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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简介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22 页上的 “关于解决方案指南”

■

第 22 页上的 “关于快速恢复”

■

第 22 页上的 “关于高可用性”

■

第 22 页上的 “关于校园集群”

■

第 23 页上的 “关于灾难恢复”

■

第 23 页上的 “关于 Microsoft 集群解决方案”

■

第 23 页上的 “本指南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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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决方案指南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包
含以下问题的解决方案：
■

快速恢复

■

高可用性 (HA)

■

校园集群

■

灾难恢复 (DR)

■

Microsoft 集群

对于 Microsoft Exchange 和 Microsoft SQL 解决方案，分别提供了相应的指南。

关于快速恢复
快速恢复是创建和维护动态卷的主机上即时点映像的过程，数据文件出现逻辑错误
时，可以使用这些映像快速恢复。
快速恢复是对传统备份方法的补充。

关于高可用性
术语高可用性 (HA) 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在计算机出现故障的情况下，由于有适用
的软件或硬件而使数据和应用程序高度可用，从而能够继续保持正常操作。高可用
性可以指提供容错功能的任何软件或硬件，但该术语通常与集群关联。本地集群通
过数据库和应用程序故障切换提供了高可用性。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SFW HA) 包括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和 Veritas Cluster Server，
并提供本地集群的功能。

关于校园集群
校园集群是使用光纤通道连接跨越两个站点的单个集群，其中 SAN 连接用于数据
镜像，网络连接用于集群通信。虽然最常见的情况是使用两个站点，但可以使用两
个以上的站点以获得额外的冗余。
校园集群的灾难保护方法是在整个站点关闭时，使用其他建筑物或区域中的集群服
务器。此解决方案提供的高可用性级别高于在单个站点进行镜像或集群的方法，可
以替代使用复制软件的方法。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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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灾难恢复
广域灾难恢复 (DR) 能够在发生灾难时为数据和应用程序提供最佳的保护。如果灾
难影响了整个当地区域或整座城市，数据和关键服务可故障切换到数百或数千英里
以外的站点。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SFW HA) 提供了实现
灾难恢复的功能。

关于 Microsoft 集群解决方案
根据不同的操作系统，分别在不同的章节中介绍了相应的 Microsoft 集群解决方案：
■

Windows Server 2003 上的 Microsoft Cluster Server (MSCS)

■

Windows Server 2008 上的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Microsoft 集群可以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结合使用，从而
为任何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提供高可用性。
Microsoft 集群还可以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结合使用，从而提供高可用性与复制支持。

本指南组织方式
在适用情况下，《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
决方案指南》按照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中的工作流进行组织。
请参见第 2 章 “使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使用该配置中心设置用于灾难恢复的站点时，应先执行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下的步骤，然后再继续执行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灾难恢复配置) 下的步骤。本指南中介绍的操作过程与此
类似：应先按照高可用性部分中的说明进行操作，然后按照灾难恢复部分中的相关
章节继续进行操作。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中提供了一些本产品早期版本中没有的向导，包
括灾难恢复向导。附录部分提供了以前不使用向导而手动设置灾难恢复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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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26 页上的 “关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

第 26 页上的 “启动配置中心”

■

第 27 页上的 “配置中心中可供使用的选项”

■

第 32 页上的 “关于运行配置中心向导”

■

第 33 页上的 “按照配置中心中的工作流执行操作”

■

第 35 页上的 “解决方案向导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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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将指
导您完成设置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或 SFW High
Availability (HA) 环境的过程。配置中心针对以下应用程序提供了解决方案：
■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2003 和 2007

■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和 2005

■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仅高可用性解决方案）

■

其他应用程序

使用配置中心及其向导可为下列任意解决方案组合设置环境：
■

一个站点用于新安装的高可用性

■

一个站点用于现有服务器的高可用性

■

校园集群灾难恢复，包括以下内容：
■

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的校园集群 (SFW HA)

■

使用 Microsoft 集群的校园集群

■

涉及多个站点的广域灾难恢复

■

从应用程序数据的逻辑错误中进行快速主机上恢复 （可用于 Microsoft
Exchange 2003 和 2007 以及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

用于测试灾难恢复环境 （使用 VVR 复制）应对故障的能力的防火练习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提供了两种访问解决方案向导的方法：
■

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 选项卡按应用程序列出了解决方案。它提供了分步配
置说明，其中包括用于启动与每一步对应的向导的按钮。

■

Solutions (解决方案) 选项卡适用于高级用户，该选项卡按解决方案列出了向导，
不提供其他说明。

启动配置中心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启动配置中心：
■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Run (运行)，然后键入 scc。

使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配置中心中可供使用的选项

配置中心中可供使用的选项
在 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 选项卡上，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根据应用程序
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右窗格中列出的解决方案指南适用于所选的应用程序。
此外，一些选项可能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您启动向导时所在的节点的操作系统。
例如，由于 Microsoft Exchange 2003 只在 32 位操作系统上运行，因此 64 位系统
上只显示 Exchange 2007 配置向导。
图 2-1 显示了单击 Solutions for Microsoft Exchange (用于 Microsoft Exchange 的
解决方案) 后可用于 32 位系统的选项。
图 2-1

用于 Microsoft Exchange 的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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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显示了单击 Solutions for Microsoft SQL Server ( 用于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解决方案) 后可供使用的选项。
图 2-2

用于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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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显示了单击 Solutions for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用于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的解决方案) 后可供使用的选项。
图 2-3

用于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的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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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显示了单击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
方案) 后可供使用的选项。
图 2-4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配置中心

子菜单中的选项也会因具体的应用程序而有所不同。例如，对于 Exchange 和 SQL
Server，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下显示的步骤、
信息或向导各不相同。
图 2-5 显示了实现 Exchange 高可用性的一个步骤。
图 2-5

针对 Exchange 的上下文相关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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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显示了实现 SQL Server 高可用性的一个步骤。
图 2-6

针对 SQL Server 的上下文相关步骤

图 2-7 显示了实现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高可用性的一个步骤。
图 2-7

针对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的上下文相关步骤

图 2-8 显示了实现其他应用程序高可用性的一个步骤。
图 2-8

针对其他应用程序的上下文相关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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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运行配置中心向导
如果您正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上执行配置步骤，请从 Applications
(应用程序) 选项卡运行向导。如果您已熟悉配置，还可以通过选择 Solutions (解决
方案) 选项卡直接进入特定向导。
可以从远程系统运行配置中心和某些向导。可以从远程运行的向导包括：

VCS 配置向导

安装 VCS 集群

灾难恢复配置向导

配置广域灾难恢复 （包括克隆存储，克隆服务组以及配置全局
集群）
还可以配置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复制或针对 EMC
SRDF 和 Hitachi TrueCopy 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配置 VCS 资源。
需要先在主站点上配置高可用性

快速恢复配置向导

计划快照镜像的准备工作和计划快速恢复快照

防火练习向导

设置防火练习来测试灾难恢复
需要先配置灾难恢复

与存储配置和应用程序安装相关的向导必须在执行相应进程的系统本地运行。必须
在本地运行的向导包括：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

