配
请勿将 Oracle 配置为使用的内存多于系统上的物理可用内存。Oracle 可能必须与
其他进程争用系统内存资源，调整内存大小和分配内存时，必须考虑所有这些潜在
进程。在理想配置中，专用于 Oracle 的系统可简化优化和监视问题，并确保最佳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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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 AIX 虚拟内存管理器
如果使用的是缓存 Quick I/O 或缓冲 I/O（即未指定 Quick I/O 或装入选项的普通
VxFS 文件），则建议监视数据库服务器上交换设备的所有分页活动。要监视交换
设备的分页情况，请使用 vmstat -I 命令。交换设备的分页信息显示在 vmstat -I
输出中标记为 pi 和 po（分别表示交换设备的调入和调出）的列下方。这些列中的
任何非零值都表示交换设备的分页活动。
例如：
# /usr/bin/vmstat -I
kthr
-------r b p

memory
page
faults
cpu
--------------------- ----------------------------- ---------- ----------avm
fre
fi
fo pi po fr
sr
in
sy
cs
us sy id wa

5

1

0

443602

1566524

661

20 0

0

7

28

4760

37401

7580

11 7

43 38

1

1

0

505780

1503791

18

6

0

0

0

0

1465

5176

848

1

1

97 1

1

1

0

592093

1373498

1464 1

0

0

0

0

4261

10703

7154

5

5

27 62

3

0

0

682693

1165463

3912 2

0

0

0

0

7984

19117

15672 16 13 1

70

4

0

0

775730

937562

4650 0

0

0

0

0

10082 24634

20048 22 15 0

63

6

0

0

864097

715214

4618 1

0

0

0

0

9762

26195

19666 23 16 1

61

5

0

0

951657

489668

4756 0

0

0

0

0

9926

27601

20116 24 15 1

60

4

1

0

1037864 266164

4733 5

0

0

0

0

9849

28748

20064 25 15 1

59

4

0

0

1122539 47155

4476 0

0

0

0

0

9473

29191

19490 26 16 1

57

5

4

0

1200050 247

4179 4

70

554 5300

27420 10793 31564

22500 30 18 1

52

6

10 0

1252543 98

2745 0

138 694 4625

12406 16190 30373

31312 35 14 2

49

7

14 0

1292402 220

2086 0

153 530 3559

17661 21343 32946

40525 43 12 1

44

7

18 0

1319988 183

1510 2

130 564 2587

14648 21011 28808

39800 38 9

49

3

如果证明有交换设备分页，则需要恰当地调整 AIX 虚拟内存管理器 (VMM) 以改进
数据库性能。调整 VMM 可限制分配给文件系统缓存的内存页的数目。当 VMM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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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闲内存页上低速运行时，这会防止文件系统缓存窃取应用程序的内存页（这会导
致交换设备调出）。
用于调整 AIX VMM 子系统的命令如下：
# /usr/samples/kernel/vmtune

通过 vmtune 所做的更改将保留到下次重新启动系统为止。要调整的 VMM 内核参
数包括 maxperm、maxclient 和 minperm。maxperm 和 maxclient 参数用于指定可
用于文件系统缓存的最大内存量（以总内存的百分比形式表示）。文件系统缓存的
最大内存量不应超过 AIX 内核和所有活动应用程序保留的未使用的内存量。因此，
可以按如下方式计算：
100*(T-A)/T
其中，T 是系统中的内存页的总数，A 是所有活动应用程序使用的内存页的最大数
目。
minperm 参数应设置为小于或等于 maxperm 但大于或等于 5 的值。

有关调整 AIX VMM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mtune(1) 手册页和 AIX 随附的性能管理
文档。
下面提供了一个可调 VxFS I/O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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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M 缓冲区计数
（–b <值> 选项）

设置虚拟内存管理器 (VMM) 缓冲区计数。 VMM 有两个值：
一个基于内存量的默认值和一个当前值。 您可以使用
vxtunefs -b 显示这两个值。 最初，默认值和当前值是相
同的。 -b 值选项用于指定 VMM 缓冲区计数从默认值开始的
增加量（0 到 100%）。指定的值保存在
/etc/vx/vxfssystem 文件中，以便在加载 VxFS 模块或
重新启动系统后保持不变。
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默认值即可获得最佳性能，不过内核
中存在一些计数器，您可以监视这些计数器以确定是否存在
等待 VMM 缓冲区的延迟。 如果出现与 VMM 相关的性能问
题，则可以增加缓冲区计数。 如果存在更快的系统响应时
间，则无疑 VMM 缓冲区已成为瓶颈。
kdb vmker 命令显示的下列字段可用于确定瓶颈。
THRPGIO buf wait (_waitcnt) value
此字段可能回指示没有任何 VMM 缓冲区可用于调入或调出。
线程已被阻止以等待 VMM 缓冲区可用。 此计数是自冷加载
以来的总等待次数。 此字段加之 kdb vmstat 命令显示的“调
入”页和“调出”页可用于确定 VMM 缓冲区数目是否充足。
比率：
等待计数/调入次数 + 调出次数
是等待 VMM 缓冲区的指示器，但并不准确，因为“调入次
数 + 调出次数”包括其他文件系统和分页空间的页 I/O 次数。
不能为该比率指定一个特定值，因为它取决于内存量和 VxFS
以外的其他文件系统的页 I/O 次数。 大于 0.1 的数字可能会
表示 VMM 缓冲区计数瓶颈。 kdb vmker 显示的其他相关
字段包括：
■

THRPGIO partial cnt (_partialcnt) value

■

此字段表示页 I/O 分两个或多个步骤完成，因为可用的
VMM 缓冲区数目少于需要 I/O 的页数。
THRPGIO full cnt (_fullcnt) value
已为需要 I/O 的所有页找到全部 VMM 缓冲区。

关于针对 Oracle 调整 Solaris
为了在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时获得最佳性能，需要调整某些 Solaris
参数。更改这些参数要求修改 Solaris 内核设置 (指定在 /etc/system 文件) 和重新
启动这个系统。
您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在 /etc/system 文件中添加或更改这些调整参数。以下示例
显示了 /etc/system 文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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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 Oracle *
set shmsys:shminfo_shmmax=0xffffffff
set shmsys:shminfo_shmmin=1
set shmsys:shminfo_shmmni=100
set shmsys:shminfo_shmseg=200
*
set semsys:seminfo_semmap=100
set semsys:seminfo_semmni=1000
set semsys:seminfo_semmns=4000
set semsys:seminfo_semmnu=800
set semsys:seminfo_semmsl=512
* end Oracle *

注意：所有可调参数的设置均取决于系统和数据库大小、数据库负载和用户数目等
因素。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会提供有关设置参数的建议；但是，您应当始终参考适
用于您所用系统和版本的 Oracle 安装指南，并使用 Oracle 建议的设置（如果已提
供）。

maxuprc
此参数用于设置任一用户可并行运行的最大进程数。如果希望大量用户能够并行访
问数据库，则可能需要增大此参数。
增大 maxuprc 参数

1

检查 maxuprc 的当前设置，如下所示：
# echo "maxuprc/D" | adb -k

2

在 /etc/system 文件中修改或添加 maxuprc 设置，如下所示：
# set maxuprc=some_integer

shmmax
此参数用于设置单一共享内存区段的最大大小（以字节为单位）。有关建议的值，
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shmmin
此参数用于设置单一共享内存区段的最小大小（以字节为单位）。有关建议的值，
请参见 Oracl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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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mmni
此参数用于设置共享内存标识符的数目。有关建议的值，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shmseg
此参数用于设置进程可挂接的共享内存区段的最大数目。有关建议的值，请参见数
据库文档。

semmap
此参数用于设置信号映射中的项数。为创建信号而提供的内存空间源自 semmap，此
空间根据 semmap 的值使用固定数目的映射项来进行初始化。semmap 的值永远不能
大于 semmni。有关建议的值，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semmni
此参数用于设置系统中的信号集标识符的数目。semmni 参数决定可在任何时候创建
的信号集的数目；对于大型数据库，可能需要将此参数设置为较大值。有关建议的
值，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semmns
此参数用于设置系统中的最大信号数。对于大型数据库，可能需要将 semmns 参数
设置为较大值。有关建议的值，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semmnu
此参数用于设置系统范围内的最大撤消结构数目。将此参数值设置为等于 semmni
可为每个信号集提供一个撤消结构。如果进程终止，则可以撤消使用 semop(2) 执行
的信号操作，但需要一个撤消结构才能确保能够执行此操作。有关建议的 semmnu
值，请参见数据库文档。

semmsl
此参数用于设置一个信号集中可包含的最大信号数。semmsl 参数应等于最大 Oracle
进程数。有关建议的值，请参见 Oracl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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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故障排除

■

关于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vxdbd 故障排除

■

对 SFDB 工具进行故障排除的资源

■

SmartTier for Oracle 故障排除

■

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从 5.0.x 升级到 7.0 (2184482)

■

对反向重新同步进行故障排除

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
故障排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随多个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一
起部署，因此这些产品中的任何问题都会对其造成影响。如果出现故障，第一步应
该找到问题的根源。很少是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出现问
题；通常对问题进行跟踪后发现是基础产品设置出现问题。
请使用本章的信息诊断问题的来源。可能会有迹象表明是基础产品设置或配置出现
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参考其他 Storage Foundation 文档。如果有迹象表
明问题来自组件产品或 Oracle，则可能需要参考相应的技术文档以解决问题。
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故障排除，请参考
■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 File System High Availability 管理指南》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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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SFDB 工具运行用于工程支持分析的脚本
故障排除脚本收集产品及其模块的配置和状态信息。这些脚本标识软件包信息、调
试消息、控制台消息以及有关磁盘组和卷的信息。将这些脚本的输出转发到 Symantec
技术支持可以帮助分析和解决任何问题。
获取 SFDB 储存库和日志信息
◆

运行：
# /opt/VRTSspt/VRTSexplorer/VRTSexplorer

将输出发送到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日志文件
检查以下日志文件可提供有用的诊断信息。
SFDB 工具命令日志文件位于 /var/vx/vxdba/logs 目录中。

关于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SFDB 命令以 DBA 用户身份运行。 DBA 用户需要以 root 用户身份执行若干操作，
如创建快照和装入文件系统。 SFDB 命令使用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运行授权命令；
当与其他主机上的 SFDB 储存库通信时也使用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启动和停止 vxdbd
将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配置为在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使用
/opt/VRTS/bin/sfae_config 中的脚本可以停止和启动该后台驻留程序以及查询其状
态。只有 root 用户可以启动和停止该后台驻留程序。
查询后台驻留程序状态
◆

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bin/sfae_config status

启动后台驻留程序
◆

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bin/sfae_config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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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后台驻留程序
◆

运行以下命令：
# /opt/VRTS/bin/sfae_config stop

注意：大部分 SFDB 命令要求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处于运行状态。

配置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的侦听端口
默认情况下，vxdbd 后台驻留程序会侦听 TCP 端口 3233。如果此端口由某个其他
应用程序使用，可以将 vxdbd 配置为侦听备用端口。在群集环境中，必须在所有节
点上将 vxdbd 配置为侦听同一个端口。
配置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的侦听端口

1

停止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stop

2

通过编辑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配置文件，将 VXDBD_PORT
设置为所需的端口号。

3

启动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
# /opt/VRTS/bin/sfae_config start

限制 vxdbd 资源使用率
尽管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的资源使用率较低，系统管理员仍然可能需要另外限制其
资源使用率。通过使用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中的两个配置参数可
以对此进行控制：
■

MAX_CONNECTIONS： 此参数控制 vxdbd 应允许的最大同时请求数。

■

MAX_REQUEST_SIZE： 此参数控制单个请求的最大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这些参数设置过低可能会导致 SFDB 命令失败。 下面是这些参数的建议最小值：
■

MAX_CONNECTIONS： 5

■

MAX_REQUEST_SIZE：1048576 (1 MB)

注意：对这些参数进行任何更改后都需要重新启动 vxdbd，这样更改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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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xdbd 的加密密码
与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的通信是加密的。 通过编辑
/var/vx/vxdba/auth/vxdbd/root/.VRTSat/profile/VRTSatlocal.conf 配置文

件可以配置用于通信的加密算法。 SSLCipherSuite 配置参数指定建立安全连接时
允许使用的密码。 有关此参数可接受的值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OpenSSL ciphers(1)
手册页。
例如，要将 vxdbd 配置为拒绝使用中等强度和低等强度密码的通信，应如下设置
SSLCipherSuite 参数：
"SSLCipherSuite"="HIGH:!MEDIUM:!eNULL:!aNULL:!SSLv2:!LOW"

vxdbd 故障排除
如果 vxdbd 后台驻留程序未运行，SFDB 命令可能会失败并显示一条错误消息。下
列步骤可帮助您对失败的后台驻留程序实例进行故障排除：
■

使用 /opt/VRTS/bin/sfae_config status 验证后台驻留程序是否正在运行。

■

如果输出表明后台驻留程序未运行，则使用 /opt/VRTS/bin/sfae_config start
命令启动该后台驻留程序。

■

如果后台驻留程序无法启动，请验证是否不存在侦听同一个端口的其他进程。
如果存在这样的进程，请停止该进程或将 vxdbd 配置为侦听其他端口。

■

后台驻留程序在 /var/vx/vxdba/logs/vxsfaed.log 文件中生成日志。 要启用
详细日志记录，请编辑 /etc/vx/vxdbed/admin.properties 配置文件并将
LOG_LEVEL 设置为 DEBUG。

对 SFDB 工具进行故障排除的资源
如果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命令失败，请使用以下资源进行故
障排除。
请参见第 329 页的“SFDB 日志”。
请参见第 331 页的“SFDB 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331 页的“SFDB 储存库和储存库文件”。

SFDB 日志
SFDB 命令生成可用于找出实际问题的日志。
日志文件：
■

日志文件在 /var/vx/vxdba/logs 位置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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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以下两种日志：
■

用户日志在 <user> 文件夹中生成。

■

有关 vxdbd 和其他根操作的日志在 logs 文件夹中生成。

■

用户日志文件采用以下命名约定：
log_<service>_<app>_<service_id><app_id>.log。
此外，在 vxsfadm 可以识别服务和应用程序标识符之前，还会存在一个
system.log。

■

vxdbd 日志的名称为 vxsfaed.log。
对于执行的所有根操作，还存在一个 system.log。

■

在日志文件达到阈值 1MB 并备份为
log_<service><application><application_identifier><service_identifier>.log.<randomnumber>
之后，会对日志文件进行存档。
每个日志文件都有一个指向先前存档的日志的指针。

日志级别：
■

使用环境变量 SFAE_LOG_LEVEL 可以设置日志级别。

■

此外，还可以设置以下环境变量，它们将覆盖 SFAE_LOG_LEVEL：

■

■

■

APP_LOG_LEVEL： 记录特定于应用程序的操作。

■

SER_LOG_LEVEL： 记录特定于 VxFS/VxVM 堆栈的操作。

■

REP_LOG_LEVEL： 记录存储库操作。

■

FSM_LOG_LEVEL： 记录特定于 vxsfadm 引擎的操作。

可以将日志级别设置为下列级别：
■

FATAL： 仅记录致命消息。

■

ERROR： 记录错误消息和上述消息。

■

WARN： 记录警告消息和上述消息。

■

INFO： 记录信息性消息和上述消息。

■

DEBUG： 记录调试消息和上述消息。

默认的日志级别为 DEBUG。

日志消息：
■

实际日志消息采用以下格式显示：
yyyy/mm/dd hh:mm:ss: <loglevel> : <module> : <message>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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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B 错误消息
每个错误消息都以显示下列字段的标准模板为基准：
■

MESSAGE： 实际错误消息。

■

REASON： 错误原因。

■

ACTION： 更正错误需要执行的操作。

这些字段为您提供有关问题原因的准确信息。

SFDB 储存库和储存库文件
请参见第 61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储存库”。
小心：任何涉及 SFDB 储存库相关操作的故障排除都必须在训练有素的 Symantec
工程师的指导下进行。
储存库数据库的名称采用以下格式：dbed-<application>-<application
identifier>-repository.db。
例如：dbed-oracle-SFAEDB-repository.db。
可以查询储存库数据库以查看有关应用程序实例的各种信息。 其中包括以下几个
表：
■

_fsm_state_ ：显示各种服务的进度。

■

_operational_data_：显示为各种服务设置的各种配置值。

■

files：显示服务使用的文件。

SFDB 工具在 <repositorylocation>/files 下创建文件。
■

这些文件用于所有服务的各种处理活动。

■

储存库中的 files 表指向 files 目录下的服务所使用的各个文件名。

SmartTier for Oracle 故障排除
如果 SmartTier for Oracle 命令失败（如下面示例所示），请查看 tsdb_debug.log。
tsdb_debug.log 位于：
/var/vx/vxdba/logs/tsdb_debug.log

例如，当执行 dbdst_addvol 命令出现下列消息时，应查看 tsdb_debug.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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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VRTS/bin/dbdst_addvol -S BLM21 -M /dev/vx/dsk/nobody_data1/ \
data1vol -v new_vol1:fast_storage,new_vol2:slow_storage,new_vol3:slow_storage
SFORA dbdst_addvol ERROR V-81-6222 Could not add volume new_vol1 to vset

tsdb_debug.log 文件包含类似以下内容的信息：
# view /var/vx/vxdba/logs/tsdb_debug.log
1216606 Tue May 13 10:11:05 2008
/opt/VRTS/bin/dbdst_addvol -S BLM21 -M /dev/vx/dsk/nobody_data1/data1vol
-v new _vol1:fast_storage,new_vol2:slow_storage,
new_vol3:slow_storage
1216606 Tue May 13 10:11:09 2008
RACmaster = system1
1216606 Tue May 13 10:11:09 2008
system1:/opt/VRTSdbed/common/.dba/tsdb_setup.sh -g nobody_data1 -o addvol
-d\ data1vol - v new_vol1 -m /oradata1 -t vxfs.placement_class.FAST_STORAGE
1216606 Tue May 13 10:11:09 2008
command failed, ret=1
1216606 Tue May 13 10:11:09 2008
tsdb_setup.sh arguments -g nobody_data1 -o addvol -d data1vol -v
new_vol1 -m /or
adata1 -t vxfs.placement_class.FAST_STORAGE
05/13/08@17:08:11
size of volume new_vol1 is 204800
VxVM vxvset ERROR V-5-1-10035 Volume set data1vol contains volume(s)
in snapshot chain.
This can cause inconsistencies in the snapshot hierarchy. Specify "-f"
option to force the operation.
^^^^ NOTE: here is the reason for the failure, barried in this log file:
^^^^ /var/vx/vxdba/logs/tsdb_debug.log
Can not add to data1vol, ERR 1
ERROR:1

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从
5.0.x 升级到 7.0 (2184482)
将 SFHA 或 SF for Oracle RAC 5.0 或 5.0MP3 版本升级到 SFHA 或 SF for Oracle
RAC 7.0 之后，sfua_rept_migrate 命令会生成一条错误消息。
将 SFHA 或 SF for Oracle RAC 5.0 版本升级到 SFHA 或 SF for Oracle RAC 7.0
之后，sfua_rept_migrate 命令会生成一条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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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F Enterprise 产品版本 5.0 或 5.0MP3 升级到 SF Enterprise 产品 7.0 时，
S*vxdbms3 启动脚本会重命名为 NO_S*vxdbms3。由于 sfua_rept_upgrade 需要
S*vxdbms3 启动脚本。 因此，当 sfua_rept_upgrade 运行时，无法找到 S*vxdbms3
启动脚本并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从 SF Enterprise 产品 版本 5.0 升级到 SF Enterprise 产品 7.0 时，S*vxdbms3 启
动脚本会重命名为 NO_S*vxdbms3。由于 sfua_rept_upgrade 需要 S*vxdbms3
启动脚本。 因此，当 sfua_rept_upgrade 运行时，无法找到 S*vxdbms3 启动脚
本并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sbin/rc3.d/S*vxdbms3 not found
SFORA sfua_rept_migrate ERROR V-81-3558 File: is missing.
SFORA sfua_rept_migrate ERROR V-81-9160 Failed to mount repository.

