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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 ISP
使用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可以创建一种称为应用卷 的
虚拟存储设备来组织和管理物理存储区。可以按照 Symantec 提供的 VeritasTM
Volume Manager (VxVM) 中使用传统卷的方式来使用这种卷。
ISP 使用可用存储区创建具有指定功能的应用卷。它将参考用户在外部定义的用于
创建卷的规则库，并将此规则库中的规则与可用存储区的属性进行比较，以此来选
择存储区。
ISP 具备如下功能：
■

创建和删除应用卷。

■

通过将存储区组合为存储池来组织存储区。

■

在卷处于联机状态时重定其大小。

■

移动或迁移卷的子磁盘。

■

在卷处于联机状态时在其中添加镜像和列。

■

在卷处于联机状态时从中删除镜像和列。

■

在卷处于联机状态时重定位其中的子磁盘。

■

在卷处于联机状态时更改其功能。

■

使用软件或硬件创建卷快照。

■

重新分配存储区以保留卷的功能。

ISP 识别存储区域网络 (SAN) 拓扑结构，并且能够高效利用可用的智能存储区。
ISP 在 SAN 环境中与 Veritas Array Integration Layer (VAIL) 和 SAN Access
Layer (SAL) 等其他 VERITAS 组件 （如果可用）进行交互，以便在配置智能存储
区时执行正确的操作。请参见 “将 ISP 配置为与 SAL 一起工作”（第 191 页）。
注意：产品与功能 （例如，动态多径处理 (DMP)、镜像、 RAID-5、 SAL、快照、
VAIL 以及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需要基本许可证以及其他许可证。

16 了解 ISP
使用 ISP 的好处

本书介绍 ISP 的命令行界面以及用于编写新的规则、功能和模板的语言。有关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所提供的 ISP 图形界面的说明，请参见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用户指南》和 VEA 联机帮助。
有关如何在不同情形下 （如实施存储层、提供处理或者不同位置之间远程镜像）
指定 ISP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Solutions 指南》。

使用 ISP 的好处
在旧版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中创建卷时，可以指定磁盘存储区，以便在上面
布置卷的各个部件、子磁盘、 plex 等。指定要使用的存储区时，必须考虑卷对基
础存储结构中任何组件的容错程度，以及所指定布局对服务的 I/O 性能和可靠性的
影响方式。对于在规格相对较低的阵列中安装有几十个磁盘的小型系统来说，可以
手动为 vxassist 之类的命令指定存储区布局，也可以依靠 vxassist 根据一般
布局规范 （如 “跨控制器镜像”与 “跨磁盘阵列镜像”），使用在 vxassist 内硬
编码的一组启发式规则来选择合适的存储区。
图 1-1 中显示了传统的将存储区分配给卷的模型。该图说明，虽然一些存储属性对
于 VxVM 是已知的，但要创建具有所需性能、可靠性和容错功能的卷，还必须由
您自己来确定与如何布置存储区有关的大部分工作。

了解 ISP
使用 ISP 的好处

图 1-1

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中创建和管理卷的传统模型

磁盘组中的存储区

用户指定
的卷布局

属性
VxVM 获得的有关存储属性的信
息仅限于自动发现的信息，如磁
盘阵列成员以及路径和控制器连
接。除这些信息之外，您必须显
式指定要使用的存储区。

vxassist

卷

vxassist 命令使用硬编码的规
则来创建和管理卷。可以通过
显式指定要使用的存储区来改
写这些规则。

卷是按照硬编码规则以及
您显式指定的规则从可用
存储区构建的。

使用智能磁盘阵列后，许多高级功能 （如 RAID 功能、快照工具和远程复制等）
均由该磁盘阵列导出的逻辑单元存储设备 (LUN) 提供。这样的设备可以也可能无
法使其属性为 VxVM 所识别。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您都可能遇到通过 SAN 连接的
成百上千的 LUN。
在为卷分配存储区时，因为有可能面对大量的设备，而且这些设备可能有各种各样
的属性，甚至可能有隐藏属性，所以手动完成此任务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ISP 通
过提供分配引擎来帮助您管理大型存储集合，该分配引擎可根据您为所创建的卷指
定的功能来选择要使用的存储区。
图 1-2 说明 ISP 是如何改进传统的卷创建模型的。主要的区别在于，有关可用存储
区的信息集可能不受限制，而且分配引擎用于选择存储区的规则集是在外部定义给
vxassist 与 vxvoladm 之类命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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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ISP 是如何增强卷管理的

磁盘组内的存储池

属性、模板、
功能和策略

用户指定的规则
磁盘组

VxVM 的有关存储属性的知
识可能不受限制。用户可以
定义在选择存储区时使用的
其他属性。

vxassist
或 vxvoladm

存储池
应用卷

在创建和管理应用卷时，
vxassist 或 vxvoladm 命令
使用分配引擎从存储池中
选择可用的存储区。

具有所需功能的应用卷
是根据预定义的和用户
指定的规则及模板，在
存储池内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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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命令对 ISP 的支持
在 5.0 版的 VxVM 中，可以使用 vxassist 来创建和管理 ISP 卷。 vxassist 命令
与 vxvoladm 命令支持一样的模板、功能与规则的应用，而且还自动将一套
vxassist 存储指定属性转换为等价的 ISP 规则。
如果指定了 -o intent 选项， vxassist 就将创建一个 ISP 卷；如果磁盘组中不存
在存储池，还将创建一个。如果磁盘组中已经存在存储池，而您又没有指定 -o
nointent 选项， vxassist 命令就尝试创建一个 ISP。
本书中使用 vxassist 命令的操作都有一个等价的 vxvoladm 命令，通过用
vxvoladm 取代 vxassist 即可获得。命令的任意其他参数则相同。如果不存在等价

的 vxassist 命令，就将显示 vxvoladm 命令。

使用 ISP 的好处总结
下面总结了与 vxassist 中的现有存储区分配功能相比， Veritas ISP 的主要好处：
■

存储区是根据抽象的要求 （如所需的卷功能）自动分配的。

■

可以将特定于供应商的智能存储阵列功能所提供的预制功能编码为存储属性，
并用于分配存储区。

■

由于 ISP 可以协调所有卷的要求，因此允许以批处理模式安全地创建或增
大卷。

■

所有 ISP 操作都保留卷的原始意向。增大卷、迁移卷、镜像或添加列的操作都
不会意外降低卷的可靠性或性能功能。

■

ISP 支持 SAN 并且能够识别 SAN 属性。它还可以使用 VAIL 识别 LUN 的
功能。

■

磁盘标记通过 vxdisk 命令或者 VEA 图形用户界面实施管理，供您为 LUN 定
义确认的硬件属性之外的属性以及给这些属性分配合适的值。

ISP 的局限性
以下 vxassist 功能目前尚不支持 ISP 卷：
■

vxassist 公用程序包括它在选择存储区时使用的许多硬编码规则。例如，
vxassist 可能会在没有得到指示的情况下，将对象配置在不同的控制器上。

ISP 要求通过规则、功能和模板显式选择存储区。
■

支持在存储池级别分割和结合磁盘组。要在磁盘组之间移动应用卷，应在克隆
池内创建应用卷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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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SP 的常见问题解答
■

在 ISP 中引入新概念的意义何在？
除了传统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使用的概念外， ISP 还引入了几个新概
念。新概念 （包括存储池、功能、规则、卷模板以及卷意向）将在 “关于
ISP 概念”（第 30 页）中讲述。

■

存储池和卷模板之间是何关系？
存储池包含磁盘、 VxVM 对象 （例如卷）和卷模板集。存储池是由它所包含
的卷模板定义的。 ISP 配置数据库包含许多存储池定义，用户可使用这些定义
在 VxVM 中创建存储池对象。每个定义都包含一个卷模板列表和用于该池定
义的默认策略设置。如果利用存储池定义在磁盘组中创建存储池对象，则会同
时安装这些卷模板和策略。

■

何时需要指定模板集？
存储池包含用于定义池特性的卷模板。模板集只是一个可与存储池关联的、由
相关卷模板组成的集合。

■

何时需要指定存储池集？
对于要用于 ISP 的磁盘组，必须将其配置为包含一个数据存储池和 （可选）
一个或多个克隆存储池。可以使用存储池集定义来组织磁盘组，使其包含具有
正确定义的特性的数据存储池和克隆存储池。

■

如果使用存储池定义创建了一个存储池，以后可否使用未与该池关联的卷模板
在池中创建卷？
可以通过一个示例来解答此问题。假设您使用 mirrored_volumes 池定义
创建了一个存储池。这将同时安装卷模板，这些模板可用于在池中创建镜像卷
和具有类似特性的卷。如果您尝试在池中创建条带卷，则得到的卷既有镜像特
性，又有条带特性。不过，也可以创建具有其他特性的卷。您可以使用规则来
避开高级抽象概念 （如卷模板和功能）所设置的限制。
请注意，使用存储池定义创建存储池并不会明确地决定在该池中创建的卷的功
能。只有在创建卷时，才能指定卷功能并确保池中各卷之间的一致性。

■

卷模板中使用的 “预制”一词是什么意思？
术语预制 表示卷的特性是使用硬件而不是软件实现的。例如，
PrefabricatedRaid5 表示使用在阵列硬件中设置的 RAID-5 LUN，而不是
将其作为 VxVM RAID-5 卷来实现。

■

可以在存储池中同时使用硬件和软件 RAID 卷吗？
通常情况下，存储池被配置为用于预制的 RAID 设备，或者用于使用软件创
建的 VxVM 卷。这样可以在池中提供一致的性能和容错特性。如果将硬件
和软件 RAID 模板都添加到一个存储池中， ISP 将分配适合于指定卷的功能
的模板。

■

ISP 如何发现 LUN 硬件特性？
ISP 依靠 Veritas Array Integration Layer (VAIL)，通过特定于阵列的模块提
供有关 LUN 特性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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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限制为只从特定供应商提供的存储设备 （如 EMC BCV 或 Hitachi）中分
配存储区？
默认情况下， ISP 使用具有类似特性的 LUN 来分配存储区。如果没有足够的
存储区，它将放宽此限制。可以通过在创建卷时指定功能
ArrayProductId，强制实行此限制。这会强制 ISP 在使用同一产品标识符
的多个 LUN 上分配存储区。另外，还可使用功能
ConfineToSimilarStorage。它要求 ISP 使用来自同一供应商的 LUN，但
允许这些 LUN 具有不同的产品标识符。

■

当我创建卷时，除非手动从存储池中选择其他磁盘，否则 ISP 使用相同磁盘
上的空间。为什么 ISP 不自动将卷分布在存储池中的其他磁盘上来提高 I/O
性能？
ISP 被优化为尽可能少使用磁盘。在任何情况下， I/O 性能都会取决于许多因
素：存储区连接到系统的方式、存储区固有的功能、卷的配置方式及其共享存
储区的方式、应用程序发出的 I/O 请求的类型以及每个卷的 I/O 数量。例如，
将两个卷分配给一个具有较大缓存的磁盘阵列与将一个卷放在该磁盘阵列中而
将另一个卷放在 JBOD 上相比，前者的总体 I/O 性能更好。如有必要，可以在
单独的磁盘组中配置较小的存储池来限制对存储区的分配。或者也可明确指
定，可以将该存储区分配给卷，或不能分配给卷。

ISP 中的管理角色
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中的传统管理模型相比， ISP 的管理任务似乎多得让
人窒息。为了化繁就简，可以根据 ISP 知识的深浅程度和这些知识的应用频率，将
管理任务分为三个级别：
■

基本管理任务

■

高级管理任务

■

专业管理任务

基本管理任务是执行得最多的任务，执行这种任务需要了解的 ISP 知识最少。专业
存储管理任务是执行得最少的任务，而执行该任务所需了解的 ISP 知识最多。

基本管理任务
基本管理任务包括创建存储池以及创建和管理卷。它包括执行类似下面的任务：如
在卷中添加或者删除镜像或列、重定卷的大小以及创建和使用卷快照等。
该系统管理员角色需要了解以下 ISP 知识：
■

熟悉磁盘组、存储池、模板、用户模板、应用卷和功能 （如可靠性、性能和
容错等功能）这些术语的含义。

■

在创建具有所需功能的卷时可使用哪些模板和用户模板。

■

哪些模板和用户模板与将用来创建卷的磁盘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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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使用 VEA 或 vxassist 与 vxvoladm 命令执行任务。

系统管理员可以使用 VEA 或 vxassist 与 vxvoladm 公用程序执行任务。 VEA 图
形界面最适合进行日常管理。 vxassist 与 vxvoladm 公用程序主要在管理脚本中
使用。
图 1-3 中列出如何使用 vxassist 或 vxvoladm 命令来创建应用卷。
图 1-3

创建应用卷

存储池

模板和功能

所需的功能

vxassist
或 vxvoladm

存储池

以下几章将详细介绍系统管理任务：
■

“创建应用卷”（第 53 页）

■

“管理应用卷”（第 65 页）

■

“管理即时快照”（第 81 页）

应用卷

了解 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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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任务
高级管理任务包括管理存储池和用户模板、创建克隆池以及按照额外指定的规则创
建卷。
该系统管理员角色需要了解以下 ISP 知识：
■

基本管理任务知识。
请参见 “基本管理任务”（第 21 页）。

■

熟悉 LUN、属性、策略、意向和规则 （如为新卷分配存储区时使用的限制规
则或排除规则）这些术语的含义。

■

如何创建或修改用户模板，然后将其与磁盘组和存储池关联。

■

如何使用 VEA 或命令行公用程序执行任务。

存储管理员可以使用 VEA 或命令行公用程序执行任务。
VEA 界面最适合进行日常管理。命令行公用程序主要在管理脚本中使用，但也可
以用于编译和安装用户模板 （如图 1-4 所示）。
图 1-4

创建用户模板

用户模板定义

vxusertemplate

安装在中的
模板磁盘组

使用 vxusertemplate 命令来
编译用户模板以及将用户模
板安装到磁盘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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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说明如何使用 vxpool 命令创建具有关联策略、模板和功能的存储池。
图 1-5

创建存储池

模板
磁盘组

存储池的
所需策略

vxpool

使用 vxpool 命令创建存
储池以及将其与模板、
功能和策略关联。

存储池
模板、功能
和策略

以下几章将详细介绍系统管理任务：
■

“存储池”（第 43 页）

■

“创建和修改用户模板”（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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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管理任务
专业管理任务包括创建新属性来描述存储功能，以及设计和创建新模板和新功能。
该存储管理员角色需要了解以下 ISP 知识：
■

基本与高级管理任务知识。
请参见 “基本管理任务”（第 21 页）。
请参见 “高级管理任务”（第 23 页）。

■

熟悉 ISP 规则定义语言，并且了解如何使用该语言来编写规则、功能和模板。

■

如何使用 VEA 或命令行公用程序执行任务。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文本编辑器
创建模板定义文件。命令行公用程序主要在管理脚本中使用，但也可以用于编
译和安装模板和功能 （如图 1-6 所示）。

图 1-6

创建模板和功能

模板和
功能定义

vxtemplate

使用 vxtemplate 命令编译模板和功能，
并将这些模板和功能安装到磁盘组中。

模板磁盘组
中的模板磁盘组

以下几章将详细介绍高级存储管理任务：
■

“管理卷模板和其他配置元素”（第 103 页）

■

“使用功能、模板和规则”（第 117 页）

■

“ISP 语言定义”（第 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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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 部署示例
本节包含一些高级示例，用以说明如何使用 ISP 配置卷创建环境。

使用存储池策略
如 “关于存储池策略”（第 34 页）中所述，存储池的策略将影响到它在创建新卷
时如何分配 LUN 以及如何使用模板。通过选择与存储池关联的模板和 LUN，以及
在存储池上设置合适的策略，可以控制将存储区分配给卷时采用的方式。例如，
存储池可完全由具有硬件快照功能的 LUN （例如， EMC 业务连续性卷）组成。
将 AutoGrow 策略设置为 pool 可确保该存储池始终支持快照功能，如图 1-7
所示。
图 1-7

将 AutoGrow 策略的值设置为 pool 的效果

磁盘组
策略：
AutoGrow = pool

存储池

具有快照功能

模板

应用卷

不能使用
存储池
外面的 LUN

如果 AutoGrow 策略级别继续设置为默认值 diskgroup，则会使 ISP 从磁盘组收
集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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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说明将 AutoGrow 策略设置为 diskgroup 是如何允许使用来自同一磁盘组
且位于存储池之外的 LUN 的，以及将 SelfSufficient 策略设置为 host 是如
何允许从存储池或磁盘组之外导入提供所需功能的模板的。
图 1-8

设置非默认存储池策略的效果

磁盘组
策略：
AutoGrow = diskgroup
SelfSufficient = host
存储池
不能使用
存储池
外面的模板

模板
模板
模板

应用卷

可以使用
磁盘组中
外面的模板
可以使用
磁盘组
外面的模板

不能使用
磁盘组
外面的 LUN

注意：要保持对存储池使用方式的严格控制，则不要将存储池策略设置为非默
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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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卷的使用情况安排存储区
安排存储使之仅仅限于某些应用的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将其分割到不同的跨存储池
中，如图 1-9 所示。这要求每个存储池分别在不同的磁盘组内进行配置。每个存储
池都有自己的策略集和模板集，这些策略集和模板集是按照卷 （是利用该存储池
的 LUN 创建的）的要求定制的。
图 1-9

根据卷的使用情况安排存储区

磁盘组 2

磁盘组 1
存储池 1

存储池 2

模板

模板

应用卷

应用卷

虽然这是最简单的存储区安排方法，而且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但它可能无法为某些
安装系统提供足够的灵活性。请参见 “根据属性安排存储区”（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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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属性安排存储区
可以使用存储属性来控制 ISP 为应用卷分配存储区的方式。例如，可以使用限制规
则将一些卷限制为使用某些具有公共属性 （如缓存）的 LUN，以便增强 I/O 性
能，或者限制为使用硬件 RAID，以便提供冗余和/或增强性能。
如 “关于存储池策略”（第 34 页）中所述，并非所有 LUN 属性都能被自动发现。
可以使用通过 vxdisk 命令或 VEA 图形用户界面实施管理的磁盘标记以手动方式
把此类属性挂接到存储之中。
图 1-10 中显示了一个使用挂接属性的示例，其中的模板可以使用 Building 属性
的值在同一地点的不同位置之间提供镜像卷的可用性功能。
图 1-10

挂接属性的使用示例

磁盘组
存储池
具有挂接属性
Building = Bld2

具有挂接属性
Building = Bld1

模板

将模板配置为在建筑物
之间提供镜像应用卷的
功能

应用卷

或者，也可以指定合适的分隔规则来指示 ISP 在建筑物之间镜像卷。
另一个使用挂接属性的示例是将存储池内的某些 LUN 标记为具有最佳性能。然
后，可以使用限制规则确保只从该存储区配置特定的某些卷，而将其余存储区用于
对性能要求不高的其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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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ISP 概念
图 1-11 显示了不同 ISP 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 1-11

ISP 概念之间的关系

磁盘组
存储池
配置数据库

LUN

安装在

属性

规则

功能

卷模板

LUN 策略
和模板策略

功能

卷模板

卷模板

意向
规则

应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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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念将在下列各节定义 （按照抽象概念增大的顺序）：
■

关于磁盘组

■

关于 LUN

■

关于属性

■

关于存储池

■

关于存储池集

■

关于存储池策略

■

关于功能

■

关于规则

■

关于卷模板

■

关于模板集

■

关于用户模板

■

关于应用卷

■

关于卷意向

关于磁盘组
磁盘组是共享一个公共配置的一系列指定磁盘。卷和其他 VxVM 对象必须在磁盘
组内创建，而且只能使用该磁盘组中的磁盘。

关于 LUN
LUN （即逻辑单元）可能对应于一个物理磁盘，也可能对应于一个磁盘集合，该
磁盘集合被设备驱动程序或智能磁盘阵列的硬件作为单个逻辑实体 （即虚拟磁盘）
导出。 VxVM 和其他 Veritas 软件模块能够自动发现 LUN 的特殊属性，您也可以
使用磁盘标记来定义新的存储属性。磁盘标记通过使用 VEW 图形用户界面的
vxdisk 命令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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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属性
使用存储属性可以在任意一个概念范畴中定义 LUN 的特性。例如，属性可以描述
以下特性：
■

磁盘访问名

■

磁盘介质名

■

制造商

■

型号

■

物理位置，如机架编号、框架编号、楼层、建筑物或某个地点

■

硬件 RAID 配置

■

故障切换属性

■

性能特性

您可以使用磁盘标记来创建与磁盘硬件内在相关的存储属性之外的存储属性，他们
是由 VxVM 自动发现或分配。磁盘标记通过使用 VEW 图形用户界面的 vxdisk 命
令进行管理。例如， vxdisk settag 可以用来给每个磁盘分配标记与可选值：
# vxdisk -g mydg settag Room=room1 mydg01 mydg02 mydg03 mydg04
# vxdisk -g mydg settag Room=room2 mydg05 mydg06 mydg07 mydg08

这利用代表物理位置 （room1 或 room2）的值来设置磁盘 （mydg01 至
mydg08）上的属性标记 Room。
属性可以用于捕获有关存储区具有的特殊功能的信息，例如：
■

硬件支持的克隆，如 EMC 业务连续性卷 (BCV)

■

硬件支持的复制，如 EMC Symmetrix 远程数据设备 (SRDF)

■

硬件冗余，如镜像奇偶校验和缓存

仅当 VxVM 无法自动发现这类信息时，才需要用户手动输入它们。例如物理位置
就是需要用户手动定义的属性。
注意：属性名称及其字符串值都区分大小写。可以使用 vxdisk listtag 命令或者
VEA 图形用户界面来确定 LUN 属性名称的正确拼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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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存储池
存储池是在 VxVM 中的磁盘组内定义以供 ISP 使用的。存储池是 LUN 和卷的基于
策略的容器。也就是说，由与存储池关联的模板、功能和策略定义如何在存储池内
组织存储区。
ISP 定义了两种类型的存储池：数据池 和克隆池。
为方便起见，本书提供了一些存储池定义，其中包含可用于各种用途的相关模板。
请参见 “存储池”（第 166 页）。

关于数据池
数据存储池是磁盘组内创建的第一个存储池。以后在磁盘组内创建的所有存储池都
是克隆池。
注意：在一个磁盘组内只能创建一个数据池。
通常没有必要将数据池移到其他磁盘组。但是，如果必须这样做，就只能移动整个
数据池。不能移动数据池内的单个应用卷。要将数据池移到不同的磁盘组，必须确
保数据池只包含所需的对象。

关于克隆池
克隆存储池包含数据池内卷的一个或多个完整空间即时卷快照副本 （卷快照是制
作快照那一刻卷的内容的映像。有关卷快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员指南》）。
注意：仅支持将完整空间即时快照、链接的断开快照以及优化空间即时快照用于
ISP。不支持第三镜像断开的卷快照。
在 5.0 版的 VxVM 中，链接的断开快照卷的引入意味着没有必要再设置克隆池。
链接的断开快照卷可以具备不同与其父卷的布局与属性，可以在不同的磁盘组的数
据池中进行设置，在与其父卷重新链接并再次断开之后依然维持其标识。
可以将克隆池移动到另一个磁盘组中，但不能将克隆池中的单个快照移动到另一个
磁盘组中。要将克隆池移到不同的磁盘组，必须确保克隆池只包含所需的快照。也
可以考虑改用链接的断开快照，因为他们可以在与其父卷不同的磁盘组与存储池中
进行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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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存储池集
存储池集是对数据池及其克隆池的功能的捆绑定义。为方便起见，可以使用存储池
集定义来定义在一个操作中使用的两种存储池。
请参见 “存储池集”（第 170 页）。

关于存储池策略
存储池的策略定义在需要更多存储区时存储池的行为方式，以及在用户尝试创建的
卷具有当前模板不允许的功能时存储池的行为方式。与存储池关联的两个策略是：
AutoGrow

SelfSufficient

定义存储池如何使用 LUN。此策略可以使用以下
级别 值：
pool

使用手动分配给存储池的存储区。

diskgroup

使用分配给磁盘组的存储区。

定义存储池如何使用模板。此策略可以使用以下
级别 值：
pool

使用手动分配给存储池的模板。

diskgroup

使用手动分配给磁盘组的模板。

host

使用在此主机的 ISP 储存库中安装的
模板。

可以将这两个策略的值组合起来使用，以便与存储池的使用方式相匹配。
与存储池关联的策略级别决定存储池将如何管理其模板和 LUN：
■

AutoGrow 策略的默认级别是 diskgroup。此级别允许使用与存储池及其磁
盘组关联的 LUN 来为卷分配存储区。

■

对于使用 vxpool 命令明确创建的存储池， SelfSufficient 策略的默认级
别为 pool。此级别只允许使用与存储池关联的模板来为卷分配存储区。而且
存储池中的卷所具有的可靠性功能和性能功能必须被这些模板支持。

■

对于在创建卷时通过给 vxassist make 命令指定 -o intent 选项而暗中创建
的存储池， SelfSufficient 策略的默认级别是 host。这样就可以使用在
ISP 配置数据库中安装的任意模板。

图 1-12 显示了可配置为存储池策略值的每个级别的作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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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存储池策略的作用域级别

磁盘组中的 LUN 和模板（级别 = diskgroup）

存储池中的 LUN 和模板（级别 = pool）

模板

用于 LUN 的
AutoGrow
策略的默认作用域

用于 LUN 的
SelfSufficient
策略的模板

模板

模板

所有可用模板（级别 = host）

注意：不能立即把其他存储池或磁盘组中的 LUN 或者任何磁盘组之外的 LUN 汇集
到另一个存储池或磁盘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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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功能
功能是由卷提供的特性。例如，卷的功能可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性能和可靠性。每
种功能都被定义成一组规则。
下表给出几个简单示例，说明存储池可能支持的一些功能：
功能

可调整的参数

描述

DataMirroring

nmirs — 镜像数 （plex 数）

通过使用镜像 plex
提供可靠性。

Raid5Capability

ncols — 最小列数

通过使用 RAID-5 奇
偶校验提供可靠性。

nmaxcols — 最大列数
Raid5LogMirroring

nlogs — 日志副本数

通过使用镜像为
RAID-5 日志提供可
靠性。

条带化

ncols — 最小列数

通过在列之间进行条
带化来提供性能。

nmaxcols — 最大列数。

功能具有可以指定的变量参数，如镜像数或列数。通过调整这些参数的值，可以调
整卷的特性。如果不指定参数值，则使用默认值。
有关所提供的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功能”（第 161 页）。

关于性能功能
性能根据各种因素来指定卷的功能，这些因素包括条带卷中的列数、条带单元大
小、存储区的首选特性 （如使用在硬件中配置的预制磁盘）等。

关于可靠性功能
可靠性指定卷必须具有的作为一种功能的冗余级别。卷的可靠性越高，其冗余度也
就越高。例如，可以将可靠性很高的卷配置为软件镜像卷，该镜像卷构建在支持
RAID-5 的、在磁盘阵列硬件中配置的基础预制 LUN 上。中度冗余卷可以作为简
单的二路镜像卷或 RAID-5 卷，或配置在软件中，或配置在单个磁盘阵列内合适的
LUN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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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则
规则是用 Veritas ISP 语言编写的、用于指定如何创建卷的语句。规则可以定义如
何选择或布置存储区。通常将规则收集在一起作为创建卷时使用的模板，而不是分
别指定它们。

关于存储区选择规则
存储区选择规则指定可以使用哪些存储区来创建卷。下面列举几个存储区选择规则
示例：
规则

描述

affinity

尝试选择具有相同属性的存储区。

confineto

通过指定属性来限制存储区的选择范围。

exclude

禁止选择具有某些属性的存储区。

select

指定要使用的存储区。

separateby

定义对象的故障域，如 plex。

strong separateby 不允许不同故障域中的对象具有相同的属性。

例如，以下规则指定可以从指定的磁盘阵列中选择任何 LUN：
select "Enclosure"="ENC01", "Enclosure"="ENC02"

以下规则指定可以从位于 Room1 的 Hitachi 磁盘集中选择 LUN：
confineto "VendorName"="HITACHI", "Room"="Room1"

下面的分隔规则示例指定将磁盘阵列视为单独的故障域：
separateby "Enclosure"

关于存储区布局规则
存储区布局规则指定如何使用存储区来创建卷。下面列举几个存储区布局规则
示例：
规则

描述

log

指定日志类型及其冗余度。

mirror

指定一个卷应具有的镜像数。

parity

指定是否通过奇偶校验提供冗余。

stripe

指定一个卷应具有的列数。

striped

指定卷是否条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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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下规则指定可以创建一个使用奇偶校验来提供数据冗余的卷：
parity true

关于卷模板
卷模板 （或简称为 “模板”）是由一些提供功能的规则组成的、具有某种用途的
集合。模板可以指定使用该模板创建的卷可能具有的一项或多项功能，它包括一系
列存储区选择规则和存储区布局规则。例如，使用模板可以创建允许指定数量的控
制器发生故障的卷，或者创建具有指定数量的卷数据副本的卷。
在创建卷时，指定卷需要具有的功能比指定卷在可用存储区上的精确布局相对容易
一些。 ISP 会选择合适的模板，并使用这些模板创建具有所需功能的卷。
为卷功能指定参数值后，在所选模板内定义的规则在选择和布置存储区时将使用这
些值。如果不指定，模板将假定规则使用卷功能的默认参数值。
下表显示模板及其可能提供的功能的一些简单示例：
模板

提供功能

功能的可调参数

DataMirroring

DataMirroring

nmirs — 镜像数 （plex 数）

Raid5Volume

Raid5Capability、 ncols — 最小列数
Raid5LogMirroring
nlogs — 日志副本数
nmaxcols — 最大列数。

条带化

条带化

ncols — 最小列数
nmaxcols — 最大列数。

请参见 “卷模板”（第 158 页）。

关于模板集
模板集包含为方便使用而收集的一些相关功能和模板。将模板集与存储池关联相当
于将每个成员模板分别与存储池关联。
请参见 “模板集”（第 154 页）。

关于用户模板
用户模板 （即用户定义的模板）定义您希望某种类型的卷遵从的一组模板、功能
和规则。例如，您可能希望创建的用于存储数据库表的所有卷都具有相同的可靠性
功能和性能功能，并且仅从有限的一组存储区中分配这些卷。
如果经常创建具有相似功能的卷，则创建用户模板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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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可能创建的用户模板的一些示例：
用户模板

描述

OracleTable

提供适合由数据库表使用的性能高且比较可靠的卷。

OracleIndex

提供适合用于数据库索引的性能极高的卷。

就模板而言，每个用户模板都可以有许多可调参数，您可以使用这些参数来调整所
创建卷的特性。
注意：用户模板不直接与存储池关联，其关联隐含在它对功能和模板的引用中。

关于应用卷
应用卷由 ISP 创建，然后被导出以供数据库或文件系统之类的应用程序使用。它等
同于使用 vxassist 以及其他 VxVM 命令或者通过 VEA GUI 创建的传统卷。
注意：在本书中，术语卷 始终指的是应用卷，规定是指传统的 VxVM 卷的情况
除外。