从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控制台启动

新建卷向导

从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控制台启动

Exchange 安装向导

安装并配置 Exchange 高可用性环境
如果已经安装 Exchange，请参考文档了解更多说明。

Exchange 配置向导

针对 Exchange 高可用性配置服务组

SQL Server 配置向导

针对 SQL Server 高可用性配置服务组
必须先根据文档中的说明在每个节点上安装 SQL Server。

Enterprise Vault Cluster
安装向导

针对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高可用性配置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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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配置中心的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其他应用程序) 部分提供了在本地运行
以为下列应用程序角色或服务器角色创建服务组的向导：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

配置文件共享以使其具有高可用性。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

配置打印共享以使其具有高可用性。

IIS 配置向导

配置 IIS 以使其具有高可用性。

MS 虚拟机配置向导

配置 MS 虚拟机以使其具有高可用性。

Oracle 代理配置向导

配置 Oracle 以使其具有高可用性。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配置其他任何尚未为其提供特定于应用程序的向导的应用程序
服务组。

按照配置中心中的工作流执行操作
在多步骤高可用性配置工作流中，您可能会发现在其他系统上运行 SFW HA 客户端
并在该系统上使配置中心保持打开状态是很有用的。这样，将可以直观地看到接下
来要执行的步骤，查看有关该步骤的信息，以及访问联机帮助（如果需要）。此外，
还可以打印 PDF 格式的联机帮助主题和文档。
设置用于灾难恢复的站点时，应先执行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
用性 (HA) 配置 ) 下的步骤，然后再继续执行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 灾
难恢复配置) 下的步骤。
图 2-9 中概括地介绍了通过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配置 Exchange 高可
用性的工作流步骤。
图 2-9

配置 Exchange 高可用性的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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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中概括地介绍了通过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配置 SQL Server 高
可用性的工作流步骤。
图 2-10

配置 SQL Server 高可用性的工作流

图 2-11 中概括地介绍了通过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配置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高可用性的工作流步骤。
图 2-11

配置 Enterprise Vault Server 的高可用性的工作流

使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解决方案向导日志

图 2-12 中概括地介绍了通过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配置其他应用程序高
可用性的工作流步骤。
图 2-12

配置其他应用程序的高可用性的工作流

解决方案向导日志
通过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可以访问许多向导。但是，以下三个向导内置
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中：
■

灾难恢复向导

■

防火练习向导

■

快速恢复配置向导

这三个解决方案向导只能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而其他向导可以
从产品控制台或 Start (开始) 菜单启动。
由这三个解决方案向导创建的日志位于以下路径中：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VERITAS\winsolutions\log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C:\ProgramData\Veritas\winsolutions\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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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FW 存储最佳做法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38 页上的 “提高存储可用性的最佳做法”

■

第 40 页上的 “配置 SFW 磁盘组以获得可用性的最佳做法”

■

第 41 页上的 “提高存储性能的最佳做法”

■

第 42 页上的 “优化 I/O 性能的最佳做法”

■

第 44 页上的 “存储容量管理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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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存储可用性的最佳做法
为了获得存储的高可用性，请遵循下列最佳做法确保能够连续访问数据：
■

为关键数据添加软件镜像

■

按照能够进行最佳恢复的方式放置数据对象

■

管理三路软件镜像确保可靠性

■

在硬件 RAID 的基础上进行软件条带化和镜像以获得高可用性

为关键数据添加软件镜像
对于企业运作至关重要的数据，可使用三路镜像卷。
通过基于主机的卷管理构建镜像，占用的 CPU（服务器）带宽极少，因为数据和日
志的写入操作是并发进行的。此外，采用独立路径 （电缆、主机总线适配器、连接
器）将组成三路镜像卷的磁盘与主机连接，以便在发生路径故障和磁盘故障时保护
数据。

按照能够进行最佳恢复的方式放置数据对象
使用 SFW 在磁盘上布置卷时，将相互依赖的数据对象放置在不同磁盘中的不同卷
上。这样可以确保单个磁盘故障不会同时损坏数据及其恢复机制。
企业服务器环境中通常存在相互依赖的多组数据。例如，数据库的数据集、其归档
日志及其重做日志全都相互依赖。如果存储数据库数据的某个卷发生故障，从而导
致数据丢失，通常采用下列做法：
■

解决导致发生故障的问题 （如更换一个或多个磁盘）。

■

通过备份副本将数据库还原至某个基准。

■

按还原的副本播放归档和重做日志，使数据库状态尽可能达到最近状态。

如果数据库日志与数据位于同一个卷中，而数据和日志均无法访问，就无法恢复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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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三路软件镜像确保可靠性
如果可能，应在应用程序 I/O 负载较低期间，将断开的镜像中的存储还原至原始卷，
这是因为重新同步和重新生成活动会产生大量 I/O，这对应用程序的性能有不利
影响。
如果某个镜像经常从三路镜像卷中断开，请注意，在第三镜像断开与第三镜像存储
返回镜像卷后完成重新同步之间的间隔时间内，更容易发生故障。通过在 I/O 负载
较低期间执行还原，可最大限度缩短故障易发时限。

在硬件 RAID 的基础上进行软件条带化和镜像以获得高可用性
为了在提高条带化性能的同时还能够保护数据，应在条带化的基础上进行镜像，即
先进行条带化，然后对条带卷进行镜像。
条带卷上存储大量不太重要或易于重新获得但要求能够快速访问的数据。由于仅条
带化并不能在磁盘发生故障时保持数据的可用性，还应考虑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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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FW 磁盘组以获得可用性的最佳做法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支持多磁盘组。磁盘组提供了一种按逻
辑实体组织系统中物理磁盘的方式，简化了对有大量磁盘的系统的存储管理。
磁盘组对于管理集群中的存储很有用，而且也方便了组织和管理应用程序的磁盘存
储资源。SFW 允许在主机系统之间移动磁盘，从而提供了一种在系统之间转移存储
的简便方法。
为了通过 SFW 磁盘组获得高可用性，请遵循下列最佳做法确保能够连续访问数据：
■

为单独的存储容量池或公用池配置磁盘组

■

在集群中分配磁盘组以便获得可用性

为单独的存储容量池或公用池配置磁盘组
通过创建多个磁盘组可以创建单独的存储容量池。
有效地使用子磁盘是高效磁盘组结构的关键所在。必须在单一磁盘组内的磁盘中分
配组成特定卷的子磁盘。其中一个池内的原始物理存储仅供在该池中使用，不能用
于其他磁盘组中，除非管理员明确将磁盘从一个磁盘组移到另一个磁盘组。
系统管理员必须根据预定的应用程序和管理需求，决定是使用磁盘组来创建单独的
存储池，还是将所有存储作为公用池进行管理。
磁盘组配置的有效性取决于组织的应用程序需求。
■

如果某个关键应用程序频频要求对卷进行扩展，则在专用磁盘组中为其分配存
储有助于保证需要时有足够的容量可用。为系统增加的存储容量不会被其他应
用程序占用。

■

如果某个关键应用程序在意外的情况下需要额外存储，而其卷所在的磁盘组中
没有存储可用，即使其他磁盘组能够提供所需的存储量，该应用程序仍将失败。

通常，多个池为管理员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而对应用程序而言，公用池可能更
方便。