解决方法：运行 sfua_rept_migrate 之前，将启动脚本 NO_S*vxdbms3 重命名为
S*vxdbms3。

对反向重新同步进行故障排除
在为备份数据库实例准备预览会话前，Reverse Resync Begin 操作将始终创建恢复
点。如果此恢复点丢失，则无法从 Reverse Resync Begin 状态进行转换。
您可以通过以下步骤对实例进行故障排除并转换为 Reverse Resync Begin 状态：

1

确保使用 SQL > Shutdown immediate 停止 Oracle 数据库实例。

2

卸载所有快照卷。快照卷名称使用快照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快照前缀作为前缀。
前缀的默认值为 SNAP_。
例如：
# umount /data/prodDB

3

逐出快照磁盘组。快照磁盘组名称使用快照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快照前缀作为前
缀。
例如：
# vxdg deport SNAP_prod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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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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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入主节点数据卷。
例如：
#mount -t vxfs /dev/vx/dsk/proddg/dbvol1 /data/prodDB

5

还原备份存储库以切换到先前的状态。
RRBegin 操作会自动备份 SFDB 存储库。
[oracle@testbox ~]$ sfua_rept_util -S $ORACLE_SID -o list
Listing Repository Backups for SID='RR'
TIME
SIZE
NAME
2013-07-30-13-43-55
18160
rept_RR_2013-07-30-13-43-55.tgz
2013-07-30-16-16-25
18159
rept_RR_2013-07-30-16-16-25.tgz
2013-07-30-16-16-49
18161
rept_RR_2013-07-30-16-16-49.tgz
2013-07-30-16-17-56
18163
rept_RR_2013-07-30-16-17-56.tgz
2013-07-30-16-18-01
18163
rept_RR_2013-07-30-16-18-01.tgz
2013-07-30-16-18-07
18161
rept_RR_2013-07-30-16-18-07.tgz
[oracle@testbox ~]$ sfua_rept_util -S $ORACLE_SID -o restore -f
rept_RR_2013-07-30-16-18-07.tgz
Restoring repository for SID='RR'
Target directory='/etc/vx/vxdba/logs/oracle/backup'
Restore Repository for SID='RR' 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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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克隆数据库的手动恢复

■

还原操作后的手动恢复

克隆数据库的手动恢复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可以根据时间点副本克隆应用
程序。
对于联机和即时模式快照，克隆应用程序所需的应用程序级别恢复通常会在执行克
隆操作时自动完成。 但是，您可能需要手动执行克隆数据库实例的 Oracle 恢复。
例如，若要执行克隆数据库的时间点恢复以恢复到创建快照之后的时间点，则可能
需要手动恢复。
要执行手动恢复，请使用 preclone 或 mountdb 操作而不是克隆操作。 preclone 操
作装入克隆数据库并允许您手动执行数据库恢复以打开数据库。
注意：只有使用联机快照模式时，才可以并且建议使用手动恢复选项。 脱机快照不
需要任何恢复，可以使用 RESETLOGS 直接打开数据库。
使用下列 SQL 语句执行手动恢复：
1) ALTER DATABASE RECOVER UNTIL CANCEL USING BACKUP CONTROLFILE;
OR
ALTER DATABASE RECOVER UNTIL TIME <time> USING BACKUP CONTROLFILE;
OR
ALTER DATABASE RECOVER UNTIL CHANGE <SCN> USING BACKUP CONTROL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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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TER DATABASE RECOVER LOGFILE '<archived redo log file>';
{ Repeat this step until the desired recovery point/target is reached.}
{The recovery target must be after the time the snapshot was taken.}
3) ALTER DATABASE RECOVER CANCEL;
{ Use if cancel-based recovery was initiated in step 1.}

手动恢复完成后，便可以使用 RESETLOGS 选项打开数据库。 随后可以添加属于
只读或脱机表空间的数据文件，以便将只读或脱机表空间添加回克隆数据库。 此
外，还可以将临时文件添加到克隆数据库，以便为临时表空间提供存储。

还原操作后的手动恢复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的存储检查点和 FileSnap 服务提
供了一项还原操作，用于从时间点副本还原应用程序文件。对于 Oracle，还原操作
从时间点副本还原数据库文件。
还原操作仅将数据文件还原到主节点数据库数据文件，因此会覆盖这些文件。 随后
您可以手动执行数据库时间点恢复，将数据库恢复到所需的恢复目标或时间。 还原
操作还会根据快照在 /var/tmp 目录中放置控制文件的副本，使您可以执行时间点
恢复以恢复到快照时间。
注意：您只能使用联机或脱机模式快照执行还原操作。
执行还原操作后，使用下列 SQL 语句将数据库恢复到自快照创建时间起的任意时
间点：
{ To perform complete recovery:}
1) SET AUTORECOVERY ON;
2) RECOVER DATABASE;
{ To perform incomplete recovery:}
1) SET AUTORECOVERY ON;
2) RECOVER DATABASE UNTIL CANCEL;
OR
RECOVER DATABASE UNTIL TIME <tim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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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VER DATABASE UNTIL CHANGE <SCN>;
{ Note: The 'USING BACKUP CONTROLFILE' clause must be used
if recovery is performed using a backup control file, or if using
the control file from the snapshot.}
3) ALTER DATABASE OPEN RESET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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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FDB 命令向后兼容性

■

不再受支持的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功能

■

为 Database FlashSnap 准备存储

■

关于创建数据库快照

■

FlashSnap 命令

■

Oracle 恢复准则

■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命令

关于 SFDB 命令向后兼容性
下列各节包含有关早期版本中的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命
令的信息。Symantec 建议使用 vxsfadm CLI。 支持早期版本中的命令是为了实现
向后兼容，这些命令将在以后的版本中废弃。

不再受支持的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功能
此版本中不支持以下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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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检查点策略和存储检查点配额

■

克隆和回滚中的交互模式

为 Database FlashSnap 准备存储
下面几节包含有关为 Database FlashSnap 准备存储的信息。

卷快照镜像的创建过程示例
本示例显示了创建属于磁盘组 PRODdg 的卷 data_vol 的快照镜像所需的步骤。
注意：必须以超级用户 (root) 的身份登录，执行以下过程中的命令。
创建卷 data_vol 的快照镜像

1

为进行镜像准备卷 data_vol：
# vxsnap -g PRODdg prepare data_vol alloc=PRODdg01,PRODdg02

2

验证是否已启用快速重新同步：
# vxprint -g PRODdg -F%fastresync data_vol
on

3

验证 DCO 和 DCO 日志是否已挂接到卷：
# vxprint -g PRODdg -F%hasdcolog data_vol
on

4

创建 data_vol 的快照镜像：
# vxsnap -g PRODdg addmir data_vol alloc=PRODdg02

5

列出数据 Plex：
# vxprint -g PRODdg -F%name -e"pl_v_name in \"data_vol\""
data_vol-01
data_vol-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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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处于 SNAPDONE 状态的 Plex。使用 vxprint -g diskgroup 命令标识
处于 SNAPDONE 状态的 Plex。

7

识别上面步骤中的 Plex 名称并为其设置 dbed_flashsnap 标记：
# vxedit -g PRODdg set putil2=dbed_flashsnap data_vol-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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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验证 dbed_flashsnap 标记是否已设置为所需的数据 Plex data_vol-02：
# vxprint -g PRODdg -F%name -e"pl_v_name in \"data_vol\" \
&& p2 in \"dbed_flashsnap\""
data_vol-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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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要验证是否成功地创建了快照卷，请使用 vxprint -g dg 命令，如下所示：
# vxprint -g PRODdg
# vxprint -g flashdgso

TY NAME
dg flashdgso

ASSOC
flashdgso

KSTATE
-

LENGTH
-

PLOFFS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dm
dm
dm
dm
dm
dm

hdisk5
hdisk6
hdisk8
hdisk10
hdisk14
hdisk17

hdisk5
hdisk6
hdisk8
hdisk10
hdisk14
hdisk17

-

10411776
10411776
10411776
10411776
10411776
10411776

-

-

-

-

v
pl
sd
pl
sd
dc
v
pl
sd
pl
sd

archvol
fsgen
ENABLED 10237952
archvol-01
archvol
ENABLED 10237952
hdisk6-01
archvol-01
ENABLED 10237952
archvol-02
archvol
ENABLED 10237952
hdisk8-01
archvol-02
ENABLED 10237952
archvol_dco archvol
archvol_dcl gen
ENABLED 1120
archvol_dcl-01 archvol_dcl ENABLED 1120
hdisk14-01
archvol_dcl-01 ENABLED 1120
archvol_dcl-02 archvol_dcl DISABLED 1120
hdisk8-02
archvol_dcl-02 ENABLED 1120

0
0
0
0

ACTIVE
ACTIVE
SNAPDONE
ACTIVE
ACTIVE
DCOSNP
-

-

-

v
pl
sd
pl
sd
dc
v
pl
sd
pl
sd

datavol
fsgen
ENABLED 10237952
datavol-01
datavol
ENABLED 10237952
hdisk5-01
datavol-01
ENABLED 10237952
datavol-02
datavol
ENABLED 10237952
hdisk10-01
datavol-02
ENABLED 10237952
datavol_dco datavol
datavol_dcl gen
ENABLED 1120
datavol_dcl-01 datavol_dcl ENABLED 1120
hdisk17-01
datavol_dcl-01 ENABLED 1120
datavol_dcl-02 datavol_dcl DISABLED 1120
hdisk10-02
datavol_dcl-02 ENABLED 1120

0
0
0
0

ACTIVE
ACTIVE
SNAPDONE
ACTIVE
ACTIVE
DCOSNP
-

-

-

STATE
-

TUTIL0 PUTIL0
-

TY NAME
dg PRODdg
dm PRODdg01

ASSOC
PRODdg
Disk_1

KSTATE
-

LENGTH
PLOFFS
711177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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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PRODdg02
dm PRODdg03

Disk_2
Disk_3

-

71117760 71117760 -

-

-

-

TY
dg
dm
dm
dm

ASSOC
PRODdg
c1t2d0s2
c1t3d0s2
c1t1d0s2

KSTATE
-

LENGTH
35358848
17674896
17674896

STATE
-

TUTIL0
-

PUTIL0
-

NAME
PRODdg
PRODdg01
PRODdg02
PRODdg03

PLOFFS
-

v data_vol
fsgen
ENABLED
4194304
pl data_vol-01 data_vol
ENABLED
4194304
sd PRODdg03-01 data_vol-01
ENABLED
4194304
pl data_vol-02 data_vol
ENABLED
4194304
sd PRODdg02-01 data_vol-02
ENABLED
4194304
dc data_vol_dco data_vol
v data_vol_dcl gen
ENABLED
560
pl data_vol_dcl-01 data_vol_dcl
560
ACTIVE
sd PRODdg01-01 data_vol_dcl-01
560
0
pl data_vol_dcl-02 data_vol_dcl
560
DCOSNP
sd PRODdg02-02 data_vol_dcl-02
560
0
-

-

ACTIVE

-

-

-

ACTIVE

-

-

0

-

-

-

-

SNAPDONE -

-

0

-

-

-

-

-

-

-

ACTIVE

-

-

ENABLED
ENABLED
DISABLED
ENABLED
-

-

确定指定的 Plex 是否处于 SNAPDONE 状态。在本示例中，所指定的 Plex 为
data_vol-02。
现在，您就可以使用快照镜像了。

升级现有卷以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7.0
本节中的过程介绍如何升级使用低于 VxVM 5.0 的版本所创建的卷，以便该卷可以
利用 FlashSnap 和优化空间快照。
注意，用于此过程的下列要求和 caveats：
■

DCO 卷的 Plex 要求磁盘上具有可用的持久性存储空间。要为 DCO Plex 腾出空
间，可能需要向磁盘组添加额外的磁盘，或重新配置现有卷以释放磁盘组中的

343

6.0 之前版本的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命令参考
为 Database FlashSnap 准备存储

空间。增加磁盘空间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磁盘组移动功能从其他磁盘组中引入
备用磁盘。
■

不支持通过 vxassist 命令创建的现有快照卷。另外，也不支持通过 vxassist
和 vxsnap 创建的快照卷组合。

■

必须以超级用户 (root) 的身份登录，执行以下过程中的命令。

升级使用早期版本的 VxVM 创建的现有卷

1

执行本节所述过程的其余部分之前，先将包含该卷的磁盘组升级到 120 版或更
高版本。使用下面的命令检查磁盘组的版本：
# vxdg list diskgroup

要将磁盘组升级到最新版本，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dg upgrade diskgroup

2

如果要升级的卷拥有 VxVM 早期版本的 DRL Plex 或子磁盘，请使用以下命令
将其删除：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 log volume [nlog=n]

使用可选属性 nlog=n 指定要删除的日志数目 n。默认情况下，vxassist 命令
会删除一个日志。

3

对于具有一个或多个关联快照卷的卷，请使用以下命令重新挂接并重新同步每
个快照：
# vxsnap [-g diskgroup] snapback snapvol

如果捕获快照之前在卷上启用了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则快照 Plex 中的数据将
快速地从原始卷重新同步。如果没有启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请执行完全重
新同步。

4

使用以下命令关闭卷的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
# vxvol [-g diskgroup] set fastresync=off volume

5

使用以下命令，将 VxVM 早期版本的 DCO 对象、DCO 卷和捕捉对象从卷中分
离出来：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 log volume logtype=d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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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卷执行以下命令，以对其进行升级：
# vxsnap [-g diskgroup] prepare volume \
alloc="disk_name1,disk_name2"

提供两个磁盘名称以避免快照 DCO Plex 的存储与任何其他非移动的数据或
DCO Plex 重叠。
使用 vxsnap prepare 命令，可以在卷以及通过该卷生成的所有快照上自动启
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该命令还可将 DCO 和 DCO 日志卷与要捕获快照的
卷进行关联。

7

要查看现有的 DCO Plex，并想知道对于现有数据 Plex 来说这些 DCO Plex 是
否足够，请输入：
# vxprint -g diskgroup

每个现有数据 Plex 都需要有一个 DCO Plex。

8

如果没有足够的 DCO Plex 对应现有数据 Plex，请创建更多的 DCO Plex：
# vxsnap [-g diskgroup] addmir dco_volume_name \
[alloc=disk_name]

其中 dco_volume_name 是要创建的 DCO 卷的名称。

9

如果 Plex 处于 SNAPDONE 状态，请将其转换到 ACTIVE 状态：
# vxplex [-g diskgroup] convert state=ACTIVE data_plex

10 将数据 Plex 转换到 SNAPDONE 状态，并将 DCO Plex 与要用于快照操作的
数据 Plex 进行关联：
# vxplex [-g diskgroup] -o dcoplex=dco_plex_name convert \
state=SNAPDONE data_plex

其中 dco_plex_name 是要创建的 DCO Plex 的名称。

升级现有卷以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7.0 的过程示例
注意：必须以超级用户 (root) 的身份登录，执行以下过程中的命令。
在本示例中，对卷 data_vol 进行升级以使用 VxVM 7.0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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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使用早期版本的 VxVM 创建的现有卷

1

升级磁盘组 PRODdg。
# vxdg upgrade PRODdg

2

从要升级的卷删除属于 VxVM 早期版本的 DRL Plex 或子磁盘。
# vxassist -g PRODdg remove log data_vol logtype=drl

3

将所有快照卷重新挂接回要升级的主节点卷。
# vxsnap -g PRODdg snapback SNAP-data_vol

4

关闭要升级的卷上的快速重新同步。
# vxvol -g PRODdg set fastresync=off data_vol

5

分离和删除任何早期版本的 DCO 对象和 DCO 卷。
# vxassist -g PRODdg remove log data_vol logtype=dco

6

通过将新的 DCO 对象与 DCO 卷相关联来升级卷。
# vxsnap -g PRODdg prepare data_vol alloc="PRODdg01,PRODdg02"

7

查看现有的 DCO Plex 及 Plex 状态。
情形 1
在此情形中，有足够的 DCO Plex 对应于数据 Plex。同时，没有任何数据 Plex
与 DCO Plex 相关联。
# vxprint -g PRODdg

TY NAME
dg PRODdg
dm PRODdg01

ASSOC
PRODdg
c1t2d0s2

KSTATE
-

LENGTH
PLOFFS
35358848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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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PRODdg02
dm PRODdg03

c1t3d0s2
c1t1d0s2

-

17674896 17674896 -

v data_vol
fsgen
ENABLED
4194304
pl data_vol-01 data_vol
ENABLED
4194304
sd PRODdg01-01 data_vol-01
ENABLED
4194304
pl data_vol-04 data_vol
ENABLED
4194304
sd PRODdg02-03 data_vol-04
ENABLED
4194304
dc data_vol_dco data_vol
v data_vol_dcl gen
ENABLED
560
pl data_vol_dcl-01 data_vol_dcl
ENABLED
560
sd PRODdg01-02 data_vol_dcl-01
ENABLED
560
pl data_vol_dcl-02 data_vol_dcl
ENABLED
560
sd PRODdg02-02 data_vol_dcl-02
ENABLED
560
■

-

-

-

-

ACTIVE

-

-

-

ACTIVE

-

-

0

-

-

-

-

SNAPDONE -

-

0

-

-

-

-

-

-

-

-

ACTIVE

-

-

-

ACTIVE

-

-

0

-

-

-

-

ACTIVE

-

-

0

-

-

-

将数据 Plex 的状态从 SNAPDONE 转换到 ACTIVE。
# vxplex -g PRODdg convert state=ACTIVE data_vol-04

■

将数据 Plex 与新的 DCO Plex 进行关联并将其转换回 SNAPDONE 状态。
# vxplex -g PRODdg -o dcoplex=data_vol_dcl-02 \
convert state=SNAPDONE data_vol-04
# vxprint -g PRODdg

TY
dg
dm
dm

NAME
PRODdg
PRODdg01
PRODdg02

ASSOC
PRODdg
c1t2d0s2
c1t3d0s2

KSTATE
-

LENGTH
35358848
17674896

PLOFFS
-

dm PRODdg03

c1t1d0s2

-

17674896 -

STATE
-

TUTIL0
-

PUTIL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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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data_vol-03 DISABLED
4194304
sd PRODdg02-01 data_vol-03
ENABLED
4194304
v data_vol
fsgen
ENABLED
4194304
pl data_vol-01 data_vol
ENABLED
4194304
sd PRODdg01-01 data_vol-01
ENABLED
4194304
pl data_vol-04 data_vol
ENABLED
4194304
sd PRODdg02-03 data_vol-04
ENABLED
4194304
dc data_vol_dco data_vol
v data_vol_dcl gen
ENABLED
560
pl data_vol_dcl-01 data_vol_dcl
ENABLED
560
sd PRODdg01-02 data_vol_dcl-01
ENABLED
560
pl data_vol_dcl-02 data_vol_dcl
DISABLED
560
sd PRODdg02-02 data_vol_dcl-02
ENABLED
560