关于卷意向
卷的意向是对由卷特性定义、通过模板实现的卷用途的概念化描述。当重新配置
卷、重定卷的大小或重新定位卷时， ISP 都会尝试保留卷的意向。意向保留功能可
以将可靠性和性能这样的能力自动保留下来，并遵守诸如根据限制和排除定义来分
配存储区等附加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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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令行使用 ISP 的示例
本节提供从命令行使用 ISP 的示例，以及详细信息所在的位置。您还可以在 “命
令汇总”（第 181 页）中找到常用命令的用法汇总。此外，“ISP 使用示例”（第
185 页）中和手册页中还提供了每个命令的用法示例。

创建数据存储池
假定已创建了磁盘组 mydg，该磁盘组包含几个被初始化以用于 VxVM 的磁盘，以
下命令创建数据存储池 mypool，该池包含几个磁盘并且支持创建条带镜像卷：
# vxpool -g mydg create mypool \
dm=mydg01,mydg02,mydg03,mydg04,mydg04,mydg06 \
pooldefinition=stripe_mirror_volumes

请参见 “创建存储池”（第 45 页）。

将磁盘添加到存储池中
可以使用 vxpool adddisk 命令将初始化的磁盘添加到存储池中。例如，以下命令
将两个磁盘添加到存储池 mypool 中：
# vxpool -g mydg adddisk mypool dm=mydg07,mydg08

请参见 “将磁盘添加到存储池中”（第 48 页）。

创建应用卷
以下命令通过指定功能 DataStripeMirror 以及相应的参数，在数据存储池
mypool 中创建具有三个列和两个镜像的条带镜像卷：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stmrvol 2g \
capability=’DataStripeMirror(ncols=3,nmirs=2)’ init=active

init=active 属性使卷无须执行同步操作就可以使用。
在创建应用卷 stmrvol 之后，可以使用以下命令为它用于卷快照作准备：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addlog stmrvol nlog=2 logtype=dco

此命令将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 DCO 卷与该卷关联。属性 nlog 用于指定 DCO 卷
具有与原始卷相同的冗余度。还可以使用 vxsnap prepare 命令为快照设置卷：
# vxsnap -g mydg prepare stmrvol ndcomirs=2

请参见 “创建应用卷”（第 53 页）。
请参见 “创建即时快照”（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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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应用卷的大小
如果刚创建的应用卷 stmrvol 不够大，无法满足需要，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增加其
大小：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growto stmrvol 4g

在增大卷之后，可以对在该卷上创建的任何文件系统或其他应用程序存储区布局重
定大小。
请参见 “在联机状态下重定卷大小”（第 66 页）。

创建克隆存储池
假定还需要为 mypool 中应用卷创建完整空间快照，并且这些快照可以移动到其
他磁盘组中，则应使用以下命令在 mypool 所在的磁盘组中创建克隆存储池
myclpool：
# vxpool -g mydg create myclpool \
dm=mydg09,mydg10,mydg11,mydg12 \
autogrow=pool pooldefinition=mirrored_volumes

该池支持创建镜像卷。它还具有设置为非默认值的 autogrow 策略，以防它收集
磁盘组中该池外面的磁盘。
请参见 “为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准备存储池”（第 82 页）。

准备完整空间快照卷
必须先准备一个将用作快照卷的空卷，然后才能创建应用卷的完整空间快照，如下
所示：
# vxassist -g mydg -P myclpool make mysnpvol 2g type=snapshot\
init=active

此命令自动将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 DCO 卷与此卷关联。
请参见 “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的断开快照的卷”（第 83 页）。

创建应用卷的完整空间快照
在准备好空卷之后，即可创建应用卷的快照：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stmrvol/snapvol=mysnpvol/syncing=on

以下命令启动快照卷的完全同步，并在同步完成前阻止系统进程：
# vxsnap -g mydg syncwait mysnpvol

请参见 “创建即时快照”（第 88 页）。

41

42 了解 ISP
从命令行使用 ISP 的示例

为优化空间快照创建缓存卷
如果想使用优化空间快照，必须准备可以用来创建快照的存储缓存。此命令在克隆
池 myclpool 中设置 1GB 的缓存卷 mycache：
# vxassist -g mydg -P myclpool make mycache 1g type=cachevolume

请参见 “创建共享缓存卷和准备优化空间快照”（第 83 页）。

准备优化空间快照
创建缓存卷之后，现在需要准备所需的优化空间快照。此命令使用缓存卷
mycache 设置优化空间快照 mysovol：
# vxassist -g mydg -P myclpool make mysovol 2g type=snapshot \
cachevolume=mycache init=active

注意：参数 2g 与为其准备快照的原始卷的长度相等。此值定义快照的逻辑大小。
快照所需的实际存储量小于此值，并受缓存卷大小的限制。
请参见 “创建共享缓存卷和准备优化空间快照”（第 83 页）。

创建应用卷的优化空间快照
准备好一个缓存卷以及一个或多个空的优化空间快照后，就可以创建应用卷的
快照了：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stmrvol/snapvol=mysovol

请参见 “创建即时快照”（第 88 页）。

2
存储池
使用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可以将具有相似特性的存储区
分组以创建卷。存储池是卷及其关联的 LUN 的指定集合。
与存储池关联的存储策略和规则决定存储池的特性。每个存储池都代表按照这些策
略和规则创建的卷的集合。例如，通过指定相应的 autogrow 和
selfsufficient 策略，可以将存储池配置为允许从池外分配 LUN，以及只允许
使用与该池关联的模板。
有关支持的存储池规则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规则”（第 124 页）。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 vxpool 公用程序来创建和管理存储池。有关此命令的完整信
息，请参见 vxpool(1M) 手册页。

保留和取消保留用于 ISP 的磁盘
初始化准备用于 VxVM 的磁盘 （例如通过运行 vxdiskadm 命令进行初始化）后，
ISP 和非 ISP 公用程序都可以访问该磁盘上的空间。通过为磁盘设置
allocator_reserved 和 allocator_nouse 标志的值，可以将该磁盘保留为
供上述任一组公用程序使用。
若要保留磁盘供 ISP 专用，禁止非 ISP 公用程序使用这些磁盘，可从 vxdiskadm
命令的主菜单中选择菜单项 23 “将磁盘组的磁盘标记为 ISP 保留磁盘”。也可
以使用以下命令将通过磁盘介质名指定的磁盘保留为供 ISP 使用：
# vxedit [-g diskgroup] set "allocator_reserved=on" diskname

注意：保留供 ISP 使用的磁盘不得包含任何已有的 VxVM 子磁盘。
要从磁盘中删除保留标志，可从 vxdiskadm 命令的主菜单中选择菜单项 24 关闭磁
盘上的分配器保留标志。或者，也可使用以下命令，从通过磁盘介质名指定的磁盘
中删除 ISP 保留标志：
# vxedit [-g diskgroup] set "allocator_reserved=off" diskname

要禁止 ISP 使用某磁盘，可输入以下命令：
# vxedit [-g diskgroup] set "allocator_nouse=on" disk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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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命令取消对 ISP 使用某个磁盘的限制：
# vxedit [-g diskgroup] set "allocator_nouse=off" diskname

注意：标志 allocator_reserved 和 allocator_nouse 是互相排斥的。对于
磁盘，它们的值不能同时设置为 on。
可以使用 vxdisk list 和 vxprint 命令确定是否为 ISP 保留了磁盘，如以下示例
所示：
# vxdisk list
设备
类型
c0t8d0s2 auto:cdsdisk

磁盘
mydg1

组
mydg

状态
online allocrsvd

# vxprint -g mydg mydg1
类型名称 关联
内核状态 长度
Plex 偏移 状态
TUTIL0 PUTIL0
dmmydg1 c0t8d0s2 35365968 ALLOC_RES -

allocrsvd 状态标志和 ALLOC_RES 状态表示保留了一个磁盘供 ISP 使用。

组织磁盘组中的存储池
必须先在磁盘组中创建所需的存储池，然后才能使用 ISP 在该磁盘组中创建卷。存
储池具有关联的磁盘、模板和策略。这些策略控制在将池中的存储区分配给卷时如
何使用磁盘和模板。
通过使用存储池集定义， vxpool organize 命令简化了在磁盘组中初次创建一个
或多个池的过程。您可以使用该命令创建一个存储池集，其中包含为各种应用设计
的策略和模板。存储池集由一个数据池定义以及一个或多个克隆池定义组成。其中
的每个存储池定义通常都由池类型、该池所包含的模板以及池策略组成。
例如，要为获得冗余性而镜像数据卷，并且对快照卷条带化以提高性能，可以选择
一个存储池集定义，其中数据池具有与镜像有关的关联模板，克隆池具有与条带化
有关的关联模板。适合的选择为 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存储池集。
若要在磁盘组中创建这些存储池，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g diskgroup organize 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请参见 “列出存储池集”（第 44 页）。
请参见 “显示存储池集定义”（第 45 页）。

列出存储池集
存储池集定义的是数据存储池以及克隆存储池 （克隆存储池用于存放数据存储池
的卷快照）的存储池类型。
若要列出所有可用的存储池集，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listpoolset

请参见 “存储池集”（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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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存储池集定义
要显示存储池集的定义，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printpoolset storage_pool_set \
[storage_pool_set ...]

例如，以下命令显示存储池集 mirrored_data_stripe_clones 的定义：
# vxpool printpoolset mirrored_data_stripe_clones
storage_pool_set 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
description "The data volumes have multiple copies of
data.
Snapshot volumes have I/Os spread across multiple
columns."
descriptionid "{b84f1c64-1dd1-11b2-8b42-080020feef8b}",
139
display_name "Mirrored Data and Striped Snapshots"
display_name_id "{b84f1c64-1dd1-11b2-8b42080020feef8b}", 138
data mirrored_volumes
clone striped_volumes
};

请参见 “显示存储池定义”（第 46 页）。

创建存储池
作为 vxpool organize 命令的替代办法，也可以使用 vxpool create 命令定义和
创建存储池，如下所示：
# vxpool [-g diskgroup] create storage_pool
[dm=dm1[,dm2...] \
[description="description"] \
[autogrow={1|pool}|{2|diskgroup}] \
[selfsufficient={1|pool}|{2|diskgroup}|{3|host}] \
[rules=rule [ rule ...]] \
[pooldefinition=storage_pool_definition]

例如，下面的命令创建存储池 mypool （其中包含磁盘 mydg02 和 mydg03），并
将该池与磁盘组 mydg 关联。
# vxpool -g mydg create mypool dm=mydg02,mydg03 \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pool

autogrow 策略级别设置为 diskgroup，以使该池能够使用磁盘组内的任何存储
区。 pool 的 selfsufficient 策略级别只允许使用手动分配给存储池的模板。
为简化存储池的创建过程，也可以使用系统已知的存储池定义创建存储池，如下
所示：
# vxpool -g mydg create mypool pooldefinition=mirrored_volumes

此类定义让与存储池关联的存储池策略和模板得以标准化。
请参见 “列出可用的存储池定义”（第 46 页）。
请参见 “显示存储池定义”（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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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义的存储池包含默认的策略值，以及安装的一组卷模板。可以把磁盘添加到这
种存储池中。
请参见 “存储池”（第 166 页）。
请参见 “将磁盘添加到存储池中”（第 48 页）。
注意：分配给存储池的磁盘必须在使用之前初始化，而且必须属于在其中创建该存
储池的磁盘组。
在磁盘组中创建的第一个存储池是包含应用卷的数据存储池。此后在该磁盘组中创
建的任何存储池都是克隆存储池，用于存放数据存储池中卷的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如果需要使用与父卷不同的模板来创建这种快照，或者需要将其移动到其他磁盘组
中，只需将这些快照放在不同的克隆存储池中即可。

列出可用的存储池定义
要列出所有可用的存储池定义，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listpooldefinition

请参见 “存储池”（第 166 页）。
请参见 “显示存储池定义”（第 46 页）。

显示存储池定义
要显示一个或多个存储池定义的详细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printpooldefinition [storage_pool_definition] ...

如果未指定存储池定义，则显示所有存储池的定义。
例如，以下命令显示存储池 mirrored_volumes 的定义：
# vxpool printpooldefinition mirrored_volumes
storage_pool mirrored_volumes {
description "Volume has multiple copies of data."
descriptionid "{b84f1c64-1dd1-11b2-8b42-080020feef8b}",
117
display_name "Data Mirroring"
display_name_id "{b84f1c64-1dd1-11b2-8b42080020feef8b}", 116
volume_templates ArrayProductId,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DataMirror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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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autogrow 2
selfsufficient 1
};

对存储池使用磁盘组分割和结合功能
存储池构成可参与磁盘组分割和结合操作的最小单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员指南》中 “创建和管理磁盘组”一章的 “重新
组织磁盘组的内容”一节）。
注意：只有克隆存储池可以在磁盘组之间移动；数据池必须始终留在它们创建时所
在的磁盘组中。
下面的命令用于将源磁盘组的一个或多个克隆池分割到新创建的目标磁盘组中：
# vxdg split sourcedg targetdg clonepool ...

指定的克隆池内的所有卷 （包括即时快照）都被移动到目标磁盘组内的克隆池中。
注意：包含克隆池的任何磁盘组必须同时包含数据池。如果从磁盘组中分割克隆
池，则会同时在新创建的目标磁盘组中创建空的数据池。
下面的命令通过将源磁盘组的内容与目标磁盘组的内容合并，然后删除源磁盘组，
从而将这两个磁盘组结合起来：
# vxdg join sourcedg targetdg

源磁盘组中克隆池内的所有卷 （包括完整空间即时快照）都移到目标磁盘组中的
同名克隆池内。
注意：当包含存储池的两个磁盘组结合时，只有一个数据池可以包含任何磁盘，而
且与一个数据池关联的模板集必须是与另一个数据池关联的模板集的子集 （包括
空集）。如果两个数据池都包含磁盘，或者如果模板集重叠或不相交，结合操作都
会失败。在结合操作结束时，包含大部分模板的数据池保留下来，而另一个数据池
则被删除。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在磁盘组之间移动克隆池：
# vxdg move sourcedg targetdg clonepool ...

对于分割操作，如果目标磁盘组中当前没有数据池，则在其中创建数据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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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磁盘添加到存储池中
要将一个或多个已初始化的磁盘添加到存储池中，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g diskgroup] adddisk storage_pool \
dm=dm1[,dm2,...]

下面的示例说明如何将 mydg04 和 mydg05 两个磁盘添加到存储池 mypool 中：
# vxpool -g mydg adddisk mypool dm=mydg04,mydg05

注意：添加到存储池中的任何磁盘都必须在使用之前初始化，而且必须与存储池属
于同一个磁盘组。
如果将存储池的 autogrow 策略设置为 diskgroup，则 ISP 根据需要自动将磁盘
组中的额外磁盘放入存储池中。

从存储池中删除磁盘
要从存储池中删除一个或多个磁盘，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g diskgroup] rmdisk storage_pool dm=dm1[,dm2...]

在下面的示例中，磁盘 mydg01 和 mydg04 被从存储池 ReliablePool 中删除，
以在别处使用：
# vxpool -g mydg rmdisk ReliablePool dm=mydg01,mydg04

注意：如果在磁盘上配置了卷，则不能将该磁盘从存储池中删除。要删除这类磁
盘，请先使用 vxassist evacute 命令将卷移出磁盘。完成此操作后，就可以从存
储池中删除磁盘了。

将模板与存储池关联
要将一个或多个卷模板与存储池关联，请使用下面的 vxpool assoctemplate 命令
形式：
# vxpool [-g diskgroup] assoctemplate storage_pool \
template=t1[,t2,...]

例如，以下命令将模板 Mirroring 和 Striping 与存储池 ReliablePool 关
联：
# vxpool -g mydg assoctemplate ReliablePool \
template=Mirroring,Str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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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 selfsufficient 策略的值为 diskgroup 或 host，则 ISP 首先查
找符合与存储池关联的模板的存储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模板，则继续在该池外部
查找模板。
请参见 “卷模板”（第 158 页）。

将模板与存储池关联
要将一个或多个模板集 （包括它们包含的所有模板）与存储池关联，请使用下面
的 vxpool assoctemplateset 命令形式：
# vxpool [-g diskgroup] assoctemplateset storage_pool \
template_set=ts1[,ts2,...]

例如，以下命令将模板集 DataMirroring 与存储池 ReliablePool 关联：
# vxpool -g mydg assoctemplateset ReliablePool \
template_set=DataMirroring

注意：如果 selfsufficient 策略的值为 diskgroup 或 host，则 ISP 首先查
找符合与存储池关联的模板的存储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模板，则继续在该池外部
查找模板。
请参见 “模板集”（第 154 页）。

从存储池中分离模板
若要从存储池中分离模板，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g diskgroup] distemplate storage_pool \
template=t1[,t2,...]

在下面的示例中， PrefabricatedRaid5 模板与存储池 ReliablePool 分离：
# vxpool -g mydg distemplate ReliablePool \
template=PrefabricatedRaid5

分离模板后，除非在存储池上设置的 selfsufficient 策略允许，否则 ISP 不引
用该模板中的规则和功能。

显示有关存储池的信息
要显示有关一个或多个存储池的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g diskgroup] print storage_pool \
[storage_poo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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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下面的命令显示有关存储池 ReliablePool 的信息：
# vxpool -g mydg print ReliablePool
类型 名称
自增长
自足
st ReliablePool
2
2
dm disk04
dm disk02
dm disk01
-

描述
-

该命令显示每个指定存储池的策略和说明，以及与该存储池关联的磁盘的列表。
注意：vxpool print 命令只显示池中至少有一个可用路径的磁盘。使用 vxprint
命令可列出有关磁盘及其状态的全部信息。

显示存储池策略
要显示在存储池上设置的策略，请使用下面的 vxpool getpolicy 命令形式：
# vxpool [-g diskgroup] pool getpolicy storage_pool

在下面的示例中，此命令用于显示存储池 ReliablePool 的策略：
# vxpool -g mydg pool getpolicy ReliablePool
自增长
自足
2
1

更改存储池上的策略
默认情况下， ISP 将 autogrow 策略值设置为 diskgroup，并且将
selfsufficient 策略设置为 pool。要更改在存储池上设置的策略，可使用
vxpool setpolicy 命令：
# vxpool [-g diskgroup] setpolicy storage_pool \
[autogrow={1|pool}|{2|diskgroup}] \
[selfsufficient={1|pool}|{2|diskgroup}|{3|host}]

现有的池策略被您设置的新策略级别覆盖。
在下面的示例中，存储池 mypool 上的策略更改为在创建卷时禁止使用存储池外
部的存储资源，但允许将所有可用模板都视为可用：
# vxpool -g mydg setpolicy mypool autogrow=pool \
selfsufficient=host

列出磁盘组内的存储池
要显示磁盘组内所有存储池的列表，请使用下面的 vxpool list 命令形式：
# vxpool [-g diskgroup] list

例如，下面的命令列出磁盘组 mydg 内的所有存储池：
# vxpool -g mydg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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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包含指定池定义的存储池集
要列出 ISP 配置数据库中包含某些存储池定义的存储池集定义，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pool -C listpoolset [pooldefn=pd1[,pd2...]]

例如，列出包含 mirrored_volumes 池定义的所有存储池：
# vxpool -C listpoolset pooldefn=mirrored_volumes
TY NAME
ps mirrored_prefab_raid5_data_mirrored_clones
ps 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如果没有指定存储池，该命令就将列出 ISP 配置数据库中定义的所有存储池集。

重命名存储池
要重命名存储池，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g diskgroup] rename storage_pool new_name

例如，要将存储池 mypool 重命名为 ReliablePool，可使用下面的命令：
# vxpool -g mydg rename mypool ReliablePool

删除存储池
要删除存储池，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g diskgroup] [-r] delete storage_pool

必须指定 -r 选项将所有磁盘从存储池中分离出来，然后才能删除该存储池，如下
例所示：
# vxpool -g mydg -r delete ReliablePool

注意：如果存储池中有任何卷，则必须先删除这些卷才能删除存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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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应用卷
由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创建的卷类似于通过 vxassist
公用程序创建的传统卷，但具备其意向会被保留且不会意外退化的优势。 ISP 创建
的卷可以通过 vxassist 或 vxvoladm 等命令或者 VEA 客户端图形用户界面实施管
理。有关使用 VEA 创建卷的信息，请参考 VEA 联机帮助。本章介绍如何使用
vxassist 命令来创建 ISP 卷。
注意：若要成功地创建应用卷，系统上必须有适当的许可证。例如，必须有完整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许可证以及 Veritas FlashSnapTM 或快速重同步许可证，
才能使用即时快照功能。磁盘阵列供应商提供的功能也可能要求具有用于特定硬件
功能的特殊许可证。

命令行界面概述
如果在磁盘组中设置了存储池，您就可以使用 vxassist 命令来创建和管理 ISP
卷。 ISP 根据在命令中作为参数指定的任何参数值、规则、功能和模板的定义和约
束，以最佳方式分配存储资源。功能提供了最高级、最抽象的指定卷的方式，而规
则提供了最低级、最直接的指定方式。这使您在创建符合要求的卷时具有很大的灵
活性。
vxassist 命令一般采用如下形式：
# vxassist [options] keyword volume [additional_arguments] \
[storage_specification] [attribute=value ...]

keyword 指示 vxassist 要对指定卷执行的操作。“存储区指定”定义一个操作
可使用或不可使用的存储区。它由以逗号分隔的磁盘介质名和其他存储属性的列
表组成，例如 Controller:controller_name 表示某控制器上的所有磁盘。
! 前缀表示要排除的存储区。最后一点，属性及其属性值可用于指定对操作的进
一步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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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的每一次调用只应用于磁盘组内已配置的单个存储池。默认磁盘组是
以 defaultdg 这个别名指定的。可通过使用 -g diskgroup 选项来指定备用磁
盘组。

注意：有关使用 vxassist 命令的全部信息，请参考 vxassist(1M) 手册页。
本章中使用 vxassist 命令的操作都有一个等价的 vxvoladm 命令，通过用
vxvoladm 取代 vxassist 即可获得。命令的任意其他参数则相同。

设置 ISP 卷的默认值
在文件 /etc/default/allocator 中，或在使用 -d 选项指定的备用默认值文
件中，可以定义 -d 的参数值。只要命令行中指定的值不覆盖该文件中所列的默认
值，就会使用这些默认值。如果有某个值在默认值文件和命令行中均未定义，
vxassist 将使用内置的默认值。
注意：在随附有文件 /etc/default/allocator_readme 且第一次安装此文件
时，此文件包含默认值文件的副本。
默认情况下，安装的 /etc/default/allocator 文件中的属性设置将被注释
掉。如果需要，可以取消这些项的注释，并编辑它们的值。如果这样做，应该先备
份未编辑的原始文件以保留参考副本。
默认情况下， /etc/default/allocator 文件中的以下 default_rules 项将
被注释掉：
# default_rules=desired confineto "ProductId"

如果启用了此规则，它将更改 ISP 的默认行为，以便将卷限制到具有相同产品 ID
的磁盘。此规则还可以防止在没有产品 ID 相同的磁盘时发生热重定位或卷转换。
调用一次 vxassist 命令，即可覆盖 /etc/default/allocator 文件中定义的
属性的默认值，或包含在 vxassist 中的属性的默认值，方法是将它们指定为
-o 选项以逗号分隔的参数。

确定最大卷空间
在创建卷之前，可能希望检查是否有足够的可用存储区。可以使用以下命令确定可
在磁盘组数据存储池中创建的、具有给定功能的卷的最大空间：
# vxassist [-g diskgroup] [-P storage_pool] [-b] maxsize \
[storage_specification] [attribute=value ...]

如果希望在后台运行此命令，请指定 -b 选项。否则，在计算完最大卷空间之前，
将无法进行其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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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存储区是否可以进行分配取决于存储池中 AutoGrow 策略的设置。如果将
此策略的值设置为 diskgroup 而不是 pool，则计算时将使用磁盘组中所有合适
的磁盘。您可以使用 -P 选项指定只计算指定池中的存储区。
例如，以下命令将返回镜像卷的最大可能的空间，包含可以从所有可用空间创建的
3 个镜像：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xsize layout=mirror nmir=3

如果指定了 DataMirroring 功能，这就是等价命令：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xsize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nmirs=3)’

下面的示例检查使用指定供应商类型的预制镜像可创建的最大卷空间：
# vxassist -g peakdg -P peakpool maxsize \
volume_template=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
rules=’confineto "VendorName"="ACME"’

注意：可以创建的最大 VxVM 卷为 256TB。

创建卷
要创建具有指定长度的卷，可在 vxassist 命令中指定 make 关键字，如下所示：
# vxassist [options] make volume length \
[storage_specification] [attribute=value ...]

在此命令中可以指定功能、模板和规则的组合。请回顾一下以下内容：
■

规则指定选择和分配存储区的条件。

■

模板是用于定义某个功能的规则的特定集合。

■

功能是对卷的用途的高级说明。

所创建卷的属性可由指定的任何参数和其他属性来进一步确定。规则、功能和模板
可按以下方式组合：
■

如果同时指定规则与功能，则 ISP 将创建符合如下两组规则的卷：功能中定义
的规则以及您在 vxassist 命令中作为参数指定的规则。

■

如果同时指定规则与模板，则 ISP 将创建符合如下两组规则的卷：模板中所定
义的规则以及您在 vxassist 命令中作为参数指定的规则。

■

如果同时指定功能与模板，则 ISP 将从指定模板中选择那些符合所需功能的适
当模板。

■

如果同时指定规则、功能和模板，则 ISP 将从指定模板中选择那些符合所需功
能并且符合指定的规则以及那些模板中的规则的适当模板。

请参见 “使用功能、模板和规则”（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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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指定用户模板来创建卷。用户模板是利用所需冗余、容错和性能功能针
对站点上运行的应用程序设置的。
请参见 “创建和修改用户模板”（第 113 页）。
最后，在 5.0 版的 VxVM 中，可以使用 vxassist 来创建 ISP 卷。如果体验过使用
vxassist 命令的指定参数来创建卷；或者拥有众多调用 vxassist 脚本的传统脚
本，您会发现采取这种方式创建 ISP 卷非常可取。
请参见 “使用 vxassist 的指定属性来创建卷”（第 56 页）。

使用 vxassist 的指定属性来创建卷
在 5.0 版的 VxVM 中，可以使用 vxassist 命令来创建 ISP 卷 （为其保留意向）以
及非 ISP 卷 （其意向毫无意义）。 vxassist 命令与 vxvoladm 命令支持一样的模
板、功能与规则的应用，而且还自动将一套 vxassist 存储指定属性转换为等价的
ISP 规则。
请参见 “vxassist 属性与 ISP 规则之间的等同关系”（第 177 页）。
如果指定了 -o intent 选项， vxassist 就将创建一个 ISP 卷；如果磁盘组中不
存在存储池，还将创建一个。如果磁盘组中已经存在存储池，而您又没有指定
-o nointent 选项， vxassist 命令就尝试创建一个 ISP。
以下就是以这种方式使用 vxassist 命令的例子。后续几节将讲述如何使用功能、
模板以及规则来创建超越传统 vxassist 指定属性需求的 ISP 卷。

创建镜像卷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两个 （默认数目）镜像的 1 GB 卷：
# vxassist -g mydg -o intent make mir2vol 1g layout=mirror \
nmir=2 init=active

init=active 属性使卷立即可用，而不必尝试对其空 plex 进行同步。 -o intent
选项用来指定需要 ISP 卷，以及如果磁盘组中不存在存储池，就创建一个存储池。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 3 个镜像的 1 GB 卷：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mir3vol 1g layout=mirror \
nmir=3 init=active

在本例中， -o intent 选项是暗示的，因为采用 -P 选项来指定用使用的存储池的
名称。

创建镜像位于不同磁盘阵列的镜像卷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两个镜像的 2 GB 镜像卷，其镜像分别位于不同的磁盘阵列上：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strpvol 2g layout=mirror \
nmir=2 mirror=enclosure

此类卷可承受一个磁盘阵列发生故障，因而可提供更高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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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条带卷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 10 个列的 2 GB 条带卷：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strpvol 2g layout=stripe \
ncols=10

创建镜像位于不同控制器上的镜像条带卷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 8 个列的 2 GB 镜像条带卷，其镜像分别位于不同的控制器上：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strpvol 2g \
layout=mirror-stripe ncols=8 mirror=controller

创建具有 RAID-5 日志的 RAID-5 卷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 8 个数据列和 RAID-5 日志（有 2 个冗余副本）的 2 GB RAID-5
卷：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r5vol 2g layout=raid5 \
ncols=8 nraid5logs=2

通过指定功能来创建卷
功能是对卷的高级说明，例如 DataMirroring、 Striping 或
PrefabricatedRaid5。 ISP 可自动从提供所需功能的模板中选择合适的模板。
由此可知，这是使用 vxassist 创建卷的最抽象的方式，原因是这种方式要求您指
定的内容最少。可通过为功能定义的任何变量参数指定值来定制功能。
有关所支持的预定义功能的列表，请参见 “功能”（第 161 页）。后面几节提供了
使用这些功能创建卷的一些示例。

创建镜像卷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两个 （默认数目）镜像的 1 GB 卷：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mir2vol 1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 init=active

init=active 属性使卷立即可用，而不必尝试对其空 plex 进行同步。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 3 个镜像的 1 GB 卷：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mir3vol 1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nmirs=3)’ init=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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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镜像位于不同磁盘阵列的镜像卷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两个镜像的 2 GB 镜像卷，其镜像分别位于不同的磁盘阵列上：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strpvol 2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此类卷可承受一个磁盘阵列发生故障，因而可提供更高的可靠性。此功能可与多径
处理结合使用，以便在磁盘阵列的一个路径失败时不受影响：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strpvol 2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创建条带卷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 10 个列的 2 GB 条带卷：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strpvol 2g \
capability=’Striping(ncols=10)’

创建镜像位于不同控制器上的镜像条带卷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 8 个列的 2 GB 镜像条带卷，其镜像分别位于不同的控制器上：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strpvol 2g \
capability=’DataMirrorStripe(ncols=8),\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component="Controller")’

基于预制镜像创建条带镜像卷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 8 个列的 10 GB 条带镜像卷，该卷使用阵列导出的预制镜像来
组成每一列：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strpvol 2g \
capability=’Striping(ncols=8),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创建具有 RAID-5 日志的 RAID-5 卷
以下命令创建具有 8 个数据列和 RAID-5 日志（有 2 个冗余副本）的 2 GB RAID-5
卷：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r5vol 2g \
capability=’Raid5Capability(ncols=8),\
Raid5LogMirroring(nlogs=2)’

通过指定功能和规则创建卷
在创建卷时，除功能之外，还可指定存储区选择范围和布局规则。这使您能够明确
选择可以或不可以用于特定卷的存储区。例如，要确保在具有特定性能或可靠性
（在阵列硬件中实现的可靠性）的存储区上创建卷，则可能需要这样做。
有关不同类型规则及其用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规则”（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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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制存储区上创建 RAID-5 卷
以下命令在预制 RAID-5 磁盘上创建 10 GB 的卷，该预制 RAID-5 磁盘是从指定供
应商制造的阵列中导出的：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perfr5vol 10g \
capability='PrefabricatedRaid5' \
rules='confineto "VendorName"="ACME"'

在不同位置的磁盘阵列上创建镜像卷
以下命令创建容许单个磁盘阵列发生故障的镜像卷，而每个磁盘阵列位于不同的地
点。这样可以避免单故障点失败，从而确保具有更高的可靠性。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mirvol 10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 \
rules=’separateby "Room","Enclosure"’

在本例中，假定已经使用 vxdisk settag 命令把用户定义的属性 Room 的标记分配
给了每个磁盘，例如：
# vxdisk -g mydg settag Room=room1 mydg01 mydg02 mydg03 mydg04
# vxdisk -g mydg settag Room=room2 mydg05 mydg06 mydg07 mydg08

在除特定磁盘之外的其他位置创建条带卷
以下命令在除 Room1 中的存储区和磁盘阵列 Enc1 中特定磁盘之外的存储区上创
建条带卷：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strvol 1g \
capability=’Striping(ncols=4)’ \
rules=’exclude allof("Room"="Room1","DeviceName"="Enc1_1",\
"DeviceName"="Enc1_2")’

通过指定模板创建卷
也可通过指定模板而不是指定功能来创建卷。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使用模板创建镜
像卷：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mirvol 1g \
volume_template=DataMirroring

注意：如果在创建卷时指定了模板，则必须确保这些模板能够自我满足要求，而不
依赖于命令行中未指定的模板。这适用于模板按自身命名或与功能和规则混合使用
的所有情况。
一个模板可以以下列方式引用其他模板：
■

它可以是另一个模板的扩展。

■

它可以应用另一个模板。

■

它可以请求或继承由另一个模板提供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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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适合这些条件中的一个或多个， ISP 就可能无法使用给定的模板，而且创建卷
可能失败。要查看模板的详细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template [-g diskgroup] print template_name

检查 extends、 inherits、 requires 和 apply 字段的定义，查看指定的模板所
依赖的其他模板。
请参见 “卷模板”（第 120 页）。
例如，以下命令因模板依赖项而失败：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myvol 1g \
volume_template=PrefabricatedRaid5
VxVM vxassist vxvoladm 错误 V-61-49872-28 模板 PrefabricatedRaid5
对此操作无效。或者是模板本身无效，或者是一个或多个相关的模板/功能不在作用域
内。

然后运行 vxtemplate print 命令以检查 PrefabricatedRaid5 卷模板的定义：
# vxtemplate -g mydg print PrefabricatedRaid5
volume_template PrefabricatedRaid5 {
provides PrefabricatedRaid5
rules {
apply ArrayProductId
confineto "Parity" ="1"
}
};

列表中的 apply 规则显示 PrefabricatedRaid5 模板依赖于 ArrayProductId
模板。如果 ArrayProductId 模板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模板，则应该修改
vxassist make 命令，以便除 PrefabricatedRaid5 外还列出
ArrayProductId：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myvol 1g \
volume_template=PrefabricatedRaid5,ArrayProductId

通过指定功能和规则创建卷
以下命令使用模板创建条带卷，并指定一条规则，以确保仅从指定位置中的单个磁
盘阵列分配存储区：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strvol 1g \
volume_template=’Striping’ \
rules=’confineto eachof("Enclosure","Room"="Room2")’

注意：如果使用卷模板创建卷，而且未指定任何功能，则卷模板中使用的所有变量
都将从功能中定义的默认值取值。如果这样的变量没有默认值，则返回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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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指定模板和功能创建卷
如果在创建卷时除功能之外还指定了模板，这将限制 ISP 从指定的模板进行选择。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同时指定功能和模板：
# vxassist [-g diskgroup] [-P storage_pool] make volume length \
capability=’capability[,capability...]’ \
volume_template=template[,template...]