在集群中分配磁盘组以便获得可用性
在集群中，对于故障切换与其他应用程序无关的每个应用程序，其数据应存储在该
应用程序专用磁盘组中的卷上。
在集群环境中，磁盘组是在其中将存储从一台计算机故障切换到另一台计算机的单
元。只有整个磁盘组可以进行故障切换。因此，包含需要故障切换的应用程序数据
的卷应该属于仅存储该应用程序数据的磁盘组。这样，应用程序的存储就可以与该
应用程序一起进行故障切换，且不会对其他应用程序或其关联存储产生不利影响。
磁盘组也应该属于该应用程序的资源组，以便可以进行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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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存储性能的最佳做法
为了获得最佳存储性能，请遵循下列最佳做法确保能够快速访问数据：
■

提高存储性能的最佳做法

■

采用基于主机的镜像以提高读取性能和容错性能

■

将软件 RAID 5 用于主读数据

采用基于主机的镜像以提高读取性能和容错性能
对虚拟磁盘进行基于主机的镜像，可提高系统整体读取性能和容错性能。
SFW 提供了对 RAID 子系统进行基于主机的卷管理功能，从而提高了整体数据可用
性及 I/O 性能。通过基于主机的卷管理，可以跨相同或不同供应商提供的 RAID 子
系统应用软件 RAID，从而聚集所有必要的 RAID 子系统属性。
在镜像配置中，读取请求以循环方式进行处理。循环算法在镜像卷的所有成员 （或
plex）间分配读取请求。采用镜像可以显著提高读取性能。
此外，通过将不同控制器导出的基于硬件 RAID 子系统的虚拟磁盘配置为基于主机
的镜像卷的成员，基于主机的镜像卷提供了在发生 I/O 总线、主机总线适配器、磁
盘阵列电源和冷却装置、 RAID 控制器和磁盘故障时保护数据的功能。

跨硬件进行软件条带化以提高性能
使用 SFW 将通过多条总线连接至主机的多个硬件阵列组合在一个大条带卷中，可
以提高某些应用程序的传输速度。
可以使用基于主机的卷管理，通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虚拟磁盘（每个均由不同的
RAID 控制器管理）上进行数据条带化，将多个硬件子系统的性能结合起来。在多
个类似设备上构建条带可以充分利用存储。由于某些高带宽的应用程序（如音频影
像流）对数据传输的要求超过了通过单一连接与主机挂接的硬件阵列控制器的能
力，这就需要能够聚集多条数据总线的带宽。

将软件 RAID 5 用于主读数据
建议对主读数据使用基于主机的 RAID-5 卷，这是因为写入操作的开销可能导致性
能大幅下降。
在更新率较高 （超出构成卷的磁盘的 I/O 请求处理能力总和的 10%）的应用程序
中，应避免使用基于主机的 RAID-5 卷，除非有足够的主机 CPU 周期。配有非易失
性写回缓存的磁盘控制器 RAID-5 卷可用于多个有大量写入操作的应用程序 （多达
构成卷的磁盘的 I/O 请求能力总和的 4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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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 I/O 性能的最佳做法
SFW 让管理员可以通过调整条带单元大小来 “优化”任何类型的条带卷，包括
RAID-5 和镜像条带卷。此功能对优化这些类型卷的 I/O 性能特别有用。
大多数 I/O 限制型应用程序都可以归为下列类型之一：
■

I/O 请求密集型，发出 I/O 请求的速度高于接收请求的硬件的处理速度
面向事务处理的应用程序 （如信用核实、收款机、处理订单）都是 I/O 请求密
集型应用程序，少有例外。
请参见第 42 页上的 “适于 I/O 请求密集型应用程序的条带化”。

■

数据传输密集型，在内存和存储之间移动大量单一数据流
科学、工程、音频、视频以及图像处理应用程序都是典型的数据传输密集型应
用程序。
请参见第 43 页上的 “适于数据传输密集型应用程序的条带化”。

如果要将某个条带卷主要用于这些 I/O 负载类型之一，可以在创建卷时设置条带单
元大小以优化 I/O 性能。

适于 I/O 请求密集型应用程序的条带化
对于 IO 请求频繁的应用程序而言，理想的条带单元大小 （即多个请求的统一分发
的大小）的 3% 到 5% 就是单个请求的大小。例如，如果数据库页大小为 2 KB（四
个块），理想的条带单元大小是 100 个块。为简单起见，通常会向上舍入为最接近
的 2 的幂 （128 个块或 65,536 字节）。
I/O 请求密集型应用程序的典型特点是每个请求的数据传输量都较小 （如 2 至
16 KB）。这些应用程序是 I/O 限制型应用程序，因为它们会产生大量 I/O 请求，
而不是因为它们会传输大量数据。
例如，一个应用程序每秒产生 1,000 个 I/O 请求，平均请求大小为 2 KB，其使用的
数据传输带宽每秒最多为 2 MB。由于每个 I/O 请求在执行期间完全占用一个磁盘，
因此最大限度提高 I/O 请求密集型应用程序的 I/O 吞吐量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增加可
以并发执行请求的磁盘数。显然，卷上可以执行的最大并发 I/O 请求数就是构成卷
存储的磁盘数。“分割”于两个条带单元的每个应用程序 I/O 请求在执行期间都占
用两个磁盘，这样就减少了可以并发执行的请求数，从而降低了 I/O 响应的效率。
因此，要最大限度地降低 I/O 请求密集型应用程序中 I/O 请求 “分割”于多个条带
单元的可能性。
下列因素影响有随机起始地址的 I/O 请求是否分割于两个条带单元：
■

请求的起始地址与存储分配单元 （文件扩展）的起始地址相关

■

请求的大小与条带单元大小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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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将按照文件中的块来分配页，因此对第一页的请求几乎从
不会分割于多个条带单元。但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页的数据库请求可能分割
于多个条带单元。在本示例中，条带单元大小越大，分割 I/O 请求的可能性就越低。
但是，在卷上进行数据条带化的主要目的是使 I/O 请求分布于卷的多个磁盘。如果
条带单元大小过大，很可能会削弱这种分布的效果。

适于数据传输密集型应用程序的条带化
对于使用条带卷的数据传输密集型应用程序而言，理想的条带单元大小是应用程序
的典型 I/O 请求大小除以条带中数据磁盘数。例如，如果应用程序通常发出的请求
为 256 KB，四个磁盘的条带卷的理想条带大小为 64 KB (256 KB/4)。
数据传输密集型应用程序发出的请求通常有大量数据 （64 KB 与 1 MB 之间或更
大）。请求大量数据时，请求数据传输阶段会占据大部分的请求执行时间。因此，
减少数据传输时间可提高 I/O 性能。
单一磁盘传输数据的速度只能达到在磁盘上读写数据的速度。例如，磁盘转速为
10,000 RPM，磁盘的某个特定磁道上有 200 个块，数据传入或传出该磁道的速度
不会超过每秒 17.06 MB （200 块 x 每块 512 字节/每转 0.006 秒）。完成 500 KB
的应用程序请求需转五次 （或 30 毫秒）。如果向使用 SFW 创建的包含五个相同
磁盘的卷发出请求，理想情况下，每个磁盘可以传送五分之一的数据，完成请求所
需时间就会更短。
通常，如果某条带卷经过优化，适于数据传输密集型应用程序，每个应用程序 I/O
请求将在卷的所有磁盘 （如果是 RAID-5 卷，包含奇偶校验数据的磁盘不在其中）
间平均分割。