-

-

-

-

0

-

-

-

-

ACTIVE

-

-

-

ACTIVE

-

-

0

-

-

-

-

SNAPDONE -

-

0

-

-

-

-

-

-

-

-

ACTIVE

-

-

-

ACTIVE

-

-

0

-

-

-

-

DCOSNP

-

-

0

-

-

-

情形 2
在此情形中，DCO Plex 的数量要少于数据 Plex。
# vxprint -g PRODdg

TY
dg
dm
dm
dm

NAME
PRODdg
PRODdg01
PRODdg02
PRODdg03

ASSOC
PRODdg
c1t2d0s2
c1t3d0s2
c1t1d0s2

KSTATE
-

LENGTH
35358848
17674896
17674896

PLOFFS
-

pl data_vol-03 DISABLED
4194304
sd PRODdg02-01 data_vol-03
ENABLED
4194304

STATE
-

TUTIL0
-

PUTIL0
-

-

-

-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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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data_vol
fsgen
ENABLED
4194304
pl data_vol-01 data_vol
ENABLED
4194304
sd PRODdg01-01 data_vol-01
ENABLED
4194304
0
pl data_vol-04 data_vol
ENABLED
4194304
sd PRODdg02-03 data_vol-04
ENABLED
4194304
0
dc data_vol_dco data_vol
v data_vol_dcl gen
ENABLED
560
pl data_vol_dcl-01 data_vol_dcl
ENABLED
560
sd PRODdg01-02 data_vol_dcl-01
ENABLED
560
0
■

ACTIVE

-

-

ACTIVE

-

-

-

-

-

ACTIVE

-

-

-

-

-

-

-

-

ACTIVE

-

-

ACTIVE

-

-

-

-

-

使用 vxassist mirror 命令将 DCO Plex 添加到 DCO 卷。
# vxsnap -g PRODdg addmir data_vol_dcl alloc=PRODdg02

■

将数据 Plex 与新的 DCO Plex 进行关联并将其转换到 SNAPDONE 状态。
# vxplex -g PRODdg -o dcoplex=data_vol_dcl-02 \
convert state=SNAPDONE data_vol-04

TY
dg
dm
dm
dm

NAME
PRODdg
PRODdg01
PRODdg02
PRODdg03

ASSOC
PRODdg
c1t2d0s2
c1t3d0s2
c1t1d0s2

KSTATE
-

LENGTH
35358848
17674896
17674896

pl data_vol-03
DISABLED
v data_vol
ENABLED
pl data_vol-01
ENABLED
sd PRODdg01-01
ENABLED
pl data_vol-04

PLOFFS
-

4194304
fsgen
4194304
data_vol
4194304
data_vol-01
4194304
data_vol

STATE
-

TUTIL0
-

PUTIL0
-

-

-

-

-

-

ACTIVE

-

-

-

ACTIVE

-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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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BLED
4194304
sd PRODdg02-03 data_vol-04
ENABLED
4194304
0
dc data_vol_dco data_vol
v data_vol_dcl gen
ENABLED
560
pl data_vol_dcl-01 data_vol_dcl
ENABLED
560
sd PRODdg01-02 data_vol_dcl-01
ENABLED
560
0
pl data_vol_dcl-02 data_vol_dcl
DISABLED
560
sd PRODdg02-02 data_vol_dcl-02
ENABLED
560
0

SNAPDONE -

-

-

-

-

-

-

-

ACTIVE

-

-

ACTIVE

-

-

-

-

-

DCOSNP

-

-

-

-

-

在数据库发生结构更改后进行更新
如果数据库发生了任何结构更改，例如添加或删除了任何数据库对象（如控制文
件、数据文件、存档位置等），则必须在节点上执行 dbed_update 以刷新 SFDB
储存库。如果修改数据库前执行了任何 flashsnap 操作，则必须执行下列步骤：
在数据库发生结构更改后更新 flashsnap

1

使用 dbed_vmsnap 实用程序重新同步快照。

2

运行 dbed_update。

3

再次验证快照计划并采用新的快照。

关于创建数据库快照
出于决策支持的目的，可以将快照用作备份数据库或创建克隆数据库的源。您可以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命令在同一主机（节点）或不同主机上为整个数据库创
建快照。

联机数据库快照
表 33-1 介绍了可以创建的三类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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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1

数据库快照类型

数据库快照类型

说明

online

如果将快照计划中指定的 SNAPSHOT_MODE 设置为 online，则
dbed_vmsnap 命令首先会将要捕获快照的表空间置于备份模式。 创建
快照之后，表空间会脱离备份模式，并切换日志文件以确保对额外的重
做日志进行存档，然后创建存档日志的快照。
联机和脱机快照都可提供数据库的有效备份副本。

offline

如果将 SNAPSHOT_MODE 设置为 offline，则必须在创建快照之前关
闭数据库。联机重做日志和控制文件必不可少，使用它们可确保完整的
数据库恢复。

instant

如果将 SNAPSHOT_MODE 设置为 instant，则不会将表空间置于备份
模式或使其脱离备份模式。联机重做日志和控制文件必不可少，使用它
们可确保完整的数据库恢复。
即时快照不代表时间点恢复的有效备份副本。

注意：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仅支持联机快照模式。
Database FlashSnap 支持联机数据库快照类型。
如果将快照计划中指定的 SNAPSHOT_MODE 设置为 online，则 dbed_vmsnap 命
令首先会将要捕获快照的表空间置于备份模式。 创建快照之后，表空间会脱离备份
模式，并切换日志文件以确保对额外的重做日志进行存档，然后创建存档日志的快
照。
联机快照提供有效的数据库备份副本。

创建快照前执行的任务
请查看有关如何使用快照计划创建数据库上所有卷的快照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有选择性地使用 VxVM 命令 (vxsnap) 创建卷快照。但是，与 Database
FlashSnap 命令不同，vxsnap 命令不会自动重组磁盘组内容。
图 33-1 说明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捕获快照的步骤顺序。

351

6.0 之前版本的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命令参考
关于创建数据库快照

图 33-1

创建数据库快照的先决条件

确定您的存储配置

准备卷配置

创建默认的快照计划（使用dbed_vmcheck
snap -o setdefaults 命令）

如果需要更改默认值，修改快照计划

验证快照计划（使用dbed_vmcheck
snap -o validate 命令）

如果快照计划未通过验证，修复错误并重新
验证快照计划

快照

创建快照
确保在尝试捕获快照之前，正确地配置了数据库使用的卷。 此数据库配置要求具备
超级用户 (root) 权限。
注意：Database FlashSnap 命令必须由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运行。
每次更改数据库的结构（例如添加或删除数据文件，将 PFILE 转换为 SPFILE，或
者将 SPFILE 转换为 PFILE）时，都必须运行 dbed_update。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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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VRTS/bin/dbed_update -S $ORACLE_SID -H $ORACLE_HOME

创建数据库的快照映像

1

创建卷或卷集的快照镜像。
请参见第 174 页的“创建卷或卷集的快照镜像”。

2

使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创建快照计划模板并检查卷配置，以确保其在创
建数据库的卷快照时有效。
快照计划中包含创建和重新同步快照时所需的数据库和卷配置的详细信息。您
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修改快照计划模板。
dbed_vmchecksnap 命令也可用于：
列出与特定 ORACLE_SID 相关联的所有
快照计划

dbed_vmchecksnap -o list

从 SFDB 存储库中删除快照计划

dbed_vmchecksnap -o remove -f
SNAPPLAN

将快照计划从 SFDB 存储库复制到本地目 dbed_vmchecksnap -o copy -f
录
SNAPPLAN

请参见第 360 页的“创建快照计划 (dbed_vmchecksnap)”。

3

使用 dbed_vmsnap 命令为数据库创建快照卷。
请参见第 373 页的“创建快照计划 (dbed_vmsnap)”。

4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 dbed_vmclonedb 命令通过从主节点主机逐出的磁盘
组创建克隆数据库。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79 页的“克隆数据库 (dbed_vmclonedb)”。
如果在快照计划中指定的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不同，dbed_vmclonedb
命令将采取下列操作：
■

导入从主节点主机逐出的磁盘组

■

恢复快照卷

■

装入文件系统

■

恢复数据库

■

使用与主节点主机不同的 Oracle SID 名称使数据库处于联机状态。

您可以使用 -o recoverdb 选项让 dbed_vmclonedb 执行自动数据库恢复，也
可以使用 -o mountdb 选项执行用户自己的即时点恢复和手动启动数据库。对
于即时点恢复，快照模式必须为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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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在主节点主机上创建克隆数据库。快照计划设置会指定应在主节点主
机上还是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克隆数据库。

5

现在，您就可以使用克隆数据库执行数据库备份和其他脱离主机处理工作。

6

对于单实例 Oracle，快照卷可用于通过快照中的数据反向重新同步同步原始
卷，也可以通过将快照卷和原始卷重新结合（即，通过重新同步快照卷）丢弃
快照卷，以备将来使用。

7

可以通过将快照卷和原始卷重新结合（即，通过重新同步快照卷）丢弃克隆数
据库，以备将来使用。

创建快照后执行的任务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创建数据库快照之后，您可以执行许多操作。可以创建
数据库的克隆体以进行备份和脱离主机处理。可以将快照卷与主节点数据库进行重
新同步。
对于单实例 Oracle，在主节点数据库出现故障时，可以通过反向重新同步快照卷恢
复该主节点数据库。
以下流程图说明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创建了数据库快照之后可以执行的操作，
并涉及以下四个问题：
图 33-2 是流程图，它说明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创建了数据库快照之后可以执
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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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库快照之后可以执行的操作

图 33-2

快照

创建快照卷
(dbed_vmsnap -o snapshot)

否

是否要克隆数
据库？

是
是否要重新同步快
照卷？

是否要在辅助节
点主机上使用克
隆？

是

是

将导入快照磁
盘组。

否
重新同步，重新挂接快照卷
(dbed_vmsnap -o resync)

要
(1)装入快照卷，(2)
自动克隆数据库，还
是 (3)手动克隆？

(1)
装入快照卷
(dbed_vmclonedb -o mount)

(2)
装入快照卷并自动创建克隆
(dbed_vmclonedb orecoverdb)

(3)
装入快照卷并手动创建克隆
(dbed_vmclonedb -o mountdb)

在手动恢复克隆后更新状态
(dbed_vmclonedb -o
update_status)
是否已处理完
快照？

是
关闭数据库并卸载快照卷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是
逐出快照磁盘组。

克隆是否位于辅
助节点主机上？

否

否
是否已处理完
快照？

是

重新启动克隆数据库
(dbed_vmclonedb orestartdb)

是否要克隆数据库？
创建快照卷后，可以继续克隆数据库并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克隆体或者重新同步
快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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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是此过程的流程图。
克隆数据库

图 33-3

快照

创建快照卷
(dbed_vmsnap-o snapshot)

是否要克隆数据库？

否
是否要重新同步快照卷？

是
是否将在辅助节点主机上
使用克隆？

是否要重新同步快照卷？
如果决定不克隆数据库，则可以继续重新同步和重新挂接快照卷，或者开始反转重
新同步过程。
图 33-4 是此过程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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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同步数据库

图 33-4

是否要重新同步快照卷？

否

是

重新同步并重新挂接快
照卷
(vxsfadm -o resync)

开始反向重新同步
(vxsfadm -o rrbegin)

提交反向重新同步更改？

否

是
提交反向重新同步
更改
(vxsfadm -o rrcommit)

中止反向重新同步？
(vxsfadm -o rrabort)

创建快照卷
(vxsfadm -o
snapshot)
创建快照卷
(vxsfadm -o
snapshot)
是否要重新同步快照卷？

是否要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克隆？
如果决定克隆数据库并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克隆体，则将导入快照磁盘组。否
则，请使用以下三个选项之一继续操作：
■

装入快照卷

■

装入快照卷并自动创建克隆体

■

装入快照卷并手动创建克隆体

图 33-5 是此过程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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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节点主机上的克隆

图 33-5

是否将在辅助节点主
机上使用克隆？

是

否

要 (1) 装入快照卷，(2)
自动克隆数据库，还是
(3)手动克隆？

(1) 装入快照卷
dbed_vmclonedb omount

(2)
装入快照卷并自动创建克
隆
dbed_vmclonedb orecoverdb

将导入快照磁盘组。

(3)
装入快照卷并手动创建克隆
dbed_vmclonedb -omountdb

在手动恢复克隆后更新状态
dbed_vmclonedb -o
update_status
是否已处理完
快照？

是

是否已创建快照？
如果已创建快照，请关闭数据库并卸载快照卷。如果克隆体在辅助节点主机上，请
逐出快照磁盘组。
图 33-6 是这些过程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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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快照操作

图 33-6

是否已处理完快照？

是
关闭数据库并卸载快照卷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克隆是否位于辅助节
点主机上？

是
逐出快照磁盘组。

否

是否已处理完快照？

是

否
重新启动克隆数据库
dbed_vmclonedb -o restartdb

是否要重新同步快照卷？

FlashSnap 命令
通过使用以下 FlashSnap 命令（在以下各节中进行介绍），可以执行 Database
FlashSnap 操作：
■

创建快照计划 (dbed_vmchecksnap)

■

验证快照计划 (dbed_vmchecksnap)

■

显示、复制及删除快照计划 (dbed_vmchecksnap)

■

创建快照计划 (dbed_vmsnap)

■

通过快照卷备份数据库 (dbed_vmclonedb)

■

克隆数据库 (dbed_vmclonedb)

■

将快照重新同步到数据库

■

删除快照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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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快照计划 (dbed_vmchecksnap)
dbed_vmchecksnap 命令可创建一个快照计划，dbed_vmsnap 将使用该快照计划创

建 Oracle 数据库的快照。
快照计划指定快照方案： online、offline 或 instant。
您可以对您所选择的任意快照计划文件进行命名。快照计划文件中的每一项都是一
个采用 parameter=argument 格式的行。
表 33-2 介绍了使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创建或验证快照计划时可以设置的参
数。
表 33-2

dbed_vmchecksnap 的参数值

参数

值

SNAPSHOT_VERSION

指定此 SF Enterprise 产品的主版本的快照版本。

PRIMARY_HOST

主节点数据库所在的主机的名称。

SECONDARY_HOST

要导入数据库的主机的名称。

PRIMARY_DG

主节点数据库使用的 VxVM 磁盘组名称的冒号分隔列表

SNAPSHOT_DG_PREFIX

附加到磁盘组名称的前缀名称。快照磁盘组的名称由
SNAPSHOT_DG_PREFIX 和对应的主磁盘组名称连接
而成。其默认值将是 SNAP_。
快照卷将被置于主节点主机上的此磁盘组中，然后被逐
出。辅助节点主机将会导入此磁盘组，启动克隆数据库。
SNAPSHOT_DG 在版本 5.1 中不受支持。它被
SNAPSHOT_DG_PREFIX 取代。

ORACLE_SID

Oracle 数据库的名称。默认情况下，Oracle 数据库的名
称包括在快照计划中。

ARCHIVELOG_DEST

存档日志的完整路径。
如果要复用存档日志，则有数个可用于数据库恢复的存
档日志目标。您必须指定要使用的存档日志目标。
建议您在 SNAPSHOT_ARCHIVE_LOG 为 yes 的情况
下，将存档日志目标置于单独的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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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值

SNAPSHOT_ARCHIVE_LOG

yes 或 no
指定是否创建存档日志卷的快照。指定 yes 会拆分存档
日志卷镜像并将其逐出到辅助节点主机。使用 Oracle 远
程存档日志目标功能将存档日志发送到辅助节点主机时，
可以指定 no 节省一些空间。
由于存档日志并不一定会始终可靠地发送到辅助节点主
机，因此建议您指定 yes。

SNAPSHOT_MODE

指定数据库快照模式。值可以为 online、offline 或
instant。
■

■

■

如果在数据库联机时创建快照，则 dbed_vmsnap 命
令将把表空间置于备份模式。在 dbed_vmsnap 完成
创建快照之后，可使表空间脱离备份模式，切换日志
文件以确保对额外的重做日志进行存档，然后创建存
档日志的快照。
如果数据库脱机，则不必将表空间置于备份模式。必
须在创建脱机快照之前关闭数据库。
如果数据库快照为即时快照，dbed_vmsnap 将跳过
将表空间置于备份模式的步骤。

注意：无论 SNAPSHOT_MODE 是设置为 offline 还是
设置为 instant，都需要脱离主机配置，但不允许使用 -r
relocate_path 选项。
SNAPSHOT_PLAN_FOR

默认值为 database 且不能更改。
指定要创建快照的数据库对象。

SNAPSHOT_PLEX_TAG

指定快照 Plex 标记。使用此变量指定要捕获快照的 Plex
标记。plex_tag 的最大长度为 15 个字符。默认的 Plex
标记为 dbed_flashsnap。

SNAPSHOT_VOL_PREFIX

指定快照卷的前缀。使用此变量指定从主节点磁盘组拆
分出来的快照卷的前缀。卷名不能多于 32 个字符。应该
在指派前缀时考虑卷名的长度。

SNAPSHOT_MIRROR

指定要捕获快照的 Plex 数。默认值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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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值

DG:VOL

可选
如果将 dbed_vmchecksnap 命令与 -o setdefaults
-m 选项结合使用，则默认情况下会创建这些条目。这些
条目指定当使用 dbed_vmclondb 执行克隆操作时关联
快照卷的装入路径。可以将这些字段的值保留为空，如
果它们为空，则在执行 dbed_vmclonedb 操作时需要
指定 -r relocate_path。

首次运行 dbed_vmchecksnap 时，请使用 -o setdefaults 选项创建一个使用默认
变量值的快照计划。然后可以手动编辑该文件，为不同的快照方案设置相应的变
量。
创建快照计划之前，确保已经满足以下条件：
先决条件

■

■
■

磁盘组版本必须为 110 版或更高版本。有关磁盘组版本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vxdg(1M) 手册页。

■

确保已将 DCO 和 DCO 卷与为其创建快照的卷相关联。

■

■

快照 Plex 及其关联的 DCO 日志应位于原始 Plex 所在磁盘以外的
其他磁盘上，并且应该由系统管理员正确地配置以创建快照。
必须在现有数据库卷上启用持久性快速重新同步，并且必须为快照
卷分配磁盘。
数据库必须在存档日志模式下运行。存档日志模式在 Oracle 初始化
参数文件中设置。
Oracle 数据库至少必须拥有一个强制存档目标。

■

ORACLE_HOME 不能驻留在要用于快照的磁盘上。

■

Oracle 数据库文件和存档日志文件应使用在相同磁盘组中拥有唯一
磁盘的不同卷。

■

如果要执行脱离主机处理，则应在主节点主机上创建快照计划。

■

■

使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创建快照计划之后，可根据需要使
用文本编辑器查看和更新文件。
建议您创建一个本地工作目录来存储快照计划。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vmchecksnap(1M) 联机手册页。

■

如果将数据库的 SNAPSHOT_MODE 设置为 online，则主节点主机
和辅助节点主机可以是相同的。
如果将 SNAPSHOT_MODE 设置为 offline 或 instant，则主节点主
机和辅助节点主机必须不同。

■

■

使用说明

必须根据以下章节中的指定配置存储器：
请参见第 171 页的“为 Database FlashSnap 准备主机和存储器”。
您必须是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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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快照计划

1

以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执行下列步骤。

2

将目录更改至要存储快照计划的工作目录。
$ cd /working_directory

3

使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创建具有默认值的快照计划：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ORACLE_SID \
-H ORACLE_HOME -f SNAPPLAN -o setdefaults -t host_name \
[-p PLEX_TAG] [-m]

以下是针对映射装入点使用 multi-dg 和指定 -m 选项的示例输出。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slave -H $ORACLE_HOME \
-f snapplan3 -o setdefaults -t mensa -m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napplan snapplan3 for slave
SNAPSHOT_VERSION=5.0
PRIMARY_HOST=mensa
SECONDARY_HOST=mensa
PRIMARY_DG=datadg1:datadg2:archdg1
ORACLE_SID=slave
ARCHIVELOG_DEST=/arch/sfae10g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EX_TAG=dbed_flashsnap
SNAPSHOT_DG_PREFIX=SNAP_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SNAPSHOT_MIRROR=1
archdg1:arch1vol1=
datadg1:data1vol2=
datadg1:data1vol1=
datadg2:data1vol1=
datadg2:data1vol2=

4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快照计划文件并根据需要对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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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快照映像创建的快照计划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快照计划 snap1 是为相同节点配置中的快照映像创建的且设置了默
认值。主机名为 host1，工作目录为 /export/snap_dir。
以下是 dbed_vmchecksnap 命令的示例和示例输出：
$ cd /export/snap_dir
$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PROD \
-H /oracle/product/orahome -f snap1 -o setdefaults -t host1