如果除功能和模板之外还指定规则，则这些规则将在 ISP 选择了满足所需功能的模
板之后应用。

通过指定用户模板创建卷
设置了用户模板后，就可以使用这些用户模板提供的最简单方法创建用于所运行应
用程序的卷。例如，可配置具有以下特性的用户模板：确保创建用来存储数据库表
的卷全都具有相同的可靠性功能和性能功能，并确保这些卷都是从有限范围的存储
区集合中分配的。以下示例显示如何使用用户模板创建用于数据库表的卷：
# vxassist -g dbdg -P dgpool make Customers 15g \
user_template=DBTable

创建带相关标记的建卷
卷标记用来实现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的 Dynamical Storage Tiering 功能。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eritas File System 管理员指南》。
若要创建带相关标记与可选值的卷，请按本例方式指定 tag 属性：
# vxassist -g dbdg -P dgpool make products 1g \
user_template=DBTable tag=db_table=Products

这样就创建了带标记 db_table （其值为 Products）的卷。

创建带相同前缀的多个卷
若要创建名称前缀相同的多个卷，请给 nvol 指定一个参数，如下例所示：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mirvol 15g \
layout=mirror nmir=2 nvol=3

这将创建名为 mirvol1、 mirvol2 与 mirvol3 的三个镜像卷。如果名称前缀以
及数字后缀相同的卷已经存在，新卷的编号将从现有最高编号加 1 开始。例如如果
现有卷名为 mirvol1 与 mirvol2，新的卷就将命名为 mirvol3、 mirvol4 与
mirvo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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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卷组的形式创建多个卷
如果选择逐个创建多个卷，则分配存储区的操作最终可能会在耗尽可用存储区后失
败。 vxassist 命令的 -M 选项允许同时创建多个卷，并且可最有效地利用可用存
储资源。 ISP 可自动选择最佳的方法来为卷分配存储区。用此方法创建的一组卷称
为卷组。
为方便操作，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一个定义文件中定义一个或多个卷组，再让
vxassist 读取该文件以创建这些卷，如下所示：
# vxassist -M make < filename

请参见 “卷组定义语法”（第 173 页）。
下面是一个示例定义，它包含以下 volumegroup 项：
volumegroup {
diskgroup "mydg"
rules {
separateby "Enclosure"
exclude "Enclosure"="ENC1"
}
volume "mirvol1" 10g {
capability ’DataMirroring(nmirs=2)’
}
volume "mirvol2" 10g {
capability ’DataMirroring(nmirs=2)’
}
volume "mirvol3" 10g {
capability ’DataMirroring(nmirs=2)’
}
};

它指定磁盘组 mydg 中的三个 10 GB 镜像卷，它们的数据镜像分别位于除磁盘阵列
ENC1 外的不同磁盘阵列上。
下一个示例定义指定磁盘组 testdg 中的两个卷，一个是限于位置 Room1 的存储
区上的预制条带卷，一个是跨控制器进行镜像的卷。另外，该卷组的规则还指定这
些卷要在不同的磁盘阵列上创建，并且只能在给定供应商的磁盘上分配存储区。
volumegroup {
diskgroup "testdg"
rules {
separateby "Enclosure"
confineto "VendorName"="ACME"
}
volume "strpvol" 10g {
rules {
confineto "Room=Room1"
}
capability ’PrefabricatedStriping’
}

创建应用卷
创建用于快照和 DRL 的卷

volume "mirdvol" 1g {
rules {
separateby "Controller"
}
capability ’DataMirroring(nmirs=2)’
}
};

若要创建名称前缀相同的多个卷，请给 volume 部分的 nvol 指定一个参数，如下
例所示：
volumegroup {
diskgroup "mydg"
rules {
separateby "Enclosure"
exclude "Enclosure"="ENC1"
}
volume "mirvol" 10g {
nvol 3
capability ’DataMirroring(nmirs=2)’
}
};

这将创建名为 mirvol1、 mirvol2 与 mirvol3 的三个卷。如果名称前缀以及数
字后缀相同的卷已经存在，新卷的编号将从现有最高编号加 1 开始。

创建用于快照和 DRL 的卷
要对应用卷使用脏区日志记录 (DRL) 或即时快照功能，该卷必须关联 20 版本的数
据更改对象 (DCO) 和 DCO 卷。
要创建可创建即时快照的卷，必须指定 InstantSnapshottable 功能或模板
（除非其他功能或模板已暗含该功能）：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mir3vol 1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nmirs=3),InstantSnapshottable’ \
init=active

默认情况下，具有单个 plex 的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 DCO 卷会与卷关联，以启用
即时快照功能。要增加 DCO 卷的冗余度，请指定 DCOLogMirroring 功能，如下
所示：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mir3vol 1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nmirs=3),InstantSnapshottable,\
DCOLogMirroring(nlogs=3)’ init=active

在本例中，为 DCO 卷创建的冗余度与为数据卷创建的冗余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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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tSnapShottable 功能所添加的 DCO 和 DCO 卷还提供脏区日志记录
(DRL) 功能，后者可提高镜像卷在系统崩溃后的恢复速度。要启用 DRL，请为完全
DRL 指定属性 drl=on，或为顺序 DRL （用于包含数据库重放日志的卷）指定
drl=sequential。默认情况下， DRL 为禁用状态 (drl=off)。例如，以下命令为
所创建的卷 mir3vol 启用 DRL：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mir3vol 1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nmirs=3),InstantSnapshottable’ \
drl=on init=active

注意：传统的 DRL 日志是通过为每个日志副本使用专用 plex （而不是使用 DCO
卷）实现的，只有镜像卷布局支持这种日志。
请参见 “将日志添加到卷”（第 74 页）。

4
管理应用卷
本章介绍如何对使用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创建的卷执行
维护任务。维护任务中包括在保持卷联机的情况下重定卷大小和更改卷功能。
本章中的操作使用 vxassist 与 vxvoladm 命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xassist(1M) 与 vxvoladm(1M) 手册页。
注意：本章中使用 vxassist 命令的操作都有一个等价的 vxvoladm 命令，通过用
vxvoladm 取代 vxassist 即可获得。命令的任意其他参数则相同。 vxassist 命令
不支持 vxvoladm 命令的 migrate、 printintent、 printrules、
reversemigrate 以及 reversemigrateall 操作。
有关如何显示卷相关信息、如何监视和控制任务以及如何使用 vxresize 命令重定
卷大小和基础文件系统大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
员指南》中的 “管理卷”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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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机状态下重定卷大小
增大或减小卷大小的操作可在卷联机的情况下执行。下列 vxassist 操作可用于重
定卷大小：
■

growto — 将卷大小增加到指定的长度。

■

growby — 按指定长度来增加卷大小。

■

shrinkto — 将卷大小减小到指定的长度。

■

shrinkby — 按指定的长度来减小卷大小。

通过将度量单位作为后缀添加到长度值，可以按扇区、 KB、 MB、 GB 和百分比
（s、 m、 k、 g、 t、 p、 e 或 %），来指定长度参数。如果不指定单位，就采用扇
区为单位。
如果正被重定大小的卷包含任何链接的镜像卷，则这些卷在同一操作过程之中也将
被重定大小。但是，已被断开的所有完整空间快照都不会被重定大小，而是必须新
建快照。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不受影响，因为它们不是其父卷的完整空间版本。
请参见 “管理即时快照”（第 81 页）。
警告：使用 vxassist 重定卷大小时，不要将卷缩小到小于该卷上的文件系统。如
果不先缩小文件系统，有可能导致无法恢复的数据丢失。如果存在 VxFS 文件系
统，应先缩小文件系统，然后缩小卷。其他文件系统可能要求备份数据，以便以后
可以重新创建该文件系统和恢复其数据。也可使用 vxresize 命令同时重定卷及其
文件系统的大小 （如果该操作受支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xresize (1M) 手
册页。

注意：如果使用 vxassist 命令重定类型为 fsgen 或 raid5 的应用卷的大小，则
必须在命令中指定 -f （强制）选项。如果增大卷违反某些规则，这时也必须指定
-f 选项。

确定卷的最大空间
可使用以下命令确定利用可用存储区可将卷增加多大：
# vxassist [-g diskgroup] maxgrow volume [attributes...]

可以将存储指定属性与此命令一起使用，以限制此计算所涉及的存储区。例如，以
下命令指定任何 JBOD 存储区都可用于重定卷 vol02 的大小：
# vxassist -g mydg maxgrow vol02 \
use_storage=’allof("Enclosure"="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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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卷大小增加到指定的长度
以下命令可将卷大小增加到指定的长度：
# vxassist [-g diskgroup] [-f] growto volume length \
[attributes...]

可以将存储指定属性与此命令一起使用，以限制可用于增加卷大小的存储区。例
如，以下命令将卷 vol1 增加到 10 GB，但在分配存储区时不考虑控制器 c1 上的
存储区：
# vxassist -g mydg growto vol1 10g \
use_storage=’noneof("Controller"="c1")’

如果指定的新长度小于卷的当前大小，则此操作将失败。

按指定的量来增加卷大小
以下命令可按指定的量来增加卷大小：
# vxassist [-g diskgroup] [-f] growby volume length \
[attributes...]

例如，以下命令通过分配连续存储区，将卷 vol1 增大 1 GB：
# vxassist -g mydg growby vol1 1g layout=contig

layout=contig 设置允许只将磁盘的连续区域用于 plex 或列。默认情况下，增
加卷的长度的方式为：先扩展卷中的现有子磁盘 （如果可能），然后添加并关联新
的子磁盘。此默认行为所对应的属性设置为 layout=nocontig。

将卷大小减小到指定的长度
以下命令可减小卷的长度：
# vxassist [-g diskgroup] [-f] shrinkto volume length \
[attributes...]

例如，以下命令将卷 vol1 缩小到 5 GB：
# vxassist -g mydg shrinkto vol1 5g

如果指定的新长度大于卷的当前大小，则此操作将失败。

按指定的量来减小卷大小
以下命令将按指定的量来减小卷的长度：
# vxassist [-g diskgroup] [-f] shrinkby volume length \
[attributes...]

例如，以下命令将卷 vol01 缩小 500 MB：
# vxassist -g mydg shrinkby vol1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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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和缩小多个卷
如果为 vxassist 命令指定了 -M 选项，则可在同一操作中重定多个卷的大小。为
方便操作，最简单的做法是在一个文件中定义要重定大小的各个卷，然后让
vxassist 读取此文件以重定这些卷的大小，如下例所示：
# vxassist -M growby < filename

每一行输入内容均需定义用于重定大小操作的磁盘组、卷和长度参数，格式如下：
diskgroup dgname volume volume_name length

在脚本中使用这种方法时，输入内容可以方便地从 “here document”中获得，如
下例所示：
vxassist -M shrinkto <<!!
diskgroup mydg volume vol01 10g
diskgroup mydg volume vol02 12g
!!

在卷上设置标记
卷标记用来实现 Storage Foundation 软件的动态存储层叠功能。有关此功能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 《Veritas File System 管理员指南》。
可以采用 vxassist 命令的如下形式在卷上设置一个命名的标记以及可选标记值，
取代或删除卷的标记：
# vxassist [-g diskgroup] settag volume tagname[=tagvalue]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placetag volume oldtag newtag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tag volume tagname

若要列出与卷关联的标记，请使用此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listtag volume

若要列出带有指定标记名的卷，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list tag=tagname volume

标记名与标记值是区分大小写的字符串，最多为 256 个字符。标记名由 ASCII 字
符集中的字母 （A 到 Z 以及 a 到 z）、数字 （0 到 9）、破折号 (-)、下划线 (_) 或句
点 (.) 组成。标记名必须以字母或下划线开头。标记值可以由 ASCII 字符集中十进
制值为 32 至 127 之间的任意字符组成。如果标记值包含空格，请用引号将指定内
容引起来，使之免受 shell 命令的干扰，如下所示：
# vxassist -g mydg settag myvol "dbvol=table space 1"
list 操作可以理解含句点的标记层次。例如， tag=a.b 列表包括标记名以 a.b 开

头的所有卷。
标记名 site、 udid 与 vdid 被系统留用，不得使用。为了避免与将来产品的功
能发生冲突，建议标记名不要以如下字符串开头：asl、 be、 isp、 nbu、 sf、
symc 或 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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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卷以进行 DRL 和快照操作
要为脏区日志记录 (DRL) 和即时快照操作准备一个应用卷，必须将该卷及数据更改
对象 (DCO) 和 DCO 卷关联。
注意：本节提供的过程介绍如何为以前在磁盘组 （版本号为 110 或更高版本的磁
盘组）中创建的应用卷添加 20 版的 DCO 和 DCO 卷。如果要在磁盘组中创建版本
号为 110 或更高的新卷，可以指定同时创建 DCO 和 DCO 卷并启用 DRL。
请参见 “创建用于快照和 DRL 的卷”（第 63 页）。
请参见 “将日志添加到卷”（第 74 页）。
可能需要附加的许可证才能使用 DRL 和快速重同步功能。
使用以下命令可将 20 版的 DCO 和 DCO 卷添加到现有卷：
# vxassist [-g diskgroup] [-P storage_pool] addlog volume \
[nlog=number] logtype=dco [regionsize=size] \
[drl=yes|no|sequential]

nlog 属性指定在 DCO 卷中创建的 DCO plex 的数目。建议将 DCO plex 数配置为
与卷中现有的数据 plex 数相同。例如，对于有 3 个数据 plex 的卷指定 nlog=3。
regionsize 属性的值指定卷中跟踪区域的大小。系统通过在更改映射中设置一
个位来跟踪对某个区域的写入。该属性的默认值为 64k (64KB)。此值越小，更改
映射所需要的磁盘空间就越大，但粒度越小，所提供的重同步速度也就越快。
要在卷上启用 DRL 日志记录功能，请指定 drl=yes。如果需要顺序 DRL，请指定
drl=sequential。
您还可以指定 vxassist-style 存储属性，以定义可以和/或无法用于 DCO 卷的
plex 的磁盘。

从卷中删除对 DRL 和快照的支持
要从一个卷中删除对基于 DCO 的 DRL 和即时快照的支持，可使用以下命令删除与
该卷关联的 DCO 和 DCO 卷：
# vxassist [-g diskgroup] [-P storage_pool] removeall log \
volume logtype=dco

注意：如果卷是快照分层结构的一部分，则此命令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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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卷
如果需要删除或禁用磁盘，则必须先通过迁移磁盘从磁盘中移走所有数据。同样，
如果在磁盘上配置有某卷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而这些磁盘需要用于其他用途，
或不再适合用于该卷，则可迁移这些磁盘。
若要迁移配有卷的特定磁盘，请使用以下命令之一来指定这些磁盘：
# vxassist [-g diskgroup] [-b] evacuate disk volume \
!dmname ...[use_storage=rule[,...]][attributes...]
# vxassist [-g diskgroup] [-b] evacuate disk volume \
evac_storage=rule[,...][use_storage=rule[,...]] \
[attributes...]

要迁移的磁盘的磁盘介质名指定为 !dmname ，其中 dmname 是磁盘介质名。或
者，也可以使用存储指定属性 evac_storage 来指定用于迁移当前所用存储区的
规则。指定 -b 选项可以使迁移作为后台任务来运行。 ISP 根据存储池的 autogrow
策略分配合适的存储区，或者，您也可以使用存储指定属性 use_storage 指定用于
分配新存储区的规则。
例如，以下命令迁移配置有卷 vol01 的磁盘 mydg01 与 mydg02，并将磁盘
mydg03 与 mydg04 指定为目标磁盘：
# vxassist -g mydg evacuate disk vol01 !mydg01 !mydg02 \
use_storage=’allof("DM"="mydg03","DM"="mydg04")’

不仅可以迁移磁盘。还可指定迁移子磁盘、列、日志、镜像或整个卷。在上述情形
中，可使用 evac_storage 属性指定要迁移哪个存储区。在下例中，迁移卷中在
控制器 c1 上具有磁盘的所有列：
# vxassist -g mydg evacuate column vol01 \
evac_storage=’"Controller"="c1"’

下例迁移列 0 或列 1 中位于控制器 c2 上的所有磁盘：
# vxassist -g mydg evacuate column vol01 column=0,1 \
evac_storage=’"Controller"="c1"’

此命令指定列 0 和列 1 都迁移到控制器 c2 上的磁盘中：
# vxassist -g mydg evacuate column vol01 column=0,1 \
use_storage=’"Controller"="c2"’

在最后一个示例中，卷数据将从连接到控制器 c1 的子磁盘迁移到任何其他控制器
上的磁盘：
# vxassist -g mydg evacuate subdisk vol01 \
evac_storage=’allof("Controller"="c1")’ \
use_storage=’noneof("Controller"="c1")’

如果指定的卷当前已启用，则将移动启用的 plex 以及其组件已启用的 plex 中的数
据，而不影响卷的可用性，也不会更改卷的冗余。分离的 plex、禁用的 plex、分
离的日志或 RAID-5 子磁盘内的子磁盘也将移动，但不会尝试恢复其中的数据。
如果指定的卷当前未启用，则将移动无效或脱机的 plex，并且不进行恢复。如果
在没有启用的卷中包含其他需要移动的子磁盘，则迁移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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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卷
当不再需要某个卷后，可使用以下命令将其删除，使其存储区可供重新使用：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 volume volume

例如，以下命令删除卷 vol1：
# vxassist -g mydg remove volume vol1

对卷执行联机重新布局
ISP 不支持像对传统卷使用 vxassist relayout 命令那样对应用卷执行联机重布
局。出于保留卷的意向或支持某些操作 （如更改与卷关联的镜像数、列数或日志
数等）的需要， ISP 也可在内部执行重新布局。但是应该注意到，此类操作可能会
更改卷所需的数据冗余或性能功能，从而破坏卷的意向。
ISP 中与联机重新布局最相近的操作是功能转换。此操作以可控方式更改卷的功能
并保留卷的大小，但不保留卷的意向。在下一节中将介绍此操作。后面几节将介绍
如何向卷中添加或从卷中删除镜像、列或日志，如何停止和反转转换和重新布局操
作，以及如何验证已保留的卷的意向。

联机转换卷的功能
要联机更改现有卷的功能，请使用 vxassist transform 命令，如下所示：
# vxassist [-g diskgroup] [-b] transform volume [attributes...]

如果指定，则 -b 选项在后台执行转换。
例如，以下命令将卷 vol02 的功能更改为具有 4 个镜像的 DataMirroring：
# vxassist -g mydg -b transform vol02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 (nmirs=4)’

下面的示例添加 InstantSnapShottable 和 DCOLogMirroring 功能以启用带有镜像
卷的即时快照：
# vxassist -g mydg -b transform mir3vol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nmirs=3),InstantSnapShottable,\
DCOLogMirroring(nlog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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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镜像添加到卷
要将镜像添加到现有卷，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b] mirror volume \
[nmirrors=number] [attributes...]

默认情况下，添加一个镜像。可使用 nmirrors 属性指定要添加的镜像数。如果指
定 -b 选项，则将在后台执行新镜像的同步操作。也可使用存储属性指定要用于镜
像的存储区。例如，以下命令使用磁盘 mydg01 将一个镜像添加到卷 mirvol1：
# vxassist -g mydg -b mirror mirvol1 \
use_storage=’"DM"="mydg01"’

从卷中删除镜像
要从卷中删除镜像，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f] remove mirror volume \
[nmirrors=number] [attributes...]

默认情况下，删除一个镜像。可使用 nmirrors 属性指定要删除的镜像数。还可使
用存储属性指定要删除的存储区。例如，以下示例从卷 mirvol1 删除磁盘
mydg01 上的镜像：
# vxassist -g mydg remove mirror mirvol1 \
remove_storage=’"DM"="mydg01"’

注意：如果使用 vxassist 命令删除镜像，而该操作违反某些规则，则必须在命
令中指定 -f （强制）选项。例如，规则可能要求卷必须至少有指定数量的某种
镜像。

将列添加到卷
要将列添加到条带卷或 RAID-5 卷，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b] add column volume ncols=number \
[tmplen=length] [attributes...]
ncols 属性指定要添加的列数。可以使用存储属性指定要用于这些列的存储区。如

果指定，则 -b 选项在后台添加列。
注意：此操作创建一个临时的二路镜像卷，该镜像卷至少需要两个磁盘，因此所需
的磁盘空间是该临时卷的两倍。临时卷的大小以所更改的卷的大小为基础。如有必
要，可以使用 tmplen 属性指定临时卷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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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下命令使用磁盘 enc1_5 将一列添加到卷 strpvol1：
# vxassist -g mydg -b add column strpvol1 ncols=1 \
use_storage=’"DeviceName"="enc1_5"’

注意：如果在 ISP 卷上配置了 UFS 文件系统，则当您将列添加到卷时，除非是第
一次卸载文件系统，否则不要对 vxassist 命令指定 layout=grow。只有在第一次
卸载此类型的文件系统时才能增大它。此限制不适用于 VxFS 文件系统，可以在装
入时增大该文件系统。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xresize (1M) 手册页。

从卷中删除列
要从条带卷或 RAID-5 卷中删除列，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b] [-f] remove column volume \
[ncols=number] [tmplen=length]
ncols 属性指定要删除的列数。如果指定，则 -b 选项在后台删除列。

注意：此操作创建一个临时的二路镜像卷，该镜像卷至少需要两个磁盘，因此所需
的磁盘空间是该临时卷的两倍。临时卷的大小以所更改的卷的大小为基础。如有必
要，可以使用 tmplen 属性指定临时卷的大小。
例如，以下命令从卷 strpvol1 中删除一列：
# vxassist -g mydg -b remove column strpvol1 ncols=1

注意：如果使用 vxassist 命令删除列，而该操作违反某些规则，则必须在命令中
指定 -f （强制）选项。例如，规则可能要求卷必须至少有指定数量的某种列。
如果在 ISP 卷上配置了 UFS 文件系统，而现在要从该卷中删除列，则不要在
vxassist 命令中指定 layout=shrink。用户不能缩小这种文件系统。此限制不适

用于 VxFS 文件系统，该文件系统在装入时可以缩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xresize (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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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卷的条带单元大小
要更改条带卷或 RAID-5 卷的条带单元大小，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b] setstwidth volume \
stripeunit=size [tmplen=length] [attributes...]

如果指定，则 -b 选项在后台更改条带宽度。
注意：此操作创建一个临时的二路镜像卷，该镜像卷至少需要两个磁盘，因此所需
的磁盘空间是该临时卷的两倍。临时卷的大小以所更改的卷的大小为基础。如有必
要，可以使用 tmplen 属性指定临时卷的大小。
例如，以下命令将卷 vol1 的条带单元大小更改为 32KB：
# vxassist -g mydg -b setstwidth vol1 stripeunit=32k

将日志添加到卷
要将日志添加到卷，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b] addlog volume logtype=type \
[nlogs=number] [loglen=length] [attributes...]

支持的日志类型为 dcm、 dco、 drl 和 raid5。
将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 DCO plex 添加到卷后，将允许对卷使用即时快照和脏区
日志记录 (DRL)。
可以通过指定 logtype=drl 而不是 logtype=dco 添加传统 DRL。这种日志是
通过为每个日志副本使用专用 plex （而不是使用 DCO 卷）实现的，只有镜像卷布
局支持这种日志。
数据更改映射 (DCM) 日志用于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重复卷。 VVR 管
理命令通常自动添加这种类型的日志。
只有软件 RAID-5 卷支持 RAID-5 日志。
默认情况下，添加一个日志或具有一个 plex 的 DCO。可使用 nlogs 属性指定要添
加的日志数或 DCO plex 数。 loglen 属性可用于指定 RAID-5 日志或 DCO 卷的大
小。如果卷已经包含此类日志或 DCO 卷，则将忽略此属性。对于 DCO 卷， ISP 可
能会将此处指定的长度向上取整，以便为所需的映射留出空间。对于 RAID-5 日
志，其大小必须至少是整个条带宽度的三倍，此处指定的长度将向上取整为整个条
带宽度的整数倍。
还可使用存储属性来指定要用于日志的存储区。例如，以下命令使用磁盘 enc1_7
将一个 DCO plex 添加到卷 mirvol1：
# vxassist -g mydg -b addlog mirvol1 logtype=dco \
use_storage=’"DeviceName"="enc1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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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卷中删除日志
要从卷中删除日志，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f] remove log volume \
[nlogs=number] logtype=type [attributes...]

支持的日志类型为 dco 和 raid5。默认情况下，删除一个 RAID-5 日志或 DCO 卷
的一个 plex。可使用 nlogs 属性指定要删除的日志数或 DCO plex 数。还可使用存
储属性指定要删除的存储区。在下例中，从卷 mirvol1 中删除磁盘 mydg11 上的
DCO plex：
# vxassist -g mydg remove log mirvol1 logtype=dco\
remove_storage=’"DM"="mydg11"’

若要从卷中删除特定类型的所有日志，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all log volume logtype=type

注意：如果使用 vxassist 命令删除日志，而该操作违反某些规则，则必须在命令
中指定 -f （强制）选项。例如，规则可能要求卷必须至少有指定数量的某种日
志。如果某个卷上配置的 DRL 正在使用要删除的 DCO，这时也必须指定 -f 选项。
系统通常会根据 VVR 管理命令的要求自动删除数据更改映射 (DCM) 日志。

监视和控制 ISP 任务
ISP 执行对象 （例如子磁盘、 plex 和卷）的管理。一旦创建这些对象后， VxVM
可以通过它们开始执行 I/O。
注意：如果 vxtask 命令显示已完成对某个 ISP 卷的同步，则不必完成该卷的联机
转换。不过，还需要一小段时间执行清理操作。
例如，如果在后台创建一个两路镜像卷， ISP 就会创建一个分配任务。在 ISP 为此
卷分配存储区时，它在该存储区上布置此卷，然后启动此卷。此时， VxVM 控制 I/
O，并且它通过同步卷的 plex 来开始初始化该卷。要查看此同步的进度，可以使
用 vxtask monitor 命令。
请参见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员指南》“管理卷”一章的 “监视和控制
任务”部分。
请参见 vxtask(1M)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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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卷转换
如果一个卷转换 （这一转换是使用 vxassist transform 命令调用的）正在进行
中，则可以使用 vxassist transformreverse 命令停止和反转该转换：
# vxassist [-g diskgroup] transformreverse volume

此命令还可以用来反转镜像条带卷上的以下操作：
■

将一列添加到镜像条带卷 (vxassist add column)。

■

从镜像条带卷中删除列 (vxassist remove column)。

■

更改镜像条带卷的条带宽度 (vxassist setstwidth)。

要停止和反转条带卷、条带镜像卷与 RAID-5 卷上的重布局、添加卷、删除卷
和设置宽度操作：
1

输入以下命令来发现要反转的操作的任务标记：
# vxtask list

2

将任务标记与以下形式的 vxtask 命令一起使用来停止操作：
# vxtask abort task_tag

3

最后，使用 vxrelayout 命令将卷还原为其先前的布局：
# vxrelayout [-g diskgroup] reverse volume

注意：在添加或删除镜像时， ISP 不会在内部使用 relayout 或 transform 操作。
在将镜像添加到卷后， VxVM 开始从现有 plex 同步新的 plex。在此情况下，可以
通过删除新添加的 plex 执行反转操作。要反转镜像的删除，必须添加新的 plex，
并且时间足以保证它进入与卷同步的状态。

查找使用指定功能或模板的卷
若要列出使用某些功能或模板创建的卷，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P storage_pool] list \
[capability=c1[,c2...]][template=t1[,t2...]]

例如，若要列出磁盘组 mydg 中实现了 DataMirroring 功能的所有卷：
# vxassist
TY NAME
v vol1
v vol2

-g mydg
DG
mydg
mydg

list capability=DataMirroring
POOL
LENGTH LAYOUT
NMIR
data
10g
stripe-mirror 2
data
500m
mirror
2

NCOL
10
-

卷的长度被向下舍入为最接近的整数，起标准单位为：k 代表 KB ； m 代表 MB ；
g 代表 GB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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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卷的意向
要验证磁盘组中的应用卷是否符合创建这些卷时所用的模板规则、用户定义规则、
卷组规则和存储池规则，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verify

若要验证所有磁盘组中所有应用卷的意向，请按如下形式使用该命令：
# vxassist -a verify

显示与卷关联的规则
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来显示创建卷时指定的功能、卷模板及规则：
# vxassist [-g diskgroup] printintent volume ...