43

44 SFW 存储最佳做法
存储容量管理最佳做法

存储容量管理最佳做法
保持磁盘组中未分配存储容量百分比是一种管理联机存储以避免应用程序故障的有
效方法。应用程序要求更多存储空间时，系统管理员可以在其卷处于联机状态时使
用未分配的容量快捷地扩展该卷。如果卷扩展导致未分配容量低于安全阈值，将在
SFW 附带的 GUI 中显示该事件。此时，应安装额外的存储并将其添加至磁盘组，
从而维持足够的缓冲空间以满足预期的应用程序要求。
对于存储容量管理，请遵循下列最佳做法来确保对数据进行最佳分配：
■

管理存储分配以提高灵活性

■

聚集硬件 RAID 以获得超大型卷

■

管理未分配的空间以节约空闲空间

■

保留备用磁盘以便进行容错卷恢复

管理存储分配以提高灵活性
一种最大限度提高存储分配灵活性的方法是按单一容量单元或少量分散容量单元管
理磁盘组中的磁盘。这样可以在因新增卷、扩展卷或在磁盘间移动子磁盘而需要新
子磁盘时，最大限度提高 SFW 分配存储空间的灵活性。
为确保每个磁盘组中有足够的未分配存储量，应维持适当水平的未分配存储量。要
在多个磁盘间分配未分配存储，必须能够在不违反卷容错和性能限制的情况下，执
行容错卷扩展等管理操作。
例如，如果必须向镜像条带卷添加额外镜像，添加的镜像的每个子磁盘必须位于其
扩展的子磁盘所在磁盘上或位于卷现有子磁盘以外的磁盘上。（子磁盘是指磁盘上
地址连续的一组块。）子磁盘由 SFW 创建，作为用来创建卷的构造块。管理员请求
扩展卷时，SFW 会检查包含该卷的磁盘组中的未分配空间，以确保可以实现扩展。
管理员必须维持一定的未分配容量，这是执行此类操作的前提。

聚集硬件 RAID 以获得超大型卷
可以通过 SFW 组合多个 RAID 控制器中的 LUN，构建能够存放超大型数据库或文
件系统的超大型卷，其中的多个 LUN 分布于多个控制器上。相比文件系统或数据
库分布于多个 LUN 的情况，这种组合功能让用户可以更好地访问其数据。
对于阵列中使用的任何类型的硬件 RAID，数据库或文件系统的大小不能超过特定
硬件阵列中逻辑单元号 (LUN) 的最大大小。但在基于主机的高级卷管理中没有这种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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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分配的空间以节约空闲空间
任何维持磁盘组容量中未分配空间所占最小百分比的策略中，应有一个上限，以避
免不必要地维持大量空闲空间。
要维持多少未分配容量主要取决于应用程序的特点。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上下
限，未分配存储量低于下限或高于上限几乎毫无用处。
例如，安装时发现策略是维持磁盘组总容量的 8% 到 10% 作为未分配空间。但随着
磁盘组容量的增加，此策略维持的未分配空间量也会增加，可能会超过有效利用它
的合理预期量。如果通常使用大约 1 到 10 GB 之间的未分配空间量来重定位子磁盘
或应对数据处理高峰情况，磁盘组总容量增加至 1 TB 时就有 100 GB 的空间留为此
用。如果通常移动的子磁盘数或添加的卷数是一个或两个，就会有大量的存储容量
永远都不会使用。

保留备用磁盘以便进行容错卷恢复
对属于容错卷的磁盘，每 10 个磁盘应保留一个或多个备用磁盘，任何包含容错卷
的磁盘组至少应有一个备用磁盘。
存储容量是以子磁盘单元进行管理的，而磁盘一旦发生故障，通常是全体磁盘都发
生故障。因此，为从磁盘故障中恢复而保留的备用容量应为全体磁盘，其容量至少
为磁盘组的容错卷中最大磁盘的容量。
一个磁盘发生故障时，所有具有子磁盘的非容错卷都将发生故障，因此所有容错卷
都将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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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快速恢复
本部分包括下列各章：
■

快速恢复概述

■

快速恢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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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恢复概述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50 页上的 “关于快速恢复解决方案”

■

第 51 页上的 “实现 SFW 快速恢复解决方案的必要性”

■

第 52 页上的 “了解 SFW 的快速恢复过程的基本组件”

■

第 54 页上的 “快速恢复过程概述”

■

第 56 页上的 “即时点快照的其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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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快速恢复解决方案
Veritas FlashSnap 是 SFW 的一个选件，它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过程，包括多个允许
分离镜像卷的命令。卷一旦分离，便可用于多种用途。本章重点介绍 SFW 快速恢复
解决方案，此解决方案通过拆分镜像快照对数据文件中出现的逻辑错误进行恢复。
本章还简要介绍了拆分镜像快照的其他用法。
快速恢复过程使用生产数据的主机上即时点副本以及事务日志来恢复被损坏的或丢
失了数据的数据库。例如，假设数据库被损坏，则可以从最近的快照重新加载原始
数据，然后使用事务日志将当前数据库恢复到发生损坏之前的点。
SFW 快速恢复解决方案使用主机上基于磁盘的快照来提供从逻辑错误快速恢复的
功能，并消除了从磁带还原数据这一极其耗时的过程。
如果使用的是 Microsoft Exchange， SFW 可提供针对 Microsoft Exchange 存储组
或 Exchange 存储组中单个数据库的恢复过程。此外，还支持对 Microsoft SQL 2005
数据库的快速恢复功能。这些过程通过 SFW 的 vxsnap restore 命令以及 VSS 快照
向导提供。
SFW 还为快速恢复提供 vxsnapsql 实用程序，该程序可以与 VDI 进行集成，以便
在 SQL Server 数据库联机且可用时对 SQL Server 数据库卷执行快照操作。VDI 在
创建快照所需的很短一段时间内对数据库加以禁止，然后立即将其解禁。利用这一
禁止时间段可捕获 SQL 快照，而此时数据库应用程序仍处于活动状态。 SQL 2000
和 SQL 2005 支持 vxsnapsql 实用程序。
本章对 SFW 的快速恢复解决方案进行了全面概述。有关使用 SFW 和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实现快速恢复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and Microsoft
Clustering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Exchange（《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和 Microsoft 集群 （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
有关使用 SFW 和 Microsoft SQL Server 实现快速恢复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and
Microsoft Clustering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和 Microsoft 集群解决方案
指南 （Microsoft SQL 版本））。
有关使用 Oracle 数据库实现快速恢复解决方案的信息，请参见第 60 页上的“Oracle
数据库快速恢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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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SFW 快速恢复解决方案的必要性
使用 SFW 的快速恢复解决方案的优点：
■