单个磁盘组环境的输出示例：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napplan snap1 for PROD
SNAPSHOT_VERSION=5.0
PRIMARY_HOST=host1
SECONDARY_HOST=host1
PRIMARY_DG=proddg
ORACLE_SID=PROD
ARCHIVELOG_DEST=/arch/sfae10g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EX_TAG=dbed_flashsnap
SNAPSHOT_DG_PREFIX=SNAP_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SNAPSHOT_MIRROR=1

多个磁盘组环境的输出示例：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napplan snap1 for PROD
SNAPSHOT_VERSION=5.0
PRIMARY_HOST=host1
SECONDARY_HOST=host2
PRIMARY_DG=proddg1:proddg2
ORACLE_SID=PROD
ARCHIVELOG_DEST=/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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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EX_TAG=my_tag
SNAPSHOT_DG_PREFIX=SNAP_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SNAPSHOT_MIRROR=1

在第二个示例中，快照计划 snap2 是为双节点群集配置中的快照映像而创建，且设
置了默认值。主节点主机为 host1，辅助节点主机为 host2，工作目录为
/export/snap_dir。
以下是 dbed_vmchecksnap 命令的示例和示例输出：
$cd /export/snap_dir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PROD \
-H /oracle/product/orahome -f snap2 -o setdefaults -t host2

单个磁盘组环境的输出示例：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napplan snap2 for PROD
SNAPSHOT_VERSION=5.0
PRIMARY_HOST=host1
SECONDARY_HOST=host2
PRIMARY_DG=proddg
ORACLE_SID=PROD
ARCHIVELOG_DEST=/arch/sfae10g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EX_TAG=dbed_flashsnap
SNAPSHOT_DG_PREFIX=SNAP_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SNAPSHOT_MIRROR=1

多个磁盘组环境的输出示例：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napplan snap2 for PROD
SNAPSHOT_VERSIO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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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_HOST=host1
SECONDARY_HOST=host2
PRIMARY_DG=proddg1:proddg2
ORACLE_SID=PROD
ARCHIVELOG_DEST=/arch/sfae10g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EX_TAG=dbed_flashsnap
SNAPSHOT_DG_PREFIX=SNAP_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SNAPSHOT_MIRROR=1

默认情况下，快照计划的 SNAPSHOT_PLEX_TAG 值设置为 dbed_flashsnap。您可以
使用 -p 选项指派其他标记名。应在创建快照计划时，将 -p 选项与 setdefaults
选项一起使用。
在以下示例中，将 -p 选项与 setdefaults 一起使用，从而将 my_tag 指派为
SNAPSHOT_PLEX_TAG 值。
$ dbed_vmchecksnap -S PROD -H $ORACLE_HOME -o setdefaults \
-p my_tag -f snap1 -t host2

单个磁盘组环境的输出示例：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napplan snap1 for PROD
SNAPSHOT_VERSION=5.0
PRIMARY_HOST=host1
SECONDARY_HOST=host2
PRIMARY_DG=proddg
ORACLE_SID=PROD
ARCHIVELOG_DEST=/arch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EX_TAG=my_tag
SNAPSHOT_DG_PREFIX=SNAP_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SNAPSHOT_MIRROR=1

多个磁盘组环境的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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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napplan snap1 for PROD
SNAPSHOT_VERSION=5.0
PRIMARY_HOST=host1
SECONDARY_HOST=host2
PRIMARY_DG=proddg1:proddg2
ORACLE_SID=PROD
ARCHIVELOG_DEST=/arch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EX_TAG=my_tag
SNAPSHOT_DG_PREFIX=SNAP_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SNAPSHOT_MIRROR=1

在启用映射装入选项的情况下创建快照计划的示例
在启用映射装入选项的情况下创建快照计划的示例。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PROD \
-H /oracle/product/orahome -f snap2 -o setdefaults -t host2 -m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napplan snap2 for PROD
SNAPSHOT_VERSION=5.0
PRIMARY_HOST=host1
SECONDARY_HOST=host2
PRIMARY_DG=proddg
ORACLE_SID=PROD
ARCHIVELOG_DEST=/arch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EX_TAG=dbed_flashsnap
SNAPSHOT_DG_PREFIX=SNAP_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SNAPSHOT_MIRR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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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dg:data_vol=/tmp/datadst
PRODdg:arch_vol=/tmp/archdst

在 dbed_vmchecksnap 中使用 -m 选项时的环境输出示例：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slave -H $ORACLE_HOME \
-f snapplan3 -o setdefaults -t mensa -m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napplan snapplan3 for slave
SNAPSHOT_VERSION=5.0
PRIMARY_HOST=mensa
SECONDARY_HOST=mensa
PRIMARY_DG=datadg1:datadg2:archdg1
ORACLE_SID=PROD
ARCHIVELOG_DEST=/arch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PLEX_TAG=dbed_flashsnap
SNAPSHOT_DG_PREFIX=SNAP_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SNAPSHOT_MIRROR=1
archdg1:arch1vol1=
datadg1:data1vol2=
datadg1:data1vol1=
datadg2:data1vol1=
datadg2:data1vol2=

在验证快照计划之前，编辑该快照计划并将装入点添加到 dg:volume 对。输入的装
入点是在 dbed_vmclonedb 操作后装入克隆数据库的位置。

创建多镜像快照
若要使 Database Snapshot 具有高可用性，则捕获的快照卷应包含多个镜像。这样
即使其中一个镜像失效，此快照卷仍然可用。在其中一个镜像失效的情况下，快照
卷也可装入，并且整个数据库快照都是可用的。多镜像快照通过快照计划中的
SNAPSHOT_MIRROR=<n> 启用。
注意：没有对命令行用法或 Flashsnap 工具的参数进行更改。

368

6.0 之前版本的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命令参考
FlashSnap 命令

捕获快照之前，请确保所有已标记的快照镜像均处于 SNAPDONE 状态。
有关快照镜像的信息，请参考《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验证快照计划 (dbed_vmchecksnap)
创建快照计划之后，下一步就是验证快照计划参数并检查是否已正确地配置了快照
卷来创建快照。如果验证成功，则会将快照计划复制到储存库。可组合使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和 -o validate 选项对快照计划进行验证。
验证快照计划之前，请考虑以下先决条件及说明：
先决条件

■

执行 dbed_vmchecksnap 命令时，数据库必须已启动且正在运行。

使用说明

■

dbed_vmchecksnap 命令必须由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运行。

■

在 AIX 上：
默认行为是强制进行验证。如果要跳过验证，请使用 -n 选项。
使用 dbed_vmchecksnap -o validate 验证快照计划和存储
时，可以保存验证输出。如果验证失败，系统管理员便可以依据此
信息来调整存储设置。
如果更新或修改了快照计划，则必须重新验证它。建议您在更改了
数据库磁盘组之后重新验证快照计划。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vmchecksnap(1M) 手册页。

■

■

■

注意：必须以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的身份在以下过程中执行命令。
验证快照计划

1

将目录更改至存储快照计划的工作目录：
$ cd /working_directory

2

使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验证快照计划：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ORACLE_SID \
-H ORACLE_HOME -f SNAPPLAN -o validate

验证快照映像的快照计划 snap1 的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将验证同节点配置中的快照映像的快照计划 snap1。 主节点主机为
host1，工作目录为 /export/snap_dir。以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发出命令。
以下是 dbed_vmchecksnap 命令的示例和示例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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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export/snap_dir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PROD -H /oracle/product/orahome \
-f snap1 -o validate

示例输出：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ORACLE_SID = PROD
ORACLE_HOME = /oracle/product/orahome
APP_MODE = online
SNAPSHOT_ARCHIVE_LOG = yes
REVERSE_RESYNC_ARCHIVE_LOG = no
REVERSE_RESYNC_RECOVERY = auto
ARCHIVELOG_DEST = /arch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Data volumes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ata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on /data.
Archivelog volume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arch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on /arch.
Storage units to be used for snapshot from diskgroup datadg:
hitachi_usp-vm0_01c4 hitachi_usp-vm0_01c6
SNAPSHOT_VOL_PREFIX = SNAP_
SNAPSHOT_DG_PREFIX = SNAP_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显示、复制及删除快照计划 (dbed_vmchecksnap)
在列出特定 Oracle 数据库的所有快照计划、显示快照计划文件或者复制和删除快照
计划之前，请考虑以下使用说明。
使用说明

■

如果更新或修改了本地快照计划，必须对其进行重新验证。

■

如果修改了数据库架构或磁盘组，则必须在运行 dbed_update 之
后才能对其进行重新验证。

显示快照计划
可以使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列出所有可用的快照计划，并显示特定快照计划
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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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特定 Oracle 数据库的所有可用快照计划
◆

使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如下所示：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ORACLE_SID -o list

在以下示例中，列出了数据库 PROD 的所有可用快照计划。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PROD -o list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The following snapplan(s) are available for sfae10g:
SNAP_PLAN SNAP_STATUS DB_STATUS SNAP_READY
snap1 init_full yes
snap2 init_full yes

命令输出内容显示了所有可用的快照计划、其快照状态 (SNAP_STATUS)、数
据库状态 (DB_STATUS) 以及是否可以创建快照 (SNAP_READY)。
Database FlashSnap 状态信息：
请参见第 428 页的“关于 Database FlashSnap 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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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快照计划的详细信息
◆

使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如下所示：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
ORACLE_SID -f SNAPPLAN -o list

在以下示例中，显示了快照计划 snap1。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PROD -f snap1 -o list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NAPSHOT_VERSION=5.0
ORACLE_SID=sfaedb1
ORACLE_HOME=/ora_base/db_home
SNAPSHOT_PLEX_TAG=dbed_flashsnap
SNAPSHOT_DG_PREFIX=SNAP_
SNAPSHOT_VOL_PREFIX=SNAP_
SNAPSHOT_MIRROR=1
SNAPSHOT_MODE=online
SNAPSHOT_ARCHIVE_LOG=yes
STORAGE_INFO
sdu
sdx
SNAP_PLEX=datavol-02 archvol-02 datavol_dcl-02 archvol_dcl-02
STATUS_INFO
SNAP_STATUS=init_full

复制快照计划
如果要创建与现有快照计划类似的快照计划，则只需创建一个现有快照计划的副本
并对其进行修改即可。要将快照计划从 SFDB 存储库复制到当前目录，则当前目录
中不能有快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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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快照计划从 SFDB 存储库复制到当前目录
◆

使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如下所示：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ORACLE_SID \
-f SNAPPLAN -o copy

在以下示例中，快照计划 snap1 从 VxDBA 存储库中复制到了当前目录。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PROD -f snap1 -o copy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heck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Copying 'snap1' to '/export/snap_dir'

删除快照计划
如果不再需要快照计划，则可以将其从本地目录或存储库中删除。
从 SFDB 存储库删除快照计划
◆

使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如下所示：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ORACLE_SID -f\
SNAPPLAN -o remove

创建快照计划 (dbed_vmsnap)
dbed_vmsnap 命令可通过将数据库所用的镜像卷拆分为快照数据库，来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快照。您可以在数据库所在的主机上使用快照映像，也可以在辅助节点主
机上使用快照映像（如果两台主机共享存储）。
dbed_vmsnap 创建的快照映像是 Oracle 数据库中数据文件的冻结映像。dbed_vmsnap

命令可确保在创建快照数据库时创建备份控制文件，这样，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完
整的数据恢复。
Database FlashSnap 状态信息：
请参见第 428 页的“关于 Database FlashSnap 状态信息”。
先决条件

■

您必须以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登录。

■

使用 dbed_vmsnap 创建快照映像之前，必须使用
dbed_vmchecksnap 创建并验证快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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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
■

■
■

■

■

如果要执行脱离主机处理，则应在主节点主机上使用 dbed_vmsnap
命令。
不要在 Oracle 数据库文件和其他软件之间共享卷。
创建快照卷时，在与主节点卷分隔开来的单独控制器和单独磁盘上
创建快照。
确保存档日志目标与 Oracle 数据库卷分隔开来。
请勿将任何数据文件（包括控制文件）放在 $ORACLE_HOME/dbs
目录中。
重新同步的速度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镜像断开期间主节点卷和
辅助节点卷上所更改的数据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vmsnap(1M) 手册页。

注意下列几点：
■

要强制创建快照，请使用 -F 选项。-F 选项可以在快照操作失败后使用，并且无
需使用 SFDB 命令即可解决问题。（即使用 VxVM 命令同步卷。） 在这种情况
下，快照计划的状态将显示为不可用于创建快照。-F 选项可忽略不可用状态，
检查卷的可用性，并在卷通过可用性检查之后创建快照。

■

创建快照之后，dbed_vmsnap 会返回运行 dbed_vmclonedb 所需的值。这些值
包括适用于脱离主机配置的快照磁盘组、快照计划名以及 SFDB 存储库卷。请
记下这些值，以便在运行 dbed_vmclonedb 时使用它们。

■

您还可以使用 dbed_vmchecksnap -f snapplan -o list 命令访问与快照磁盘
组、快照计划名和 SFDB 存储库相关的信息。

注意：必须以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的身份在以下过程中执行命令。
创建快照

1

将目录更改至存储快照计划的工作目录：
$ cd /working_directory

2

如果快照计划中 SNAPSHOT_MODE 设置为 offline，则关闭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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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75

使用 dbed_vmsnap 命令创建快照映像。
$ /opt/VRTS/bin/dbed_vmsnap -S ORACLE_SID -f SNAPPLAN \
-o snapshot
$ /opt/VRTS/bin/dbed_vmsnap -S ORACLE_SID -f SNAPPLAN \
-o snapshot
$ /opt/VRTS/bin/dbed_vmsnap -S ORACLE_SID -f SNAPPLAN \
-o snapshot [-F]

现在，快照卷表示数据库的一致备份副本。您可以通过将快照卷复制到磁带或
其他备份介质来备份数据库。
请参见第 376 页的“通过快照卷备份数据库 (dbed_vmclonedb)”。

4

另外，还可以创建其他 Oracle 数据库用于决策支持。
请参见第 379 页的“克隆数据库 (dbed_vmclonedb)”。

创建数据库 PROD 快照镜像的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数据库 PROD 的快照映像是针对相同节点配置创建的。这种情况
下，SECONDARY_HOST 参数的设置与快照计划中 PRIMARY_HOST 参数的设置
相同。
注意：必须以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的身份在以下过程中执行命令。
$ /opt/VRTS/bin/dbed_vmsnap -S PROD -f snap1 -o snapshot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Validating database configuration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ORACLE_SID = PROD
ORACLE_HOME = /ora_base/db_home
APP_MODE = online
ARCHIVELOG_DEST = /arch
SNAPSHOT_ARCHIVE_LOG = yes
REVERSE_RESYNC_ARCHIVE_LOG = no
REVERSE_RESYNC_RECOVERY = auto
Database validation successful.
snapshot started at Mon Aug 19 05:14:12 2013.
Putting database in backup mode ...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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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ating database volume layout for third-mirror-break-off snapshot:
Data volumes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data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on /data.
Archivelog volume ready for snapshot:
Volume/volume-set archvol of diskgroup datadg mounted on /arch.
Storage units to be used for snapshot from diskgroup datadg:
hitachi_usp-vm0_01c4 hitachi_usp-vm0_01c6
SNAPSHOT_VOL_PREFIX = SNAP_
SNAPSHOT_DG_PREFIX = SNAP_
Database volume layout validated successfully.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s for data volumes ... Done
Taking database out of backup mode ... Done
Flushing online redo logs ... Done
Creating snapshot volume for archivelog volume ... Done
Copy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to snapshot volume ... Done
Crea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De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SNAP_datadg
snapshot ended at Mon Aug 19 05:14:53 2013.

通过快照卷备份数据库 (dbed_vmclonedb)
快照常用作备份数据库的源。使用快照卷的好处是备份不会争用物理设备的 I/O 带
宽。通过使快照卷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可用，将消除主节点主机上备份过程给处理器
和 I/O 适配器增加的额外负载。
克隆数据库也可以用作主节点数据库的有效备份。您可以使用快照卷将主节点数据
库备份到磁带。
图 33-7 显示了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快照卷时的典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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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节点主机上数据库备份的系统配置示例

图 33-7

网络

数据库的辅助节点主机

数据库的主节点主机
本地磁盘

本地磁盘
控制器

C1 C2

控制器

C3 C4

C1

C2

C3 C4

磁盘
阵列
主节点主机可对在
这些磁盘上创建的
卷进行访问

这两种主机均可对
在这些磁盘上创建
的卷进行访问

由辅助节点主机备
份到磁盘、磁带或
其他介质
先决条件

■

■

您必须以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登录才能使用 dbed_vmclonedb
命令。
在使用 dbed_vmclonedb 命令之前，必须验证快照计划并创建快
照。
请参见第 376 页的“通过快照卷备份数据库 (dbed_vmclonedb)”。
请参见第 369 页的“验证快照计划 (dbed_vmchecksnap)”。
请参见第 373 页的“创建快照计划 (dbed_vmsnap)”。

■

卷快照必须包含整个数据库。

■

将 dbed_vmclonedb 命令与 -r relocate_path 选项（指定快
照映像的初始装入点）结合使用之前，系统管理员必须创建装入点，
并将所有者更改为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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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dbed_vmclonedb 命令可以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

■

在同节点配置中，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为同一台主机。

■

在同节点配置中，如果未指定任何映射装入，或者某些映射装入条
目在快照计划中保留为空，则需要使用 -r relocate_path。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vmclonedb(1M) 手册页。

装入快照卷并进行备份
使用快照卷进行备份之前，必须先装入这些卷。
注意：必须以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的身份在以下过程中执行命令。

注意：如果使用 Oracle 联机备份方法，还必须备份所有存档的日志文件，以便执行
完整的数据库还原和恢复。
装入快照卷
◆

使用 dbed_vmclonedb 命令，如下所示：
$ /opt/VRTS/bin/dbed_vmclonedb -S ORACLE_SID \
-o mount,new_sid=new_sid,server_name=svr_name\
-f SNAPPLAN [-H ORACLE_HOME] \
[-r relocate_path]

现在，您可以将某一目录下的单个文件或一组文件备份到备份介质。
在以下示例中，装入了快照卷。
$ /opt/VRTS/bin/dbed_vmclonedb -S PROD \
-o mount,new_sid=NEWPROD,server_name=svr_name \
-f snap1 -r /clone/singl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lonedb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Done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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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在上述命令中没有为脱离主机配置指定 server_name，则会显示用法错
误。
装入从快照卷转移到辅助节点主机的存储检查点

1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 dbed_ckptdisplay 命令列出从主数据库转移的存储
检查点。
例如：
$ /opt/VRTS/bin/dbed_ckptdisplay -S ORACLE_SID -n

2

可以使用 dbed_ckptmount 命令装入列出的存储检查点之一。
例如：
$ /opt/VRTS/bin/dbed_ckptmount -S ORACLE_SID -c CKPT_NAME \
-m MOUNT_POINT

请注意下列限制：
■

运行以下命令之前，必须先卸载任何已装入的存储检查点：
$ /opt/VRTS/bin/dbed_ckptumount -S ORACLE_SID -c CKPT_NAME

■

如果快照卷是 dbed_vmclonedb 命令与 -o mount 选项而非 -r
relocate_path 结合使用而装入的，则只能在脱离主机配置中装入从快照
卷转移的存储检查点。

■

结合使用 dbed_vmclonedb 与 -o mount 选项创建克隆数据库之前，可以先
装入从快照卷转移的存储检查点。但是，结合使用 dbed_vmclonedb 与 -o
recoverdb 选项创建克隆数据库之后，将不再显示存储检查点。