若要显示创建卷时使用的整套规则，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printrules volume ...

如果某项规则被标记成 desired，其输出就将指明规则是否得到遵守。
vxassist printintent 命令显示创建卷时指定的功能、卷模板及规则：vxassist
printrules 命令显示通过对指定的功能、卷模板及规则进行处理后获得的最终的
规则集。这一最终的规则集就是创建卷时用来向该卷分配存储的规则集。

注意：在现有卷上使用运行 vxassist printrules 命令的输出创建的新卷将按照
与此卷安全相同的方式来分配存储。如果使用 vxassist printintent 命令的输出
来创建新的卷，就将根据这些功能与模板重新生成规则集。其结果可能不同，但仍
将保留这些功能和模板申明的卷意向。

将非 ISP 卷迁移到 ISP 卷中
要使以前创建的非 ISP 卷转换成由 ISP 管理的卷，可以使用以下形式的 vxassist
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P storage_pool] [-I rules] \
migrate volume ...

注意：要迁移的卷必须符合 CDS 并具有 8K 的对齐值。
可以在命令行上或从标准输入读取的定义文件中 （如果指定了 -M 选项）指定要从
磁盘组迁移的卷：
# vxassist [-g diskgroup] -M mig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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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文件的语法如下所示：
diskgroup "dgname"
volume "volumename1" {
pool "pool_name1"
rules { volume1_rules }
};
volume "volumename2" {
pool "pool_name2"
rules { volume2_rules }
};
.
.
.

ISP 应用于正被迁移的卷的默认意向是分配不同磁盘上的 plex、日志和列。您可以
在命令行上使用 -I 选项或通过定义文件中的项指定其他规则，指定时不能包含镜
像、条带或日志规则。在迁移了卷之后，对于使用 vxassist 或 vxvoladm 命令直
接创建的卷， ISP 将保留它们的意向。
在命令行上指定的规则将应用于指定的所有卷，使用定义文件则可以对每个卷应用
不同的规则。
在命令行上指定的卷也与同一存储池关联。如果未使用 -P 选项指定存储池，则
将卷放在磁盘组的数据存储池中。使用定义文件允许将迁移的卷放在不同的存储
池中。
下面的示例示范如何使用定义文件将两个卷分别迁移到数据存储池和克隆存储池
中：
vxassist -M migrate <<!!
diskgroup "mydg"
volume "myvol" {
pool "mydatapool"
};
volume "snap_myvol" {
pool "myclonepool"
};
!!

请注意迁移操作的以下限制：
■

VVR 复制卷组 (RVG) 中的所有卷必须一起迁移。

■

必须在一次操作中迁移共享一组磁盘的所有的非 ISP 卷。

■

不能与命令行或定义文件中未列出的任何卷共享磁盘。

■

除非要将磁盘放在同一个存储池中，否则卷不能共享这些磁盘。

■

不能迁移使用类型为根的卷，例如那些在 VxVM 控制下的根磁盘上的卷。

■

包含要迁移的卷的磁盘组必须具有版本号 120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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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ISP 卷迁移到非 ISP 卷中
vxassist reversemigrate 操作允许您将 ISP 卷转换为非 ISP 卷。转换后的卷将
永久丢失作为 ISP 卷时相关的任何意向，而且 vxassist 不能用来管理与他们相关
的任何存储的配置。

使用如下命令将 ISP 卷迁移到非 ISP 卷：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versemigrate volume ...

注意：在命令行上指定的卷不得与命令行上没有列出的卷共享任何磁盘。
若要将磁盘组中的所有 ISP 卷迁移到非 ISP 卷中，请使用命令的如下格式：
# vxassist [-g diskgroup] reversemigrate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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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即时快照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提供了在给定时点创建卷映像的功能。这样的
映像称为卷快照。
即时卷快照使您可以在尽量避免给用户造成中断的情况下，联体制作卷的备份副
本。然后，可以使用备份副本恢复因磁盘故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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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创建的应用卷支持使用以下三种类
型的即时卷快照：
■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要求预先准备一个空卷，以用作快照卷。此卷的长度必须与
要制作快照的卷的长度相同。快照卷既可以在数据池中创建，也可以在克隆池
中创建。

■

链接的断开快照卷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的差别在于他们可以在数据卷的不同磁
盘组中进行设置。这使得他们尤其适合于脱离主机处理的应用程序，此时您可
能需要根据用于数据卷的不同特征在存储上创建快照。

■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需要的空间比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小，但是它们既不能与原始
卷分离，也不能移到另一个磁盘组。优化空间快照使用存储池或缓存，该存储
池或缓存可被其他优化空间快照共享。必须在创建任何优化空间快照之前设置
缓存和优化空间快照卷。

请参见 “创建即时快照”（第 88 页）。
关于如何使用卷快照来实现脱离主机的联机备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Solutions 指南》。
有关即时卷快照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员指
南》中的 “理解 Veritas Volume Manager”一章。
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故障排除指南》的 “从即时快照操作故障中修复”
一章中，可以找到有关如何从即时快照命令失败中恢复的详细信息。
注意：大多数 VxVM 命令要求具有超级用户权限或与之相当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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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快照的限制
卷快照表示的是给定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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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文件系统打开了其文件的数据库）缓存的任何数据。如果 fsgen
卷使用类型是在包含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的卷上设置的，则文件系统元数
据的意向日志记录可确保所备份文件系统的内部一致性。对于其他文件系统类型，
根据文件系统的意图日志记录功能的不同，内存中的数据和快照映像中的数据之间
可能存在不一致。
对于数据库，必须使用适当的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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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件系统中的
普通文件，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不同应用程序中打开，所以除了关闭这些应用
程序并暂时卸载文件系统之外，可能没有其他方法能够确保文件数据的绝对完整
性。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只需确保文件数据的完整性，即确保制作快照时文件数
据未在使用中。
无法制作由 ISP 创建的应用卷的传统第三镜像断开快照。

为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准备存储池
如果已经在磁盘组中设置了数据存储池，则可以使用同一过程在同一磁盘组中创建
一个或多个克隆存储池。对于克隆存储池，可以选择使用不同于为数据存储池所设
置的磁盘或模板类型。
例如，以下命令按照存储池定义在磁盘组 ttdg 中设置数据存储池和克隆存储池：
# vxpool -g ttdg create ttdtpool \
pooldefinition=prefab_mirrored_volumes
# vxpool -g ttdg create ttclpool \
pooldefinition=mirrored_volumes

数据存储池 ttdtpool 是使用支持在镜像磁盘 （在硬件中预制）上创建卷的模板
配置的。而为克隆存储池 ttclpool 安装的模板支持使用软件创建的镜像卷。在
设置存储池之后，可以用已初始化的磁盘填充它们。
请参见 “将磁盘添加到存储池中”（第 48 页）。
本软件提供了几个存储池集，用于在磁盘组内设置数据存储池和克隆存储池。若要
使用这些已定义集中的一个来设置数据存储池和克隆存储池，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g diskgroup] organize storage_pool_set

例如，要在磁盘组 mydg 中设置支持镜像卷的数据存储池和支持条带快照的克隆存
储池，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 vxpool -g mydg organize 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此命令为存储池分配默认名称。这些名称基于定义名称。必要时可以重命名这些存
储池。
请参见 “存储池集”（第 170 页）。
请参见 “重命名存储池”（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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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的断开快照的卷
如果要为原始卷创建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的断开快照，可以使用具有所需功
能且长度和区域大小与原始卷相同的空卷。
创建供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的断开快照使用的空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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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此步骤和后续步骤中显示的命令假定您正在使用 Bourne 类型的 shell，
如 sh、 ksh 或 bash。对于其他 shell （如 csh 或 tcsh），可能需要修改这里
给出的命令。
2

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具有所需大小和冗余的卷 snapvol：
# vxassist [-g diskgroup] [-P storage_pool] make snapvol \
$LEN [storage_specification ...][attribute ...] \
type=snapshot [regionsize=size] init=active
属性 regionsize 指定将对其内容更改进行跟踪的卷的每个块区 （区域）的

最小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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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重同步速度也
就越快。默认的区域大小为 64K (64KB)。
注意：如果优化空间快照的区域大小与缓存的区域大小不同，则会导致系统性
能下降 （与区域大小相同的情况相比）。
指定 init=active 属性可以使卷立即可用。
以下示例在克隆存储池 ttclpool 中创建 10GB 镜像卷 ttsnpvol：
# vxassist -g ttdg -P ttclpool make ttsnpvol 10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nmirs=2)’ type=snapshot \
init=active

创建共享缓存卷和准备优化空间快照
注意：如果打算创建共享某个缓存卷的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则为该卷指定的区域大
小必须大于或等于为缓存卷指定的任何区域大小。如果卷的区域大小小于缓存的区
域大小，则无法创建使用共享缓存的优化空间快照。
如果优化空间快照的区域大小与缓存的区域大小不同，则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与区域大小相同的情况相比）。
如果需要为磁盘组中的卷创建几个优化空间即时快照，您可能会发现在磁盘组中创
建单个共享缓存卷比为每个快照创建单独的缓存卷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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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共享缓存卷和准备任何优化空间快照
1

2

确定以下要分配给缓存卷的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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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冗余是所需的缓存卷特性，则应该镜像缓存卷。这将根据缓存卷所具
有的镜像数按比例增加缓存卷所需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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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割和结合操作。

在确定缓存卷的特性后，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该缓存卷：
# vxassist [-g diskgroup] [-P storage_pool] make cachevol \
size [storage_specification ...][attribute ...] \
[regionsize size] type=cachevolume
属性 regionsize 指定将对其内容更改进行跟踪的卷的每个块区 （区域）的

最小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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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重同步速度也
就越快。默认的区域大小为 64K (64KB)。
以下示例在磁盘组 mydg 内的克隆存储池 myclpool 中创建大小为 1GB 的镜
像缓存卷 cachevol：
# vxassist -g mydg -P myclpool make mycache 1g \
rules="mirror 2" type=cachevolume

3

创建缓存卷后，使用以下命令准备使用该缓存卷的每个优化空间快照：
# vxassist [-g diskgroup] [-P storage_pool] make sovol \
srcvol_len [storage_specification ...][attribute ...] \
type=snapshot cachevolume=cachevol init=active

注意：srcvol_len 参数指定为其准备快照的源卷的长度。此值定义快照的逻辑
大小。快照所需的实际存储量小于此值，并受缓存卷大小的限制。
例如，以下命令创建使用缓存卷 mycache 的优化空间快照卷：
# vxassist -g mydg -P myclpool make mysovol 10g \
type=snapshot cachevolume=mycache

注意：参数 10g 是为其准备快照 mysovol 的源卷的大小。
一旦创建后，就可以使用这种卷制作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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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也可以使用以下命令通过一个操作创建缓存卷并准备优化空间快照卷：
# vxassist -M make <<!!
volumegroup {
diskgroup "diskgroup"
volume "cachevol" cache_size {
type cachevolume
[storage_specification]
[regionsize size]
}
volume "sovol1" vol1_size {
init active
cachevolume "cachevol"
}
volume "sovol2" vol2_size {
init active
cachevolume "cachevol"
}
.
.
.
};
!!

注意：由于该命令比较复杂，建议将它作为脚本运行。
将本节前面提供的示例合并后，该命令的形式为：
# vxassist -M make <<!!
volumegroup {
diskgroup "mydg"
volume "mycache" 1g {
type cachevolume
capability ’DataMirroring(nmirs=2)’
}
volume "mysovol" 10g {
init active
cachevolume "cachevol"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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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 autogrow 属性
highwatermark、 autogrowby 与 maxautogrow 属性确定启用了 autogrow
功能且 vxcached 已在运行时 VxVM 缓存后台驻留程序如何 (vxcached) 如何维护
缓存。
■

当缓存使用率达到高位标记值 highwatermark （默认值为 90%）时，
vxcached 将缓存卷的大小增大 autogrowby 的值 （默认值为缓存卷大小的
20%，以块为单位）。新的所需缓存大小不能超过 maxautogrow 值 （默认
值为缓存卷大小的两倍，以块为单位）。

■

当缓存使用率达到高位标记值，并且需要的新缓存大小超过 maxautogrow
值时， vxcached 会删除缓存中最早的快照。如果有几个寿命期相同的快照，
则删除其中最大的那个快照。

如果 autogrow 功能被禁用，则：
■

当缓存使用率达到高位标记值时， vxcached 删除缓存中最早的快照。如果有
几个寿命期相同的快照，则删除其中最大的那个快照。如果只有一个快照，则
该快照将被分离并将标记为无效。

注意：vxcached 后台驻留程序不删除当前打开的快照，而且不删除缓存中的最新
快照或唯一快照。
如果缓存空间用完，则快照将被分离并标记为无效。发生这种情况后，快照将无法
恢复，因此必须将其删除。在缓存上启用 autogrow 功能有助于避免发生此情况。
但是，对于非常小的缓存 （几兆字节），缓存有可能在系统作出反应并增加缓存大
小之前就用完。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手动增加缓存大小，要么使用 vxcache set 命
令减小缓存对象的 highwatermark 值，如下例所示：
# vxcache -g mydg set highwatermark=60 cobjmydg

请参见 “增大和缩小缓存”（第 87 页）。
可以使用 maxautogrow 属性限制缓存增加到的上限。在估计此大小时，应考虑
在两次快照刷新之间每个源卷有多少内容可能更改，并且再为意外情况留出一些额
外空间。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 vxcache set 命令更改缓存的其他 autogrow 属性值。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见 vxcache(1M) 手册页。
注意：请确保缓存足够大，并且已根据需要正确配置了 autogrow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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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和缩小缓存
可以使用 vxcache 命令来增加与缓存对象关联的缓存卷的大小：
# vxcache [-g diskgroup] growcacheto cache_object size

例如，要将与缓存 mycache 关联的缓存卷的大小增加到 2GB，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cache -g mydg growcacheto mycache 2g

若要将缓存增大指定的数量，请使用以下形式的命令：
# vxcache [-g diskgroup] growcacheby cache_object size

例如，要将缓存 mycache 的大小增加 1GB，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cache -g mydg growcacheby mycache 1g

同样，可以使用 shrinkcacheby 和 shrinkcacheto 操作减小缓存的大小。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 vxcache(1M) 手册页。

删除缓存
彻底删除缓存 （包括缓存对象、它的缓存卷以及使用该缓存的所有优化空间
快照）
1

运行以下命令，确定在缓存对象上配置的顶层快照卷的名称：
# vxprint -g diskgroup -vne \
"v_plex.pl_subdisk.sd_dm_name ~ /cache_object/"

其中， cache_object 是缓存对象的名称。
2

删除所有顶层快照及其相关快照 （可以用一个命令完成此操作）：
# vxedit -g diskgroup -r rm snapvol ...

其中， snapvol 是顶层快照卷的名称。
3

停止缓存对象：
# vxcache -g diskgroup stop cache_object

4

最后，删除缓存对象及其缓存卷：
# vxedit -g diskgroup -r rm cache_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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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即时快照
注意：对于磁盘组数据池中的 ISP 应用卷来说，其即时快照最好在与同一磁盘组关
联的克隆池中创建。快照的快照不必放在与父快照相同的克隆池中。
对即时快照执行下列 vxsnap 操作时，可以用卷集代替卷：addmir、 dis、 make、
prepare、 reattach、 refresh、 restore、 rmmir、 split、 syncpause、
syncresume、 syncstart、 syncstop、 syncwait 和 unprepare。卷集的快照本
身必须是卷集。可以使用准备好的卷集创建卷集的完整空间即时快照。不能使用
nmirrors 或 plex 属性指定断开现有的 plex。有关创建卷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员指南》“创建和管理卷集”。
VxVM 使您可以使用 vxsnap 命令制作卷的即时快照。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中的 plex 需要的空间与原始卷一样多。如果改为制作卷的优化
空间即时快照，则 plex 只需要足以记录父卷原始内容的存储区即可，原因是这些
内容在快照使用期内会更改。
要从命令行或脚本执行卷备份，建议使用 vxsnap 命令。 vxsnap prepare 和 make
任务使您可以在尽量避免给用户造成中断的情况下联机备份卷。
vxsnap prepare 步骤创建 DCO 和 DCO 卷并使之与卷关联。它还在卷上启用保留

式快速重同步。
vxsnap make 步骤创建一个即时快照，该即时快照可立即用于制作备份。在创建快
照后，可通过读取原始卷的未更新区域来满足对原始卷中数据的读请求，也可以通
过读取快照所记录的已更新区域的原始内容的副本来满足此类请求。

注意：默认情况下，启用从原始卷对完整空间即时快照进行同步的操作。如果指定
vxsnap make 的 syncing=no 属性，则会禁用同步，即时快照的内容从而无法与创
建快照时的原始卷的内容完全同步。要将即时快照卷移动到另一个磁盘组以便导出
到另一台计算机进行脱离主机处理，或者将它转变为独立卷，则必须确保该快照卷
已完全同步。
通过使用 vxsnap refresh 命令，可以随时立即重新制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和优化
空间即时快照或链接的断开快照。如果需要完全同步的完整空间快照或链接的断开
快照，则必须等待新的重同步过程完成。
若要利用 vxsnap 命令来创建和管理卷，请执行 “准备创建即时快照与断开快照”
（第 89 页）中给出的操作，然后再执行下节中讲述的某种操作：
■

“创建和管理优化空间即时快照”（第 89 页）

■

“创建和管理完整空间即时快照”（第 91 页）

■

“创建和管理链接的断开快照卷”（第 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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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创建即时快照与断开快照
准备一个卷以用于创建即时快照与断开快照
1

使用以下命令，查看卷是否与允许对该卷使用即时快照和保留式快速重同步的
版本 20 数据更改对象 (DCO) 和 DCO 卷关联，并检查该卷上是否启用了快速
重同步：
# vxprint -g volumedg -F%instant volume
# vxprint -g volumedg -F%fastresync volume

如果这两个命令都返回 on 值，则该卷可用于即时快照操作，您应该跳至步
骤 3。否则，请继续步骤 2。
2

要为即时快照准备卷，可使用以下命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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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和具有两个 plex （位于磁盘 mydg10 和 mydg11
上）的冗余 DCO 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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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重同步速度也
就越快。
3

如果打算制作卷的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则必须首先在该卷所在的磁盘组中设置
共享缓存卷。可以通过使用 vxcache 命令维护该缓存卷的缓存对象。
对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链接的断开快照以及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也必须创
建一个用作快照卷的卷。此卷必须具有与要为其创建快照的卷相同的区域大
小。此外，为用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而创建的卷必须与要为其创建快照的卷
大小相等。
请参见 “创建共享缓存卷和准备优化空间快照”（第 83 页）。
请参见 “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的断开快照的卷”（第 83 页）。
注意：如果打算将包含快照的克隆池分割为单独的磁盘组 （例如，为了执行
脱离主机处理），则克隆池必须只包含完全同步的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它们不
需要缓存卷）。不能分割包含缓存卷或优化空间即时快照的克隆池。

创建和管理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不适合于写操作密集的卷 （如数据库重做日志），因为写入时复
制的体制会降低卷的性能。
如果打算将卷和快照分割到不同的磁盘组中 （例如，执行脱离主机处理），必须使
用完全同步的链接的断开快照 （它不需要缓存对象）。不能将优化空间即时快照用
于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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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卷指定的区域大小小于为缓存设置的区域大小，则使用共享缓存创建优化空
间快照的操作将失败。
如果优化空间快照的区域大小与缓存的区域大小不同，则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与区域大小相同的情况相比）。
注意：对于共享缓存对象的优化空间即时快照，指定的区域大小必须大于或等于为
缓存对象指定的区域大小。
请参见 “创建共享缓存卷和准备优化空间快照”（第 83 页）。
快照属性被指定为 vxsnap make 命令的元组。对于接受多个元组的命令，将分别
为每个快照创建一个。元组的各个元素之间以斜杠字符 (/) 分隔。元组之间以空
格分隔。
创建和管理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1

要创建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snapvol，可使用如下格式的 vxsnap make 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source=vol/snapvol=snapvol

例如，要创建磁盘组 mydg 中卷 myvol 的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和准备好的快照
snap3myvol，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myvol/snapvol=snap3myvol

注意：该步骤要求您已创建了共享缓存对象，并准备了使用该缓存的快照。
请参见 “创建共享缓存卷和准备优化空间快照”（第 83 页）。
2

使用 fsck （或某个适合在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的公用程序）清除临时卷的内
容。例如，可以使用此命令：
# fsck -F vxfs /dev/vx/rdsk/diskgroup/snapshot

3

如果需要备份快照中的数据，请使用适当的公用程序或操作系统命令将快照的
内容复制到磁带或其他某种备份介质上。

4

可以对优化空间即时快照执行以下操作：
■

刷新快照的内容。这将创建可用于另一备份的原始卷的新时点映像。如果
正在对快照进行同步，则此操作可能导致大部分快照必须重同步。
请参见 “刷新即时快照”（第 95 页）。

■

从快照卷恢复原始卷的内容。而对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在操作结束时将
保持原样。
请参见 “从即时快照恢复卷”（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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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管理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不适合于写操作密集的卷 （如数据库重做日志），因为写入时复
制的体制会降低卷的性能。
如果打算将卷和快照分割到不同的磁盘组中 （例如，执行脱离主机处理），必须使
用完全同步的链接的断开快照。不能将完整空间即时卷快照用于 ISP 卷。
注意：对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必须创建一个将用作快照卷的卷。该卷的大小必须
与要为其创建快照的卷的大小相同，而且区域大小也必须相同。
请参见 “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的断开快照的卷”（第 83 页）。
快照属性被指定为 vxsnap make 命令的元组。对于接受多个元组的命令，将分别
为每个快照创建一个。元组的各个元素之间以斜杠字符 (/) 分隔。元组之间以空
格分隔。
创建和管理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1

要创建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snapvol，可使用如下格式的 vxsnap make 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source=volume/snapvol=snapvol\
[/syncing=off]

注意：该步骤要求您准备了现有的卷卷 snapvol，此卷将被用作快照卷。
请参见 “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的断开快照的卷”（第 83 页）。
默认情况下启用快照卷与其父卷的后台同步 （相当于指定 syncing=on 属
性）。如果不想将快照移入单独的磁盘组，或者不想将其转换为独立的卷，则
指定 syncing=off 属性以禁用同步。这可以防止不必要的系统开销。
例如，要将预先准备的卷 snap1myvol 用作磁盘组 mydg 中卷 myvol 的快
照，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mydg make source=myvol/snapvol=snap1myvol

如果想把快照转换为独立的卷，必须等待其内容与其父卷内容同步。
可以使用 vxsnap syncwait 命令等待快照卷同步完成，如下所示：
# vxsnap [-g diskgroup] syncwait snapvol

例如，可以使用以下命令等待同步在快照卷 snap2myvol 上完成：
# vxsnap -g mydg syncwait snap2myvol

在快照卷的同步完成后，该命令退出 （返回代码为零）。然后，可以将快照卷
移动到另一个磁盘组，或者将其转换为独立卷。
必要时可以使用如下命令来测试卷的同步是否已经完成：
# vxprint [-g diskgroup] -F%incomplete snapvol

如果卷 （snapvol）的同步已完成，则此命令返回值 off ；否则，返回值 on。
请参见 “控制即时快照的同步”（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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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fsck （或某个适合在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的公用程序）清除临时卷的内
容。例如，可以使用此命令：
# fsck -F vxfs /dev/vx/rdsk/diskgroup/snapshot

3

如果需要备份快照中的数据，请使用适当的公用程序或操作系统命令将快照的
内容复制到磁带或其他某种备份介质上。

可以选择对即时快照进行以下操作：
■

刷新快照的内容。这将创建可用于另一备份的原始卷的新时点映像。如果正在
对快照进行同步，则此操作可能导致大部分快照必须重同步。
请参见 “刷新即时快照”（第 95 页）。

■

从快照卷恢复原始卷的内容。对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卷有三种选择：即在操作
结果中，快照卷的所有 plex 都不返回到原始卷；部分 plex 返回到原始卷；所
有 plex 都返回到原始卷。而对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在操作结束时将始终保
持原样。
请参见 “从即时快照恢复卷”（第 97 页）。

■

将快照卷与原始卷完全分离。如果要出于其他目的 （如测试或生成报告）使
用副本，这可能很有用。如果需要，还可以删除已分离的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分离即时快照”（第 97 页）。

■

如果快照是快照分层结构的一部分，则也可以选择将此分层结构与其父卷
分离。
请参见 “分割即时快照分层结构”（第 98 页）。

创建和管理链接的断开快照卷
链接的断开快照卷是可以用来实现脱离主机处理的唯一一种形式的卷快照，如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Solutions 指南》所
述。他们还是最适合于写操作密集卷的快照，如数据库重做日志。
对于链接的断开快照，必须创建一个将用作快照卷的卷。该卷的大小必须与要为其
创建快照的卷的大小相同，而且区域大小也必须相同。
请参见 “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的断开快照的卷”（第 83 页）。
快照属性被指定为 vxsnap make 命令的元组。对于接受多个元组的命令，将分别
为每个快照创建一个。元组的各个元素之间以斜杠字符 (/) 分隔。元组之间以空
格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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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管理链接的断开快照
1

使用如下命令把预先准备的快照卷 snapvol 与数据卷链接：
# vxsnap [-g diskgroup] [-b] addmir volume mirvol=snapvol \
[mirdg=snapdg]

可选 mirdg 属性可以用来指定快照卷的当前磁盘组 snapdg。 -b 选项可用于在
后台执行同步操作。如果没有指定 -b 选项，在链接进入 ACTIVE 状态之前，
命令不会返回。
例如，如下命令把磁盘组 mysnapdg 中预先准备的卷 prepsnap 与磁盘组
mydg 中的卷 vol1 链接：
# vxsnap -g mydg -b addmir vol1 mirvol=prepsnap \
mirdg=mysnapdg
如果指定了 -b 选项，可以使用 vxsnap snapwait 命令来等待快照 plex 或链接

的快照卷同步完成，如本例所示：
# vxsnap -g mydg snapwait vol1 mirvol=prepsnap \
mirdg=mysnapvoldg

2

要创建链接的断开快照，请使用 vxsnap make 命令的如下形式：
#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source=volume/snapvol=snapvol\
[/snapdg=snapdiskgroup]

如果快照卷的磁盘组不同于数据卷的磁盘组，则必须使用 snapdg 属性来指定
快照卷的磁盘组。
例如，要将预先准备的卷 prepsnap 用作磁盘组 mydg 中卷 vol1 的快照，请
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mydg make \
source=vol1/snapvol=prepsnap/snapdg=mysnapdg

3

使用 fsck （或某个适合在卷上运行的应用程序的公用程序）清除临时卷的内
容。例如，可以将以下命令用于 VxFS 文件系统：
# fsck -F vxfs /dev/vx/rdsk/diskgroup/snapshot

4

如果需要备份快照中的数据，请使用适当的公用程序或操作系统命令将快照的
内容复制到磁带或其他某种备份介质上。

5

可以对链接的断开快照执行以下操作：
■

刷新快照的内容。这将创建可用于另一备份的原始卷的新时点映像。如果
正在对快照进行同步，则此操作可能导致大部分快照必须重同步。
请参见 “刷新即时快照”（第 95 页）。
注意：如果链接的卷与快照不在同一磁盘组中，就无法执行本操作。

■

将快照与原始卷重新链接。
请参见 “重新挂接链接的断开快照卷”（第 96 页）。

■

将快照卷与原始卷完全分离。如果要出于其他目的 （如测试或生成报告）
使用副本，这可能很有用。如果需要，还可以删除已分离的卷。
请参见 “分离即时快照”（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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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快照是快照分层结构的一部分，则也可以选择将此分层结构与其父卷
分离。
请参见 “分割即时快照分层结构”（第 98 页）。

创建多个即时快照
注意：在这些示例中，实现必须准备所有快照卷和任何缓存卷。
请参见 “创建用作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者链接的断开快照的卷”（第 83 页）。
请参见 “创建共享缓存卷和准备优化空间快照”（第 83 页）。
为便于同时创建多个卷的快照， vxsnap make 命令可接受将源卷和快照卷名称定
义为参数的多个元组。例如，要创建三个即时快照，并且每个快照的冗余都相同，
可以使用以下形式的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
source=vol1/snapvol=snapvol1 \
source=vol2/snapvol=snapvol2 \
source=vol3/snapvol=snapvol3

指定的源卷 （vol1、 vol2 等）可以是同一卷，也可以是不同的卷。
vxsnap make 命令允许创建不同类型的快照，如下所示：
# vxsnap [-g diskgroup] make \
source=vol1/snapvol=snapvol1 \
source=vol2/snapvol=snapvol2

在此示例中， snapvol1 是完整空间快照，而 snapvol2 是优化空间快照。

删除链接的断开快照卷
要从卷中删除链接的断开快照卷，请使用该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rmmir volume|volume_set mirvol=snapvol \
[mirdg=snapdiskgroup]
mirvol 与可选 mirdg 属性指定快照卷 snapvol 及其磁盘组 snapdiskgroup。例如，

以下命令将从卷 vol1 中删除链接的快照卷 prepsnap：
# vxsnap -g mydg rmmir vol1 mirvol=prepsnap mirdg=mysnap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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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快照添加到分层快照结构
要创建快照并将其推入原始卷和现有快照卷之间的快照分层结构中，可指定现有快
照卷的名称作为 vxsnap make 命令的 infrontof 属性值。下面的示例说明如何将
卷 dbvol 的优化空间快照 thurs_bu 放到较早的快照 wed_bu 的前面：
# vxsnap -g dbdg make source=dbvol/snapvol=thurs_bu/\
infrontof=wed_bu/cache=dbdgcache

同样，将制作的下一个快照 fri_bu 放在 thurs_bu 的前面：
# vxsnap -g dbdg make source=dbvol/snapvol=fri_bu/\
infrontof=thurs_bu/cache=dbdgcache

有关应用层叠快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员指南》。

刷新即时快照
刷新即时快照是指用父卷的另一个时点副本替换该快照。要刷新一个或多个快照并
使其立即可以使用，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snap [-g diskgroup] refresh snapvol [source=vol] \
[[snapvol2 source=vol2]...][sync=yes|no]

如果未指定源卷，则使用快照的紧邻父卷。对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默认情况下
将启动重同步。要禁用重同步，请指定 syncing=no 属性。优化空间快照不支持
此属性。
注意：刷新的快照一定不能向任何应用程序公开。例如，必须先卸载卷上配置的任
何文件系统。
只要大小兼容，就可以从一个不相关的卷中刷新另一个卷。
可以使用 vxsnap syncwait 命令等待快照卷同步完成，如下所示：
# vxsnap [-g diskgroup] syncwait snapvol

请参见 “控制即时快照的同步”（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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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接即时快照
注意：尽管此操作名为 reattach，但 ISP 快照卷的 plex 从来都不属于父卷。因
此，下面的说明指的是快照 plex 的挂接，而不是重新挂接。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不支持此操作。
请参见 “重新挂接链接的断开快照卷”（第 96 页）。
通过使用以下命令，可以将即时快照的部分或全部 plex 挂接到指定的源卷，或快
照分层结构中该快照卷上面的源卷：
# vxsnap [-g diskgroup] reattach snapvol source=vol \
[nmirror=number]