比从磁带或其他介质进行还原速度更快
主机上快照恢复比从磁带或其他介质还原完全备份速度更快；此方案可减少宕
机时间，并有助于遵守应用程序可用性的服务级别协议。快速恢复解决方案是
恢复损坏的数据库或丢失的数据的第一道防线。维护快速恢复映像对系统性能
的影响仅限于将拆分镜像快照从原始卷中分离的短暂时间。

■

是一种比基于阵列的快照更为廉价且更加灵活的解决方案
SFW 的拆分镜像快照基于 FlashSnap 技术。 FlashSnap 的快照逻辑建立于主机
系统本身，因此，可以使用现有的或可以购买的任何存储来创建快照。这与通过
硬件存储阵列创建的拆分镜像映像恰好相反，后者仅限于使用阵列供应商所提
供的存储。相对基于硬件的方法而言， FlashSnap 可以提供以下几种优点：
■

实际上，您可以使用任何存储硬件来创建快照，包括昂贵的阵列和简单的
JBOD 存储。

■

被复制的卷可以跨越多个物理设备。

■

原始卷和快照卷可以使用不同供应商提供的存储阵列。

■

与 Microsoft Server Volume Shadow Copy Service 集成
SFW 与 Windows Server Volume Shadow Copy Service (VSS) 集成，既可以
作为 VSS 请求者，也可以作为 VSS 提供者。此项集成由 FlashSnap 和 SFW 的
vxsnap 命令行实用程序以及 VSS 快照向导提供。 VSS 进程允许在执行快照操
作之前禁止可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 （如 Exchange），待完成快照操作后立即
恢复运行该应用程序。暂停应用程序可以为数据生成 Microsoft 支持且提供保
证的快照。这样可以保护数据的完整性。

■

允许一次创建多个快照
SFW 提供此选项以便同时创建多个拆分镜像快照。这些快照可以通过 GUI
Snap Shot 命令或通过 vxsnap CLI 命令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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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SFW 的快速恢复过程的基本组件
SFW 的快速恢复解决方案借助 Veritas FlashSnap 和快速重同步技术来利用
Microsoft Volume Shadow Copy Service (VSS) 功能，以暂停和恢复可识别 VSS 的
应用程序。

FlashSnap
通过 FlashSnap 可以创建和维护主机上即时点副本，此类副本对快速恢复解决方案
来说必不可少。 FlashSnap 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可用于创建和维护拆分镜像快
照，即其进行镜像的原始卷的副本。原始卷和快照卷都可以包含多个物理设备，如
RAID 0+1 （镜像条带）卷中一样。 FlashSnap 不可与软件 RAID-5 卷一同使用。
FlashSnap 包括下列命令：
Prepare (准备)
创建快照镜像并将其与原始卷挂接。由于涉及创建镜像， Prepare (准备) 过程可能
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该过程只需在首次执行快照命令序列时执行。
注意：在 GUI 中，Prepare (准备) 命令已替代 Snap Start (快照启动) 命令。在 CLI
中， prepare 和 snapstart 关键字均可用，但建议使用 prepare 关键字。
Snap Shot (快照)
将快照镜像与原始卷分离。在执行快照命令的即时点，拆分镜像快照卷是与原始卷
完全相同的副本。
Snap Back (快照合并)
将快照镜像重新挂接到原始卷上。通过将原始卷或快照卷用作来源，可以对卷进行
重新同步。如果原始数据库卷发生逻辑错误，可以使用快照卷迅速还原与原始卷一
致的即时点映像。
Snap Clear (快照分离)
永久删除快照卷与原始卷之间的关联。
Snap Abort (快照中止)
发出 Prepare (准备) 或 Snap Back (快照合并) 命令后，中止快照操作。Snap Abort
(快照中止) 将从卷中永久删除快照镜像并释放其空间。
上面列出的 FlashSnap 命令通过 SFW GUI 实现。此外还有等效命令行，通过
vxassist 或 vxsnap 命令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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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重同步 (FR)
快速重同步功能可优化快照卷及其原始卷的重新同步。FlashSnap 使用快速重同步
技术来跟踪快照分离后原始卷中已更改的块。通过使用 Snap Back (快照合并) 命令
将快照卷与原始卷重新同步后，只有更改的数据块会写入快照卷。这将大大减少重
新同步的时间和对性能的影响，意味着可以在对生产影响最小的情况下刷新快速恢
复映像。
通过 GUI Prepare (准备) 命令或命令行界面 vxassist snapstart 命令对卷执行准
备操作后，该卷将自动启用 FR。

Microsoft Volume Shadow Copy Service (VSS)
Microsoft Volume Shadow Copy Service (VSS) 是一种 Windows 服务，提供创建
快照或卷影副本的功能。卷影副本是表示复制开始时原始卷所处状态的副本的卷。
SFW 通过 vxsnap 命令将 VSS 集成到其快照功能。由于 SFW 是 VSS 请求者，因此
它可以随时启动 VSS 快照。
在 Windows Server 2003 版中，vxsnap 同时利用 FlashSnap 和 VSS 技术来创建高
品质的快照，可在应用程序文件打开的时候完成。VSS 可以在创建快照时禁止应用
程序，然后在快照完成后立即恢复应用程序；但必须使用可识别 VSS 的应用程序，
如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有关 VSS 和 SFW 如何协同工作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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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恢复过程概述
快速恢复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创建、刷新和恢复。

创建初始快照
拆分镜像快照应按照从磁带备份数据库的规律定期创建。可以通过数据库卷为其自
身创建快照，也可以通过 SFW GUI Snap Shot ( 快照 ) 命令或 vxsnap 实用程序同时
为一个或多个数据库卷及任何数据库日志卷创建快照。如果拥有可识别 VSS 的应用
程序 （如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则可以享有
创建 VSS 快照的优势。通过捕获启用 VSS 的快照，无需将数据库脱机即可创建快照
映像。此外， SFW 为 Microsoft SQL 2000 或 Microsoft SQL 2005 提供 vxsnapsql
实用程序。
创建快照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个步骤是 Prepare ( 准备 )，即创建要与原始卷挂接
的快照镜像。第二个步骤是 Snap Shot ( 快照)，即将快照镜像从原始卷中分离，并
创建一个单独的主机上拆分镜像快照卷。
一旦创建快照，无需重复耗时的 Prepare (准备) 步骤，即可快速刷新快照。