使用快照备份数据库
◆

将快照卷复制到磁带或其他适当的备份介质。

从备份还原
对于单实例 Oracle 环境，备份副本用于还原由于磁盘故障而丢失的卷，或由于人为
错误而破坏的数据。如果卷数据受损并且您知道需要从备份还原数据，则可以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的反向重新同步功能还原数据库。

克隆数据库 (dbed_vmclonedb)
通过 SFDB 命令，可以使用快照卷创建克隆数据库。您可以在指定的时间点使用主
节点数据库的快照创建克隆数据库。然后可以实施决策支持分析和报告生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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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操作从数据库克隆体而不是从主节点数据库中获取相关数据，以避免给生产数
据库带来其他负担。
克隆数据库也可以用作主节点数据库的有效备份。
请参见第 376 页的“通过快照卷备份数据库 (dbed_vmclonedb)”。
您也可以使用快照卷将主节点数据库备份到磁带。
借助 Database FlashSnap 的重新同步功能，您可使用主节点数据库的最新信息快
速刷新克隆数据库。还可以通过缩短更新决策支持数据所用的时间来更频繁地生成
分析报告。

使用 Database FlashSnap 克隆数据库
在同节点配置中，dbed_vmclonedb 命令在同一主机上创建一个克隆数据库。另外，
还可以使用该命令关闭克隆数据库并卸载其文件系统。在同节点配置中创建或卸载
克隆数据库时，需要使用 -r relocate_path，这样才能使克隆数据库的文件系统
所用的装入点不同于主节点数据库所用的装入点。
在脱离主机配置中使用 dbed_vmclonedb 命令时，它可以导入快照磁盘组，装入快
照并启动克隆数据库。它还可以执行此过程的逆过程，即关闭克隆数据库，卸载文
件系统并逐出快照磁盘组。
警告：创建克隆数据库时，会丢弃原始数据库中的所有存储检查点。
先决条件

■

您必须以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登录。

■

在使用 dbed_vmclonedb 命令之前，必须验证快照计划并创建快照。

■

请参见第 350 页的“关于创建数据库快照”。
请参见第 369 页的“验证快照计划 (dbed_vmchecksnap)”。
请参见第 373 页的“创建快照计划 (dbed_vmsnap)”。
卷快照必须包含整个数据库。

■

系统管理员必须为数据库管理员提供对必要卷和装入点的访问权限。

■

■

将 dbed_vmclonedb 命令与 -r relocate_path 选项（指定快
照映像的初始装入点）结合使用之前，系统管理员必须创建装入点，
并将所有者更改为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
Oracle 数据库至少必须拥有一个强制存档目标。

■

在映射装入的情况下，需要由系统管理员创建映射装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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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dbed_vmclonedb 命令可以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

■

在同节点配置中，如果未指定任何映射装入，或者某些映射装入条
目在快照计划中保留为空，则需要使用 -r relocate_path。
克隆数据库的初始化参数是从主节点数据库中复制的。这就意味着
克隆数据库与主节点数据库占用相同的内存和计算机资源。如果要
降低克隆数据库的内存需求，请关闭克隆数据库，然后再使用已降
低内存需求的其他 init.ora 文件再次启动该数据库。如果运行
dbed_vmclonedb 的主机的可用内存很少，则也许不能启动克隆数
据库并且克隆操作可能会失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vmclonedb(1M) 手册页。

■

■

装入数据库并进行手动恢复

1

使用 SFDB 命令启动并装入克隆数据库以允许手动恢复数据库：

2

按照 Oracle 恢复过程操作，手动恢复数据库。

3

使用 SFDB 命令更新 SFDB 存储库中克隆数据库的快照状态信息：

例如： 在未启动克隆数据库的情况下装入文件系统
在以下示例中，文件系统是在未启动克隆数据库的情况下装入的。克隆数据库必须
先手动创建和恢复，才可以使用。本示例适用于在主节点数据库所在的主机上创建
克隆数据库。
$ /opt/VRTS/bin/dbed_vmclonedb -S FLAS11r2 \
-o mountdb,new_sid=clone1,server_name=motmot -f snap1 \
-r /cudb
dbed_vmclonedb -S PROD -H /ora_base/db_home -o mountdb,
new_sid=clons1, server_name=host1 -f snap1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lonedb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Preparing parameter file for clone database ...
Mounting clone database clons1 ...

完成手动恢复之后，需要在主节点主机上更新克隆数据库的数据库状态
(database_recovered)。
$ /opt/VRTS/bin/dbed_vmclonedb -o update_status,\
new_sid=NEWPROD,server_name=svr_name -f snap1 -r /clone

Done
Done
Done
Don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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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克隆数据库
◆

使用 dbed_vmclonedb 命令，如下所示：
$ /opt/VRTS/bin/dbed_vmclonedb -S ORACLE_SID \
-o recoverdb,new_sid=new_sid,server_name=svr_name -f SNAPPLAN \
[-H ORACLE_HOME] [-r relocate_path]

其中：
ORACLE_SID

表示用于创建快照的 Oracle 数据库的名称。

new_sid

指定克隆数据库的 ORACLE_SID。

server_name

将服务器名称指定为 svr_name。

SNAPPLAN

表示快照计划文件的名称。

ORACLE_HOME

表示 ORACLE_SID 数据库的 ORACLE_HOME 设置。

relocate_path

表示快照映像的初始装入点的名称。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克隆数据库时，请确保快照计划文件中的 PRIMARY_HOST
和 SECONDARY_HOST 参数不相同。
结合使用 -o recoverdb 选项和 dbed_vmclonedb 时，会使用所有可用的存档
日志自动恢复克隆数据库。如果未使用 -o recoverdb 选项，则可以手动执行
时间点恢复。
在下例中，自动创建了主节点数据库的克隆。
$ /opt/VRTS/bin/dbed_vmclonedb -S FLAS11r2 \
-o recoverdb,new_sid=clone1,server_name=motmot.veritas.com\
-f snap1 -r /cudb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lonedb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Done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Preparing parameter file for clone database ... Done
Mount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one
Starting database recovery ...
Clone database clone1 is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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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克隆数据库并卸载文件系统
用完克隆数据库后，可以将其关闭并使用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命令卸载所
有快照文件系统。如果在与主节点主机共享磁盘的辅助节点主机上使用克隆数据
库，则 -o umount 选项还会逐出快照磁盘组。
注意：运行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之前，需要卸载所有已装入的存储检查
点。
关闭克隆数据库并卸载所有快照文件系统
◆

使用 dbed_vmclonedb 命令，如下所示：
$ /opt/VRTS/bin/dbed_vmclonedb \
-o umount,new_sid=NEWPROD,server_name=svr_name -f snap1 -r /clon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lonedb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hutting down clone database clone1 ...
Database shut down.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Done
Un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De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重新启动克隆数据库
如果由于使用了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或重新启动了系统造成克隆数据库关
闭，可以使用 -o restartdb 选项重新启动该数据库。
注意：该选项只能在成功创建克隆数据库之后使用。如果手动恢复了克隆数据库，
则必须在 -o restartdb 运行之前先运行 -o update_status 来更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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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克隆数据库
◆

使用 dbed_vmclonedb 命令，如下所示：
$ /opt/VRTS/bin/dbed_vmclonedb -S ORACLE_SID \
-o restartdb,new_sid=new_sid,server_name=svr_name \
-f SNAPPLAN [-H ORACLE_HOME] \
[-r relocate_path]

在以下示例中，在主节点数据库所在的主机上重新启动了克隆数据库（相同节
点配置）。
$ /opt/VRTS/bin/dbed_vmclonedb -S FLAS11r2 \
-o restartdb,new_sid=clone1,server_name=motmot \
-f snap1 -r /cudb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clonedb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Retrieving snapshot information ... Done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Mounting snapshot volumes ... Done
Starting clone database clone1 ...
Clone database started.

重新创建 Oracle 临时文件
创建并打开了克隆数据库之后，如果临时文件驻留在快照卷上，则会添加这些临时
文件。如果临时文件与数据文件不在同一个文件系统中，则 dbed_vmsnap 不会在快
照中包括基础卷。在这种情况下，dbed_vmclonedb 将发出警告消息，您可以按照
以下过程中的说明在克隆数据库上重新创建任何所需的临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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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创建 Oracle 临时文件

1

如果临时文件与数据文件不在同一个文件系统中，则 dbed_vmclonedb 命令将
显示类似于以下内容的 WARNING 和 INFO 消息：
WARNING: Not all tempfiles were included in snapshot for
$ORACLE_SID, there is no snapshot volume for
/clone_path/temp02.dbf.
WARNING: Could not recreate tempfiles for $ORACLE_SID due to
lack of free space.INFO: The sql script for adding tempfiles to
$ORACLE_SID is at /tmp/add_tf.$ORACLE_SID.sql.

其中 $ORACLE_SID 是克隆数据库的名称。

2

/tmp 目录中提供了名为 add_tf.$ORACLE_SID.sql 的脚本，可用于重新创建
Oracle 临时文件。该脚本包含用于重新创建丢失的临时文件的 SQL*Plus 命
令。

3

创建 /tmp/add_tf.$ORACLE_SID.sql 脚本的副本，并将其打开以查看丢失的临
时文件的列表。
下面显示了一个 add_tf.$ORACLE_SID.sql 脚本的示例：
$ cat add_tf.mnt2.sql
-- Commands to add tempfiles to temporary tablespaces.
-- Online tempfiles have complete space information.
-- Other tempfiles may require adjustment.
ALTER TABLESPACE TEMP ADD TEMPFILE
'DBED: ADJUST_BEFORE_RUN/snap_data11r2/mnt2/temp01.dbf'
SIZE 20971520 REUSE AUTOEXTEND ON NEXT 655360 MAXSIZE 32767M;

4

评估是否需要重新创建任何临时文件。如果需要重新创建临时文件，则继续执
行以下步骤。

5

在 add_tf.$ORACLE_SID.sql 文件中，根据需要编辑临时文件的大小和默认路
径名，以使其驻留在为数据库存储配置的克隆卷上。
警告：运行脚本之前必须先对其进行编辑，因为路径名可能不存在，而且指定
装入点的空间可能不足。

6

修改了 add_tf.$ORACLE_SID.sql 脚本之后，针对克隆数据库再次执行该脚
本。

7

成功地运行了脚本之后，可以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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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快照重新同步到数据库
用完克隆数据库或者想对其进行刷新时，可以将该数据库与原始数据库进行重新同
步。这就是所谓的刷新快照卷或将拆分的快照映像合并回当前数据库映像。重新同
步后，可以重新捕获快照以用于备份或决策支持。
重新同步卷中的数据时：
■

从原始卷重新同步快照。此过程已在本节中进行了说明。

■

从快照重新同步原始卷。此选择又称为反向重新同步。可能需要反向重新同步
来还原损坏的数据库，这种方法通常比使用备用方法（如从备份介质进行完全
还原）要快得多。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卷级别快照中的反向重新同步 (FlashSnap)”。
对于单实例 Oracle，克隆数据库可用于通过快照中的数据反向重新同步同步原
始卷，也可以通过将快照卷和原始卷重新结合（即，通过重新同步快照卷）丢
弃克隆数据库，以备将来使用。
注意：反向重新同步选项不适用于 Oracle RAC 环境。

可以从原始卷重新同步快照。
先决条件

■

您必须以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身份登录。

■

■

在重新同步快照映像之前，必须验证快照计划并创建快照。
请参见第 350 页的“关于创建数据库快照”。
请参见第 369 页的“验证快照计划 (dbed_vmchecksnap)”。
请参见第 373 页的“创建快照计划 (dbed_vmsnap)”。
如果已经创建了克隆数据库，请将其关闭，然后使用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命令卸载文件系统。如果主节点主
机和辅助节点主机不同，则此命令还会逐出磁盘组。
请参见第 383 页的“关闭克隆数据库并卸载文件系统”。
Oracle 数据库至少必须拥有一个强制存档目标。

■

可以在任意主机上执行 dbed_vmsnap 命令。

■

在脱离主机配置中，dbed_vmsnap 命令可导入已从辅助节点主机
逐出的磁盘组并将该磁盘组添加回原始磁盘组。快照卷会再次成为
原始卷的 plex。然后重新同步快照。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vmsnap(1M) 手册页。

■

使用说明

■

注意：必须以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的身份在以下过程中执行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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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同步快照映像
◆

使用 dbed_vmsnap 命令，如下所示：
$ /opt/VRTS/bin/dbed_vmsnap -S ORACLE_SID -f SNAPPLAN -o resync

在以下示例，将快照映像与主节点数据库重新同步。
$ dbed_vmsnap -S FLAS11r2 -f snap -o resync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dbed_vmsnap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000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resync started at Mon Aug 19 07:30:42 2013.
Importing snapshot diskgroups ... Done
Joining snapshot diskgroups to original diskgroups ... Done
Reattaching snapshot volumes to original volumes ... Done
resync ended at Mon Aug 19 07:31:13 2013.

现在，您可以再次开始创建快照了。

删除快照卷
如果不再需要快照卷，则可以使用 vxedit rm 命令将其删除并释放磁盘空间以备他
用。
先决条件

■

您必须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

■

如果已装入的文件系统上存在快照卷，则删除该卷之前必须先将其
卸载。

删除快照计划和快照卷

1

删除快照并释放其使用的存储：
■

如果捕获了快照，请删除该快照，如下所示：
# vxsnap -g diskgroup dis snapshot_volume
# vxvol -g diskgroup stop snapshot_volume
# vxedit -g diskgroup -rf rm snapshot_volume

■

如果尚未捕获快照但存在快照 plex（镜像），请删除该快照，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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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snap -g diskgroup rmmir volume

2

删除 DCO 和 DCO 卷：
# vxsnap -g diskgroup unprepare volume

3

删除快照计划。
# /opt/VRTS/bin/dbed_vmchecksnap -S PROD -f snapplan -o remove

例如，下列命令将从磁盘组 PRODdg 删除快照卷：
# vxsnap -g PRODdg dis snap_v1
# vxvol -g PRODdg stop snap_v1
# vxedit -g PRODdg -rf rm snap_v1

Oracle 恢复准则
对于最佳 Oracle 恢复，应执行下列步骤：
■

在存储回滚之前备份所有控制文件

■

确保不回滚控制文件。

■

确保所有存档重做日志均可用

■

介质恢复过程

在存储回滚之前备份所有控制文件
在后续 Oracle 恢复不成功的情况下，建议使用此准则。
Oracle 建议您至少为每个 Oracle 数据库保留两个控制文件副本，并且将这些副本
存储在不同的磁盘上。在对数据库进行结构性更改前后，也应该备份控制文件。
注意：当创建存储检查点时，dbed_ckptcreate 命令会自动保存控制文件和日志信
息。

确保不回滚控制文件。
控制文件是一个很小的二进制文件，其中描述了数据库结构，只有该文件可用才能
对数据库执行装入、打开和维护操作。控制文件存储所有必要的数据库文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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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信息、数据库名称、数据库创建的时间戳以及同步信息（例如恢复所需的
存储检查点和日志序列信息）。
回滚控制文件将导致在物理数据库结构和控制文件间出现不一致。

确保所有存档重做日志均可用
对于完整的数据库恢复，需要带有联机日志和存档日志的数据库备份。
可以查询 V$ARCHIVED_LOG 列出所有存档日志信息；查询 V$ARCHIVE_DEST
列出存档目标的位置。
注意：有关查询已存档信息的信息，请参考 Oracle 文档。
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存档日志目标位置必须位于 Veritas 群
集文件系统上。
要还原必要的存档重做日志文件，可以查询 V$LOG_HISTORY 列出所有存档重做
日志历史记录；或者查询 V$RECOVERY_LOG 仅列出恢复所需的存档重做日志。
所需的存档重做日志文件可以还原到 LOG_ARCHIVE_DEST 参数中指定的目标位
置，也可以还原到备用位置。如果将存档重做日志还原到备用位置，请在介质恢复
期间使用 ALTER DATABASE RECOVER ... FROM 语句。
存储回滚完成之后，执行 Oracle 恢复，应用部分或全部存档重做日志。
注意：将数据库（包括控制文件和重做日志）回滚到存储检查点之后，还需要恢复
Oracle 数据库实例。不支持前滚数据库，即不能应用已存档的重做日志。

介质恢复过程
以下是执行完整或不完整介质恢复的过程。
介质恢复过程
■

执行完整介质恢复：
SQL> SET AUTORECOVERY ON;
SQL> RECOVER DATABASE;

■

要执行不完整介质恢复，请使用以下命令之一：
SQL> RECOVER DATABASE UNTIL CANCEL;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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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RECOVER DATABASE UNTIL TIME ’yyyy-mm-dd:hh:mm:ss’;

（可以通过检查 ../bdump/alert*.log 文件确认出错时间。）
或
SQL> RECOVER DATABASE UNTIL TIME ’yyyy-mm-dd:hh:mm:ss’\
using backup controlfile;

或
SQL> RECOVER DATABASE UNTIL CHANGE scn;

■

要在不完整介质恢复后打开数据库，请使用以下命令：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RESETLOGS;

RESETLOGS 用于重置日志序列。在不完整介质恢复后，需要使用 RESETLOGS
选项。使用 RESETLOGS 选项打开数据库后，请删除刚回滚到的存储检查点以
及在该检查点之前采用的所有存储检查点。对于存储回滚，不会再使用这些早
期的存储检查点。删除这些存储检查点之后，请确保创建新的存储检查点。
警告：多次尝试回滚到同一个存储检查点可能会导致数据损坏。回滚之后，请确保
删除您回滚到的存储检查点，然后创建新的存储检查点。
有关恢复的完整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命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Databases (SFDB) 工具提供了一个命令行界面，可用于执
行多种关键操作。通过该命令行界面，可以将命令操作纳入脚本以及其他管理进程
中。
支持的 SFDB 工具命令位于 /opt/VRTS/bin 目录中。
这些命令的联机手册页位于 /opt/VRTS/man 目录中。
注意：对于 Storage Foundation 产品数据库，当执行命令时，请以
$ORACLE_SID=instance_name 替换 $ORACLE_SID，并提供所运行实例的名称。
表 33-3 汇总了可从命令行使用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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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数据库检查点命令

命令

说明

dbed_ckptcreate

为 Oracle 数据库创建存储检查点的命令。
请参见第 392 页的“使用 dbed_ckptcreate 创建存储检查点”。

dbed_ckptdisplay

显示与 Oracle 实例关联的存储检查点的命令。
请参见第 394 页的“使用 dbed_ckptdisplay 显示存储检查点”。

dbed_ckptmount

为 Oracle 实例装入存储检查点的命令。
请参见第 395 页的“使用 dbed_ckptmount 装入存储检查点”。

dbed_ckptumount

为 Oracle 实例卸载存储检查点的命令。
请参见第 396 页的“使用 dbed_ckptumount 卸载存储检查点”。

dbed_ckptrollback

将 Oracle 实例回滚到存储检查点时间点映像的命令。
请参见第 397 页的“使用 dbed_ckptrollback 执行存储回滚”。

dbed_ckptremove

为 Oracle 实例删除存储检查点的命令。
请参见第 398 页的“使用 dbed_ckptremove 删除存储检查点”。

dbed_clonedb

通过克隆所有现有数据库文件并相应地重新创建控制文件来
创建 Oracle 数据库副本的命令。只能在现有数据库所在的主
机上启动克隆数据库，但前提是此克隆数据库使用不同的
SID。
请参见第 399 页的“使用 dbed_clonedb 克隆 Oracle 实例”。

本节显示了用于对存储检查点和存储回滚执行管理操作的 SFDB 命令的示例。使用
每个命令之前，请查看列出的该命令的先决条件和使用说明。
注意：有关这些命令及其语法和可用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各手册页。

使用 dbed_update 创建或更新储存库
可以使用 dbed_update 命令创建或更新存储库。
注意：每次更改数据库的结构（例如添加或删除数据文件、将 PFILE 转换为 SPFILE
或者将 SPFILE 转换为 PFILE）时，都必须运行 dbed_update 命令。
创建或更新存储库之前，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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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

必须以数据库管理员（通常，用户 ID 为 oracle）身份登录。

使用说明

■

如果存储库已经存在，dbed_update 命令将刷新信息。

■

数据库必须已启动且正在运行，且必须分别使用 -S 和 -H 选项指定
ORACLE_SID 和 ORACLE_HOME 变量参数。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update(1M) 手册页。

更新存储库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update 命令：
$ /opt/VRTS/bin/dbed_update -S PROD -H /oracle/product/ORA_HOME

注意：如果用户从 SPFILE 切换到 PFILE，则必须执行使用 -P 选项的 dbed_update
命令。<ORACLE_PFILE> 选项指定 Oracle PFILE 的完全限定路径（如果它并不位
于 ORACLE_HOME/dbs 目录下）。

使用 dbed_ckptcreate 创建存储检查点
可以从命令行使用 dbed_ckptcreate 命令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检查点。
存储检查点可以为 online、offline 或 instant。默认情况下，存储检查点为 online。
对于 online 存储检查点，创建存储检查点时会将数据库置于热备份模式。如果指定
了 offline，则数据库将处于关闭状态。
如果指定了 instant，则数据库必须处于联机状态，且将创建适用于“崩溃恢复”类
型恢复的存储检查点。
创建存储检查点之前，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先决条件

使用说明

■

必须以数据库管理员（通常，用户 ID 为 oracle）身份登录。

■

为了实现最佳恢复，应在创建存储检查点时始终让 ARCHIVELOG
模式保持启用状态。

■

dbed_ckptcreate 将存储检查点信息存储在 SFDB 存储库中。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ckptcreate(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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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库联机时创建存储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kptcreate 命令：
$/opt/VRTS/bin/dbed_ckptcreate -S PROD \
-H /oracle/product/ORA_HOME -o onlin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2 dbed_ckptcreate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3 As an altername
use /opt/VRTS/bin/vxsfadm
Putting database in backup mode...
Creating Storage Checkpoint Ckpt_1378514849 ...
Storage Checkpoint Ckpt_1378514849 created
Removing the database from backup mode...