默认情况下，挂接所有 plex，这会导致删除快照。如果需要，可以将要挂接的
plex 的数目指定为 nmirror 属性的值。
注意：正在重新挂接的快照不能向任何应用程序公开。例如，必须先卸载快照卷
上配置的所有文件系统。
只能挂接使用 ISP 设置的快照卷的 plex。
如果快照卷和源卷位于不同的存储池中，则快照卷的基础磁盘被移到源卷的存储
池中。但是，如果在这些磁盘上还配置了快照卷的存储池中的其他对象，则
reattach 命令将失败。
例如，以下命令将快照卷 snapmyvol 中的一个 plex 挂接到卷 myvol：
# vxsnap -g mydg reattach snapmyvol source=myvol nmirror=1

重新挂接链接的断开快照卷
与其他类型的快照不同，链接的断开快照卷的重新挂接操作不会将快照卷的 plex
返回给父卷。链接关系一旦重新建立，就会让快照卷成为父卷的镜像，从而允许对
快照数据进行重新同步。但是，如果两者都在同一个磁盘组中，快照卷就只能由其
父卷重新收纳。
要重新挂接链接的断开快照，请使用 vxsnap reattach 命令的如下形式：
# vxsnap [-g snapdiskgroup] reattach snapvolume|snapvolume_set \
source=volume|volume_set [sourcedg=diskgroup]

如果快照卷的磁盘组不同于数据卷的磁盘组 snapdiskgroup，则必须使用
sourcedg 属性来指定数据卷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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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正在重新挂接的快照不能向任何应用程序公开。例如，必须先卸载快照卷上
配置的所有文件系统。
只要大小与区域大小兼容，就可以将一个卷重新挂接到另一个不相关的卷。
例如，如下命令把磁盘组 snapdg 中的快照卷 prepsnap 与磁盘组 mydg 中的卷
myvol 重新挂接：
# vxsnap -g snapdg reattach prepsnap source=myvol sourcedg=mydg

等完成快照卷的重新同步之后，它就进入 ACTIVE 状态。可以使用 vxsnap
snapwait 命令 （不是 vxsnap syncwait）来等待重新挂接的卷完成重新同步，如
下所示：
# vxsnap -g snapdg snapwait myvol mirvol=prepsnap

从即时快照恢复卷
有时，可能需要从快照卷中的备份或已修改副本恢复卷的内容。此时可以使用以下
命令恢复卷：
# vxsnap [-g diskgroup] restore [nmirrors=number] vol \
[source=snapvol] [destroy=yes|no]

对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可以将它的某些或所有 plex 重新挂接到父卷，或重新挂
接到快照分层结构中该快照卷之上的某指定源卷。如果指定了 destroy=yes，则
重新挂接快照的所有 plex 并删除快照卷。
对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使用缓存的数据恢复指定卷的内容。操作结束时，快照本
身保持不变。
注意：为了成功执行此操作，正在恢复的卷和快照卷不得在任何应用程序中打开。
例如，必须首先卸载在上述两种卷上配置的任何文件系统。
无法从一个不相关的卷中恢复另一个卷。
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不支持 destroy 和 nmirror 属性。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从优化空间快照 snap3myvol 恢复卷 myvol。
# vxsnap -g mydg restore myvol source=snap3myvol

分离即时快照
以下命令断开快照卷 snapvol 和其父卷之间的关联，以便可以将此快照用作独
立卷：
# vxsnap [-f] [-g diskgroup] dis snap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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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快照 snapvol 下的快照分层结构包含未同步的快照，则该操作将失败。如果出
现这种情况，则必须从 snapvol 完全同步相关的快照。如果没有保留相关的快照，
就会分离 snapvol。然后， snapvol 的父卷将采用快照分层结构。
注意：为了在分离后能够使用，快照卷和分层结构中的任何快照必须先完全同步。
请参见 “控制即时快照的同步”（第 101 页）。
此外，如果在分层结构中任何相关快照的同步未完成，则不能分离快照。如果分离
了未完成的快照，它将无法使用，应将其删除。
请参见 “删除即时快照”（第 98 页）。
以下命令将快照 snap2myvol 与其父卷分离：
# vxsnap -g mydg dis snap2myvol

注意：当应用于卷集或卷集的组成卷时，此操作可能会在系统崩溃或硬件故障的
情况下导致快照分层结构中出现不一致。如果该操作应用于卷集，则必须指定
-f （强制）选项。

删除即时快照
分离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后，可以使用 vxassist 命令将其一并删除，如以下示例
所示：
# vxassist -g mydg remove volume snap2myvol

还可以使用此命令将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从其缓存中删除。
请参见 “删除缓存”（第 87 页）。

分割即时快照分层结构
注意：优化空间即时快照不支持此操作。
以下命令断开快照分层结构 （顶层有快照卷 snapvol）和其父卷之间的关联，以便
可以独立于父卷使用该快照分层结构：
# vxsnap [-f] [-g diskgroup] split snapvol

注意：位于分层结构最顶层的快照卷必须已完全同步，此命令才能成功。位于该分
层结构下层的快照不需要完全重同步。
请参见 “控制即时快照的同步”（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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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命令将 snap2myvol 下面的快照分层结构与其父卷分开：
# vxsnap -g mydg split snap2myvol

注意：当应用于卷集或卷集的组成卷时，此操作可能会在系统崩溃或硬件故障的
情况下导致快照分层结构中出现不一致。如果该操作应用于卷集，则必须指定
-f （强制）选项。

显示即时快照信息
vxsnap print 命令可用于显示与卷关联的快照的信息。
# vxsnap [-g diskgroup] print [vol]

此命令显示快照或卷的同步进度 （以百分比表示）。如果未指定卷，则显示有关磁
盘组中所有卷的快照信息。
以下示例显示卷 vol1，它有一个内容尚未与 vol1 同步的完整空间快照
snapvol1：
# vxsnap -g mydg print
名称
快照对象
vol1

-snapvol1_snp1
snapvol1 vol1_snp1

类型

父级

快照

%脏

% 有效

volume
volume
volume

--vol1

--100
snapvol1 1.30 --1.30 1.30

snapvol1 的 %DIRTY 值显示出，其内容与 vol1 的内容相比更改了 1.30%。因为
snapvol1 尚未与 vol1 同步，所以 % 有效值与 % 脏值相同。如果快照已部分同
步，则 % 有效值将位于 % 脏值和 100% 之间。如果快照已经完全同步，则 %VALID
值为 100%。然后，快照可以成为独立快照，或移入其他磁盘组。
有关卷以及卷集快照的更多信息，可以通过 vxsnap print 命令与 -n 获得：
# vxsnap [-g diskgroup] -n [-l] [-v] [-x] print [vol]

此外，还可以使用 vxsnap list 命令，即 vxsnap -n print 的别名：
# vxsnap [-g diskgroup] [-l] [-v] [-x] list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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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输出是在磁盘组 dg1 上使用该命令的例子：
# vxsnap -g dg -vx list
NAME
vol
svol1
svol2
svol3
svol21
vol-02
mvol
vset1
v1
v2
svset1
sv1
sv2
vol-03
mvol2

DG
dg1
dg2
dg1
dg2
dg1
dg1
dg2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dg2

OBJTYPE
vol
vol
vol
vol
vol
plex
vol
vset
compvol
compvol
vset
compvol
compvol
plex
vol

SNAPTYPE
fullinst
mirbrk
volbrk
spaceopt
snapmir
mirvol
mirbrk
mirbrk
mirbrk
detmir
detvol

PARENT
vol
vol
vol
svol2
vol
vol
vset
v1
v2
vol
vol

PARENTDG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dg1

SNAPDATE
2006/2/1
2006/2/1
2006/2/1
2006/2/1
2006/2/1
2006/2/1
2006/2/1
-

CHANGE_DATA
12:29
12:29
12:29
12:29

20M (0.2%)
120M (1.2%)
105M (1.1%)
52M (0.5%)
12:29 1G (50%)
12:29 512M (50%)
12:29 512M (50%)
20M (0.2%)
20M (0.2%)

SYNCED_DATA
10G (100%)
60M (0.6%)
10G (100%)
10G (100%)
52M (0.5%)
56M (0.6%)
58M (0.6%)
2G (100%)
1G (100%)
1G (100%)
2G (100%)
1G (100%)
1G (100%)
-

这表明卷 vol 拥有三个完整空间快照：svol1、 svol2 与 svol3，属于完整空间
即时 (fullinst)、镜像断开 (mirbrk) 以及链接的断开 (volbrk) 类型。还拥有一
个快照 plex (snapmir) vol-02 以及一个链接的镜像卷 (mirvol) mvol。快照
svol2 本身还拥有一个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spaceopt) svol21。还有一个卷集
vset1，包含组成卷 v1 与 v2。该卷集拥有一个镜像断开快照 svset1，包括组成
卷 sv1 与 sv2。最后两项显示的是一个分离的 plex vol-03 以及一个分离的镜像
卷 mvol2，其父卷为 vol。这些快照对象可能由于 I/O 错误或者出现 plex 时运行
vxplex det 命令已经分离。
CHANGE_DATA 列显示快照的当前内容与其父卷之间的大致差别。这代表需要重新
同步使两者内容再次相同的数据量。
SYNCED_DATA 列显示拍摄快照以来同步的大致进展。
-l 选项可以用来获得更长的输出列表，而不是表格形式。
-x 选项将输出扩展到包含卷集的组成卷集。

关于使用 vxsnap print 与 vxsnap list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xsnap(1M) 手
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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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即时快照的同步
注意：对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无法将它的内容与其原始卷内容同步。
本节的命令不能用来控制链接的断开快照的同步。
默认情况下，为即时快照的 vxsnap refresh 和 restore 操作启用同步。除非对
vxsnap 命令指定 sync=yes 属性，否则对其他操作禁用同步。
下表显示为手动控制同步提供的命令。
命令

描述

vxsnap [-g diskgroup] syncpause vol

暂停卷的同步。

vxsnap [-g diskgroup] syncresume vol

恢复卷的同步。

vxsnap [-b] [-g diskgroup] syncstart vol 开始同步卷。 -b 选项使操作在后
台进行。
vxsnap [-g diskgroup] syncstop vol

停止同步卷。

vxsnap [-g diskgroup] syncwait vol

在完成卷同步后退出。如果 vol
无效 （例如，它是优化空间快照）
或者 vol 未被同步，则返回错误。

vxsnap snapwait 命令的作用在于等待刚刚链接的断开快照卷或卷集进入 ACTIVE

状态；或者等待重新挂接的快照卷在重新同步过程中进入 SNAPDONE 状态。
请参见 “创建和管理链接的断开快照卷”（第 92 页）。
请参见 “重新挂接链接的断开快照卷”（第 96 页）。

提高快照同步的性能
-o 选项有两个可选的参数，可帮助优化使用 make、 refresh、 restore 和
syncstart 操作时的同步性能：

iosize=size

指定在同步卷的区域时使用的每个 I/O 请求的大小。指定
较大的值可缩短同步的完成时间，但对正在访问该卷的其
他进程的性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对于高性能阵列和控制
器硬件，建议将 size 的默认值 1m (1MB) 指定为最小值。
指定的值被舍入为卷区域大小的倍数。

slow=iodelay

按 iosize 值指定同步一系列连续区域之间的延迟 （以毫
秒为单位）。该值可用于更改同步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iodelay 的默认值为 0 毫秒 （无延迟）。增加该值将降低
同步速度，并减少与正在访问该卷的其他进程对 I/O 带宽
的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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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组合使用这些选项，如以下示例所示：
# vxsnap -g mydg -o iosize=2m,slow=100 make \
source=myvol/snapvol=snap2myvol/syncing=on
# vxsnap -g mydg -o iosize=10m,slow=250 syncstart snap2myvol

注意：这些可选参数只影响完整空间即时快照的同步。优化空间快照不支持这些
参数。

6
管理卷模板和其他配置元素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功能使用一组规则或功能创建卷。
卷模板 （简称模板）是提供功能的规则的集合。 ISP 在创建卷时引用模板，并根据
所请求的功能选择适用的模板集。
ISP 在选择模板以匹配所请求的一组功能时，遵循某些特定规则。
请参见 “卷模板”（第 120 页）。
本章中的过程使用 vxtemplate 命令。有关使用此命令的完整信息，请参见
vxtemplate(1M) 手册页。

将配置元素安装到 ISP 数据库中
存储池、存储池集、模板集、模板和功能定义称为配置元素。标准配置元素集包含
在随 ISP 软件包一起安装的配置数据库中。
这些配置元素用途广泛，可满足大多数应用的需要。要使其他的配置元素可供使
用，必须将它们安装到 ISP 配置数据库中。
若要安装文件中定义的其他元素，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template -C -d element_defs_file install

可以通过明确指定，选择只安装文件中的选定元素，如下所示：
# vxtemplate -r -C -d my_templates install template=Reliability

-r （递归）选项可确保同时安装 Reliability 模板引用的所有功能和模板。
请参见 “ISP 配置元素”（第 153 页）。

将配置元素安装到存储池和磁盘组中
创建存储池时，如果指定了模板集、存储池定义或存储池集定义，则自动将所需的
模板和功能与存储池及其磁盘组关联。
请参见 “创建存储池”（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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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池的 selfsufficient 策略控制是否可以根据需要自动从 ISP 配置数据库安
装配置元素。如果将该策略设置为 host，则池可以从配置数据库、磁盘组和池本
身安装元素。如果将该策略设置为 diskgroup，则池可以从磁盘组安装其他元
素，但不能从 ISP 配置数据库安装元素。策略值 pool 表示只能使用在池中安装的
元素。如果需要，可以使用 vxtemplate 命令将模板、功能和模板集从 ISP 配置数
据库安装到磁盘组和池中。
可以使用模板集，在一次操作中方便地安装许多功能和模板。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
将所有功能和模板从模板集 DataMirroring 安装到存储池 mypool 及其磁盘组
mydg 中：
# vxtemplate -g mydg -P mypool install
template_set=DataMirroring

这相当于使用以下 （很长）命令：
# vxtemplate -r -g mydg -P mypool install \
template=DataMirroring,ArrayProductId,\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DCOLogMirroring,\
InstantSnapshottable,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列出和输出配置元素
可使用以下命令列出与指定的磁盘组和/或存储池相关联的模板和功能。
# vxtemplate [-g diskgroup] [-P pool] list

此命令的结果类似于：
类型 名称
vt Mirroring
vt MirroringStriping
vt Raid5Template
vt Striping
cp ParityReliable
cp PerformanceByStriping
cp Reliability

状态
Active
Active
Active
Active
-

自动安装
0
0
0
0
-

其中，类型 vt 和 cp 表示卷模板定义和功能定义。
若要输出这些模板和功能的详细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template [-g diskgroup] [-P pool] print

通过将某些元素指定为命令参数，可以只输出这些元素的详细信息：
# vxtemplate [-g diskgroup] [-P pool] print \
[template=t1[,t2...]] [capability=c1[,c2...]] \
[template_set=ts1[,ts2...]] [storage_pool_set=ps1[,ps2...]] \
[pool_definition=pd1[,pd2...]]

例如，要输出与磁盘组 mydg 中的存储池 mypool 关联的卷模板 Mirroring 和
Striping 的定义，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 vxtemplate -g mydg -P mypool print template=Mirroring,Striping

以下命令列出了系统上的 ISP 配置数据库中的所有可用模板和功能：
# vxtemplate -C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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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令的输出类似于以下内容：
类型 名称
vt DataMirroring
vt Raid5Volume
vt Reliability
vt Striping
cp DataMirroring
cp DataRedundancy
cp Raid5LogMirroring
cp Raid5Capability
cp Reliability
cp Striping
ts Raid5Templates
pd raid5_volumes
ps 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

状态
-

自动安装
-

其中，类型 ts、 pd 和 ps 分别表示模板集定义、存储池定义和存储池集定义。
若要输出配置数据库中元素的详细信息，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template -C print [template=t1[,t2...]] \
[capability=c1[,c2...]] [template_set=ts1[,ts2...]] \
[storage_pool_set=ps1[,ps2...]] \
[pool_definition=pd1[,pd2...]]

与存储池和磁盘组一样，可通过将某些元素指定为命令参数来输出这些元素的详细
信息，例如：
# vxtemplate -C print template_set=DataMirroring,Raid5Templates

也可以使用 vxtemplate 的 listcapability、 listtemplate、
listtemplateset、 listpooldefinition 以及 listpoolset 关键字，以只列出
与指定的磁盘组和/或存储池关联的功能或模板。同样，printcapability、
printtemplate、 printtemplateset、 printpooldefinition 以及
printpoolset 关键字用于输出详细的元素定义。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xtemplate(1M) 手册页。

停用和重新激活模板
默认情况下，当模板与存储池关联时，它们处于激活状态。通过运行 vxtemplate
deactivate 命令，可以阻止一个或多个模板在其关联的存储池中使用：
# vxtemplate [-g diskgroup] [-P pool] deactivate \
template=t1[,t2...]

如果该模板当前正在使用中， ISP 会显示一条错误信息。
使用 vxtemplate activate 命令可以重新激活模板：
# vxtemplate [-g diskgroup] [-P pool] activate \
template=t1[,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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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功能
要更改功能的名称，请使用下面的命令：
# vxtemplate [-C | -g diskgroup] renamecapability \
oldname newname

例如，在修改了特定磁盘组的功能的属性后，可能需要更改功能的名称。

重命名模板
要更改模板的名称，请使用下面的命令：
# vxtemplate [-C | -g diskgroup] renametemplate \
oldname newname

例如，在修改了特定磁盘组的模板后，可能需要更改模板的名称。

查找指定功能的模板
若要列出实现某些功能的模板定义，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template [-C | -g diskgroup] list \
[capability=c1[,c2...]]

例如，若要列出磁盘组 ISP 配置数据库中实现了 DataMirroring 功能的所有卷：
# vxtemplate -C list capability=DataMirroring
TY NAME
vt DataMirroring
vt MultipathingThroughMirroring

如果没有指定任何功能，命令行就将列出 ISP 配置数据库或指定的磁盘组内的所有
模板。

列出模板的依赖性
卷模板定义可以扩展或应用其他卷模板的定义。要列出依赖于一个或几个给定模板
的模板，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template [-C | -g diskgroup] -w listtemplate \
template1 [template2 ...]

若要列出一个或几个给定模板依赖于它的模板，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template [-C | -g diskgroup] -r listtemplate \
template1 [template2 ...]

如果指定了 -C 选项，就会显示 ISP 配置数据库的依赖性。如果使用了 -g 选项，则
仅仅显示指定磁盘组中当前安装的模板的依赖性。
可以联合指定 -w （整个）与 -r （循环）选项，列出通过继承关系而关联的所有
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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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显示的是模板依赖性的示例结构。箭头代表继承的方向。
图 6-13

模板依赖性示例

T0

T1

T2

T3

T4

下面的命令示例显示将为此分层结构返回的输出：
# vxtemplate
T0
# vxtemplate
T0
T1
T2
# vxtemplate
T0
T1
T2
T3
# vxtemplate
T2
T3
T4
# vxtemplate
T0
T1
T2
T3
T4

-g mydg -w listtemplate T0
-g mydg -w listtemplate T2

-g mydg -w listtemplate T3

-g mydg -r listtemplate T1

-g mydg -w -r listtemplate T2

注意：模板总是显示为依赖于自己，因为自己对于 “完整”的自我必不可少。
下一个示例返回 ISP 配置数据库中 PrefabricatedRaid5 模板所依赖的模板：
# vxtemplate -C -r listtemplate PrefabricatedRaid5
TY NAME
STATE
AUTOINSTALL
vt ArrayPrduct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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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功能的依赖性
功能定义可以扩展或应用其他功能定义要列出依赖于一个或几个给定功能的功能，
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template [-C | -g diskgroup] -w listcapability \
capability1 [capability2 ...]

若要列出一个或几个给定功能依赖于它的功能，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template [-C | -g diskgroup] -r listcapability \
capability1 [capability2 ...]

如果指定了 -C 选项，就会显示 ISP 配置数据库的依赖性。如果使用了 -g 选项，则
仅仅显示指定磁盘组中当前安装的功能的依赖性。
可以联合指定 -w （整个）与 -r （循环）选项，列出通过继承关系而关联的所有
功能。
图 6-14 显示的是功能依赖性的示例结构。箭头代表继承的方向。
图 6-14

功能依赖性示例

C0

C1

C2

C3

下面的命令示例显示将为此分层结构返回的输出：
# vxtemplate
C0
# vxtemplate
C0
C1
# vxtemplate
C0
C1
C2
# vxtemplate
C2
C3
# vxtemplate
C0
C1
C2
C3

-g mydg -w listcapability C0
-g mydg -w capability listcapability C1

-g mydg -w capability listcapability C2

-g mydg -r capability listcapability C1

-g mydg -w -r listcapability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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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功能总是显示为依赖于自己，因为自己对于 “完整”的自我必不可少。
下一个示例将显示 ISP 配置数据库中 DataRedundancy 功能所依赖的功能：
# vxtemplate -C -w listcapability PrefabricatedRaid5
TY NAME
STATE
AUTOINSTALL
cp DataMirroring
cp DataMirrorStripe
cp DataRedundancy
cp DataStripeMirror
cp Raid5Capability
-

列出模板集
要列出 ISP 配置数据库中包含某些模板定义的模板集，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template -C listtemplateset [template=t1[,t2...]]

例如，列出包含模板 DataMirroring 的所有模板集：
# vxtemplate -C listtemplateset template=DataMirroring
TY NAME
ts DataMirroring
ts DataMirroringPrefabricatedRaid5
ts DataMirroringPrefabricatedStriping

如果没有指定模板，该命令就将列出 ISP 配置数据库中定义的所有模板集。

列出被模板集包含的模板
要列出 ISP 配置数据库的某些模板所包含的模板，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template -C listtemplate [template_set=ts1[,ts2...]]

例如，要列出 ConcatVolumes 模板集中包含的所有模板：
# vxtemplate -C listtemplate template_set=ConcatVolumes
TY NAME
STATE
AUTOINSTALL
vt ArrayProductID
vt ConcatVolumes
vt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vt DCOLogMirroring
vt DCOLogStriping
vt InstantSnapshottable
vt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

如果没有指定模板，该命令就将列出 ISP 配置数据库中所有模板集包含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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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包含指定模板的模板集
要列出 ISP 配置数据库中包含某些模板定义的模板集定义，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template -C listtemplateset [template=t1[,t2...]]

例如，列出包含模板 DataMirroring 的所有模板集：
# vxtemplate -C listtemplateset template=DataMirroring
TY NAME
ts DataMirroring
ts DataMirroringPrefabricatedRaid5
ts DataMirroringPrefabricatedStriping

如果没有指定模板，该命令就将列出 ISP 配置数据库中定义的所有模板集。

列出存储池定义包含的模板
要列出 ISP 配置数据库的某些存储池所包含的模板，请使用如下命令：
# vxtemplate -C listtemplate [pooldefn=pd1[,pd2...]]

例如，要列出 striped_volumes 存储池定义中包含的所有模板：
# vxtemplate -C listtemplate pooldefn=striped_volumes
TY NAME
STATE
AUTOINSTALL
vt ArrayProductID
vt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vt ConfineColumnToSimilarStorage
vt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vt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vt DCOLogStriping
vt ExcludeSpecificStorage
vt InstantSnapshottable
vt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vt Striping
-

如果没有指定存储池定义，该命令就将列出 ISP 配置数据库中所有存储池定义中
包含的模板。

删除模板、功能和模板集
要从磁盘组和/或存储池中或从 ISP 配置数据库中删除模板、功能或模板集，请使
用 vxtemplate uninstall 命令。例如，下面的命令从磁盘组 mydg 的存储池
mypool 中，删除 DataMirroring 模板和功能的定义：
# vxtemplate -g mydg -P mypool uninstall \
DataMirroring capability=DataMirroring

以下命令同样从 ISP 配置数据库中删除此模板和功能：
# vxtemplate -C uninstall DataMirrorin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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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模板与任何 ISP 卷相关联，则不能从存储池中分离该模板，也不能在事
先没有删除这些卷的情况下从磁盘组中卸载该模板。若要显示与 ISP 卷关联的模
板，请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diskgroup printintent volu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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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创建和修改用户模板
在使用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创建具有指定功能集的应用
卷时，通常可以为用来修改这些功能的参数输入参数值。例如，可以选择要求卷具
有的冗余度、容错性或性能。为方便创建卷，可以设置用户模板来存储常用的功能
集和参数值。这样在使用 vxassist 命令创建应用卷时，可以指定用户模板的名称
而无须指定功能名称。

用户模板的格式
用户模板由一系列功能和规则组成。与每项功能相关联的是一些参数-值对，参
数-值对定义功能的默认参数值。下面是常见的用于指定用户模板的格式：
user_template usertmplt_tname {
description "string"
descriptionid id
capability capability1 {
attribute_name:type = default_value
...
}
capability capability2 {
attribute_name = default_value
...
}
...
rules {
[tag "volume_tag"]
rule1
rule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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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定义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usertmplt_name

定义用户模板的名称，例如
MyReliableReplication 和 MySWSnapshot。

description

用英文描述用户模板。

descriptionid

引用信息目录 （其中可能包含本地化版本的描
述），并给出该描述在目录中的索引号。

capability

指示通过该用户模板创建的卷所提供的功能。

attribute_name

定义参数的名称和值。

rules

指定包含规则的部分从此处开始，这些规则用于选
择和布置存储区，并实现用户模板提供的功能。
请参见 “规则”（第 124 页）。

tag

为卷指定可选的默认标记。

请参见 “用户模板”（第 147 页）。
例如，假设有一项名为 HardwareReplication 的功能，它有两个变量参数，分
别指定源和目标：
capability HardwareReplication {
var source:string
var destination:string
};

此外，还有一个名为 Reliable 的功能，它通过创建镜像卷来实现可靠性：
capability Reliable {
var NMIRS:int
};

还可以将规则指定给用户模板，如下例所示，这些示例将为数据库表和索引创建应
用卷：
user_template DB_Table {
description "Makes mirrored volume for a database table"
capability DataMirroring {
NMIRS = 2
}
rules {
confineto "VendorName"="EMC"
}
};
user_template DB_Index {
description "Makes high performance volume for a database
index"
capability Striping {
NCOLS = 8
}
rules {
confineto "VendorName"="EM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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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模板 DB_Table 可用于创建带有两个 plex 的镜像卷，但被限制为只使用 EMC
磁盘。与此类似，用户模板 DB_Index 可用于创建 8 个列的条带卷，也被限制为
只使用 EMC 磁盘。

创建用户模板
可以通过直接从命令行定义来创建用户模板，也可以通过在配置文件中定义来创建
这种模板。第一种方法只适用于很简单的用户模板。通常情况下，最好在配置文件
中定义模板。
要直接从命令行创建用户模板，可以使用 vxusertemplate create 命令，如下
所示：
# vxusertemplate create usertemplate_name \
[description="string"] \
[rules=rule1 [rule2 ]...] \
[capability=capability1[(var1=value1[,var2=value2]...)]\
[,capability2[(var1=value1[,var2=value2]...)]]...]

例如，以下命令创建名为 RP_DB_Table 的用户模板，该模板具有 Reliable 和
HighPerformance 两项功能：
# vxusertemplate create RP_DB_Table \
description="Makes reliable high performance volume \
for database table"rules=confineto "VendorName"="EMC"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NMIRS=2),Striping(NCOLS=8)’

该命令将用户模板添加到由 ISP 维护的全局 usertemplates 文件中。
还可以创建包含等效用户模板的配置文件，如以下示例所示：
user_template DB_Table {
description "Makes mirrored volume for database table"
capability DataMirroring {
NMIRS = 2
}
rules {
confineto "VendorName"="EMC"
}
};
user_template DB_Index {
description "Makes high performance volume for database
index"
capability Striping {
NCOLS = 8
}
rules {
confineto "VendorName"="EM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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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可以使用带有 -d 选项的 vxusertemplate create 命令，将此配置文件中的用
户模板添加到全局 usertemplates 文件中，如下所示：
# vxusertemplate -d config_file create

使用用户模板创建应用卷
可以使用用户模板来创建应用卷，方法是，在 vxassist make 命令中指定用户模
板名称，而不是功能名称。例如，要使用用户模板 RP_DB_Table 在存储池
mypool 中创建一个 10GB 的应用卷，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 vxassist -g mydg -P mypool make myDBvol 10g \
user_template=’RP_DB_Table’

注意：与卷模板不同，您无法在命令行上指定用户模板的参数值。

列出当前定义的用户模板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列出当前在全局 usertemplates 文件中定义的所有用户模板：
# vxusertemplate list

输出用户模板定义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输出有关当前在全局 usertemplates 文件中定义的一个或多
个用户模板的详细信息：
# vxusertemplate print usertemplate1 [usertemplate2 ...]