刷新快照
定期刷新或更新快照或快照集，以便其能够包含原始卷的最新副本。刷新快照也分
两个步骤进行。在第一个步骤中， Snap Back (快照合并) 操作将快照卷重新挂接至
其原始卷，通过快速重同步自动更新快照镜像，并将其与原始卷进行同步，但只应
用磁盘更改对象 (DCO) 卷中跟踪到的更改。与将整个原始卷复制至返回镜像的传统
方法相比，此过程所需的时间较少。在第二个步骤中，将执行 Snap Shot (快照) 操
作再次分离快照镜像，创建新的数据库即时点副本。如果要创建多个快照，必须使
用 SFW GUI Snap Shot (快照) 命令或 vxsnap CLI 命令同时为所有的数据库卷和日
志卷创建快照。执行此步骤无需将数据库脱机。
Snap Back (快照合并) 和 vxsnap 命令可以通过 Veritas NetBackup 中的
bpend_notify.bat 文件或通过前/后命令中的批处理文件调用，以在 Veritas Backup
Exec for Windows Servers 备份工作完成时运行。此外，还可以编写一个脚本，由
Windows Task Scheduler 使用以定期自动更新快照或快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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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数据库
在需要还原数据库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快照或快照集来还原数据。
警告：如果 FlashSnap 实用程序没有获得对 Snap Back (快照合并) 命令中所访问
的卷的独占访问权限，则可能发生数据损坏。将快照数据用作源时，在运行 Snap
Back (快照合并) 命令之前，关闭可能访问卷的任何 Explorer 窗口、应用程序、控
制台或第三方系统管理工具。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为 Microsoft Exchange 存储组或
Exchange 存储组中的单个数据库提供恢复支持。通过 SFW 的 vxsnap restore 命
令或 VSS 还原向导， VSS 热快照可用于存储组的即时点恢复，或者存储组或其中
单个数据库的故障点前滚恢复。
有关同时使用 FlashSnap 和 Microsoft Exchange 来执行热快照和实施恢复过程的
详细过程，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and MSCS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Exchang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和 MSCS 解决方案
指南 （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
对于 Microsoft SQL，可以使用快照集中的快照卷来还原损坏的数据库。可以将数
据库还原至指定的即时点、故障点或创建 （或最后刷新）快照集的即时点。
有关在 Microsoft SQL 环境下进行快速恢复的详细过程，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and MSCS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和 MSCS 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SQL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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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点快照的其他应用
本节介绍使用 FlashSnap 快照进行脱离主机处理的几种可能的应用。包括下列主题：
■

第 56 页上的 “脱离主机备份”

■

第 57 页上的 “报告和分析”

■

第 58 页上的 “应用程序测试和培训”

脱离主机备份
备份的频率越高，数据丢失就会越少，对于带有事务日志的数据库，备份的频率越
高，恢复速度越快。增量备份可以减少备份时间，但会增加恢复时间。对于备份时
间段很短或没有备份时间段的组织，脱离主机备份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尤其
是要托管的数据量增加的时候。
由于备份在另一个主机中进行，所以备份时间段并不重要，您可以每天进行完整备
份。这将减少出现问题时的恢复时间。
图 4-1

镜像断开及将快照导入至备用主机

FlashSnap 可简化通过磁盘组分割和结合功能令快照卷可用于脱离主机处理的过
程。通过此功能，管理员可以将一个或多个卷快照拆分至另一个磁盘组，然后 “逐
出”该磁盘组。备用主机，即运行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主机，可以
随后将该磁盘组及其卷导入以便进行脱离主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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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主机处理完成后，可以按类似的方法将快照卷及其磁盘组重新加入，即将其从
辅助节点主机逐出，重新导入至主节点主机，然后重新加入原始的磁盘组。
FlashSnap 快照可以通过 Veritas NetBackup 或 Backup Exec 进行备份。

报告和分析
决策支持和业务智能是数据密集型活动，对很多组织都极为重要。分析人员及其他
人士在他们的分析过程中常常需要访问最新的、甚至是实时的数据。例如，零售组
织希望及时了解销售趋势，通常都要求至少每日更新。同样地，财务机构必须密切
关注当前交易，以迅速掌握趋势或发现潜在问题。
不过，报告和分析数据的需求往往会与交易数据库应用程序的性能要求产生冲突。报
告和分析活动通常要实施一些选定语句，这些语句扫描大量的记录，可能还包含比较
复杂的处理。这将对交易系统特有的一些较为简单的写入和更新活动产生影响。出于
此原因以及其他原因，许多公司从操作系统将数据装入专为分析查询设计和优化的
数据仓库。但是，即使是创建数据装入的过程也会对操作系统造成性能影响，这导致
大多数组织将这些提取、转换和装入（简称 ETL）的过程安排在下班时间（如半夜）。
通过创建用于报告和分析的生产系统即时点快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直接
对快照卷运行报告，或通过快照提取数据以将其装入仓库。
图 4-2

提取、转换和装入 (ETL) 过程

57

58 快速恢复概述
即时点快照的其他应用

由于捕获快照本身对生产系统的影响非常短暂且有限，因此，可以生成最新数据以
便定期分析。您甚至可以在辅助系统上创建生产数据库的副本，以便需要进行 “深
入”分析时可通过 OLAP 应用程序进行访问。同样地，在脱离主机方案中，分析对
生产系统并无影响。

应用程序测试和培训
软件测试和培训是对 FlashSnap 即时点副本的其他有效应用。有一些需求是无法通
过简单的数据复制来满足的，因为您需要能够对用于测试的数据的副本进行更新和
修改。 FlashSnap 可以轻松满足这些需求。
通过捕获快照并将其装入用于测试或开发的主机，就可以为开发人员和 QA 人员提
供可能的最为现实的测试数据。通过实际使用生产数据的即时点副本，可以对应用
程序在生产设置中的行为进行预测。还可以节省创建和维护测试数据集的时间。该
数据也可以用于培训。

5
快速恢复示例
本章提供一个通过 Oracle 数据库进行快速恢复的示例。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60 页上的 “Oracle 数据库快速恢复示例”

■

第 64 页上的 “更多关于 FlashSnap 的信息：提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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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数据库快速恢复示例
本示例说明如何使用 SFW 的拆分镜像快照在 Oracle 数据库的数据损坏后对数据库
进行恢复。使用快照处理的优点在于它比从磁带备份恢复数据库要快得多。此处理
假定这些拆分镜像快照按数据库常规备份的规律进行。
此示例不需要 Microsoft Volume Shadow Copy Service (VSS)。

创建数据库拆分镜像快照
下图显示的是快照步骤。指回原始卷的箭头表示快照卷可以与原始卷重新结合，可
以更新，可供创建刷新快照。
图 5-1

通过快照创建数据库备份

快速恢复示例
Oracle 数据库快速恢复示例

通过拆分镜像快照和数据库日志恢复数据库
下图显示的是出现数据库故障时的情况。快照卷位于右侧。指回生产数据库卷的箭
头表示通过使用快照和应用日志使数据库还原到发生故障之前的状态，从而恢复数
据库。
图 5-2

通过快照恢复数据库

任务概述
本示例的主要任务包括：
■

为 Oracle 数据文件卷创建快照。

■

通过 Oracle 数据文件恢复正常的处理。

■

模拟 Oracle 数据文件损坏。

■

恢复 Oracle 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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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步骤
先决条件
本示例假定：
■