Done
Done
Done

在数据库脱机时创建存储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kptcreate 命令：
$/opt/VRTS/bin/dbed_ckptcreate -S PROD \
-H /oracle/product/ORA_HOME -o offlin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2 dbed_ckptcreate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3 As an alternative use
/opt/VRTS/bin/vxsfadm
Creating Storage Checkpoint Ckpt_1378465225 ...

Done

Storage Checkpoint Ckpt_1378465225 created

创建即时存储检查点
◆

确保数据库处于联机状态，并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kptcreate 命令：
$ /opt/VRTS/bin/dbed_ckptcreate -S PROD \
-H /oracle/product/oracle -o instant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2 dbed_ckptcreate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3 As an alternative use
/opt/VRTS/bin/vxsfadm
Creating Storage Checkpoint Ckpt_1378465458 ...
Storage Checkpoint Ckpt_1378465458 created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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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bed_ckptdisplay 显示存储检查点
可以从命令行使用 dbed_ckptdisplay 命令显示与 Oracle 数据库关联的存储检查
点。
显示存储检查点之前，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先决条件

■

必须以数据库管理员身份登录。

使用说明

■

除了显示 SF Enterprise 产品所创建的存储检查点之外，
dbed_ckptdisplay 还可显示其他存储检查点（例如，Capacity
Planning Utility 和 NetBackup 所创建的存储检查点）。
Status 字段确定存储检查点是 partial (P)、complete ©)、error (E)、
mounted (M)、read only ®)、writable (W) 还是属于类型 online
(ON)、offline (OF)、instant (IN) 或 unknown (UN)。
Database FlashSnap 命令与存储检查点功能集成到一起。通过快照
卷转移到辅助节点主机的存储检查点可被显示和装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ckptdisplay(1M) 手册页。

■

■

■

显示数据库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kptdisplay 命令来显示 SF Enterprise 产品 所创建
的存储检查点的信息：
$ /opt/VRTS/bin/dbed_ckptdisplay -S PROD \
-H /oracle/product/ORA_HOM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2 dbed_ckptdisplay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3 As an alternativ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torage Checkpoint
Creation time
Status
============================================================
Ckpt_1378463767
Fri Sep 6 14:58:16 2013 C+R+ON
Ckpt_1378465225
Fri Sep 6 15:00:32 2013 C+R+OF
Ckpt_1378465458
Fri Sep 6 14:58:29 2013 C+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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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其他存储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kptdisplay 命令：
$ /opt/VRTS/bin/dbed_ckptdisplay -S PROD \
-H /oracle/product/ORA_HOME -o other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2 dbed_ckptdisplay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3 As an alternativ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torage Checkpoint
Creator Location
----------------------------------- ------- -------NetBackup_incr_PROD_95518740
NBU
/data
NetBackup_incr_PROD_95518673
NBU
/data

显示所有存储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kptdisplay 命令：
$ /opt/VRTS/bin/dbed_ckptdisplay -S PROD \
-H /oracle/product/ORA_HOME -o all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2 dbed_ckptdisplay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3 As an alternativ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torage Checkpoint
Creation time
Status
==========================================================
Ckpt_1378463767
Fri Sep 6 14:58:16 2013 C+R+ON
Ckpt_1378465225
Fri Sep 6 15:00:32 2013 C+R+OF
Ckpt_1378465458
Fri Sep 6 14:58:29 2013 C+R+IN
Storage Checkpoint
----------------------------------NetBackup_incr_PROD_95518740
NetBackup_incr_PROD_95518673

Creator
------NBU
NBU

Location
-------/data
/data

使用 dbed_ckptmount 装入存储检查点
可以从命令行使用 dbed_ckptmount 命令装入数据库的存储检查点。
装入存储检查点之前，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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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

■

必须以数据库管理员身份登录。

使用说明

■

dbed_ckptmount 命令用于将存储检查点装入文件系统命名空间
中。已装入的存储检查点与计算机上的其他任何文件系统类似，可
以使用所有基于常规文件系统的命令进行访问。
存储检查点可以装入为只读存储检查点或可读写存储检查点。默认
情况下，存储检查点装入为只读存储检查点。
如果使用 rw（读写）选项，则会在存储检查点名称后面附加 rw_xxxx
（其中 xxxx 为整数）。
如果指定的装入点目录不存在，则 dbed_ckptmount 会在装入存
储检查点之前创建该目录，前提是 Oracle 数据库所有者有创建此目
录的权限。
Database FlashSnap 命令与存储检查点功能集成到一起。通过快照
卷转移到辅助节点主机的存储检查点可被显示和装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ckptmount(1M) 手册页。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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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读取/写入选项装入存储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kptmount 命令：
$ /opt/VRTS/bin/dbed_ckptmount -S PROD -c Ckpt_971672042 \
-m /tmp/ckpt_rw -o rw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2 dbed_ckptmount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3 As an alternative use
/opt/VRTS/bin/vxsfadm
Creating Storage Checkpoint Ckpt_1378463767_rw_1378469718 ...
Storage Checkpoint Ckpt_1378463767_rw_1378469718 created
Mounting Checkpoint to /tmp/ckptrw...

若要使用只读选项装入存储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kptmount 命令：
$ /opt/VRTS/bin/dbed_ckptmount -S PROD -c Ckpt_971672042 \
-m /tmp/ckpt_ro -o ro

使用 dbed_ckptumount 卸载存储检查点
可以从命令行使用 dbed_ckptumount 命令卸载 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检查点。
卸载存储检查点之前，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先决条件

■

必须以数据库管理员身份登录。

Don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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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说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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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ed_ckptumount 命令用于从文件系统命名空间卸载已装入的存
储检查点。已装入的存储检查点与计算机上的其他任何文件系统类
似，可以使用所有基于常规文件系统的命令进行访问。当不需要已
装入的存储检查点时，可将其卸载。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ckptumount(1M) 手册页。

卸载存储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kptumount 命令：
$ /opt/VRTS/bin/dbed_ckptumount -S PROD -c Ckpt_97167042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2 dbed_ckptumount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3 As an alternative use
/opt/VRTS/bin/vxsfadm
Unmounting the checkpoint...

使用 dbed_ckptrollback 执行存储回滚
可以使用 dbed_ckptrollback 命令将 Oracle 数据库回滚到存储检查点。
执行存储回滚之前，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先决条件

■

必须以数据库管理员身份登录。

使用说明

■

dbed_ckptrollback 命令可将 Oracle 数据库回滚到指定的存储
检查点。可以针对整个数据库、特定表空间或一组数据文件执行存
储回滚。
如果要针对整个数据库执行数据库回滚，该数据库必须处于非活动
状态，然后才能开始存储回滚。如果 Oracle 数据库处于活动状态，
则不会开始执行 dbed_ckptrollback 命令。但是，如果要针对
表空间或数据文件执行存储回滚，只有要回滚的表空间或数据文件
必须处于脱机状态（而不是整个数据库）。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ckptrollback(1M) 手册页。

■

将 Oracle 数据库回滚到存储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kptrollback 命令：
$ /opt/VRTS/bin/dbed_ckptrollback -S PROD \
-H /oracle/product/ORA_HOME -c Ckpt_903937870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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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空间回滚到存储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kptrollback 命令并使用 -T 选项：
$ /opt/VRTS/bin/dbed_ckptrollback -S PROD \
-H /oracle/product/ORA_HOME -T DATA01 -c Ckpt_903937870

如果 Oracle 数据库正在运行，则必须先使表空间脱机，然后才能运行该命令。
如果表空间处于联机状态，则命令将失败。
注意：TEMP 表空间无法回滚。
将数据文件回滚到存储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kptrollback 命令并使用 -F 选项：
$ /opt/VRTS/bin/dbed_ckptrollback -S PROD \
-H /oracle/product/ORA_HOME \
-F /share/oradata1/data01.dbf,/share/oradata2/index01.dbf \
-c Checkpoint_903937870

如果 Oracle 数据库正在运行，则必须先使数据文件脱机，然后才能运行该命
令。如果数据文件处于联机状态，则命令将失败。

使用 dbed_ckptremove 删除存储检查点
可以在命令行使用 dbed_ckptremove 命令删除 Oracle 数据库的存储检查点。
删除存储检查点之前，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先决条件

■

必须以数据库管理员身份登录。

使用说明

■

dbed_ckptremove 命令用于从与存储检查点关联的文件系统删除
存储检查点。必须已使用 dbed_ckptcreate(1M) 命令创建了存储
检查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ckptremove(1M) 手册页。

■

删除存储检查点
◆

按照下面的说明使用 dbed_ckptremove 命令：
$ /opt/VRTS/bin/dbed_ckptremove -S PROD \
-c Ckpt_97167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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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bed_clonedb 克隆 Oracle 实例
可以使用 dbed_clonedb 命令来使用存储检查点克隆 Oracle 实例。
必须在同一主机上使用存储检查点克隆现有数据库。
警告：在 AIX 上：
如果在使用 mount 命令时使用了 -o cio 选项来装入主数据库文件系统，当使用
dbed_clonedb 创建克隆数据库时，将不保留并发 I/O。
克隆 Oracle 实例之前，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先决条件

使用说明

■

必须先创建一个存储检查点。
请参见第 392 页的“使用 dbed_ckptcreate 创建存储检查点”。
必须以数据库管理员身份登录。

■

确保系统上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创建克隆数据库。

■

克隆数据库占用的内存和计算机资源与主数据库所占用的完全相同。

■

dbed_clonedb 命令用于创建数据库的副本，将所有现有的数据库
文件克隆到新位置。

■

必须按照主数据库设置 ORACLE_SID 和 ORACLE_HOME 环境变
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dbed_clonedb(1M) 手册页。

■

■

Oracle RAC 的限制 ■

使用存储检查点克隆数据库时，节点可以为同一 Oracle RAC 群集
中的任何节点，但存档日志目标必须位于 CFS 文件系统上。否则，
必须手动复制存档日志文件。

表 33-4 列出了 dbed_clonedb 命令的选项。
表 33-4

dbed_clonedb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S CLONE_SID

指定新 Oracle SID 的名称，这将是新数据库实例的名称。

-m MOUNT_POINT

指示存储检查点的新装入点。

-c CKPT_NAME

指示存储检查点的名称。

-o umount

关闭克隆数据库并卸载存储检查点文件系统。

-o restartdb

装入存储检查点文件系统并启动克隆数据库。-o restartdb 选
项不会尝试恢复克隆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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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d

与 -o umount 选项一起使用。如果指定了 -d 选项，则用于创
建克隆数据库的存储检查点将与克隆数据库一起删除。

-p

指定包含初始化参数的文件，在启动克隆数据库之前将对此文件
进行修改或添加到克隆数据库的初始化参数文件中。
pfile_modification_file 的格式与 Oracle 初始化参数文件格式相
同。

400

克隆 Oracle 实例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lonedb 命令：
$/opt/VRTS/bin/dbed_clonedb -S new2 -m /tmp/new2 \
-c onCkpt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2 dbed_clonedb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3 As an alternative
use /opt/VRTS/bin/vxsfadm
Creating Storage Checkpoint onCkpt_rw_1378467816 ... Done
Storage Checkpoint onCkpt_rw_1378467816 created
Mounting Checkpoint to /tmp/new2...
Cloning the Pfile ...
Mounting the database...
Recovering the clone database...

关闭克隆数据库并卸载存储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lonedb 命令：
$ /opt/VRTS/bin/dbed_clonedb -S new2 -o umount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2 dbed_clonedb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3 As an alternativ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hutting down the clone database new2... Done
Unmounting the checkpoint... Done

Done
Don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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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入存储检查点文件系统并启动克隆数据库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lonedb 命令：
$/opt/VRTS/bin/dbed_clonedb -S new2 -o restartdb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2 dbed_clonedb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3 As an alternative use
/opt/VRTS/bin/vxsfadm
Mounting Checkpoint to /tmp/new2... Done
Mounting the database... Done
Starting the Clone database ... Done

删除克隆数据库以及用于创建该数据库的存储检查点
◆

按照如下所示使用 dbed_clonedb 命令：
$ /opt/VRTS/bin/dbed_clonedb -S new2 -o umount -d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2 dbed_clonedb will be
deprecated in the next release
SFDB vxsfadm WARNING V-81-0963 As an alternative use
/opt/VRTS/bin/vxsfadm
Shutting down the clone database new2... Done
Unmounting the checkpoint... Done
Deleting the Checkpoint onCkpt_rw_1316003740...
Deleting Checkpoint from /db01... Done

401

部分

参考资料

■

A. Oracle 的 VCS 代理

■

B. 群集部署的示例配置文件

■

C. Database FlashSnap 状态信息

■

D. 使用第三方软件来备份文件

9

附录

A

Oracle 的 VCS 代理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Oracle 的 VCS 代理

Oracle 的 VCS 代理
Oracle 的 VCS 代理包括以下代理，这些代理可协同工作，使 Oracle 具有高可用
性：
■

Oracle 代理监视 数据库的进程。
请参见第 403 页的“Oracle 代理函数”。
请参见第 406 页的“Oracle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

Netlsnr 代理负责监视侦听器进程。
请参见第 410 页的“Netlsnr 代理函数”。

■

ASMDG 代理监视 Oracle ASM 磁盘组。

有关代理功能和资源类型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安装和配置指南》。

Oracle 代理函数
Oracle 代理负责监视数据库进程。
表 A-1 列出了 Oracle 代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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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Oracle 代理函数

代理操作

说明

Monitor

验证 Oracle 进程的状态。 Oracle 代理提供两种级别的监视：基本
监视和详细信息监视。
请参见第 404 页的“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中 Oracle 代理的监视
选项”。

Info

提供有关数据库状态的静态和动态信息。

注意：此属性不适用于 PDB 资源。
请参见第 405 页的“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 info 入口点”。
Action

对资源执行预定义的操作。
请参见第 406 页的“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 action 入口
点”。

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中 Oracle 代理的监视选项
Oracle 代理提供两种级别的监视：基本监视和详细信息监视。默认情况下，代理执
行基本监视。
基本监视模式有以下选项：
■

进程检查

■

运行状况检查

Oracle 资源的 MonitorOption 属性确定代理必须在进程检查还是运行状况检查模式
下执行基本监视。
表 A-2 介绍了基本的监视选项。
表 A-2

基本监视选项

选项

说明

0

进程检查

（默认值）

代理扫描进程表，查找 ora_dbw0、ora_smon、ora_pmon、ora_lmon
和 ora_lgwr 进程，以便验证 Oracle 是否正在运行。

1

健康状况检查（在 Oracle 10g 和更高版本上受支持）
代理使用 Oracle 的健康状况检查 API，监视 SGA 并检索该实例的相关
信息。

如果要配置基本监视，请查看以下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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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racle 进程的基本监视是特定于用户的。 因此，在另一个用户的上下文中启
动的 Oracle 实例无法检测为处于联机状态。 例如，如果 Oracle 实例是在用户
oraVRT 下启动的，而代理是为用户 oracle 配置的，则该代理不会将 oraVRT 启
动的实例检测为处于联机状态。
这样可能导致执行命令使资源在 node (节点) 上联机时，使已经在该 node (节点)
（或任何其他 node (节点)）上运行的实例联机。
因此，Symantec 建议对于在 VCS 控制之外启动的实例，应使用与该实例的 OS
用户对应的正确 Owner 属性来配置。

在详细信息监视模式下，代理会对数据库中的测试表执行事务，以确保 Oracle 数据
库正常运行。代理将此测试表用于内部用途。Symantec 建议不要对测试表执行任
何其他事务。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 info 入口点
支持 Info 入口点，可提供有关数据库状态的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
要调用 Info 入口点，请键入以下命令：
# hares -value resource ResourceInfo [system]\
[-clus cluster | -localclus]

要成功执行上述命令，您必须执行以下命令：
■

使用以下命令执行资源 refreshinfo：
# hares -refreshinfo <res-name> -sys <sys-name>

此入口点可检索以下静态信息：
■

Version

■

InstanceNo

■

InstanceName

■

DatabaseName

■

HostName

■

StartupTime

■

Parallel

■

Thread

■

InstanceRole

此入口点可检索以下动态信息：
■

InstanceStatus

■

Logins

■

OpenMode

■

LogMode

■

ShutdownPending

■

DatabaseStatus

■

Shared Pool Percent free ■

Buffer Hits Percent

您可以通过将 sql 语句添加到 /opt/VRTSagents/ha/bin/Oracle/resinfo.sql 文件来添
加附加属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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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static:HostName:'||host_name from v$instance;
select 'dynamic:ShutdownPending:'||shutdown_pending from
v$instance;

选定记录的格式必须为：
attribute_type:userkey_name:userkey_value

变量 attribute_type 可取静态信息值和/或动态信息值。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 action 入口点
支持 action 入口点，利用该入口点，您可以对资源执行预定义的操作。
要对资源执行操作，请键入以下命令：
还可以为代理添加自定义操作。
表 A-3 介绍了代理的预定义操作。
表 A-3

预定义的代理操作

操作

说明

VRTS_GetInstanceName

检索已配置实例的名称。您可以对 Oracle 和 Netlsnr 资源
使用此选项。

VRTS_GetRunningServices

检索代理所监视的进程列表。您可以对 Oracle 和 Netlsnr
资源使用此选项。

DBRestrict

将数据库会话更改为启用 RESTRICTED 模式。

DBUndoRestrict

将数据库会话更改为禁用 RESTRICTED 模式。

DBSuspend

挂起数据库。

DBResume

恢复已挂起的数据库。

DBTbspBackup

备份表空间；actionargs 中包含要备份的表空间的名称。

注意：Oracle PDB 资源不支持 VRTS_GetRunningServices、DBRestrict、
DBResume、DBSuspend、DBTbspBackup 和 DBUndoRestrict 的 action 入口点。