删除用户模板
要从全局 usertemplates 文件中删除用户模板定义，可使用以下命令：
# vxusertemplate delete usertemplate

8
使用功能、模板和规则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提供了一种非常灵活的、基于规则
的结构化声明语言，用来描述如何从可用存储区配置一个应用卷，并让该卷具有给
定的一组特性。使用该语言可以指定将存储区分配给卷的各个部分，如镜像、列、
日志和快照，以及整个卷时所遵循的规则。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各节内容：
■

功能

■

卷模板

■

规则

■

存储区选择规则

■

存储区选择规则运算符

■

存储区布局规则

■

复合规则

■

属性别名

■

在命令行上使用简化的规则语法

请参见 “ISP 语言定义”（第 137 页）。
请参见 “ISP 配置元素”（第 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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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如果用 ISP 语言来描述，功能就是对卷用途的说明。每个模板都与一种或多种功能
关联，这样 ISP 在为卷分配存储区时就可以选择适合使用的模板。 ISP 将功能解释
为标记。
下面是常见的功能定义的格式：
capability cap_name {
extends capname1,capname2, ...
description text
descriptionid id
display_name name
display_name_id catalogID, index
var varname1:type {
defaultvalue value
description description
descriptionid catalogid, index
}
var varname2:type {
defaultvalue value
description text
descriptionid catalogid, index
}
...
};

此定义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cap_name

指示功能的性质，例如 Reliable、 Performant、
Snapshot 和 EMCSnapshot。

extends

指示该功能是从其他指定功能派生的。
请参见 “功能的继承性”（第 119 页）。

description

用英文描述功能或功能的某个变量参数。

descriptionid

引用信息目录 （其中可能包含本地化版本的描述），并给
出该描述在目录中的索引号。

display_name

定义在 VEA 中显示的功能的英文名称。

display_name_id

引用信息目录 （其中可能包含本地化版本的显示名称），
并提供该显示名称在目录中的索引号。

var

定义一个变量，该变量可被指定为功能的参数和参数值。
模板可以在规则部分使用变量来提供所请求的功能。允许
使用的变量类型包括 int 和 string。

defaultvalue

定义功能的参数的默认值 （如果不指定任何值）。

请参见 “功能”（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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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功能定义的示例：
capability DataMirroring {
display_name "Data Mirroring"
display_name_id "{b84f1c64-1dd1-11b2-8b42-080020feef8b}", 3
description "Volume has multiple copies of data."
descriptionid "{b84f1c64-1dd1-11b2-8b42-080020feef8b}", 4
extends DataRedundancy
var nmirs:int {
display_name "Number of data copies"
display_name_id "{b84f1c64-1dd1-11b2-8b42080020feef8b}", 5
description "Specify the number of copies of data."
descriptionid "{b84f1c64-1dd1-11b2-8b42-080020feef8b}",
6
defaultvalue 2
}
};

功能的继承性
功能定义中的 extends 关键字使功能可以继承一个或多个基本 功能的某些属性。
由此推断，这种派生 功能与基本功能之间存在 “是”关系。继承体制使用以下
规则：
■

派生功能继承其所有基本功能的变量。

■

派生功能所定义的变量不能与其任何基本功能中的任何变量同名。

■

如果某个功能是从多个基本功能派生的，那么这些基本功能中的所有变量之间
都不得有同名现象。

下面的功能定义示例说明 DataMirrorStripe 功能是如何从一般的
DataMirroring 和 Striping 功能派生的。
capability DataMirrorStripe {
extends DataMirroring, Striping
};

DataMirrorStripe 还从它扩展的这两个功能中继承了变量 nmirs 和 nc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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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模板
卷模板 （或简称 “模板”）是一个有意义的规则集合，该集合按照规则中的定义
或通过引用其他功能来提供卷功能。 ISP 在创建应用卷时引用模板。它根据您需要
的卷功能选择适当的模板，然后按照模板中包含的规则来分配存储区。
下面是常见的用于指定模板的格式：
volume_template template_name {
extends template1, template2, ...
inherits capability5, capability6, ...
provides capability1, capability2, ...
requires capability3, capability4, ...
description text
descriptionid id
rules {
[tag "volume_tag"]
rule1
rule2
...
}
};

此定义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组成部分：
template_name

指示可由该模板创建的卷的性质，如 DataMirroring、
Raid5Volume 和 InstantSnapshottable。

extends

指示该模板包含指定模板中的所有功能、规则和变量。
请参见 “extends”（第 121 页）。

inherits

指示该模板在需要时可从所列功能继承功能。
请参见 “inherits”（第 122 页）。

provides

指示从该模板创建的卷所提供的功能。
请参见 “provides”（第 122 页）。

requires

指示该模板在需要时可从提供指定功能的其他模板获取
规则。
请参见 “requires”（第 123 页）。

description

用英文描述模板。

descriptionid

引用信息目录 （其中可能包含本地化版本的描述），并给出
该描述在目录中的索引号。

rules

指定包含规则的部分从此处开始，这些规则用于选择和布置
存储区，并实现模板提供的功能。规则通常根据为所需功能
的参数指定的值运行。
请参见 “规则”（第 124 页）。
请参见 “复合规则”（第 132 页）。

tag

为卷指定可选的默认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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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节详细介绍这些关键字：
■

extends

■

inherits

■

provides

■

requires

请参见 “卷模板”（第 141 页）。

extends
模板可以通过扩展一个或多个基本模板来派生一些属性，如下面的示例所示：
volume_template DerivedTemplate {
extends BaseTemplate
rules {
...
}
};

通过扩展 BaseTemplate 模板， DerivedTemplate 模板可以：
■

提供 BaseTemplate 可提供的所有功能。
请参见 “provides”（第 122 页）。

■

请求 BaseTemplate 所请求的所有功能。
请参见 “requires”（第 123 页）。

■

继承 BaseTemplate 所继承的所有功能。
请参见 “inherits”（第 122 页）。

■

获取并应用 BaseTemplate 的所有规则。

■

使用 BaseTemplate 提供的所有功能的变量。

注意：BaseTemplate 和 DerivedTemplate 不能使用具有同名变量的不同
功能。
派生的模板与基本模板之间存在 “是”关系。使用时，派生模板可代替它的任何
一个基本模板。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extends 关键字：
■

将 ReliablePerformant 扩展到模板 MyReliablePerformant 中：
volume_template MyReliablePerformant {
extends ReliablePerformant
rule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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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s
如果模板指定它能够继承某个功能，则必要时它将提供该功能。继承某种功能相当
于请求然后提供该功能。
请参见 “requires”（第 123 页）。
请参见 “provides”（第 122 页）。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inherits 关键字：
■

下面的模板定义：
volume_template ReliableSnapshot {
requires Reliable
provides Reliable, Snapshot
rules {
...
}
};

可改写为：
volume_template ReliableSnapshot {
inherits Reliable
provides Snapshot
rules {
...
}
};

provides
模板按照其规则的定义或通过请求功能来提供一个或多个功能。
请参见 “requires”（第 123 页）。
模板的规则可以使用为功能定义的任何变量。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provides 关键字：
■

定义 ReliableT 模板，该模板提供 Reliable 功能，并使用该功能的
NMIRS 变量来设置镜像数：
volume_template ReliableT {
provides Reliable
rules {
mirror NMIRS {
...
}
}
};

使用功能、模板和规则
卷模板

requires
如果模板请求一个或多个功能，它也可以从提供这些功能的任何模板获取相应的
规则。
requires 关键字的意义与 provides 不同。只要模板通过指定它请求某个功能来提
供此功能，此功能就应在 provides 或 inherits 子句中显式列出。

请参见 “provides”（第 122 页）。
请参见 “inherits”（第 122 页）。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requires 关键字：
◆

定义 MySnapshot 模板，该模板提供 SnapShot 功能，请求但不提供
Reliable 功能：
volume_template MySnapshot {
requires Reliable
provides Snapshot
rules {
...
}
};

此模板选取提供 Reliable 功能的任何模板，并将这些模板的规则与它本身
的规则合并。如果还要求该模板提供 Reliable 功能，则应按如下方式使用
inherits 关键字：
volume_template MyReliableSnapshot {
inherits Reliable
provides Snapshot
rules {
...
}
};

此模板通过它本身的规则提供 Snapshot 功能，并且还通过使用其他模板的规
则来提供 Reliable 功能。
注意：requires 关键字使 ISP 能够选择任意一个可提供所需功能的模板，让 ISP
在分配存储区时有更大的灵活性。这种行为被称为动态继承。
在选择具有所需功能的模板时， ISP 首选只提供该功能的模板。这种行为可避免为
卷提供不相关的功能。
在搜索具有所需功能的模板时， ISP 只选择那些继承或提供该功能的模板。
在搜索具有所需功能的模板时， ISP 递归地选择那些提供全部所需功能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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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规则指定分配存储区时所依照的条件、在存储区上布置 VxVM 对象时所依照的条
件以及这些对象之间的关系。规则可分为定义如何选择存储区的存储区选择规则，
以及定义如何使用存储区的存储区布局规则。
可选择在任何规则前加关键字 desired。此修饰语表示 ISP 将尽量选用此规则，但
如果该规则可能导致分配失败， ISP 可以将其丢弃。 desired 关键字后的可选整数
指定该规则的优先顺序值。如果指定此数字，则该值必须大于或等于 1。如果没有
为规则指定优先顺序值，将假定该值为 1。优先顺序值较低的规则将优先保留。优
先顺序相同的规则将被同时丢弃。
在下面的示例中，如果没有足够的存储区来满足存储区分配请求，就可以删除
stripe 规则：
mirror 2 {
desired 10 confineto "enclosure"
desired 15 stripe 15
}

存储区选择规则
以下各节介绍存储区选择规则：
■

affinity

■

confineto

■

exclude

■

multipath

■

select

■

separateby

■

strong separateby

可以把规则的适用范围限制为应用卷的组件，如 plex、列和日志。
请参见 “复合规则”（第 132 页）。
使用运算符可以将存储区选择规则 confineto、 exclude 和 select 的多个参数组
合到一起。如果不指定运算符， ISP 将使用该规则的默认运算符。
请参见 “存储区选择规则运算符”（第 129 页）。
注意：可以将 =、 !=、 <、 <=、 > 和 >= 这几个比较运算符用于 confineto、
exclude 和 select 存储区选择规则。不过， <、 <=、 > 和 >= 运算符的操作参数
必须是可以用 64 位或更少的位表示的有符号整数或无符号整数。如果操作数是字
符串、实数或长度超过 64 位的整数，比较结果可能会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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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inity
affinity 规则表示 VxVM 对象之间的亲和性。符合此规则的对象共享尽可能多
的属性值。
注意：affinity 规则不接受任何规则运算符。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affinity 规则：
■

从尽可能少的磁盘阵列分配存储区：
desired affinity "Enclosure"

confineto
confineto 规则将 VxVM 对象 （如卷或镜像）限制为配置在特定的一组 LUN
中。该规则的范围确定要对哪些 VxVM 对象进行限制。当在顶层使用 confineto
规则时，该规则通常应用于卷。
可以使用符合规则将镜像、列或日志限制到一组 LUN。
请参见 “复合规则”（第 132 页）。
注意：包含 confineto 的表达式可使用 allof、 anyof、 eachof、 noneof 和
oneof 运算符来组合多个参数。默认情况下， ISP 使用 eachof 运算符。
请参见 “存储区选择规则运算符”（第 129 页）。
confineto 规则的表达式参数通常包含一个或多个 LUN 属性，这些属性在指定
时可以带也可以不带属性值。 LUN 属性可以是自动发现的，也可以是用户定义
的。不带引号的值被解释为变量的名称，其变量值将在创建 VxVM 对象时确定。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confineto 规则：
■

使用用户定义属性 Room 的值相同的存储区：
confineto "Room"

■

默认情况下， confineto 规则使用 eachof 运算符。下列规则是等效的，它
们都指定只从 EMC LUN 或 Room 属性值相同的 LUN 分配存储区：
confineto "Room", "VendorName"="EMC"
confineto eachof("Room", "VendorName"="EMC")

■

仅使用 Room 属性设置为值 Room1 的 EMC LUN：
confineto eachof("VendorName"="EMC", "Room"="Roo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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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使用这样的存储区：VendorName 设置为变量 VENDOR_NAME 的值、 Room
设置为变量 ROOM_NAME 的值：
confineto eachof("VendorName"=VENDOR_NAME, "Room"=ROOM_NAME)

注意：VENDOR_NAME 和 ROOM_NAME 都是在功能中定义的变量。它们的值在
您创建 VxVM 对象的过程中为功能输入值时进行解析。
■

使用磁盘阵列 EMC1 或 EMC2 （或两者都包括）中的一个或多个 LUN （而不
使用任何其他位置的 LUN）创建卷：
confineto anyof("Enclosure"="EMC1", "Enclosure"="EMC2")

注意：当使用 anyof 运算符时， ISP 按操作数的指定顺序从操作数所指对象
获取存储区。在本例中， ISP 首先尝试从磁盘阵列 EMC1 选择 LUN，如果这一
步不可行，则从磁盘阵列 EMC2 选择 LUN。如果这一步也做不到， ISP 将同时
从 EMC1 和 EMC2 选择 LUN。
■

使用全部来自 EMC 或全部来自 Hitachi 的 LUN：
confineto oneof("VendorName"="EMC", "VendorName"="Hitachi")

注意：当使用 oneof 运算符时， ISP 按操作数的指定顺序从操作数所指对象
中获取存储区。在本例中， ISP 首先尝试选择 EMC LUN，如果这一步不可
行，则选择 Hitachi LUN。
■

限定只能从 Room1 或 Room2 分配存储区。如果从 Room1 选择存储区，则不
能使用 Hitachi LUN。同样，如果从 Room2 选择存储区，则不能使用 EMC
LUN。
confineto
oneof(eachof("Room"="Room1",noneof("VendorName"="Hitachi")), \
eachof("Room"="Room2", noneof("VendorName"="EMC")))

注意：在本例中， ISP 首先尝试从 Room1 选择 LUN，如果这一步不可行，则
从 Room2 选择 LUN。
■

不使用 Room1 的 LUN 和供应商 EMC 的 LUN：
confineto noneof("VendorName"="EMC", "Room"="Room1")

注意：noneof 运算符表示计算为其操作数的逻辑并集。
■

从 Room1 和 Room2 中的 LUN 分配存储区：
confineto allof("Room"="Room1", "Room"="Room2")

注意：如果不指定运算符，则使用 eachof 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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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配存储区时不把 EMC LUN 与其他供应商的 LUN 混在一起：
confineto oneof("VendorName"="EMC", noneof("VendorName"="EMC"))

■

仅从 Columns 属性值大于 1、 Parity 属性值为 0 的 LUN 中分配存储区：
confineto eachof("Columns">"1", "Parity"="0"))

exclude
exclude 规则排除一组 LUN，使其不能分配给 VxVM 对象。
注意：包含 exclude 的表达式只能使用 allof 和 eachof 运算符来组合多个参数。
默认情况下， ISP 使用 allof 运算符。
请参见 “存储区选择规则运算符”（第 129 页）。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exclude 规则：
■

下面的规则是等效的，它们都禁止从 EMC 和 Hitachi 磁盘分配存储区：
exclude "VendorName"="EMC", "VendorName"="Hitachi"
exclude allof("VendorName"="EMC", "VendorName"="Hitachi")

■

不使用 Room1 的 EMC LUN：
exclude eachof("VendorName"="EMC", "Room"="Room1")

■

不使用 VendorName 设置为变量 VENDOR_NAME 的值的磁盘：
exclude "VendorName"=VENDOR_NAME

注意：VENDOR_NAME 是在功能中定义的变量。它的值在创建 VxVM 对象时进
行解析。
■

排除磁盘阵列 Enclr1 中的特定 LUN：
exclude allof("DeviceName"="Enclr1_1", "DeviceName"="Enclr1_2")

multipath
multipath 规则指定 VxVM 对象在若干指定组件发生故障时的承受能力。该规则
指出 VxVM 对象到每个组件应有多少条可用路径。
注意：multipath 规则不接受任何规则运算符。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multipath 规则：
■

允许一个控制器出现故障：
multipath 2 "Controller"

■

允许一个控制器和 一台交换机出现故障：
multipath 2 "Controller", 2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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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select 规则指定使用哪个存储区创建 VxVM 对象。在 sub 子句外使用时，此规则
应用于整个卷。
注意：包含 select 的表达式可以使用 allof、 anyof、 eachof、 noneof 和
oneof 运算符来组合多个参数。默认情况下， ISP 使用 anyof 运算符。
请参见 “存储区选择规则运算符”（第 129 页）。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select 规则：
■

下列规则是等效的 （它们尝试先从 Room1 分配 LUN，如果不成功，则从
Room2 分配 LUN，然后是从这两个位置分配 LUN）：
select "Room"="Room1", "Room"="Room2"
select anyof("Room"="Room1", "Room"="Room2")

注意：当使用 anyof 运算符时， ISP 按操作数的指定顺序从操作数所指对象
获取存储区。
■

仅使用 Room1 的 EMC LUN：
select eachof("VendorName"="EMC", "Room"="Room1")

注意：这里使用的是 eachof 运算符而不是 allof 运算符。 eachof 运算符
是指对其操作数执行逻辑交集运算。 allof 运算符是指对其操作数执行逻辑
并集运算。
■

使用磁盘阵列中的指定 LUN：
select "DeviceName"="Enclr1_1","DeviceName"="Enclr1_2"

separateby
separateby 规则用于描述 VxVM 对象之间的分隔方式。此规则通常用于定义故
障域，以便通过避免单点故障来提升可靠性。例如， separateby 规则可用于定
义卷的多个镜像不得共享一个控制器。这使卷能承受单个控制器出故障的情况。
注意：separateby 规则不接受任何规则运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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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separateby 规则：
■

在不同的磁盘阵列上分配 VxVM 对象：
separateby "Enclosure"

■

分配 VxVM 对象，使每个对象可承受一个控制器出故障的情况，并且还使用
来自不同制造商的 LUN：
separateby "VendorName", "Controller"

strong separateby
strong separateby 规则是 separateby 规则的一个特殊形式，但前者的限制
性更强一些，即不允许分配给 VxVM 对象的存储区具有相同的属性。
注意：strong separateby 规则不接受任何规则运算符。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strong separateby 规则：
■

分配 VxVM 对象，使每个对象都配置在完全独立的转轴集上。
strong separateby "Spindles"

存储区选择规则运算符
下表列出了可用来组合 confineto、 exclude 和 select 存储区选择规则的运
算符：
运算符

描述

allof

选择与所有操作数的并集相匹配的可用存储区。

anyof

按操作数的指定顺序选择与任意操作数相匹配的可用存储区。选择第一个
匹配项。

eachof

选择与每个操作数匹配的可用存储区。

noneof

不选与任何操作数相匹配的存储区。

oneof

选择与一个 （且只与一个）操作数相匹配的可用存储区。选择第一个匹
配项。

有关这些运算符是否适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各选择规则的说明。

129

130 使用功能、模板和规则
存储区布局规则

存储区布局规则
以下各节介绍存储区布局规则：
■

apply

■

parity

■

striped

可以把规则的适用范围限制为应用卷的组件，如 plex、列和日志。
请参见 “复合规则”（第 132 页）。

apply
除应用当前模板中的规则之外，还可使用 apply 规则应用一个或多个指定模板中的
规则。如果指定的模板在其规则部分也使用 apply，则此规则将以递归方式应用。
不使用任何引用模板的功能。
包含 apply 的表达式可以指定 eachof 或 oneof 运算符。此关键字的默认运算符是
eachof。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apply 规则：
■

将模板 ArrayProductId 中的规则应用 （但不应用该模板中的功能）到模
板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内的复合规则：
volume_template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
provides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rules {
apply ArrayProductId
confineto eachof ( "Redundancy" =nmirs , "Parity" ="0"
}
};

)

volume_template ArrayProductId {
provides ArrayProductId
rules {
confineto "ProductId"
}
};
■

通常，在希望获取模板的规则而不需要与其关联的功能时，可以使用 apply 关
键字。此示例定义了模板 MyReliableSnapshot。按照其定义，将
Snapshot 应用于一个镜像会使整个卷获得关联的 Snapshot 功能，而将
EMCStorage 应用于一个镜像则不会使整个卷获得 EMCStorage 功能：
volume_template MyReliableSnapshot {
provides Snapshot, Reliable
rules {
separateby "Enclosure"
mirror 1 {
apply Snapshot, EMC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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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neto "Enclosure"
}
mirror 1 {
confineto "Enclosure"
}
}
};

parity
parity 规则定义在以硬件或软件的形式实现冗余时，冗余是否应基于奇偶校验
（即 RAID-5）。其值可以是 true 或 false。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parity 规则：
■

定义一个使用软件 RAID-5 提供可靠性的模板：
volume_template Raid5Volume {
provides Raid5Capability, Raid5LogMirroring
rules {
parity true
stripe ncols - nmaxcols
log nlogs {
type raid5
}
}
};

striped
striped 规则指示是否对卷或镜像进行条带化。
当 striped 设置为 true 时，由于条带化可以用硬件方式实现，也可以用软件方式
实现，所以列数不必大于 1。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striped 规则：
■

定义一个使用镜像提供可靠性的模板，但不允许使用条带化：
volume_template ReliableConcat {
provides Reliable, Concat
rules {
mirror NMIRS
striped fal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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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规则
规则应用到卷、镜像、列还是日志，取决于规则的应用范围。复合规则由其他几种
规则组成，用于指定级别比整个卷的级别低一级的规则范围。复合规则可应用于卷
的一个或多个镜像、列或日志。它还可以定义如何为卷实现冗余和分隔功能。
注意：指定复合规则的嵌套级数时最深不能超过两级。
以下几节介绍各种类型的复合规则：
■

log

■

mirror

■

mirror_group

■

stripe

mirror
mirror 规则用于描述卷的一个或多个镜像。所有基本规则 （striped 和 parity

除外）和受限形式的 stripe 规则都可在 mirror 规则内使用。在 mirror 规则内指
定的规则只能应用于利用此规则构建的那些镜像。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mirror 规则：
■

限制磁盘阵列内的每个镜像，以使任何镜像都不能跨越一个以上的磁盘阵列：
mirror all {
confineto "Enclosure"
}

■

使用 EMCSnapshot 功能配置某个卷的两个镜像：
mirror 2 {
apply EMCSnapshot
}

■

使用 confineto 规则强制在四个独立磁盘阵列的每个阵列上各创建一个镜像：
mirror 1 {
confineto
}
mirror 1 {
confineto
}
mirror 1 {
confineto
}
mirror 1 {
confineto
}

"Enclosure"="enclr1"

"Enclosure"="enclr2"

"Enclosure"="enclr3"

"Enclosure"="enclr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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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_group
mirror_group 规则将卷的不同镜像组合在一起。当镜像组之间存在共同点时，
或者这类镜像组之间需要应用 separateby 规则时，应使用此规则。只能在镜像组
内合并镜像。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mirror_group 规则：
■

配置两个镜像组，让 A 组有两个条带镜像， B 组有两个连续镜像，每个组内
的镜像都位于不同的磁盘阵列上：
mirror_group A {
mirror 2 {
confineto "Enclosure"
}
stripe 4
}
mirror_group B {
mirror 2 {
confineto "Enclosure"
}
striped false
}
mirror_group A,B {
separateby "Enclosure"
}

stripe
stripe 规则描述卷的一个或多个列。在 stripe 规则内可以指定所有基本规则和
一些与限制形式有关或与镜像有关的规则。 ISP 可以将多个 stripe 规则合并成一
个 stripe 规则，后者包含的规则是单独的 stripe 规则的并集。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stripe 规则：
■

将 VxVM 对象条带化为 5 列以上：
stripe 5

■

使用 confineto 规则强制在不同的磁盘阵列上创建列，但这些磁盘阵列挂接
到同一控制器 ctlr1 上：
stripe 6-2 {
confineto "Controller"="ctlr1"
separateby "Enclosure"
}

首选是创建 6 列。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 ISP 尝试创建数量较少的列，但至少
为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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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log 规则描述卷的日志。该规则的参数指定日志可以有多少个镜像。这种复合规
则可以包含存储区选择规则和条带规则，并可以定义日志类型。可以定义下列日志
类型：
dco

版本 20 的数据更改对象 (DCO)，既可用于 DRL，也可用于快速重同步。

raid5

RAID-5 日志。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运用 log 规则：
■

创建一个包含 4 个列的条带化 RAID-5 日志，并创建一个 DCO 日志，每个日
志都被限制为使用一个磁盘阵列 （但可能是不同的磁盘阵列）的 LUN：
parity true
log 1{
type raid5
confineto "Enclosure"
stripe 4
}
log 1{
type dco
confineto "Enclosure"
}

■

创建一个新式镜像 DCO 日志，其中的每个 plex 分别在不同的控制器上配置。
mirror 2
log 2{
type dco
separateby "Controller"
}

属性别名
支持使用以下属性别名：
属性

别名

描述

Controller

c、 controller、 cntrl、 ctlr、
ctrl

控制器的名称，例如：
"Controller"="c1"

DA

d、 da、 daname、 devicename

磁盘访问名，例如：
"DA"="c0t4d0s2"

DM

disk、 dm

磁盘介质名，例如：
"DM"="mydg01"

Enclosure

enclosure、 enclr

磁盘阵列的名称，例如：
"Enclosure"="en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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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别名

描述

LunId

lunid、 udid

LUN 标识符，例如：
"LunId"="0"

ProductId

pid、 productid

阵列的产品标识符，例如：
"ProductId"="GR710"

RPM

diskrpm、 rpm

磁盘转速 （以每分钟的转数为
单位），例如：
"RPM"="7200"

Target

t、 target

控制器上的目标标识符，例如：
"Target"="c0t4"

VendorName

vendor、 vendorname

阵列的供应商标识符，例如：
"VendorName"="FUJITSU"

在命令行上使用简化的规则语法
在命令行上使用 vxassist 与 vxvoladm 命令时，为方便起见，可以采用以下简化
形式表示规则：
rule_name=attribute_name[=value][,...]

对于以下的规则表达式示例：
confineto eachof("VendorName"="EMC","Room"="Room1","Building")
select anyof("Room"="Room1","Room"="Room2","Building")
exclude allof("VendorName"="EMC","VendorName"="Hitachi")
affinity "Enclosure"
separateby "Controller"
strong separateby "Spindles"

可以通过以下等效的简化规则表达式表示：
confineto=VendorName=EMC,Room=Room1,Building
select=Room=Room1,Room=Room2,Building
exclude=VendorName=EMC,VendorName=Hitachi
affinity=Enclosure
separateby=Controller
strong separateby=Spindles

假定使用默认的存储区选择规则，并且不能使用规则语法的简化形式替换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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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SP 语言定义
使用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规定语言可以定义下列对象：
■

功能

■

卷模板

■

用户模板

■

存储池

■

模板集

■

存储池集

■

卷组

请注意以下几点与该语言的语法有关的说明：
■

每类对象 （例如功能、模板、用户模板和存储池）都有自己的命名空间。这
意味着功能和模板可以同名，但两个功能之间不能同名。

■

所有关键字都不区分大小写。

■

基元类型包括：

boolean

可能的值包括 true 和 false。

guid_string

GUI 元素的字符串标识符。

int

带正负号的短整型。

long

带正负号的长整型。

quoted_string

用双引号引起来的字符串。

string

字符串。

uint32

不带正负号的 32 位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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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约定
语法描述中使用下列版式约定：
字体

用法

示例

等宽字体
（加粗）

表示关键字。

功能

等宽字体
（倾斜）

表示不可简化的术语 （如标识符及
其类型）。
如果只指定类型，则需要指定值。

c_name:string

等宽字体

表示可简化的术语。

capability_list

符号

用法

示例

[]

表示可选语法部分。

[ extends
capability_list ]

|

分隔相互排斥的语法部分。

dco | drl | raid5 | srl

uin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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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关键字
下列关键字为保留关键字。不能将它们用作功能、模板等名称的标识符。
all

defaultvalue

int

selfsufficient

allof

description

log

separateby

affinity

descriptionid

mirror

server_plugin_id

aggregatable

desired

mirror_group

storage_pool

aggregate

display_name

multipath

storage_pool_set

anyof

display_name_id

none

string

application_template

dg

noneof

template

application_templates domain

oneof

templates

apply

dontcare

parity

template_set

autogrow

eachof

pool

true

capabilities

exclude

pools

type

capability

extends

provides

user_template

clone

false

raid5

user_templates

column

feature

range

var

confineto

features

required

volume_template

const

group

requires

volume_templates

data

host

rules

widget_plugin_id

dcm

hosts

select

dco

implements

stripe

drl

inherits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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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capability c_name:string [ {
[ extends string_list ]
[ description quoted_string ]
[ descriptionid msgcat_id:quoted_string, msg_id:int ]
[ display_name quoted_string ]
[ display_name_id msgcat_id:quoted_string, msg_id:int ]
[ variable_list ]
} ] ;

请参见 “规则”（第 124 页）。

string_list
string | string_list, string

variable_list
variable | variable_list variable

variable
var
[
[
[
} ]

var_name:string : int | string [ {
defaultvalue value:int | quoted_string ]
description quoted_string ]
descriptionid msgcat_id:quoted_string, msg_id: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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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模板
volume_template vt_name:string {
[ provides string_list ]
[ requires string_list ]
[ inherits string_list ]
[ extends string_list ]
[ description quoted_string ]
[ descriptionid msgcat_id:quoted_string, msg_id:int ]
[ rules [ {
template_rules
} ] ]
} ;

请参见 “卷模板”（第 120 页）。

template_rul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
} ]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exclude exclude_expr] |
select select_expr]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affinity string_list]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 |
striped boolean ] |
parity boolean ] |
apply string_list ] |
mirror int [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 striped boolean ]
] stripe from:int - to:int [ {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 select select_expr ]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
[
[
[

mirror [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select select_expr ]

desired [
[ desired
[ desired
[ desired

pref_order ]
[ pref_order
[ pref_order
[ pref_order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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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sired [
desired [
desired [
desired [
desired [
desired [
[ desired
[ desired
[ desired
[ desired
[ desired
[ desired
]
|

pref_order ]
pref_order ]
pref_order ]
pref_order ]
pref_order ]
pref_order ]
[ pref_order
[ pref_order
[ pref_order
[ pref_order
[ pref_order
[ pref_order

]
]
]
]
]
]
]
]
]
]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affinity string_list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striped boolean ]
stripe from:int - to:int [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
[
[
[
[
[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
} ] ] |

mirror all [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 striped boolean ]
] stripe from:int - to:int [ {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 select select_expr ]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
[
[
[
[
[
[
[
[

stripe from:int - to:int [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 mirror int [ {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 select select_expr ]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desired [ pref_orde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mirro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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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sired
desired
desired
desired
desired
desired
desired

[
[
[
[
[
[
[

pref_order
pref_order
pref_order
pref_order
pref_order
pref_order
pref_order

]
]
]
]
]
]
]

]
]
]
]
]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exclude exclude_expr ]
select select_expr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affinity string_list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desired [ pref_order ] ] mirror_group mg_name:string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 desired [ pref_order ] ] mirror int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iped boolean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ipe from:int - to:int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
[ [
[
[
[
[
[
[
[
[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provides string_list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mirror [ {
]
]
]
]
]
]
]
]
]
]
]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exclude exclude_expr ]
select select_expr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affinity string_list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striped boolean ]
stripe from:int - to:int [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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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 ]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ipe all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log int [ {
type dcm |dco | drl | raid5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iped boolean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ipe from:int - to:int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 ] ]
} ]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log all {
type dcm |dco | drl | raid5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iped boolean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ipe from:int - to:int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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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esired [ pref_order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ipe all [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exclude exclude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lect select_expr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affinity string_list ]
[ [ desired [ pref_order ]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 ] ]
} ] ]

confineto_expr
name:string |
name:string operator value:string |
name:quoted_string |
name:quoted_string operator value:quoted_string |
eachof(confineto_expr) |
anyof(confineto_expr) |
allof(confineto_expr) |
oneof(confineto_expr) |
noneof(confineto_expr) |
confineto_expr, confineto_expr

exclude_expr
name:string operator value:string |
name:quoted_string operator value:quoted_string |
allof(exclude_expr) |
exclude_expr, exclude_expr

multipath_expr
from:int [ - to:int ] name:string |
from:int [ - to:int ] name:quoted_string |
multipath_expr, multipath_expr

select_expr
confineto_expr

operator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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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_order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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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模板
user_template ut_name:string [ {
[ description quoted_string ]
[ descriptionid descriptionid ]
[ capability capabilities_expr ]
[ rules [ {
[ rules ]
} ] ]
} ] ;

请参见 “用户模板的格式”（第 113 页）。

capabilities_expr
c_name:string [ {
parameter_list
} ]
| capabilities_expr, capabilities_expr

parameter_list
[ const ] attribute:string = value_expr
| parameter_list, parameter_list

value_expr
string | 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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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池
storage_pool sp_name:string [ {
[ volume_templates vt_name_list ]
[ description quoted_string ]
[ descriptionid descriptionid ]
[ autogrow boolean ]
[ selfsufficient boolean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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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集
template_set sp_name:string [ {
[ volume_templates vt_name_list ]
[ description quoted_string ]
[ descriptionid descriptionid ]
} ] ;