有 Oracle 数据库备份和恢复的经验。

■

有执行 SFW FlashSnap 过程的经验。

安装
■

Oracle 数据库必须在单一服务器上运行。

■

Oracle 数据库必须为 ARCHIVELOG 模式。

■

包含 Oracle 数据库数据文件的卷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该卷不得为系统/启动卷。

■

该卷必须是 SFW 卷。

为 Oracle 数据文件卷创建快照
1

打开 Oracle 数据库，确定要使用的表空间能够正常运行。

2

在 SFW 中，准备好包含表空间数据文件的卷。
CLI 命令如下：
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snapstart <DriveLetter>

3

在 Oracle 中，通过 BEGIN BACKUP (开始备份) 选项更改表空间，将数据库日
志设为备份创建模式。

4

在 SFW 中，使用 Snap Shot (快照) 捕获 Oracle 数据文件卷的快照。
CLI 命令如下：
vxassist -g<DynamicDiskGroupName> snapshot <DriveLetter>

5

在 Oracle 中，通过 END BACKUP (结束备份) 选项更改表空间，将数据库日志
设为正常模式。

6

在 Oracle 中，将当前数据库日志归档，使其与快照保持在同一级别。

至此，创建数据库快照并保存以备将来使用的过程已完成。如果定期执行此过程，
可以将其优势最大化。

快速恢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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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Oracle 数据文件恢复正常的处理
◆

在 Oracle 中，更新表空间中的表以创建数据库日志活动。

模拟 Oracle 数据文件损坏
1

在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中，使表空间脱机。

2

使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来找到并打开数据文件卷。

3

删除数据文件。

恢复 Oracle 数据文件
1

在 Oracle 中，使数据文件脱机。

2

使用 VEA GUI 中的 Snap Back (快照合并) 重新挂接快照卷。使用 Resynchronize
using the snapshot (使用快照进行重同步) 选项。

3

在 Oracle 中，使用 RECOVER TABLESPACE (恢复表空间) 以应用数据库日志，
将副本恢复至发生数据文件损坏之前的水平。

4

在 Oracle 中，使数据文件联机。

5

确定数据文件中的表空间已恢复。

注意：本示例使用的是 Oracle 数据库中表空间的数据文件的单一快照。也可以通过
使用多个既包括数据文件又包括日志的并发快照来完成本示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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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 FlashSnap 的信息：提示和参考
下列 FlashSnap 提示可能对您有所帮助：
■

使用相关磁盘组的名称。
例如，通过 GUI 执行脱离主机处理工作时，使用 database 作为原始磁盘组名
称，使用 database_snap 作为快照磁盘组名称。
磁盘组名称最长可达 18 个字符。

■

将 FlashSnap 与数据库应用程序一起使用时，将所有数据库文件和相关的事务
日志存储在位于单一动态磁盘组中的磁盘上。

■

为便于标识，磁盘组中的卷应以该磁盘组的名称开头。例如：
DiskGroup1_VolumeName1
DiskGroup1_VolumeName2
DiskGroup1_VolumeName3

■

有关 FlashSnap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
指南》。

■

有关快速恢复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and MSCS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Exchang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和 MSCS 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
和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and MSCS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和 MSCS 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SQL 版本）》）。

部分

高可用性
本部分包括下列各章：
■

高可用性：概述

■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

将 DMP 添加至集群配置

3

66 高可用性

6
将 DMP 添加至集群配置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68 页上的 “关于动态多路径”

■

第 69 页上的 “添加 DMP DSM 的配置任务概述”

■

第 69 页上的 “查看先决条件”

■

第 70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第 71 页上的 “针对新集群配置的步骤”

■

第 71 页上的 “针对现有集群配置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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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态多路径
动态多路径是 SFW 中的可选软件组件，可为存储提供冗余路径支持。本支持由
DMP DSM （DMP 设备特定模块）提供。可以将动态多路径 (DMP) 添加到集群
配置。
下面介绍了向新集群配置和现有集群配置添加动态多路径的步骤。集群配置可以为
VCS 或 Microsoft 集群。启用动态多路径的步骤在集群启动、运行并经过测试后执
行。每台计算机中的第二个主机总线适配器用于指向存储的冗余路径，从而实现容
错功能。动态多路径软件可控制路径的使用情况，只允许每次使用一条指向存储的
路径。但如果一条路径出现故障，动态多路径软件将会自动转到另一条指向存储的
路径。
在安装 DMP DSM 过程中，设置硬件和安装 DMP DSM 软件及其他任何软件时，只
能连接一条主机总线适配器路径。对于新安装和现有安装，都是如此。
在每台服务器上安装硬件时，请在每台计算机上安装第二个主机总线适配器，但不
能将其连接至交换机。在 SFW 和集群设置完成并工作，而且 DMP DSM 软件已安
装并运行后，再执行其他步骤激活 DMP D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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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DMP DSM 的配置任务概述
在每个服务器上都有多个添加 DMP DSM 的任务。任务执行顺序与剩余配置操作有
关，即是安装新配置还是升级现有集群配置。后面相应各节中介绍了详细步骤。这
些任务概括如下：
■

在每台服务器上安装第二个主机总线适配器。此时，不要向每个附加交换机连
接第二条路径。该路径必须保持未连接状态。
对于新安装，可在服务器运行前，对硬件进行初始配置时执行此步骤。
对于现有的集群系统，应执行滚动升级过程在集群中非活动节点上安装硬件和
软件。在一个节点上完成了安装后，切换活动节点，在其余的非活动节点上完
成硬件和软件安装。

■

在非活动节点上安装 DMP DSM 软件。
安装 DMP DSM 时需要重新引导，这样可以避免重新引导集群的活动节点。

■

使用适当的电缆，连接服务器 A 至第二个交换机的第二条路径。如果需要，
对交换机进行配置。同样连接服务器 B 至第二个交换机的第二条路径。

■

验证这两条路径是否受 DMP DSM 控制。

■

访问每个阵列的 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 对话框，确保阵列负载平衡设置均
设置为 Active/Passive (主动/被动)。

查看先决条件
此解决方案假定已安装并配置所需软件。有关安装和配置信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和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

支持的软件
包含动态多路径 (DMP) 选件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SFW) 或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5.1 for Windows (SFW HA)。
如果已安装了 SFW 或 SFW HA 软件并且要添加动态多路径，请购买动态多路径选
件的许可证密钥，并使用 Windows 控制面板中的 Add or Remove Programs (添加
或删除程序) 添加该选件。

硬件要求 （双服务器集群）
■

2 个有适当电缆连接的 HBA

■

2 个光纤交换机

安装 SFW HA 之前，请确保您的配置满足下列条件并且您已经查看位于以下位置
的 SFW 5.1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性列表），确定硬件受支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69

70 将 DMP 添加至集群配置
查看配置

查看配置
配置的目的是将动态多路径 (DMP) 添加至集群配置。动态多路径是 SFW 和 SFW HA
中的可选软件组件，可为存储提供冗余路径支持。每台服务器需要有两个交换机，
一个交换机连接一条路径。下图中显示了四条不同的主机总线适配器路径。
图 6-1