Oracle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的 Oracle 代理用 VCS 中的 Oracle 资源类型表示。
以下摘录显示了 OracleTypes.cf 文件中 Oracle 资源的类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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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代理的属性定义
查看 Oracle 代理属性的说明。代理属性分为必需、可选和内部三种。
表 A-4 列出了必需属性。必须为必需属性赋值。
Oracle 代理的必需属性

表 A-4
必需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Sid

字符串标量

代表 Oracle 实例的 $ORACLE_SID 变量。对于 Oracle 代理和 Oracle 数据
库服务器来说，Sid 区分大小写。
对于由策略管理的数据库，应将 Sid 属性设置为 SID 前缀。

Owner

字符串标量

有权启动或停止数据库实例的 Oracle 用户。
代理还支持将 LDAP 用户作为 Oracle 用户。

Home

字符串标量

Oracle 二进制文件和配置文件的 $ORACLE_HOME 路径。例如，可将该路
径指定为 /opt/ora_home。

注意：不要在路径末尾追加斜杠 (/)。
表 A-5 列出了 Oracle 代理的可选属性。您可以根据需要配置可选属性。
Oracle 代理的可选属性

表 A-5
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StartUpOpt

字符串标量

Oracle 实例的启动选项。此属性可以对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使用以下
值：
■

STARTUP

■

STARTUP_FORCE

■

RESTRICTED

■

RECOVERDB

■

SRVCTLSTART

■

CUSTOM

■

SRVCTLSTART_FORCE

默认值为 STARTUP_FORCE。
可插拔数据库中 Oracle 实例的启动选项。此属性可以使用以下值：
■

STARTUP

■

STARTUP_FORCE

■

RESTRICTED

■

OPEN_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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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ShutDownOpt

字符串标量

Oracle 实例的关闭选项。此属性可以对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使用以下
值：
■

IMMEDIATE

■

TRANSACTIONAL

■

SRVCTLSTOP

■

CUSTOM

■

SRVCTLSTOP_TRANSACT

■

SRVCTLSTOP_ABORT

■

SRVCTLSTOP_IMMEDIATE

默认值为 IMMEDIATE。
可插拔数据库中 Oracle 实例的关闭选项是 IMMEDIATE。
EnvFile

字符串标量

存放入口点脚本的文件的完整路径名。此文件中包括用户为 Oracle 数据库服
务器环境设置的环境变量，如 LD_LIBRARY_PATH、NLS_DATE_FORMAT
等。
该文件内容的语法取决于所有者的登录 shell。该文件必须是所有者可读的文
件。文件中不能包括任何让用户输入信息的提示。

Pfile

字符串标量

初始化参数文件的名称，其中包括启动配置文件的完整路径。
也可以使用服务器参数文件。创建一行仅包括 SPFILE 参数的初始化参数文
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注意：此属性仅适用于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
AutoEndBkup

布尔型标量

将 AutoEndBkup 属性设置为非零值，可使数据库中的数据文件在联机期间
脱离备份模式。
默认值 = 1

注意：如果在热备份适用于 Oracle 12C 的容器数据库或可插拔数据库期间
有节点出现故障，则必须将对应 CDB 资源的 AutoEndBkup 属性设置为 1。
将 CDB 的 AutoEndBkup 设置为 1 后，也会在联机期间结束 CDB 和 PDB
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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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MonitorOption

整型标量

Oracle 实例的监视选项。此属性的值可以是 0 或 1。
对于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
■

0 - 进程检查监视（建议）

■

1 - 运行状况检查监视

对于可插拔数据库：
■

0 - 基本监视

默认值 = 0
当该属性值设置为 0 时，代理仅支持传统数据库和 CDB 的智能资源监视。
请参见第 404 页的“传统数据库和容器数据库中 Oracle 代理的监视选项”。
MonScript

字符串标量

为进行详细信息监视提供的脚本的路径名。默认设置（基本监视）为仅监视
数据库 PID。

注意：如果 MonScript 属性值无效或设置为空字符串，将会禁用二级监视。
PDB 中不支持二级监视。
所提供的详细信息监视脚本的路径名为 /opt/VRTSagents/ha/
bin/Oracle/SqlTest.pl。
MonScript 也接受 /opt/VRTSagents/ha 的相对路径名。 相对路径名应以 ./
开头，例如路径 ./bin/Oracle/SqlTest.pl。
User

字符串标量

内部数据库用户。连接到要详细信息监视的数据库。

注意：此属性不适用于 PDB 资源。
Pword

字符串标量

内部数据库用户身份验证的加密密码。
仅当使用命令行输入密码时才对其进行加密。必须使用 VCS 加密实用程序
(/opt/VRTSvcs/bin/vcsencrypt) 对密码进行加密。

注意：此属性不适用于 PDB 资源。
Table

字符串标量

由 User/Pword 更新的表。

注意：此属性不适用于 PDB 资源。
DBName

字符串标量

仅在数据库为由策略管理的 RAC 数据库时，才应设置此属性。必须将此属
性的值设置为数据库的唯一名称。

ManagedBy

字符串标量

此属性的默认值为 ADMIN。在由策略管理的 RAC 数据库中，必须将此属性
设置为 POLICY。

PDBName

字符串标量

必须为 PDB 配置此属性。并且此值应当设置为 PDB 数据库名称。对于传统
数据库和 CDB 数据库，不要设置此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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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列出了 Oracle 代理的内部属性。此属性仅在内部使用。 建议不要修改此属
性的值。
表 A-6

Oracle 代理的内部属性

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AgentDirectory

静态字符串

指定与 Oracle 代理相关的二进制文件、脚本和其他文件的位置。
默认值为 /opt/VRTSagents/ha/bin/Oracle。

Netlsnr 代理函数
侦听器是一种服务器进程，可侦听传入的客户端连接请求以及管理在数据库上传输
的通信量。Netlsnr 代理可将侦听器服务置入联机状态，监视其状态，以及将其置入
脱机状态。
表 A-7 列出了 Netlsnr 代理函数。
表 A-7

Netlsnr 代理函数

代理操作

说明

Online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侦听器进程：
lsnrctl start $LISTENER

Offline

使用以下命令停止侦听器进程：
lsnrctl stop $LISTENER
如果侦听器是使用密码配置的，代理会使用相应密码将其停止。

Monitor

验证侦听器进程的状态。
Netlsnr 代理提供两种级别的监视，即基本监视和详细信息监视：
■

■

在基本监视模式下，代理扫描进程表，查找 tnslsnr 进程，以
便验证侦听器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在详细信息监视模式下，代理会使用 lsnrctl status
$LISTENER 命令验证侦听器进程的状态。（默认值）

Clean

扫描进程表以查找 tnslsnr $LISTENER，然后将其终止。

Action

对资源执行预定义的操作。
请参见第 406 页的“ Cluster Server Agent for Oracle 的 action 入口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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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lsnr 代理的资源类型定义
的 Netlsnr 代理用 VCS 中的 Netlsnr 资源类型表示。

Netlsnr 代理的属性定义
查看 Netlsnr 代理属性的说明。代理属性分为必需、可选和内部三种。
表 A-8 列出了 Netlsnr 代理的必需属性。必须为必需属性赋值。
表 A-8

Netlsnr 代理的必需属性

必需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Owner

字符串标量

有权启动或停止侦听器进程的 Oracle 用户。
代理还支持将 LDAP 用户作为 Oracle 用户。

Home

字符串标量

Oracle 二进制文件和配置文件的 $ORACLE_HOME 路径。例如，可将该路
径指定为 /opt/ora_home。
不要在路径末尾追加斜杠 (/)。

表 A-9 列出了 Netlsnr 代理的可选属性。您可以根据需要配置可选属性。
表 A-9

Netlsnr 代理的可选属性

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TnsAdmin

字符串标量

侦听器配置文件 (listener.ora) 所在目录的 $TNS_ADMIN 路径。
默认值为 /var/opt/oracle。

Listener

字符串标量

侦听器的名称。对于 Netlsnr 代理和 Oracle 数据库服务器来说，侦听器的名
称区分大小写。
默认名称为 LISTENER。

LsnrPwd

字符串标量

VCS 加密密码用于停止和监视侦听器。此密码是在侦听器配置文件中设置
的。
仅当使用命令行输入密码时才对其进行加密。必须使用 VCS 加密实用程序
对密码进行加密。

EnvFile

字符串标量

指定存放入口点脚本的文件的完整路径名。此文件中包括用户为 Oracle 侦听
器环境设置的环境变量，如 LD_LIBRARY_PATH 等。
该文件内容的语法取决于所有者的登录 shell。此文件必须是所有者可读的文
件。文件中不能包括任何让用户输入信息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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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MonScript

字符串标量

为进行详细信息监视提供的脚本的路径名。默认情况下，会启用详细信息监
视来监视侦听器进程。

注意：如果将 MonScript 属性的值设为空字符串，则代理会禁用详细信息监
视。
所提供的详细信息监视脚本的路径名为 /opt/VRTSagents/ha/
bin/Netlsnr/LsnrTest.pl。
MonScript 也接受 /opt/VRTSagents/ha 的相对路径名。 相对路径名应以 ./
开头，例如路径 ./bin/Netlsnr/LsnrTest.pl。

表 A-10 列出了 Netlsnr 代理的内部属性。此属性仅在内部使用。 建议不要修改此
属性的值。
表 A-10

Netlsnr 代理的内部属性

可选属性

类型和维数

定义

AgentDirectory

静态字符串

指定与 Netlsnr 代理相关的二进制文件、脚本和其他文件的位置。
默认位置为 /opt/VRTSagents/ha/bin/Netlsn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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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部署的示例配置文件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示例配置文件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的示例配置文件

■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的示例配置文件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的示例配置文件

关于示例配置文件
示例配置文件说明了几个部署方案：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Clustered File System HA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您可以将示例文件用作指导来设置环境。
具有 Oracle 代理资源的示例配置文件位于下列目录中：
■

对于 SF HA：/etc/VRTSagents/ha/conf/Oracle

■

对于 SFCFSHA：/etc/VRTSagents/ha/conf/Oracle

■

对于 SF Oracle RAC： /etc/VRTSvcs/conf/sample_ra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的示例配置
文件
include "OracleASMTypes.cf"
include "types.cf"

群集部署的示例配置文件
Storage Foundation for High Availability 的示例配置文件

include "Db2udbTypes.cf"
include "OracleTypes.cf"
include "SybaseTypes.cf"
cluster cluster1 (
UserNames = { admin = anoGniNkoJooMwoInl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
system system1 (
)
system system2 (
)
group Oracle_Group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
)
DiskGroup DG-orabindg (
DiskGroup = qorasrc
PanicSystemOnDGLoss = 1
)
DiskGroup DG-oradatadg (
DiskGroup = dbdata_dg
PanicSystemOnDGLoss = 1
)
IP Ora_IP (
Device = NIC0
Address = "10.182.187.108"
NetMask = "255.255.248.0"
)
Mount ora_arch1_mnt (
MountPoint = "/oraarch"
BlockDevice = "/dev/vx/dsk/dbdata_dg/oraarchvol"
FSType = vxfs
FsckOpt =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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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 ora_bin_mnt (
MountPoint = "/opt/oracle/orahome"
BlockDevice = "/dev/vx/dsk/qorasrc/orasrc10g"
FSType = vxfs
FsckOpt = "-n"
)
Mount ora_data1_mnt (
MountPoint = "/ora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dbdata_dg/oradatavol"
FSType = vxfs
FsckOpt = "-n"
)
NIC Ora_NIC (
Device = NIC0
)
Oracle Ora_Oracle (
Sid = ora10g
Owner = oracle
Home = "/opt/oracle/orahome"
Pfile = "/opt/oracle/orahome/dbs/initora10g.ora"
AgentDebug = 1
)
Ora_IP requires Ora_NIC
Ora_Oracle requires ora_arch1_mnt
Ora_Oracle requires ora_bin_mnt
Ora_Oracle requires ora_data1_mnt
ora_arch1_mnt requires DG-oradatadg
ora_bin_mnt requires DG-orabindg
ora_data1_mnt requires DG-oradatadg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Oracle_Group
//
{
//
IP Ora_IP
//
{
//
NIC Ora_NI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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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Oracle Ora_Oracle
{
Mount ora_arch1_mnt
{
DiskGroup DG-oradatadg
}
Mount ora_bin_mnt
{
DiskGroup DG-orabindg
}
Mount ora_data1_mnt
{
DiskGroup DG-oradatadg
}
}
}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HA 的示例
配置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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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uster cluster1 (
UserNames = { admin = HopHojOlpKppNxpJom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
system system1 (
)
system system2 (
)
group Oracle_Group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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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StartList = { system1 }
)
IP Ora_IP (
Device = NIC0
Address = "10.200.117.243"
NetMask = "255.255.255.0"
)
NIC Ora_NIC (
Device = NIC0
)
Oracle Ora_Oracle (
Sid = ora11g
Owner = oracle
Home = "/opt/oracle/orahome"
Pfile = "/opt/oracle/orahome/dbs/initora11g.ora"
AgentDebug = 1
)
Ora_IP requires Ora_NIC
Ora_Oracle requires Ora_IP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Oracle_Group
//
{
//
Oracle Ora_Oracle
//
{
//
IP Ora_IP
//
{
//
NIC Ora_NIC
//
}
//
}
//
}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AutoFailOver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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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
CFSMount oraarch_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raarch"
BlockDevice = "/dev/vx/dsk/dbdata_dg/oraarchvol"
)
CFSMount orabin_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ra11"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11bin/ora11vol"
)
CFSMount oradata2_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radata2"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atadg2/oradatavol2"
)

CFSMount dbdata_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ra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dbdata_dg/oradatavol"
)
CFSMount oraredo_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raredo"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atadg2/oraredovol"
)
CFSfsckd vxfsckd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cluster1
CVMNodeId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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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VMVolDg orabin_voldg (
CVMDiskGroup = orabindg
CVMVolume = { oracle_volume }
CVMActivation = sw
)
CVMVolDg oradata2_voldg (
CVMDiskGroup = oradatadg2
CVMVolume = { oradatavol2, oraredovol }
CVMActivation = sw
)
CVMVolDg dbdata_voldg (
CVMDiskGroup = dbdata_dg
CVMVolume = { oradatavol, oraarchvol }
CVMActivation = sw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oraarch_mnt requires dbdata_voldg
oraarch_mnt requires vxfsckd
orabin_mnt requires vxfsckd
orabin_voldg requires cvm_clus
oradata2_mnt requires oradata2_voldg
oradata2_mnt requires vxfsckd
oradata2_voldg requires cvm_clus
dbdata_mnt requires dbdata_voldg
dbdata_mnt requires vxfsckd
dbdata_voldg requires cvm_clus
oraredo_mnt requires oradata2_voldg
oraredo_mnt requires vxfsckd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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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roup cvm
{
CFSMount oraarch_mnt
{
CVMVolDg dbdata_voldg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CFSfsckd vxfsckd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
CFSMount orabin_mnt
{
CFSfsckd vxfsckd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
CVMVolDg orabin_voldg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CFSMount oradata2_mnt
{
CVMVolDg oradata2_voldg
{
CVMCluster cvm_cl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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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
CVMVolDg orabin_voldg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CFSMount oradata2_mnt
{
CVMVolDg oradata2_voldg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CFSfsckd vxfsckd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
CFSMount dbdata_mnt
{
CVMVolDg dbdata_voldg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CFSfsckd vxfsckd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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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CFSMount oraredo_mnt
{
CVMVolDg oradata2_voldg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CFSfsckd vxfsckd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RAC 的示例配置文件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OracleASMTypes.cf"
"types.cf"
"CFSTypes.cf"
"CRSResource.cf"
"CVMTypes.cf"
"MultiPrivNIC.cf"
"OracleTypes.cf"
"PrivNIC.cf"

cluster cluster1 (
UserNames = { admin = hqrJqlQnrMrrPzrLqo,
"root@sxsvm02" = 0,
"root@sxsvm03" = 0 }
Administrators = { admin, "root@sxsvm02",
"root@sxsvm03" }
SecureClus = 1
UseFence = SCSI3
HacliUserLevel = COMMANDRO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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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system1 (
)
system system2 (
)
group VxSS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OnlineRetryLimit = 3
OnlineRetryInterval = 120
)
Phantom phantom_vxss (
)
ProcessOnOnly vxatd (
IgnoreArgs = 1
PathName = "/opt/VRTSat/bin/vxatd"
)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VxSS
//
{
//
Phantom phantom_vxss
//
ProcessOnOnly vxatd
//
}

group cvm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
Application cssd (
Critical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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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Program = "/opt/VRTSvcs/rac/bin/cssd-online"
StopProgram = "/opt/VRTSvcs/rac/bin/cssd-offline"
CleanProgram = "/opt/VRTSvcs/rac/bin/cssd-clean"
MonitorProgram = "/opt/VRTSvcs/rac/bin/cssd-monitor"
)
CFSMount ocr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cr_vote"
BlockDevice = "/dev/vx/dsk/ocrdg/ocrvol"
)
CFSfsckd vxfsckd (
)
CVMCluster cvm_clus (
CVMClustName = sfrac_rp2
CVMNodeId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CVMTransport = gab
CVMTimeout = 200
)
CVMVolDg ocrvoldg (
Critical = 0
CVMDiskGroup = ocrdg
CVMVolume = { ocrvol }
CVMActivation = sw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Critical = 0
CVMVxconfigdArgs = { syslog }
)
PrivNIC ora_priv (
Critical = 0
Device @system1 = { NIC1 = 0, NIC2 = 1 }
Device @system2 = { NIC1 = 0, NIC2 = 1 }
Address @system1 = "192.168.12.1"
Address @system2 = "192.168.12.2"
NetMask = "255.255.2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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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d requires ocrmnt
cssd requires ora_priv
cvm_clus requires cvm_vxconfigd
ocrmnt requires ocrvoldg
ocrmnt requires vxfsckd
ocrvoldg requires cvm_clus
vxfsckd requires cvm_clus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cvm
//
{
//
Application cssd
//
{
//
CFSMount ocrmnt
//
{
//
CVMVolDg ocrvoldg
//
{
//
CVMCluster cvm_clus
//
{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
}
//
CFSfsckd vxfsckd
//
{
//
CVMCluster cvm_clus
//
{
//
CVMVxconfigd cvm_vxconfigd
//
}
//
}
//
}
//
PrivNIC ora_priv
//
}
//
}

group ora_db (
SystemList = { system1 = 0, system2 = 1 }
AutoStart = 0
AutoFailOver = 0
Parallel = 1
AutoStartList = { system1, system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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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SMount archive_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raarchive"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g/archivevol"
)
CFSMount ora_data_mnt (
Critical = 0
MountPoint = "/oradata"
BlockDevice = "/dev/vx/dsk/oradg/oradatavol"
)
CVMVolDg ora_data_voldg (
Critical = 0
CVMDiskGroup = oradg
CVMVolume = { oradatavol }
CVMActivation = sw
)
Oracle ORACLE (
Sid @system1 = orarp1
Sid @system2 = orarp2
Owner = oracle
Home = "/oracle/app/orahome"
Pfile @system1 = "/oradata/orarp/spfileorarp.ora"
Pfile @system2 = "/oradata/orarp/spfileorarp.ora"
StartUpOpt = SRVCTLSTART
ShutDownOpt = SRVCTLSTOP
)
requires group cvm online local firm
ORACLE requires archive_mnt
ORACLE requires ora_data_mnt
archive_mnt requires ora_data_voldg
ora_data_mnt requires ora_data_voldg

// resource dependency tree
//
//
group ora_d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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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Oracle ORACLE
{
CFSMount archive_mnt
{
CVMVolDg ora_data_voldg
}
CFSMount ora_data_mnt
{
CVMVolDg ora_data_vold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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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base FlashSnap 状态
信息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Database FlashSnap 状态信息