存储池集
storage_pool_set sp_name:string [ {
[ storage_pools st_pool_list ]
[ description quoted_string ]
[ descriptionid descriptionid ]
} ] ;

st_pool_list
sp_name:string | st_pool_list, st_pool_list

卷组
vg_rules
[ vg_rule ] | vg_rules vg_rule

vg_rule
[[
[[
[[
[[
[[
[[
[[

desired
desired
desired
desired
desired
desired
desired

[pref_order]]
[pref_order]]
[pref_order]]
[pref_order]]
[pref_order]]
[pref_order]]
[pref_order]]

confineto confineto_expr] |
exclude exclude_expr] |
select select_expr] |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strong separateby string_list] |
affinity string_list] |
multipath multipath_expr]

confineto_expr
quoted_string |
name:quoted_string operator value:quoted_string |
eachof(confineto_expr) |
anyof(confineto_expr) |
oneof(confineto_expr) |
noneof(confineto_expr) |
allof(confineto_expr) |
confineto_expr, confineto_ex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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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ude_expr
name:quoted_string operator value:quoted_string |
allof(exclude_expr) |
eachof(exclude_expr) |
exclude_expr, exclude_expr

select_expr
quoted_string |
name:quoted_string operator value:quoted_string |
eachof(select_expr) |
allof(select_expr) |
noneof(select_expr) |
anyof(select_expr) |
oneof(select_expr) |
select_expr, select_expr

multipath_expr
from:int [ - to:int ] name:quoted_string |
from:int [ - to:int ] name:string |
multipath_expr, multipath_expr

operator
<= | < | = | > | >= | !=

pref_order
1 <= pref_order <= maxint

B
更改 ISP 的分配行为
通过设置 allocation_priority_order 属性的值，可以控制 ISP 在分配存储
区时的行为。例如，可以使用此属性确定当没有足够的存储区来创建卷时，应当先
增大存储池，还是先放弃应用所需的规则。可以在 /etc/default/allocator
文件中编辑此属性的定义来更改默认行为，或者，也可以调用一次 vxassist 或
vxvoladm 命令，并指定 -o allocation_priority=value 选项作为命令行参数，
以此方式来更改默认行为。 value 参数可以使用 1 到 12 的整数值，如下表所示。
值

优先顺序

1

S<T<A<D

2

S<T<D<A

3

S<A<T<D

4

S<D<T<A

5

S<A<D<T

6

S<D<A<T

7

A < S < T < D （默认行为）

8

D<S<T<A

9

A<S<D<T

10

D<S<A<T

11

A<D<S<T

12

D<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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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优先顺序符号的含义说明如下：
符号

描述

A

自增长：如果 AutoGrow 设置的值允许，则可以增大存储池以增加可用存
储区。

D

所需的规则：如果没有足够的存储区，则可以放弃使用规则。

S

自足：如果 SelfSufficent 设置的值允许，那么在存储区不够的情况下，
可以向存储池中添加模板。

T

模板组合：如果没有足够的存储区，则可以使用不同的模板组合。

<

指出在尝试分配存储区时按什么顺序选择操作。“X < Y”代表 Y 优先于 X。
与列表中左边的项相比，会优先选择最右边的项。

例如， ISP 的默认行为 （等价于设置 allocation_policy_order=7）， A < S
< T < D，表示：
T < D

首先，放弃所需的规则优先于使用不同的模板组合。

S < T

其次，使用不同的模板组合优先于向存储池添加更多模板。

A < S

最后，向存储池添加更多模板优先于增大存储池。

如果在创建过程中为卷指定了一组功能，则 ISP 可能发现有多个模板集可以提供这
组功能。这样的模板集称为模板组合。某些可用的模板组合可能提供为卷请求的功
能之外的其他功能 （外来功能）。如果最后才考虑选择不同的模板组合，则可以避
免隐式指定外来功能。这一说法假设您在需要这些功能时会显式请求它们。
与存储池关联的模板定义可在该池中创建的卷的特性。存储池的
selfsufficient 策略使您可以指示 ISP 是否可以自动重新指定池定义，如果可
以，又有多大的灵活性。

C
ISP 配置元素
本附录列出并介绍下列可用于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的预
定义元素类型：
■

模板集

■

卷模板

■

功能

■

存储池

■

存储池集

这些元素将在 /etc/vx/alloc 目录下的 configuration_database.txt 文
件中定义。在修改此文件之前，应先制作一个备份副本，以备在撤消更改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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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集
ConfineVolume
确保将卷限制到指定的存储区。
提供功能：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使用模板：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ataMirroring
确保卷具有多个数据副本。
提供功能：ArrayProductId、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DataMirroring、 DCOLogMirroring、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使用模板：ArrayProductId、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DataMirroring、 DCOLogMirroring、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DataMirroringPrefabricatedRaid5
确保卷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 RAID-5 磁盘上具有多个数据副本。
提供功能：ArrayProductId、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DataMirroring、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PrefabricatedRaid5。
使用模板：ArrayProductId、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DataMirroring、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PrefabricatedRaid5。

DataMirroringPrefabricatedStriping
确保卷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条带磁盘上具有多个数据副本。
提供功能：ArrayProductId、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DataMirroring、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PrefabricatedStr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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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模板：ArrayProductId、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DataMirroring、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PrefabricatedStriping。

DataMirrorStripe
确保卷的输入和输出 I/O 分布在镜像内的多个列上。
提供功能：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DataMirrorStripe、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使用模板：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DataMirrorStripe、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DataStripeMirror
确保卷的输入和输出 I/O 分布在多个列上，其中每列均有多个数据副本。
提供功能：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DataStripeMirror、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使用模板：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DataStripeMirror、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InstantSnapshottable
确保卷支持脏区日志记录 (DRL) 和即时快照。
提供功能：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使用模板：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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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athingThroughMirroring
确保卷能够经受多条路径失败。卷的输入和输出 I/O 可能分布在所有这些路径上。
提供功能：DataMirroring、 Multipathing。
使用模板：MultipathingThroughMirroring。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确保卷能够经受指定数量路径的失败。卷的输入和输出 I/O 可能分布在所有这些路
径上。
提供功能：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使用模板：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确保卷使用在由阵列导出的磁盘内配置的预制数据镜像。
提供功能：ArrayProductId、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使用模板：ArrayProductId、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PrefabricatedRaid5
确保卷使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 RAID-5 磁盘。
提供功能：ArrayProductId、 PrefabricatedRaid5。
使用模板：ArrayProductId、 PrefabricatedRaid5。

PrefabricatedStriping
确保卷使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条带磁盘。
提供功能：ArrayProductId、 PrefabricatedStriping。
使用模板：ArrayProductId、 PrefabricatedStriping。

Raid5Templates
确保卷使用奇偶校验来维护冗余数据。
提供功能：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Raid5Capability、 Raid5LogMirroring、
Raid5LogStriping。
使用模板：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Raid5LogStriping、 Raid5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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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ping
确保卷的输入和输出 I/O 分布在多个列上。
提供功能：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Striping。
使用模板：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Striping。

Striping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确保卷的输入和输出 I/O 分布在多个列上 （这些列是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数据镜
像磁盘上配置的）。
提供功能：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Striping。
使用模板：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Str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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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模板
ArrayProductId
提供功能：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提供功能：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catVolumes
提供功能：ConcatVolume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提供功能：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提供功能：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提供功能：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提供功能：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提供功能：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ataMirroring
提供功能：DataMirroring。
变量：

nmirs

镜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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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MirrorStripe
提供功能：DataMirrorStripe。
变量：

ncols

最小列数。

nmaxcols

最大列数。

nmirs

镜像数。

DataStripeMirror
提供功能：DataStripeMirror。
变量：

ncols

最小列数。

nmaxcols

最大列数。

nmirs

镜像数。

DCOLogMirroring
提供功能：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提供功能：DCOLogStrip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提供功能：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提供功能：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提供功能：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提供功能：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MultipathingThroughMirroring
提供功能：DataMirroring、 Multipathing。
变量：

nmirs

镜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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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提供功能：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提供功能：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PrefabricatedRaid5
提供功能：PrefabricatedRaid5。

PrefabricatedStriping
提供功能：PrefabricatedStriping。

Raid5LogStriping
提供功能：Raid5LogStriping。

Raid5Volume
提供功能：Raid5Capability、 Raid5LogMirroring。
变量：

ncols

最小列数。

nlogs

日志数。

nmaxcols

最大列数。

Striping
提供功能：Striping。
变量：

ncols

最小列数。

nmaxcols

最大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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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ArrayProductId
卷使用相同类型 （由 productid 指定）的存储区。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卷的列分别位于指定的组件级别 （如 Controller 或 Enclosure）。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变量：

component 组件名称 （默认 Controller）。

ConcatVolumes
卷是连续的。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ConcatVolume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每个列只使用指定属性的值相同的存储区。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变量：

name

存储属性的名称 （默认为 Enclosure）。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每个日志只使用指定属性的值相同的存储区。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变量：

name

存储属性的名称 （默认为 Enclosur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每个镜像只使用指定属性的值相同的存储区。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变量：

name

存储属性的名称 （默认为 Enclosure）。

161

162 ISP 配置元素
功能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卷只使用指定属性的值相同的存储区。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ConfineToSimilarStorage。
变量：

name

存储属性的名称 （默认为 VendorNam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卷只使用指定属性名称具有指定值的存储区。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变量：

name

存储属性的名称 （无默认值）。

value

存储属性的值 （无默认值）。

DataMirroring
镜像卷维护其数据的多个副本。此功能扩展了 DataRedundancy 功能。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DataMirroring。
变量：

nmirs

镜像数 （默认为 2）。

DataMirrorStripe
镜像条带卷将 I/O 分布在镜像内的多个列上。此功能扩展 DataMirroring 和
Striping 功能。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DataMirrorStripe。
变量：

ncols

最小列数 （默认为 8）。

nmaxcols

最大列数 （默认为 20）。

nmirs

镜像数 （默认为 2）。

DataRedundancy
维护冗余数据的卷。
由以下功能扩展：Raid5Capability。
由以下功能扩展：DataMirroring。

DataStripeMirror
条带镜像卷将 I/O 分布在多个列上，其中每列均有多个数据副本。此功能扩展
DataMirroring 和 Striping 功能。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DataStripe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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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ncols

最小列数 （默认为 8）。

nmaxcols

最大列数 （默认为 20）。

nmirs

镜像数 （默认为 2）。

DCOLogMirroring
要为 DCO 卷配置的 DCO plex （副本）的数目。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DCOLogMirroring。
变量：

nlogs

DCO plex 数 （默认为 1）。

DCOLogStriping
为条带化 DCO 卷配置的列数。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DCOLogStriping。
变量：

ndcocols

最小列数 （默认为 4）。

nmaxdcocols

最大列数 （默认为 10）。

ExcludeSpecificStorage
卷不使用指定属性名称具有指定值的存储区。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ExcludeSpecificStorage。
变量：

name

存储属性的名称 （无默认值）。

value

存储属性的值 （无默认值）。

InstantSnapshottable
卷支持即时快照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或优化空间即时快照）。此功能扩展了
Snapshottable 功能。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卷的日志分别位于指定的组件级别 （如 Controller 或 Enclosure）。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变量：

component

组件名称 （默认为 En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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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卷的镜像分别位于指定的组件级别 （如 Controller 或 Enclosure）。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变量：

组件名称 （默认为 Enclosure）。

component

Multipathing
多径处理功能使卷能够经受多条磁盘路径失败。卷的输入和输出 I/O 可能分布在所
有这些路径上。
由以下功能扩展：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多径处理功能使卷能够经受指定数量的磁盘路径失败。卷的输入和输出 I/O 可能分
布在所有这些路径上。此功能扩展了 Multipathing 功能。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变量：

npaths

允许失败的路径数 （默认为 2）。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卷使用在由阵列导出的磁盘上配置的预制数据镜像。此功能扩展了
PrefabricatedDataRedundancy 功能。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变量：

nmirs

要使用的预制镜像数 （默认为 2）。

PrefabricatedDataRedundancy
卷使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冗余磁盘。
由以下功能扩展：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PrefabricatedRaid5。

PrefabricatedRaid5
卷使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 RAID-5 磁盘。此功能扩展了
PrefabricatedDataRedundancy 功能。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PrefabricatedRaid5。

PrefabricatedStriping
卷使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条带磁盘。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PrefabricatedStr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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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5Capability
RAID-5 卷使用奇偶校验来实现数据冗余。此功能扩展了 DataRedundancy 功能。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Raid5Volume。
变量：

ncols
nmaxcols

最小数据列数 （默认为 8）。
最大数据列数 （默认为 20）。

注意：系统始终会分配一个附加虚拟列来存储奇偶校验信息。此列不包括在指定的
数据列数中。

Raid5LogMirroring
要为 RAID-5 卷配置的 RAID-5 日志副本数。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Raid5Volume。
变量：

nlogs

RAID-5 日志副本数 （默认为 1）。

Raid5LogStriping
为条带化 RAID-5 日志配置的列数。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Raid5LogStriping。
变量：

最小列数 （默认为 4）。

nraid5cols

nmaxraid5cols 最大列数 （默认为 10）。

Snapshottable
可以为卷创建卷快照。
由以下功能扩展：InstantSnapshottable。

Striping
条带卷将 I/O 分布在多个列上。
由以下卷模板提供：Striping。
变量：

ncols

最小列数 （默认为 8）。

nmaxcols

最大列数 （默认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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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池
any_volume_type
支持这样的卷：这些卷可以使用配置数据库中的任何模板。
默认策略：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host

关联以下卷模板：无。

mirror_stripe_volumes
支持将卷的输入和输出 I/O 分布在镜像内的多个列上。
默认策略：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host

关联以下卷模板：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ataMirrorStripe、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mirrored_prefab_raid5_volumes
支持卷使用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 Raid-5 磁盘上配置的多个数据副本。
默认策略：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host

关联以下卷模板：ArrayProductId、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ataMirroring、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PrefabricatedRai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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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ored_prefab_striped_volumes
支持卷使用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条带磁盘上配置的多个数据副本。
默认策略：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host

关联以下卷模板：ArrayProductId、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ataMirroring、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PrefabricatedStriping。

mirrored_volumes
支持具有多个数据副本的卷。
默认策略：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host

关联以下卷模板：ArrayProductId、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ataMirroring、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prefab_mirrored_volumes
支持卷使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数据镜像。
默认策略：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host

关联以下卷模板：ArrayProductId、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COLogStrip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prefab_raid5_volumes
支持卷使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 RAID-5 磁盘。
默认策略：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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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以下卷模板：ArrayProductId、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COLogStrip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PrefabricatedRaid5。

prefab_striped_volumes
支持卷使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条带磁盘。
默认策略：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host

关联以下卷模板：ArrayProductId、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COLogStrip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PrefabricatedStriping。

raid5_volumes
支持这样的卷：这些卷使用奇偶校验来维护冗余数据。
默认策略：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host

关联以下卷模板：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COLogStrip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Raid5Volume、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stripe_mirror_volumes
支持将卷的输入和输出 I/O 分布在多个列上，其中每列均有多个数据副本。
默认策略：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host

关联以下卷模板：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ataStripeMirror、 DCOLogMirroring、
DCOLogStrip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ISP 配置元素
存储池

striped_prefab_mirrored_volumes
支持将卷的输入和输出 I/O 分布在多个列 （这些列是在由阵列导出的预制数据镜
像上配置的）上。
默认策略：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host

关联以下卷模板：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COLogStrip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Striping。

striped_volumes
支持将卷的输入和输出 I/O 分布在多个列上。
默认策略：

autogrow=diskgroup
selfsufficient=host

关联以下卷模板：ArrayProductId、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DCOLogStriping、 ExcludeSpecificStorage、
InstantSnapshottable、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Str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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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池集
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支持具有多个数据副本的数据卷，以及 I/O 分布在多个列的快照卷。
数据存储池类型：mirrored_volumes。
克隆存储池类型：striped_volumes。

mirrored_prefab_raid5_data_mirrored_clones
支持从 RAID-5 存储区创建的、具有多个数据副本的数据卷，以及具有多个数据副
本的快照卷。
数据存储池类型：mirrored_prefab_raid5_volumes。
克隆存储池类型：mirrored_volumes。

mirrored_prefab_stripe_data_striped_clones
支持在预制条带存储区上配置的、具有多个数据副本的数据卷，以及 I/O 分布在多
个列的快照卷。
数据存储池类型：mirrored_prefab_striped_volumes。
克隆存储池类型：striped_volumes。

prefab_mirrored_data_prefab_striped_clones
支持在预制条带存储区上配置的、具有多个数据副本的数据卷，以及在预制条带存
储区上配置的且 I/O 分布在多个列的快照卷。
数据存储池类型：prefab_mirrored_volumes。
克隆存储池类型：prefab_striped_volumes。

stripe_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支持输入和输出 I/O 分布在多个列的数据卷 （其中每列均有多个数据副本），以及
I/O 分布在多个列的快照卷。
数据存储池类型：stripe_mirror_volumes。
克隆存储池类型：striped_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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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ped_prefab_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支持输入和输出 I/O 分布在从镜像存储区构建的多个列的数据卷，以及 I/O 分布在
多个列的快照卷。
数据存储池类型：striped_prefab_mirrored_volumes。
克隆存储池类型：striped_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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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卷组定义语法
本附录介绍可用作 vxassist 与 vxvoladm 命令输入的 volumegroup 定义的语
法。卷组通常用于在存储池内同时创建多个卷；在分配存储资源时，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会给予这些卷相同的权重。
volumegroup 定义的语法如下所示：
volumegroup {
[diskgroup "dgname"]
[rules { volume-group-rules } ]
volume "name" length {
[cachevolume "cachevol"]
[capability \
’capability[(name=value,...)][,capability...]’]
[comment "comment"]
[dcologlen length]
[dm dm1,[dm2,...]]
[drl on|true|yes|sequential|off|false|no]
[excl on|off|true|false|yes|no]
[fmr on|off|true|false|yes|no]
[fstype type]
[group "group"]
[init active|none|zero]
[iodelay delay]
[iosize size]
[layout “layout-type”]
[max_ncolumn number]
[max_nraid5column number]
[min_ncolumn number]
[min_nraid5column number]
[mode mode]
[nvol number]
[nvols number]
[pool "poolname"]
[raid5_stripeunit width]
[raid5loglen length]
[regionsize size]
[rules { volume-rules } ]
[spare yes|no|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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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pe_stripeunit width]
[tag "volume_tag"]
[tasktag "tag"]
[type data|snapshot|cachevolume]
[user "user"]
[user_template "ut1"[,"ut2"...]]
[usetype "volume-usage-type"]
[volume_template "vt1"[,"vt2"...]]
[vxvmtaskid taskid]
}
[volume "name" length { ...
}]
};

此定义中的 volumegroup 字段包含以下内容：
diskgroup dgname

将在其中创建卷的磁盘组的名称。

rules { volume-group-rules }

应用于此卷组中的所有卷的规则。

volume "name" length

要创建的卷的名称及其大小。

此定义中的 volume 字段包含以下内容：
cachevolume "cachevol"

要用来创建优化空间快照卷的缓存卷
的名称。

capability ‘capability[(name=value,...)][,capability...]’
卷所需具有的功能。
comment "comment"

有关卷的说明。

dcologlen length

所指定功能或模板指出要创建的
DCO 卷的大小。

dm dm1,[dm2,...]

可分配给卷的磁盘介质的列表。

drl on|true|yes|sequential|off|false|no
指定在卷上启用 DRL、启用顺序
DRL 或不启用任何 DRL。
excl on|off|true|false|yes|no

一次是否只能由一个节点打开集群共
享磁盘组中的卷。

fmr on|off|true|false|yes|no

是否在卷上启用快速重同步。

fstype type

指定卷的文件系统类型。

group "group"

卷所属的组。

init active|none|zero

要对卷执行的初始化类型。

iodelay delay

在 plex 恢复过程中执行的复制操作
之间的延迟时间 （以毫秒为单位）。

iosize size

在 plex 恢复过程中重同步的每个区
域的大小。

layout "layout-type"

要创建的 plex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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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_ncolumn number

条带卷的最大列数。

max_nraid5column number

RAID-5 卷的最大列数。

min_ncolumn number

条带卷的最小列数。

min_nraid5column number

RAID-5 卷的最小列数。

mode mode

应用于卷的权限 （例如 644）。

nvol number

要创建的卷的数量。卷采用指定卷
名称作为前缀再加上从 1 开始的一
个编号来命名。如果带相同前缀与
附加编号的任何卷名称在同一池内
已经存在，编号就从现有最高编号
加 1 开始。

nvols number

nvol 的别名。

pool "poolname"

存储池的名称。

raid5_stripeunit width

RAID-5 列的条带单元宽度。

raid5loglen length

指定的功能或模板指出要创建的
RAID-5 日志的大小。

regionsize size

版本 20 DCO 卷中的映射位跟踪的
每个区域的大小。 size 的值必须是
2 的乘方，并且要大于或等于 16k
(16KB)。该属性的缺省值为 64k
(64KB)。

rules { volume-rules }

在创建卷时应用的规则。

spare yes|no|only

备用磁盘是否可用于热重定位，或者
是否只使用备用磁盘。

stripe_stripeunit width

条带单元宽度。

tag "volume_tag"

分配给该卷的标记。

tasktag "tag"

可用于跟踪卷创建任务的标记。

type data|snapshot|cachevolume

卷是用于存放用户数据 （例如数据
库或文件系统）、用作完整空间的即
时快照卷、还是用作优化空间即时快
照的缓存卷。

user "user"

卷所属的用户。

user_template ut1[,ut2...]

用于创建卷的用户模板。

usetype "volume-usage-type"

卷的使用类型，如 fsgen 或
raid5。

volume_template vt1[,vt2...]

用于创建卷的模板。

vxvmtaskid taskid

VxVM 任务 ID。

可在一个卷组中定义多个卷，在一个定义文件中定义多个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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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vxassist 属性与
ISP 规则之间的等同关系
下表列出了与 vxassist 中指定卷配置的属性等同的 ISP 规则。
vxassist 属性

ISP 规则

描述

layout=mirror-stripe

mirror nmir { stripe
max_ncolumnmin_ncolumn }

镜像条带卷。

layout=stripe-mirror

stripe max_ncolumn条带镜像卷。
min_ncolumn { mirror nmir }

layout=mirror,stripe

mirror nmir stripe
max_ncolumnmin_ncolumn

镜像条带卷。

layout=stripe,mirror

mirror nmir stripe
max_ncolumnmin_ncolumn

镜像条带卷。

layout=mirror

mirror nmir

镜像卷。

layout=raid5

stripe max_nraid5columnmin_nraid5column parity
true log 1 { type raid5 }

RAID-5 卷。

layout=stripe

stripe max_ncolumnmin_ncolumn

条带卷。

layout=mirror-concat

mirror nmir

镜像卷。

layout=concat-mirror

mirror nmir

连续镜像卷。

layout=log

log nlog { type dco }

DCO 卷。

layout=raid5log

log nlog { type raid5 }

RAID-5 日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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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assist 属性

ISP 规则

描述

layout=regionlog

log nlog { type drl }

DRL 日志 plex。

mirror=2

mirror 2

镜像的数量。

mirror=enclosure

mirror nmir { separateby
"enclosure" }

跨磁盘阵列镜像。

mirror=2,enclosure

mirror 2 { separateby
"enclosure" }

位于不同磁盘阵列上两个
镜像。

stripe=ctlr

stripe ncols { separateby
"ctlr" }

位于不同控制器上的条带。

mirrorconfine=diskclass

mirror all { confineto
"diskclass" }

将镜像的创建限制在给定
的磁盘类。

nmir=2

mirror nmir

默认的镜像卷 （等同于
layout=mirror,concat）。

ncols=10

stripe ncols

默认的条带卷 （等同于
layout= stripe）。

nmir=2 ncol=10

mirror nmir stripe ncols

默认的镜像条带卷 （等同
于 layout=mirror,stripe）。

fmr=on

log nlog { type dco }

DCO 卷 （启用
FastResync）。

fastresync=on

log nlog { type dco }

DCO 卷 （启用
FastResync）。

ndcmlog=2

log 2 { type dcm }

带两个镜像的 DCM 日志。

ndcomirror=2

log 2 { type dco }

带两个镜像的 DCO 卷。

nlog=2

log 2 { type dco }.

带两个镜像的 DCO 卷。

nraid5log=2

log 2 { type raid5 }

带两个镜像的 RAID-5
日志。

nraid5stripe=10

stripe 10 parity true log 1
{ type raid5 }

带 10 列的 RAID-5 卷。

nregionlog=2

log 2 { type drl }

两个 DRL 日志 plex。

Nstripe=10

stripe 10

10 个条带。

stripe=target

stripe all { separateby
"target" }

位于不同目标上的条带。

wantalloc=enclosure

desired confineto
"enclosure"

首选存储分配限于一个磁
盘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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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P 规则

wantmirror=enclosure

mirror all { desired confineto 首选存储分配限于一个磁
"enclosure" }
盘阵列。

描述

wantmirrorconfine=controller mirror all { desired confineto 首选存储分配限于一个控
"controller" }
制器。
wantstripe=target

stripe all { desired
separateby "target" }

首选存储分配是跨目标的
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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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命令汇总
本附录总结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功能的一些重要命令的用法和用途。
本书其余的部分包含介绍这些命令的参考资料。有关每个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1M 部分中相应的手册页。
请参见 “ISP 使用示例”（第 185 页）。
表 F-1

创建和管理存储池

命令

描述

vxpool [-g diskgroup] \
create storage_pool \
[dm=dm1[,dm2...]\
[description="description"] \
[autogrow=1|2] \
[selfsufficient=1|2|3] \
[rules=rule[,rule ...]

创建存储池。
请参见 “创建存储池”（第 45 页）。

vxpool [-g diskgroup] \
adddisk storage_pool \
dm=dm1[,dm2,...]

将一个或多个磁盘添加到存储池。请参见
“将磁盘添加到存储池中”（第 48 页）。

vxpool [-g diskgroup] \
rmdisk storage_pool \
dm=dm1[,dm2,...]

从存储池中删除一个或多个磁盘。
请参见 “从存储池中删除磁盘”（第 48 页）。

vxpool [-g diskgroup] \
assoctemplate storage_pool \
t1[,t2,...]

将一个或多个模板与存储池关联。
请参见 “将模板与存储池关联”（第 48 页）。

vxpool [-g diskgroup] \
assoctemplateset\
storage_pool \
ts1[,ts2,...]

将一个或多个模板集与存储池关联。
请参见 “将模板与存储池关联”（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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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

创建和管理存储池

命令

描述

vxpool [-g diskgroup] \
distemplate storage_pool \
t1[,t2,...]

将一个或多个模板从存储池中分离。
请参见 “从存储池中分离模板”（第 49 页）。

vxpool [-g diskgroup] \
print storage_pool \
[storage_pool ...]

显示有关存储池的信息。
请参见 “显示有关存储池的信息”
（第 49 页）。

vxpool [-g diskgroup] \
getproperty storage_pool

显示存储池的策略。
请参见 “显示存储池策略”（第 50 页）。

vxpool [-g diskgroup] \
setproperty storage_pool \
[autogrow={1|pool}|\
{2|diskgroup}]
[selfsufficient={1|pool}|\
{2|diskgroup}|{3|host}]

在存储池上设置策略。
请参见 “更改存储池上的策略”（第 50 页）。

vxpool [-g diskgroup] list

列出磁盘组中的存储池。
请参见 “列出磁盘组内的存储池”
（第 50 页）。

vxpool [-g diskgroup] \
rename storage_pool new_name

重命名存储池。
请参见 “重命名存储池”（第 51 页）。

vxpool [-g diskgroup] [-r] \
delete storage_pool

删除存储池。
请参见 “删除存储池”（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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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

创建和管理应用卷

命令

描述

vxassist [-g diskgroup] [-b] \
maxsize [storage_specification] \
[attribute=value ...]

确定最大卷空间。
请参见 “确定最大卷空间”（第 54 页）。

vxassist [-g diskgroup] \
[-P storage_pool] [-b] \

创建卷。
请参见 “创建卷”（第 55 页）。

make volume length \
[storage_specification] \
[attribute=value ...]
vxassist [-g diskgroup] \
[-P storage_pool] [-b] \
make volume length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 \
init=active

创建具有两个镜像的卷，并使其立即可用。
请参见 “创建镜像卷”（第 57 页）。

vxassist [-g diskgroup] \
[-P storage_pool] [-b] \
make volume length \
capability=’Striping(ncols=N)’

创建具有 N 列的条带卷。
请参见 “创建条带卷”（第 58 页）。

vxassist [-g diskgroup] \
[-P storage_pool] [-b] \
make volume length \
capability=’PrefabricatedRaid5’ \
rules=’confineto \
"VendorName"="Name"’

在由指定供应商提供的阵列导出的设备上创
建 RAID-5 卷。
请参见 “在预制存储区上创建 RAID-5 卷”
（第 59 页）。

vxassist -M make < filename

基于定义文件创建多个卷。
请参见 “以卷组的形式创建多个卷”
（第 62 页）。

vxassist [-g diskgroup] maxgrow\

确定卷可增加的最大空间。
请参见 “确定卷的最大空间”（第 66 页）。

volume [storage_specification] \
[attribute=value ...]
vxassist [-g diskgroup] \
{growby | growto}\
volume length \
[storage_specification] \
[attribute=value ...]

增大卷。
请参见 “将卷大小增加到指定的长度”
（第 67 页）。
请参见 “按指定的量来增加卷大小”
（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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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2

创建和管理应用卷

命令

描述

vxassist [-g diskgroup] \

缩小卷。
请参见 “将卷大小减小到指定的长度”
（第 67 页）。
请参见 “按指定的量来减小卷大小”
（第 67 页）。

{shrinkby | shrinkto}\
volume length \
[storage_specification] \
[attribute=value ...]
vxassist [-g diskgroup] \
evacuate disk volume length \
!dm:dmname ...