■

从 CLI 查看 Database FlashSnap 快照状态信息

关于 Database FlashSnap 状态信息
Veritas Database FlashSnap 功能提供关于各种快照计划阶段和快照过程的下列信
息：
■

快照状态信息

■

快照数据库状态信息

从 CLI 查看 Database FlashSnap 快照状态信息
若要从命令行界面 (CLI) 查看快照状态信息，请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中使用
-o list 选项列出指定数据库的所有可用快照计划。快照状态信息显示在标题为
SNAP_STATUS 列下的命令输出中。
注意：快照状态信息和快照数据库状态信息也可能出现在错误消息中。

CLI 中的快照状态信息
表 C-1 显示有关每个快照状态 (SNAP_STATUS) 值的详细信息。

Database FlashSnap 状态信息
从 CLI 查看 Database FlashSnap 快照状态信息

表 C-1

CLI 中的快照状态信息

快照状态

完成的操作

允许的操作

init_full

■

dbed_vmchecksnap -o dbed_vmsnap -o
validate （成功）
snapshot

■

dbed_vmsnap -o
resync（成功）

init_db

dbed_vmchecksnap -o
validate -f snapplan
（失败）

确保已正确设置存储配置。

snapshot_start

dbed_vmsnap -o
snapshot（失败）

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以寻求帮
助。 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命令重新同步快照
卷，然后使用 dbed_vmsnap
-o snapshot -F 强制创建
快照。

snapshot_end

■

snapshot_vol_start
snapshot_vol_end

dbed_vmsnap -o
snapshot （成功）

dbed_vmsnap -o
snapshot（失败）

■

dbed_vmsnap -o
resync

■

dbed_vmclonedb -o
mount|mountdb|recoverdb

重新运行 dbed_vmsnap -o
snapshot

resync_dg_start
resync_dg_end
resync_vol_start
resync_vol_end

dbed_vmsnap -o resync 重新运行 dbed_vmsnap -o
（失败）
resync

snapshot_dg_start
snapshot_dg_end
resync_start

dbed_vmsnap -o resync 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以寻求帮
助。 使用 Veritas Volume
（失败）
Manager 命令重新同步快照
卷，然后使用 dbed_vmsnap
-o snapshot -F 强制创建
快照。

mount start

dbed_vmclonedb -o
mount（失败）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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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状态

完成的操作

允许的操作

mount_end

dbed_vmclonedb -o
mount（成功）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restartdb_start

dbed_vmclonedb -o
restartdb（失败）

■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

手动启动快照数据库。

restartdb_end

dbed_vmclonedb -o
restartdb（成功）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mountdb_start

dbed_vmclonedb -o
mountdb（失败）

手动恢复快照数据库，然后运
行 dbed_vmclonedb -o
update_status

mountdb_end

dbed_vmclonedb -o
mountdb（成功）

■

dbed_vmclonedb -o
update_status

■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

手动恢复快照数据库，然
后运行 dbed_vmclonedb
-o update_status

■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recoverdb_start

dbed_vmclonedb -o
recoverdb（失败）

recoverdb_end

dbed_vmclonedb -o
recoverdb （成功）

dbed_vmclonedb -o
umount

umount_start

dbed_vmclonedb -o
umount（失败）

确定文件系统未处于繁忙状
态，并重试该命令。

umount_end

dbed_vmclonedb -o
umount（成功）

■

dbed_vmclonedb -o
mount

■

dbed_vmclonedb -o
restartdb

■

dbed_vmsnap -o
resync

从 CLI 查看快照数据库状态信息
若要从命令行查看快照数据库状态信息，请在 dbed_vmchecksnap 命令中使用 -o
list 选项列出指定数据库的所有可用快照计划。快照数据库状态信息显示在标题为
DB_STATUS 列下的命令输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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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显示有关每个数据库状态 (DB_STATUS) 值的详细信息。
表 C-2

从 CLI 查看快照数据库状态信息

DB_STATUS

完成的操作

init

■

■

database_recovered

dbed_vmchecksnap -o validate
（成功）
dbed_vmsnap -o snapshot （成功）

dbed_vmclonedb -o recoverdb （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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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使用第三方软件来备份文
件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第三方软件备份文件

■

使用第三方软件来备份文件

关于使用第三方软件备份文件
SF Enterprise 产品 支持使用第三方软件备份文件。但是，SF Enterprise 产品 不支
持 Quick I/O。

使用第三方软件来备份文件
如果您使用的是第三方备份软件而不是 Veritas NetBackup，请确保该备份软件可
以备份和还原 VxFS 扩展区属性。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还原后的 Oracle Disk
Manager (ODM) 文件依赖于正确的扩展区布局来实现最佳性能。

使用 Oracle RMAN 备份和还原 Oracle Disk Manager 文件
Oracle 通过连续的扩展区布局来分配 Oracle Disk Manager 文件，以实现良好的数
据库性能。还原数据库文件时，会使用这些扩展区属性分配这些文件。如果将 Oracle
RMAN 的常规备份方法与任何备份软件一起使用，则也将通过正确的扩展区布局还
原数据文件。
如果将 RMAN 的“代理复制”备份方法用于 Veritas NetBackup 之外的其他备份软
件，则可能不会备份扩展区属性。 为确保还原后的数据文件具有正确的扩展区布
局，请使用 odmmkfile 命令预分配丢失的数据文件。此命令在还原文件之前为其预
分配连续的空间。

使用第三方软件来备份文件
使用第三方软件来备份文件

例如，若要预分配大小为 100M 的 Oracle 数据文件（假定 Oracle 数据库块大小为
8K），请使用 odmmkfile 命令并输入：
# /opt/VRTS/bin/odmmkfile -h 8k -s 100m filename

有关 odmmkfile 命令的其他信息，请参见 odmmkfile(1)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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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synchronous I/O（异步 I/O） 112
autoextend
处理 Quick I/O 文件 128

B
BLI 备份. 请参见 块级别增量备份
报告
扩展区碎片 308
备份
使用 NetBackup 214
为卷创建 150
表空间
临时 119, 123
删除并重新创建 123
不再支持的功能 338
部署 Oracle
VVR 环境 54–56, 58
安装 Oracle 50
创建磁盘组 45
创建卷 47
创建文件系统 48
磁盘组配置 47
规划存储 44
将磁盘添加到磁盘组中 45
卷配置 47
确定文件系统 44
设置磁盘组 45
脱离主机配置要求 51
文件系统创建指南 49
选择卷布局 45
装入文件系统 49
部署 Oracle 单实例 43
部署Oracle
创建数据库 50

C
cache（缓存）
创建以供优化空间快照使用 189
用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151

chgrp 命令 116
chmod 命令
命令
chmod 134
chown 命令 116
命令
chown 134
compression advisor
解压缩数据文件 275
命令参考 275
命令语法 275
显示候选 273
显示压缩的数据文件 274
压缩存档日志 272
压缩数据文件 273
Compression Advisor
关于 271
CREAD 141
cron 308
参数
可调 310
默认 310
优化 309
操作
Netlsnr 代理 410
Oracle 代理 403
持久保留
缓存 Quick I/O 设置 142
持久性重新同步 150
重新同步镜像卷 181, 215
创建
Quick I/O 文件 115
用于访问 Quick I/O 文件的符号链接 114
创建多克隆
FlashSnap 快照 195
创建检查点 202
创建数据库克隆 175, 191, 207
黄金映像快照 195
磁盘组
命名磁盘组 47
从 mkqio.dat 中删除非 VxFS 文件 119
从检查点还原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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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缓存 151
由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使用 152
存储回滚 161
恢复准则 388
存储检查点 157, 161
操作失败 163
定义 200
冻结和解冻文件系统 158
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 163
空间管理 163
类型 162
数据存储检查点 163
存档
使用 NetBackup 214

D
Database FlashSnap
mountdb 185
重新同步镜像卷 181
创建快照镜像 172
概述 350
高级操作 185
群集配置中的节点 171
设置主机 171
手动恢复数据库 185
刷新镜像卷 181
相同节点配置 171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克隆数据库 185
DB_BLOCK_SIZE 319
DB_FILE_MULTIBLOCK_READ_COUNT 319–320
dbed_ckptcreate 命令 388
DBWR 进程 318
default_indir_size 可调参数 310
defragmentation（碎片整理）
调度 309
direct I/O（直接 I/O） 112, 317
discovered_direct_iosize 可调参数 311
代理操作
Netlsnr 代理 410
Oracle 代理 403
单线程顺序扫描 317
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VVR 模式 283
复制的数据库 283
为 VVR 模式配置 286
调整
vxfs 308
VxFS 308
VxFS I/O 参数 309

VxVM 307
对数据库性能 317, 323
文件 I/O 统计信息 313
调整 I/O 参数 309
调整文件大小 114
冻结和解冻, 与存储检查点的关系 158
读写过多 314
对文件禁用缓存 Quick I/O 142
对文件启用缓存 Quick I/O 142
多个块操作 22

E
ENOSPC 163

F
FileSnap
创建数据库克隆 207
还原数据文件 212
列表快照 213
列出克隆 213
配置参数 301
使用 207, 210–213
销毁快照 211
销毁数据库克隆 210
支持的操作 302
准备使用 207
FileSnaps
backup 166
并行 I/O 165
读取 165
关于 164
块映射碎片 166
属性 164
写入时复制 165
FlashSnap 147
配置参数 295
支持的操作 297
fsadm
报告扩展区碎片 309
调度 309
fsadm 命令 127
fstyp 命令 215
访问
含有符号链接的 Quick I/O 文件 117
分配
对缓冲区高速缓存的内存 318
分配策略
基于扩展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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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区 22
分配文件空间 114
分析 I/O 统计数据 139
符号链接
访问 Quick I/O 文件 117
优点和缺点 117

G
grep 命令 137
改进
数据库性能 112
更改文件大小 114
关于
DMP 23
Veritas InfoScale Operations Manager 24
关于使用 VVR 部署 Oracle 54

H
还原
使用 NetBackup 214
缓冲区高速缓存 318
缓存
由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使用 152
缓存 Quick I/O
缓存统计信息 313
禁用单个文件 142
启用单个文件 142
启用的先决条件 135
确定要使用的文件 139
使设置持久保留 142
自定义 141
缓存顾问
检查设置 143
缓存命中率
计算 139
基本监视 404
健康状况检查 404
进程 404

I
I/O
负载平衡
内核异步
统计信息
获取
性能数据
异步 112
直接 112

314
112
307
313

initial_extent_size 可调参数 311
inode，基于块 22

J
即时快照
优化空间 151
计算缓存命中率 139
监视
基本 404
详细信息 404
监视碎片 308
检查点
支持的操作 304
健康状况检查 API 404
健康状况检查监视 404
进程监视 404
禁用 qio_cache_enable 标志 136
禁用 Quick I/O 130
卷
备份 150
获取性能统计数据 307
卷布局 47
选择 45
绝对路径名
使用符号链接 117
用于 Quick I/O 120

K
可调 I/O 参数 310
default_indir_size 310
discovered_direct_iosize 311
initial_extent_size 311
max_direct_iosize 311
max_diskq 311
max_seqio_extent_size 311
qio_cache_enable 312
read_nstream 310
read_pref_io 310
write_nstream 310
write_pref_io 310
write_throttle 312
可调参数
添加至 tunefstab 文件中 136
可移除的存储检查点定义 163
克隆检查点 204
克隆数据库 175, 191, 207
克隆数据库行为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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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优化快照
HA 环境 194
mountdb 199
VVR 模式 283
复制的数据库 283
手动恢复克隆数据库 199
空闲空间 308
监视 308
块级别增量备份
概述 215
快速重新同步
持久性 150
快照
instant 151
优化空间即时 151
快照卷
创建
使用命令行 174, 339
扩展
文件系统 308
扩展 Quick I/O 文件 126
扩展区 22
扩展区分配 22
扩展文件 114

L
ls 命令 124
联机快照
为 VVR 模式配置 286
为复制数据库配置 286
列出 FileSnap 快照 213
列出要进行 Quick I/O 转换的文件 120
临时表空间 119, 123

M
max_direct_iosize 可调参数 311
max_direct_iosz 319
max_diskq 可调参数 311
max_seqio_extent_size 可调参数 311
maxuprc 324
mkqio.dat 文件 120–122, 131
mkqio.sh 脚本选项
在 SAP 中创建额外链接 120
mountdb 操作 185
名称空间
由存储检查点保留 201
命令
chgrp 116

chown 116
dbed_ckptcreate 388
fsadm 命令 127
fstyp 215
grep 137
ls 124
qio_convertdbfiles 118, 121
qio_getdbfiles 118, 120
qioadmin 141
qiomkfile 126–128
qiostat 139, 313–314
setext 116
vxtunefs 143, 319
内核设置
修改 323
内核写入锁定 112
内核异步 I/O 112

N
ndcomirs 属性 189
NetBackup
概述 214
NetBackup BLI 扩展
概述 215
Netlsnr 代理
操作 410
属性定义 411
资源类型 411
Netlsnr 代理属性
AgentDebug 411
AgentDirectory 411
EnvFile 411
Home 411
LsnrPwd 411
MonScript 411
Owner 411
TnsAdmin 411
侦听器 411

O
OMF
使用 Oracle Disk Manager 81
Oracle
autoextend 功能 128
Oracle Disk Manager 77
禁用 92
使用 NetBackup 还原文件 215
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还原文件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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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78
准备现有数据库以用于 86
Oracle Managed Files
使用 Oracle Disk Manager 81
Oracle 代理
操作 403
属性定义 407
资源类型 406
Oracle 代理属性
AgentDebug 407
AgentDirectory 407
AutoEndBkup 407
EnvFile 407
Home 407
MonitorOption 407
MonScript 407
Owner 407
Pfile 407
Pword 407
ShutDownOpt 407
Sid 407
StartUpOpt 407
Table 407
User 407
Oracle 数据文件头大小 114
Oracle 注意事项
数据库布局 167
支持的配置 168

P
PREAD 141
平衡 I/O 负载 314

Q
qio_cache_enable 标志
禁用 136
启用 135
qio_cache_enable 可调参数 312
qio_convertdbfiles 命令 118, 121
qio_getdbfiles 命令 118, 120
qioadmin 命令 141
qiomkfile 命令 126–128
用于创建文件的选项
符号链接 114
qiostat
输出 139
qiostat 命令 139, 313–314

Quick I/O
访问常规 VxFS 文件 117
改进数据库性能 112
禁用 130
扩展文件 126
列出要转换的文件 120
确定状态 125
使用 autoextend 扩展文件 128
使用相对路径名和绝对路径名 117
提取要转换的文件列表 120
为文件预分配空间 116
显示解析为原始设备 125
性能改进 133
转换文件 121
启用 qio_cache_enable 标志 135
确定
是否已安装并启用 Quick I/O 125

R
read_nstream 319
read_nstream 可调参数 310
read_pref_io 319
read_pref_io 可调参数 310
regionsize 属性 189, 191

S
semmap 325
semmni 325
semmns 325
semmnu 325
semmsl 325
setext 命令 116
SFDB 工具故障排除 329
SFDB 命令
vxsfadm 292
向后兼容性 338
SFDB 身份验证
配置 vxdbd 71
添加节点 72
向用户授予权限 73
shmmax 324
shmmin 324
shmmni 325
shmseg 325
SO 快照
HA 环境 194
mountdb 199
VVR 模式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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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数据库克隆 191
复制的数据库 283
配置参数 298
使用 191
手动恢复克隆数据库 199
为 VVR 模式配置 283
为复制数据库配置 283
支持的操作 300
System Global Area (SGA) 317
删除
mkqio.dat 文件中的非 VxFS 文件 121
删除检查点 202
删除临时表空间 123
设置
使缓存 Quick I/O 持久保留 136
升级
从原始设备 87
时间点副本方法
比较 147
时间点副本解决方案
应用程序 146
实用程序. 请参见 命令
使用 VVR 部署 Oracle
配置 VVR 58
设置辅助节点 56
设置主节点 55
使用 vxfstune 参数验证高速缓存 137
使用性能数据 313
收集 I/O 统计数据 139
手动恢复
还原之后 336
克隆数据库 335
手动恢复克隆数据库 199
属性
ndcomirs 189
regionsize 191
属性定义
Netlsnr 代理 411
Oracle 代理 407
数据存储检查点定义 163
数据库
调整 317, 323
使用 BLI 备份功能备份 215
数据完整性 150
指定 Quick I/O 的类型 119–120
数据库 FlashSnap
创建数据库克隆 175
使用 175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
创建 202
创建克隆 204
还原表空间中的数据文件 204
还原数据文件 204
克隆 204
配置参数 302
删除 202
收集数据 206
脱机模式 206
卸载 204
支持的操作 304
装入 203
数据库性能
使用 Quick I/O 112
双重缓冲 112
顺序扫描 317–318
碎片
报告 308
重新组织工具 308
监视 308
碎片文件系统
特性 309
碎片整理
扩展区 309

T
tunefstab 文件
添加可调参数 136
提取要进行 Quick I/O 转换的文件列表 120
统计信息
卷 I/O 307

V
vxassist
用于将 DCO 添加到卷 172
VxFS
调整 308
性能优化 317
vxprint
验证卷是否为即时快照做好了准备 189
vxsfadm
FileSnap 配置参数 301
FileSnap 支持的操作 302
FlashSnap 配置参数 295
FlashSnap 支持的操作 297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配置参数 302
数据库存储检查点支持的操作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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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空间快照配置参数 298
优化空间快照支持的操作 300
vxsfadm 命令 292
vxsnap
为即时快照准备卷 189
vxstat
用于获取卷的性能统计信息 307
vxtunefs 命令 143, 319
命令
vxtunefs 137
VxVM
调整 307

W
write_nstream 可调参数 310
write_pref_io 可调参数 310
write_throttle 可调参数 312
完全备份 214
为 Quick I/O 文件预分配空间 116
为复制数据库配置
为复制数据库配置 286
文件
空间分配 114
文件集
主 158
文件系统
增大以容纳 Quick I/O 文件 126
文件系统创建 48
文件系统创建指南 49
文件系统锁定 112
无人值守备份 214

X
稀疏文件 119, 122–123
系统故障恢复 21
系统缓冲区高速缓存 133
显示
将 Quick I/O 文件解析为原始设备 125
相对路径名
使用符号链接 117
详细信息监视 404
向后兼容
dbed_vmchecksnap 命令 370
dbed_vmclonedb 命令 376
dbed_vmsnap -o resync 命令 386
dbed_vmsnap 命令 373
存储回滚 397
存储检查点 390, 392, 394, 396, 398

数据库 FlashSnap 370, 373, 376, 386
向后兼容性 338
dbed_ckptcreate 392
dbed_ckptdisplay 394
dbed_ckptremove 398
dbed_ckptrollback 397
dbed_ckptumount 396
dbed_clonedb 399
dbed_update 391
准备存储 339
销毁 FileSnap 快照 211
销毁数据库克隆 210
写入时复制技术 159, 200
卸载检查点 204
性能
调整
对数据库 317
获取卷统计数据 307
性能数据
使用 313
性能优化
对数据库 323
指南列表 306
选择卷布局 45

Y
验证 vxtunefs 系统参数 137
移动常用文件或繁忙的文件系统 314
意向日志 21
意向日志调整大小 22
意向日志记录 150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151
优化空间快照
创建数据库克隆 191
黄金映像快照 195
配置参数 298
使用 191
为 VVR 模式配置 283
为复制数据库配置 283
支持的操作 300
预读算法
用于缓存 Quick I/O 134

Z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克隆数据库 185
增大
Quick I/O 文件 126
文件系统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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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备份 214
直接写入
复制在后 133
重新创建临时表空间 123
主文件集与存储检查点的关系 158
转换
Quick I/O 文件转换回常规文件 Quick I/O
转换回常规文件 120
常规文件为 Quick I/O 文件 121
装入检查点 203
资源类型
Netlsnr 411
Oracle 406
自定义 Cached Quick I/O 141
自动化备份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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