从一个或多个指定磁盘迁移卷。
请参见 “迁移卷”（第 70 页）。

vxassist [-g diskgroup] remove \
volume volume

删除卷。
请参见 “删除卷”（第 71 页）。

vxassist [-g diskgroup] verify \
volume

验证卷的意向。
请参见 “验证卷的意向”（第 77 页）。

G
ISP 使用示例
本附录列出了使用 vxassist 和其他命令来管理 Veritas Intelligent Storage
Provisioning (ISP) 的示例。
■

创建卷

■

重定卷大小

■

添加或删除镜像

■

添加或删除列

■

添加或删除日志

■

从卷中迁移数据

■

分离数据库组件

请参见 “从命令行使用 ISP 的示例”（第 40 页）。
请参见 vaxassist(1M) 手册页。

创建卷
创建 10GB 的连续卷：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使用规则创建两路镜像卷：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rules='mirror 2'

使用规则创建包含 7 个列的条带卷：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rules='stripe 7'

使用 DataMirroring 功能创建两路镜像卷：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nmirs=2)'

创建每个镜像位于不同磁盘阵列的两路镜像卷：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nmirs=2),\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component="Enclosure")'

186 ISP 使用示例
创建卷

创建为即时快照创建操作启用的两路镜像卷：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nmirs=2), InstantSnapshottable'

只使用来自磁盘阵列 e1 的磁盘创建卷：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vol1 10g \
rules='confineto "Enclosure"="e1"'

或者使用：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
capability='ConfineToSpecificStorage(name="Enclosure",\
value="e1")'

使用同一控制器上的磁盘创建卷：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
rules='confineto "Controller"'

或者使用：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
capability='ConfineToSimilarStorage (name="Controller")'

使用两路镜像 RAID-5 日志和两路镜像 DCO 卷创建 RAID-5 卷：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
capability='Raid5Capability,\
Raid5LogMirroring(nlogs=2), DCOLogMirroring(nlogs=2)'

使用在硬件中实施的 RAID-5 设备 （例如 EMC Symmetrix 阵列中的 RAID-5
LUN）创建卷：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
capability='PrefabricatedRaid5'

使用磁盘阵列 e1 中的镜像 LUN 创建至少有 10 个列的条带卷 （可以制作该条带卷
的即时快照）：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
capability='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Striping(ncols=10),\
InstantSnapshottable' rules='confineto "Enclosure"="e1"'

或者使用：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
capability='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Striping(ncols=10),\
InstantSnapshottable,\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name="Enclosure",value="e1")'

创建四路镜像卷 （该卷中的每个镜像都使用来自同一磁盘阵列的磁盘，并且可以
为该卷制作即时快照）：
# vxassist -g exdg -P expool make vol1 10g \
capability='DataMirroring(nmirs=2),InstantSnapshottable,\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name="En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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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卷大小
注意：以下示例说明如何对不含文件系统的卷 （卷类型为 gen）重定大小。如果
一个应用程序正在使用该卷存储数据，则在减小该卷的大小前使用适当的公用程序
来减小数据对象的大小，或者在增加该卷的大小后增加数据对象的大小。
对于包含文件系统的卷 （卷类型 fsgen），请使用 vxresize 命令更改文件系统和
卷的大小。
将卷增大 5 GB：
# vxassist -g exdg growby vol1 5g

将原来 10 GB 的卷增大到 15 GB，但不使用来自磁盘阵列 e1 的磁盘：
# vxassist -g exdg growto vol1 15g \
use_storage='noneof("Enclosure"="e1")'

将卷缩小 10%：
# vxassist -g exdg growby vol1 10%

将原来 15 GB 的卷缩小到 10 GB：
# vxassist -g exdg shrinkto vol1 10g

添加或删除镜像
将镜像添加到现有卷：
# vxassist -g exdg mirror vol1

将两个镜像添加到卷：
# vxassist -g exdg mirror vol1 nmirror=2

将一个镜像添加到卷 vol1，其中新镜像与现有 plex p1 类似：
# vxassist -g exdg mirror vol1 plexname=p1

从卷中删除镜像：
# vxassist -g exdg remove mirror vol1

从卷 v1 中删除 plex p1：
# vxassist -g exdg remove mirror vol1 plexnames=p1

添加或删除列
将一个列添加到卷，并同时增大卷：
# vaxassist -g exdg add column vol1 layout=grow

将四个列添加到卷，并同时增大卷：
# vaxassist -g exdg add column vol1 ncols=4 layout=grow

添加一列，但不增大卷：
# vaxassist -g exdg add column vol1 layout=nog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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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一列，并同时缩小卷：
# vaxassist -g exdg remove column vol1 layout=shrink

删除一列，但不缩小卷：
# vaxassist -g exdg remove column vol1 layout=noshrink

添加或删除日志
将 DCO 日志添加到卷：
# vaxassist -g exdg addlog vol1 logtype=dco

将 DCO 日志添加到卷 vol1，并使新日志与现有日志 p1 类似：
# vaxassist -g exdg addlog vol1 lognames=p1 logtype=dco

从卷中删除 RAID-5 日志：
# vaxassist -g exdg remove log vol1 logtype=raid5

从卷中删除名为 p1 的 RAID-5 日志：
# vaxassist -g exdg remove log vol1 lognames=p1 logtype=raid5

从卷中迁移数据
从卷 vol1 中迁移子磁盘 sd01：
# vaxassist -g exdg evacuate subdisk vol1 sd=sd01

从卷 vol1 中迁移子磁盘 sd11 和 sd12：
# vaxassist -g exdg evacuate subdisk vol1 sd=sd11,sd12

从卷 vol1 中迁移磁盘 disk01 和 disk01：
# vaxassist -g exdg evacuate disk vol1 \!disk01 \!disk02

迁移卷 vol1 的第 4 列和第 7 列：
# vaxassist -g exdg evacuate column vol1 columnnames=4,7

迁移卷 vol1 的镜像 p1：
# vaxassist -g exdg evacuate mirror vol1 plexnames=p1

从卷 vol1 中迁移镜像 p1 的第 3 列和第 4 列：
# vaxassist -g exdg evacuate column vol1 columnnames=3,4 \
plexnames=p1

ISP 使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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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数据库组件
为了达到最佳性能，通常将数据库组件 （例如重做日志、表空间和索引）放在不
同的磁盘上。这可以利用 “磁盘标记”功能完成此操作，该功能允许您定义新特
性并将这些新特性分配给磁盘。
注意：访问磁盘标记服务的方法为：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中选择
一个磁盘，然后选择操作 (Actions) > 批注磁盘 (Annotate Disks)。还可以使用
vxdisk settag 命令，通过命令行来访问此功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xdisk(1M) 手册页。
可以将磁盘标记服务与卷规则结合起来使用，为特定的卷保留磁盘。使用合适的属
性名称和值 （例如 reserved_for 和 redo_log）标记磁盘之后，可以使用
confineto 规则确保只从这些磁盘为用于重做日志的卷分配空间：
confineto "reserved_for"="redo_log"

反过来，在创建不用于重做日志的卷时，您可以指定 exclude 规则：
exclude "reserved_for"="redo_log"

此方法使您可以在一组类型相同的卷中正确地共享已标记的磁盘。例如，如果在一
个存储池中创建多个重做日志卷时指定相同的限制规则，则这些卷将共享为此目的
保留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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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将 ISP 配置为与
SAL 一起工作
SAN Access Layer (SAL) 是 Veritas CommandCentralTM Storag 产品的组件，它提
供有关以下内容的信息：存储区，主机，以及主机与存储区、 HBA、卷和文件系
统之间的连接。可以将 ISP 配置为识别并使用由 SAL 提供的信息。这样就能将
SAL 提供的存储属性用于 ISP 规则。本附录说明如何配置 ISP 和 SAN Access
Layer (SAL)，以便让它们一起工作。

让 ISP 能够与 SAL 一起工作
使 ISP 可以接收来自 SAL 的信息
1

要使 ISP 能够联系 SAL，应在 /etc/default/vxassist 文件中添加下面一
行语句：
salcontact=yes

如果此属性设置为 no 或不存在，则 ISP 无法联系 SAL。
2

定义 SAL 主节点主机和 SAL 主要端口，方法是将 sal_primary 和
sal_primary_port 定义添加到 /etc/default/vxassist_sal_info
文件中，如以下示例条目所示：
sal_primary=private.cosmos.com
sal_primary_port=2802

此示例使 ISP 能够与 SAL 主节点 private.cosmos.com （位于端口 2802）
通信。
如果未指定此信息，则假定运行 ISP 的主机是 SAL 主节点，默认端口为 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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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顺利地建立通信通道，ISP 必须使用用户名和密码通过 SAL 进行认证。用
户名是 VEA 服务在其下运行的帐户，通常为 root。使用 vxsalcmd 命令添加
这个具有 SAL 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帐户，并为其设置适当的密码。要使 ISP 具
有透明访问 SAL 的权限，还要使用 vxsalcmd 命令以加密形式将密码存储在本
地计算机上。
请参见 “将 root 配置为 SAL 用户”（第 192 页）。
参见 SANPoint 控制管理指南 “命令与配置文件参考”附录。
注意：SAL 提供 vxsalcmd 命令，用于管理 SAL 用户帐户。它不属于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命令。

4

编辑 etc/default/vxassist 文件，并添加一项以定义 ISP 用来进行认证
的用户名。在以下示例中，使用的是 root 帐户：
sal_username=root

将 root 配置为 SAL 用户
在远程主机上将 root 用户添加为 SAL 主节点上拥有 SAL 管理员权限的 SAL 用户
1

创建一个文件 （如 /tmp/add_user），并在其中添加下面一行代码来定义
新 SAL 用户：
user add root@island.veritas.com clydenw Admin

这在远程主机 （本例中为 island.cosmos.com）上将 root 定义为拥有
SAL 管理员权限的 SAL 用户，并将其密码设置为 clydenw。
2

使用以下命令在 SAL 主节点 （本例中为 private.cosmos.com）上添加新
SAL 用户：
# vxsalcmd private.cosmos.com:2802 -u admin -f /tmp/add_user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 SAL 管理员的密码 （在此示例中指定为 admin）。
若要查看新的 SAL 用户帐户，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salcmd private.cosmos.com:2802 -u admin user list

系统将再次提示您输入 SAL 管理员的密码。
3

若要让 ISP 可以与 SAL 透明地通信，必须设置 SAL 用户的加密帐户信息的本
地副本。创建一个文件 （如 /tmp/maintain_user），并在其中添加下面一
行代码来定义 SAL 用户的密码：
user rem clydenw

4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本地 SAL 帐户文件：
# vxsalcmd private.cosmos.com:2802 -f /tmp/maintain_user

若要确认是否已正确设置了密码，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salcmd private.cosmos.com:2802 user list

此时，该命令应列出所有配置的用户，并且不提示输入 SAL 管理员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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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删除 /tmp/add_user 和 /tmp/maintain_user 文件，原因是它们包含明
文形式的密码。

注意：如果 SAL 用户的密码未存储在本地， ISP 将尝试使用密码 passwd 以
admin 用户的身份请求 SAL 进行认证。
如果 ISP 未能通过 SAL 认证，则它既无法查看也无法使用任何相关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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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etc/default/allocator 文件 54, 151
/etc/default/allocator_readme 文件 54
/etc/default/vxassist 文件 191
/etc/default/vxassist_sal_info 文件 191
/etc/vx/alloc/configuration_database.txt 文件 153

字母
affinity 规则 125
ALLOC_RES 状态 44
allocation_priority_order 属性 151
allocator_nouse 44
allocator_reserved 44
allocrsvd 状态标志 44
allof 运算符 129
any_volume_type 存储池 166
anyof 运算符 129
apply 规则 130
ArrayProductId 功能 161
ArrayProductId 卷模板 158
AutoGrow 策略 34
autogrow 功能 86
autogrow 属性
调节优化空间快照缓存 86
autogrowby 属性 86
cachevolume 字段 174
capability 字段 174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功能 161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卷模板 158
comment 字段 174
ConcatVolumes 功能 161
ConcatVolumes 卷模板 158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功能 161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卷模板 158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功能 161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卷模板 158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功能 161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卷模板 158
confineto 规则 59, 125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功能 162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卷模板 158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功能 162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卷模板 158
ConfineVolume 模板集 154
DataMirroring 功能 57, 63, 162
DataMirroring 卷模板 158
DataMirroring 模板集 154
DataMirroringPrefabricatedRaid5 模板集 154
DataMirroringPrefabricatedStriping 模板集 154
DataMirrorStripe 功能 162
DataMirrorStripe 卷模板 159
DataMirrorStripe 模板集 155
DataRedundancy 功能 162
DataStripeMirror 功能 162
DataStripeMirror 卷模板 159
DataStripeMirror 模板集 155
DCO
删除 69
添加 63, 69
dco 日志类型 134
dcologlen 字段 174
DCOLogMirroring 功能 63, 163
DCOLogMirroring 卷模板 159
DCOLogStriping 功能 163
DCOLogStriping 卷模板 159
default_rules 规则 54
desired 关键字 124
destroy 属性 97
diskgroup 字段 174
dm 字段 174
DRL
创建要使用的卷 63
准备要使用的卷 69
drl 字段 174
eachof 运算符 129
excl 字段 174
exclude 规则 59, 127
ExcludeSpecificStorage 功能 163
ExcludeSpecificStorage 卷模板 159
extends 关键字 121
fmr 字段 174
fstype 字段 174
fullinst 快照类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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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字段 174
highwatermark 属性 86
infrontof 属性 95
inherits 关键字 122
init 字段 174
init=active 属性 56
InstantSnapshottable 功能 63, 163
InstantSnapshottable 卷模板 159
InstantSnapshottable 模板集 155
iodelay 字段 174
iosize 字段 174
ISP 103
常见问题解答 20
概念 30
高级使用示例 26
更改行为 151
管理角色 21
将 ISP 配置为与 SAL 一起工作 191
命令行用法的示例 40
限制 19
相比非 ISP 所具备的优势 16
语言定义 137
ISP 任务 75
layout 字段 174
log 规则 134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功能 163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卷模板 159
LUN
逻辑单元 31
max_ncolumn 字段 175
max_nraid5column 字段 175
maxautogrow 属性 86
min_ncolumn 字段 175
min_nraid5column 字段 175
mirbrk 快照类型 100
mirdg 属性 93
mirror 规则 132
mirror_group 规则 133
mirror_stripe_volumes 存储池 166
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存储池集 170
mirrored_prefab_raid5_data_mirrored_clones 存储
池集 170
mirrored_prefab_raid5_volumes 存储池 166
mirrored_prefab_stripe_data_striped_clones 存储
池集 170
mirrored_prefab_striped_volumes 存储池 167
mirrored_volumes 存储池 167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功能 58, 164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卷模板 159

mirvol 快照类型 100
mirvol 属性 93
mode 字段 175
multipath 规则 127
Multipathing 功能 164
MultipathingThroughMirroring 卷模板 159
MultipathingThroughMirroring 模板集 156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功能 58, 164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卷模板 160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模板集 156
ndcomirs 属性 89
noneof 运算符 129
nvol 参数 61, 63
nvol 字段 175
nvols 字段 175
oneof 运算符 129
parity 规则 131
pool 字段 175
prefab_mirrored_data_prefab_striped_clones 存储
池集 170
prefab_mirrored_volumes 存储池 167
prefab_raid5_volumes 存储池 167
prefab_striped_volumes 存储池 168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功能 58, 164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卷模板 160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模板集 156
PrefabricatedDataRedundancy 功能 164
PrefabricatedRaid5 功能 59, 164
PrefabricatedRaid5 卷模板 160
PrefabricatedRaid5 模板集 156
PrefabricatedStriping 功能 164
PrefabricatedStriping 卷模板 160
PrefabricatedStriping 模板集 156
provides 关键字 122
RAID-5 卷
创建的示例 57, 58
在预制存储区上创建的示例 59
RAID5 日志类型 134
raid5_stripeunit 字段 175
raid5_volumes 存储池 168
Raid5Capability 功能 58, 165
raid5loglen 字段 175
Raid5LogMirroring 功能 58, 165
Raid5LogStriping 功能 165
Raid5LogStriping 卷模板 160
Raid5Templates 模板集 156
Raid5Volume 卷模板 160
regionsize 属性 89
regionsize 字段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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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s 关键字 123
rules 字段 174, 175
SAL
配置 ISP 与 191
SAL 用户
配置 192
sal_primary 属性 191
sal_primary_port 属性 191
sal_username 属性 192
salcontact 属性 191
SAN Access Layer (SAL) 191
select 规则 128
SelfSufficient 策略 34
separateby 规则 59, 128
snapmir 快照类型 100
Snapshottable 功能 165
snapvol 属性 90, 91, 93
snapwait 93
source 属性 90, 91, 93
spaceopt 快照类型 100
spare 字段 175
stripe 规则 133
stripe_mirror_volumes 存储池 168
stripe_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存储池集 170
striped 规则 131
striped_prefab_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存储
池集 171
striped_prefab_mirrored_volumes 存储池 169
striped_volumes 存储池 169
stripeunit 属性 74
stripeunit 字段 175
Striping 功能 58, 165
Striping 卷模板 160
Striping 模板集 157
Striping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模板集 157
strong separateby 规则 129
syncing 属性 88
tag 属性 61
tag 字段 175
tasktag 字段 175
tmplen 属性 72
type 字段 175
user 字段 175
user_template 字段 175
usetype 字段 175
V-61-49872-28 60
VERITAS SANPoint Control 191
volbrk 快照类型 100

volume 字段 174
volume_template 字段 175
vxassist
查找实现功能的卷 76
查找使用模板的卷 76
创建卷 55
创建卷组 62
从 ISP 迁移卷 79
从非 ISP 迁移卷 77
从卷中删除 DCO 69
从卷中删除标记 68
从卷中删除镜像 72
从卷中删除列 73
从卷中删除日志 75
反转转换 76
覆盖默认值 54
更改多个卷的大小 68
更改条带宽度 74
减小卷大小 67
将 DCO 添加到卷 69
将镜像添加到卷 72
将列添加到卷 72
将日志添加到卷 74
利用标记创建卷 61
列出卷上设置的标记 68
命令概述 53
迁移卷 70
取代卷上设置的标记 68
确定卷的最大空间 54, 66
删除卷 71
删除快照 98
设置默认值 54
使用用户模板创建卷 116
属性等同 177
显示对象规则 77
显示卷的创建规则 77
验证卷的意向 77
用来分配存储区的模型 17
用于 ISP 卷 19
用于分配存储区的传统模型 16
在卷上设置标记 68
增加卷大小 67
转换卷功能 71
vxcache
更改缓存大小 87
设置缓存 autogrow 属性 86
停止缓存 87
vxcached 后台驻留程序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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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g
从磁盘组分割存储池 47
结合磁盘组及其存储池 47
在磁盘组之间移动存储池 47
vxdisk
分配存储属性 32
列出为 ISP 保留的磁盘 44
vxdiskadm
保留磁盘供 ISP 使用 43
取消保留供 ISP 使用的磁盘 43
vxedit
保留磁盘供 ISP 使用 43
从缓存中删除快照 87
禁止 ISP 使用磁盘 43
取消保留供 ISP 使用的磁盘 43
取消不用于 ISP 的限制 44
删除缓存 87
vxpool
查找包含池定义的池集 51
重命名存储池 51
创建存储池 45
从存储池中分离模板 49
从存储池中删除磁盘 48
更改存储池的策略 50
将磁盘添加到存储池中 48
将模板集与存储池关联 49
列出磁盘组内的存储池 50
列出可用的存储池定义 46
列出可用的存储池集 44
删除存储池 51
设置数据池和克隆池 82
显示存储池策略 50
显示存储池定义 46
显示存储池集定义 45
显示有关存储池的信息 49
用来将模板与存储池关联 48
组织存储池 44
vxprint
显示在缓存上配置的快照 87
验证卷是否为即时快照做好了准备 89
验证是否为 ISP 保留了磁盘 44
vxrelayout
反转重新布局操作 76
vxsnap
重新挂接链接的断开快照 96
创建多个即时快照 94
创建链接的断开快照卷 93
创建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93
创建完整空间快照 91

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90
从卷中删除快照镜像 94
从快照恢复卷 97
等待快照同步 91
分割快照分层结构 98
分离快照 97
将 plex 挂接到快照 96
将快照添加到快照分层结构 95
控制快照同步 101
刷新快照 95
为即时快照准备卷 89
显示有关即时快照的信息 99
显示有关快照的信息 99
vxtask
列出 VxVM 任务 76
终止 VxVM 任务 76
vxtemplate
查找包含模板的模板集 109, 110
查找功能的依赖性 108
查找模板集中定义的模板 109, 110
查找实现了功能的模板 106
查找依赖于某个模板的模板 106
重命名功能 106
重命名模板 106
重新激活模板 105
将配置元素安装到存储池和磁盘组中 104
将配置元素安装到配置数据库中 103
列出功能和模板 104, 105
删除功能、模板和模板集 110
停用模板 105
vxusertemplate
创建用户模板 115
列出全局定义的用户模板 116
删除用户模板 116
vxusettemplate
输出用户模板定义 116
vxvmtaskid 字段 175
vxvoladm
将卷转换为 ISP 77
将卷转换为非 ISP 79

B
标记
重命名 68
创建标记 61
从卷中删除 68
在卷上设置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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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策略
AutoGrow 34
SelfSufficient 34
池级别 34
磁盘组级别 34
存储池 34
更改存储池 50
使用示例 26
为存储池显示 50
主机级别 34
池级别
策略 34
重新布局 71
磁盘
保留供 ISP 使用 43
从存储池中删除 48
禁止供 ISP 使用 43
取消保留供 ISP 使用 43
取消不用于 ISP 的限制 44
添加到存储池中 48
显示是否为 ISP 保留了 44
磁盘标记 31
磁盘组
创建存储池 44
磁盘的集合 31
分割存储池 47
将存储池结合到 47
列出存储池 50
移动存储池 47
组织存储池 44
磁盘组级别
策略 34
存储池
any_volume_type 166
mirror_stripe_volumes 166
mirrored_prefab_raid5_volumes 166
mirrored_prefab_striped_volumes 167
mirrored_volumes 167
prefab_mirrored_volumes 167
prefab_raid5_volumes 167
prefab_striped_volumes 168
raid5_volumes 168
stripe_mirror_volumes 168
striped_prefab_mirrored_volumes 169
striped_volumes 169
查找包含如下内容的存储池 51

重命名 51
创建 44, 45
创建克隆池的示例 41
创建数据池的示例 40
从磁盘组分割 47
分离模板 49
更改策略 50
关联模板 48
关联模板集 49
基于策略的容器 33
将磁盘添加到 48
结合到磁盘组 47
列出磁盘组内的 50
列出可用的定义 46
删除 51
删除磁盘 48
使用策略的示例 26
添加磁盘的示例 40
为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做准备 82
显示策略 50
显示定义 46
显示信息 49
引入 43
语法 148
在磁盘组之间移动 47
组织 44
存储池定义
列出可用的 46
显示定义 46
存储池集
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170
mirrored_prefab_raid5_data_mirrored_clones
170
mirrored_prefab_stripe_data_striped_clones
170
prefab_mirrored_data_prefab_striped_clones
170
stripe_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170
striped_prefab_mirrored_data_striped_clones
171
查找 51
捆绑定义 34
列出可用的 44
显示定义 45
用于组织存储池 44, 82
语法 149
存储缓存
创建的示例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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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区
根据使用情况安排的示例 28
根据属性安排的示例 29
存储区布局
规则 37, 130
存储区分配
使用 vxassist 16, 17
存储区选择
规则 37, 124
规则运算符 129
存储属性 32

D
动态继承 123

F
复合规则 132

G
功能
ArrayProductId 161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161
ConcatVolumes 161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161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161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161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162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162
DataMirroring 162
DataMirrorStripe 162
DataRedundancy 162
DataStripeMirror 162
DCOLogMirroring 163
DCOLogStriping 163
ExcludeSpecificStorage 163
InstantSnapshottable 163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163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164
Multipathing 164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164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164
PrefabricatedDataRedundancy 164
PrefabricatedRaid5 164
PrefabricatedStriping 164

Raid5Capability 165
Raid5LogMirroring 165
Raid5LogStriping 165
Snapshottable 165
安装到 ISP 配置数据库中 103
安装到存储池和磁盘组中 103
查找卷 76
查找模板包含 106
查找依赖性 108
重命名 106
反转卷转换 76
格式 118
继承 119
卷功能 36
可靠性 36
列出 104
删除 110
输出 104
条带化 165
性能 36
语法 140
在创建卷时指定 56, 57, 58
转换 71
挂接 plex 的快照 96
管理角色
在 ISP 中 21
管理任务
高级 23
基本 21
专业 25
规则
default_rules 54
存储区布局 37, 130
存储区选择 37, 124
存储区选择运算符 129
等同的 vxassist 属性 177
复合 132
格式 124
收集以构成模板 38
为卷显示 77
引入 117
优先顺序 124
语法 141
在 ISP 中 37
在创建卷时指定 56, 58, 60,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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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创建示例 40, 185
创建以用于快照和 DRL 63
创建以用作完整空间快照 83
从 ISP 迁移 79
从非 ISP 迁移 77
从命令行创建多个 61
从中删除 DCO 69
从中删除链接的断开快照卷 94
更改多个卷的大小 68
更改条带单元大小 74
减小大小 67
将 DCO 添加到 63, 69
将镜像添加到 72
将列添加到 72
将日志添加到 74
将数据更改对象添加到 63, 69
利用标记创建 61
迁移 70
迁移数据示例 188
确定最大空间 54, 66
删除 71
删除镜像 72
删除列 73, 75
删除数据更改对象 69
实现功能 76
使用 vxassist 的指定属性规则创建 56
使用模板 76
使用用户模板创建 116
添加和删除镜像示例 187
添加和删除列示例 187
添加和删除日志示例 188
通过指定功能创建 57
通过指定功能和规则创建 58
通过指定功能和模板创建 61
通过指定模板创建 59
通过指定模板和规则创建 60
通过指定用户模板创建 61
为用于快照和 DRL 做准备 69
为用作快照缓存创建 83
显示创建规则 77
验证意向 77
移动数据 70
意向 39
在 ISP 中 39
增加大小 67

好处
ISP 总结 19
缓存
调节 autogrow 属性 86
更改大小 87
确定配置的快照 87
删除 87
停止 87
为优化空间快照作准备 83
缓存后台驻留程序 86
缓存卷
创建的示例 42

J
即时快照
创建 88
创建多个 94
创建完整空间 91
创建优化空间 89
分割分层结构 98
挂接 plex 96
恢复卷 97
控制同步 101
删除 98
刷新 95
提高同步性能 101
添加到快照分层结构 95
完整空间 81
显示信息 99
优化空间 81
与卷分离 97
继承 119
镜像
从卷中删除 72
添加到卷 72
添加和删除示例 187
镜像卷
创建的示例 56, 57
在单独的磁盘阵列上创建的示例 56, 58, 59
镜像条带卷
创建的示例 57, 58
卷
重定大小 66
重定大小示例 41, 187
创建 55
创建多个卷作为卷组 62

卷集
支持快照操作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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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模板
ArrayProductId 158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158
ConcatVolumes 158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158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158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158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158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158
DataMirroring 158
DataMirrorStripe 159
DataStripeMirror 159
DCOLogMirroring 159
DCOLogStriping 159
ExcludeSpecificStorage 159
InstantSnapshottable 159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159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159
MultipathingThroughMirroring 159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160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160
PrefabricatedRaid5 160
PrefabricatedStriping 160
Raid5LogStriping 160
Raid5Volume 160
安装到 ISP 配置数据库中 103
安装到存储池和磁盘组中 103
查找 106
查找卷 76
查找模板集包含 109, 110
查找依赖性 106
重命名 106
重新激活 105
从存储池中分离 49
格式 120
管理介绍 103
规则集合 38
列出 104
模板集列表 109, 110
删除 110
输出 104
条带化 160
停用 105
与存储池相关联 48
语法 141

卷模板集
语法 149
卷转换
反转 76
启动 71
卷组
用来创建多个卷 62
语法 149, 173

K
可靠性
功能 36
克隆池
创建的示例 41
存储池的类型 33
快照
重新挂接链接的第三镜像 96
创建 88
创建多个 94
创建卷以用于 63
创建链接的断开 92
创建完整空间的示例 41
创建完整空间即时 91
创建优化空间即时 89
创建优化空间快照的示例 42
分割分层结构 98
管理介绍 81
恢复卷 97
控制同步 101
链接的断开 81
确定在缓存上配置的那些 87
删除 98
删除链接的断开快照卷 94
刷新 95
提高同步性能 101
添加到快照分层结构 95
完整空间 81
显示信息 99
限制 82
优化空间 81
与卷分离 97
准备存储池 82
准备卷以用于 69
准备示例 42
准备完整空间的示例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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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链接的第三镜像快照
重新挂接 96
链接的断开快照 81
创建 92
列
从卷中删除 73, 75
添加到卷 72
添加和删除示例 187

M
命令行用法
示例 40
模板
ArrayProductId 158
ColumnsOnSeparateComponents 158
ConcatVolumes 158
ConfineColumnsToSimilarStorage 158
ConfineLogsToSimilarStorage 158
ConfineMirrorsToSimilarStorage 158
ConfineToSimilarStorage 158
ConfineToSpecificStorage 158
DataMirroring 158
DataMirrorStripe 159
DataStripeMirror 159
DCOLogMirroring 159
DCOLogStriping 159
ExcludeSpecificStorage 159
InstantSnapshottable 159
LogsOnSeparateComponents 159
MirrorsOnSeparateComponents 159
MultipathingThroughMirroring 159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160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160
PrefabricatedRaid5 160
PrefabricatedStriping 160
Raid5LogStriping 160
Raid5Volume 160
安装到 ISP 配置数据库中 103
安装到存储池和磁盘组中 103
重命名 106
重新激活 105
从存储池中分离 49
格式 120
管理介绍 103
规则集合 38
列出 104
删除 110

输出 104
条带化 160
停用 105
与存储池相关联 48
语法 141
在创建卷时指定 59, 60, 61
模板规则
语法 141
模板集
ConfineVolume 154
DataMirroring 154
DataMirroringPrefabricatedRaid5 154
DataMirroringPrefabricatedStriping 154
DataMirrorStripe 155
DataStripeMirror 155
InstantSnapshottable 155
MultipathingThroughMirroring 156
MultipathingThroughMultiplePaths 156
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156
PrefabricatedRaid5 156
PrefabricatedStriping 156
Raid5Templates 156
StripingPrefabricatedDataMirroring 157
查找 110
查找模板 109
功能和模板的集合 38
删除 110
条带化 157
与存储池相关联 49
语法 149

P
配置数据库 103
安装其他元素 103
配置元素 103
安装到 ISP 配置数据库中 103
安装到存储池和磁盘组中 103
列出 104
输出 104
数据库中提供的 153

R
任务
监视 75
控制 75
日志
添加到卷 74
添加和删除示例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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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X

属性

限制

mirdg 93
mirvol 93
ndcomirs 89
sal_primary 191
sal_primary_port 191
sal_username 192
salcontact 191
snapvol 93
source 93
syncing 88
存储区 32
数据池
创建的示例 40
存储池的类型 33
数据更改对象
删除 69
添加 63, 69
数据库
分离组件的示例 189

T
条带单元
更改大小 74
条带镜像卷
创建的示例 58
条带卷
创建的示例 57, 58
在排除某些磁盘的情况下进行创建的示例 59
同步
控制快照 101
提高性能 101

W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81
创建 91
完整空间快照
创建 91
创建的示例 41
创建卷以用作 83
准备存储池 82
准备示例 41

ISP 19
行为
更改 ISP 的行为 151
性能
功能 36
提高即时快照同步的 101

Y
意向
保留 71
显示卷的规则 77
验证卷 77
应用卷的意向 39
应用卷
重定大小 66
重定大小示例 41, 187
创建 55
创建多个卷作为卷组 62
创建介绍 53
创建示例 40, 185
创建以用于快照和 DRL 63
创建以用作完整空间快照 83
从命令行创建多个 61
从中删除 DCO 69
更改多个卷的大小 68
更改条带单元大小 74
管理介绍 65
减小大小 67
将 DCO 添加到 63, 69
将镜像添加到 72
将列添加到 72
将日志添加到 74
将数据更改对象添加到 63, 69
利用标记创建 61
迁移 70
迁移数据示例 188
确定最大空间 54, 66
删除 71
删除镜像 72
删除列 73, 75
删除数据更改对象 69
使用 vxassist 的指定属性创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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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用户模板创建 116
添加和删除镜像示例 187
添加和删除列示例 187
添加和删除日志示例 188
通过指定功能创建 57
通过指定功能和规则创建 58
通过指定功能和模板创建 61
通过指定模板创建 59
通过指定模板和规则创建 60
通过指定用户模板创建 61
为用于快照和 DRL 做准备 69
为用作快照缓存创建 83
验证意向 77
移动数据 70
已定义 39
意向 39
增加大小 67
用户模板
创建 115
格式 113
列出全局定义的 116
删除 116
输出定义 116
已定义 38
引入 113
用来创建卷 116
语法 147
在创建卷时指定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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