通过 DMP 添加容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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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集群配置的步骤
设置 DMP DSM 的过程如下。
设置 DMP DSM
1

安装其他硬件及其相应的驱动程序。

2

仅连接一条从阵列到计算机的路径。

3

使用 Windows 控制面板中的 Add or Remove Programs (添加或删除程序) 安
装相应的 DMP DSM。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

4

重新连接其他物理路径。

5

重新引导系统。

6

确定显示了其他路径。

针对现有集群配置的步骤
设置 DMP DSM 的过程如下。
设置 DMP DSM
1

将资源移至另一个节点或使资源脱机。

2

安装其他硬件及其相应的驱动程序。

3

仅连接一条从阵列到计算机的路径。

4

使用 Windows 控制面板中的 Add or Remove Programs (添加或删除程序) 安
装相应的 DMP DSM。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升级指南》。

5

重新连接其他物理路径。

6

重新引导系统。

7

确定显示了其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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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可用性：概述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73 页上的 “关于高可用性”

■

第 73 页上的 “关于集群”

关于高可用性
高可用性解决方案使应用程序在计算机出现故障时能够继续运行，该功能通过使用
冗余的软件和硬件来保持数据和应用程序可用。“高可用性”可以指任何具有容错
功能的软件或硬件，但通常是与集群相关联的。本节重点讲述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和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本地集群配置。

关于集群
集群，指一组独立的计算机作为单个系统一起运作，以确保关键应用程序和资源的
高可用性。集群作为单一系统进行管理，分享一个公共的命名空间，经过特别设计
可以承受组件故障，并可以对用户透明的方式添加或删除组件。
目前，对于关键应用程序来说，保持数据和应用程序一天 24 小时、一周 7 天正常
运行是极为必要的。集群系统优点众多，包括容错、高可用性、可伸缩性、管理简
便以及支持滚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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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76 页上的 “关于高可用性解决方案”

■

第 76 页上的 “用于新的高可用性 (HA) 安装的任务 - 其他应用程序”

■

第 78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第 83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第 84 页上的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

第 87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for
Windows”

■

第 94 页上的 “配置磁盘组和卷”

■

第 104 页上的 “配置集群”

■

第 120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

第 123 页上的 “配置服务组”

■

第 177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

第 178 页上的 “完成配置后可能需要执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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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可用性解决方案
本章提供了使用 SFW HA 在新安装中设置高可用性 (HA) 解决方案的步骤。本章
介绍用于任何通用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特别是 FileShare、PrintShare、IIS 和
MSVirtual Machines 的过程。
Symantec 建议使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作为示例应用程序或服务器
角色安装和配置 SFW HA 解决方案的指南。
请参见第 25 页上的 “使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有关用于 Microsoft Exchange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的 SFW HA 解决方案示例，
请参见此发行版中包括的其他解决方案指南：
■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and Disaster
Recovery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Exchang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and Disaster
Recovery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SQL
版本））

用于新的高可用性 (HA) 安装的任务 - 其他应用程序
本章介绍有关如何安装和配置高可用性和应用程序组件的信息。
主动-被动式

每个节点一个应用程序实例，具有一对一的故障切换功能。
集群的活动节点承载虚拟服务器。第二个节点是可在主动节
点出现故障时接管并承载虚拟服务器的专用冗余服务器。

主动-主动式

每个集群节点多个应用程序实例。
例如，在具有两个应用程序实例的两节点集群中，在两台服
务器的每台服务器中有一个不同的实例处于联机状态。如果
出现故障，则故障节点上的实例将在其他服务器上联机，从
而使得一台服务器上有两个实例处于联机状态。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用于新的高可用性 (HA) 安装的任务 - 其他应用程序

表 8-1 简要介绍了实施配置的概括性目标以及实现每个目标所需执行的任务。
表 8-1

任务列表：新的高可用性配置

目标

任务

第 78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验证硬件和软件先决条件

■

查看要求

第 83 页上的 “查看配置”

查看配置

第 84 页上的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第 87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for

■

验证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

安装 SFW HA

Windows”

■

恢复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第 94 页上的 “配置磁盘组和卷”

■

规划存储布局

■

创建磁盘组

■

创建卷

■

管理磁盘组和卷

第 104 页上的 “配置集群”

使用 VCS 集群配置向导 (VCW) 设置集群

第 120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或 ■
服务器角色”

如有必要，在第一个节点的本地驱动器中安
装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

■

在共享存储上安装与数据和日志相关的文件

■

逐出第一个节点上的磁盘组，然后在第二个
节点上将其导入

■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

使用适用的向导创建和配置 VCS 服务组或组

■

使服务组联机

■

将服务组切换到第二个节点

■

关闭活动的集群节点

■

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连接

■

修改集群配置

■

修改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服务组

第 123 页上的 “配置服务组”

第 177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第 178 页上的 “完成配置后可能需要
执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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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要求
在安装之前，请查看系统是否满足下面这些产品安装要求。最低要求和 Symantec
建议的要求可能会有所不同。
■

第 78 页上的 “磁盘空间要求”

■

第 79 页上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for Windows
(SFW HA) 的要求”

磁盘空间要求
为确保正常运行，所有安装都需要 50 MB 的额外磁盘空间。
表 8-2 估计了 SFW HA 的磁盘空间要求。
表 8-2

磁盘空间要求

安装选件

安装目录/驱动器

SFW HA + 所有选件 + 客户端组件

1564 MB

SFW HA + 所有选件

1197 MB

客户端组件

528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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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for Windows (SFW HA)
的要求
安装 SFW HA 之前，请确保您的配置满足下列条件，并且已经查看位于以下位置
的 SFW 5.1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性列表），确定硬件受支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对于 Disaster Recovery (灾难恢复) 配置，请选择 Global Clustering Option，并根
据复制解决方案，选择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或硬件复制代理。

支持的软件
要安装 SFW 或 SFW HA 5.1 服务器软件，您的服务器必须运行下列操作系统之一：
■

Windows Server 2003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R2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R2 （32 位）：Web Edition：完全支持 SFW，但仅支
持 SFW HA 的文件共享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3：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Edition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R2 Editions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R2 Edition、 Enterprise x64 R2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R2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8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8：Server Edition

■

Windows Server 2008 x64 Editions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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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系统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内存：对于 SFW HA，每台服务器最少 1 GB 的 RAM。

■

共享磁盘，用以支持在集群中的节点之间进行迁移的应用程序。校园集群需要
多个用于制作镜像的阵列。灾难恢复配置要求每个站点拥有一个阵列。此外，
还支持无共享存储的复制数据集群。
注意：如果存储设备符合 SCSI-3 标准，并且您希望使用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PGR)，则必须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来启用 SCSI-3
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用以访问共享存储的 SCSI、光纤通道、 iSCSI 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或支持
iSCSI Initiator 的 NIC。

■

两个 NIC：一个供公共网络和专用网络共同使用，一个专供专用网络使用。
Symantec 建议使用三个 NIC。
请参见第 82 页上的 “最佳做法”。

■

所有服务器都必须运行相同的操作系统、 Service Pack 级别和系统体系结构。

网络要求
本节列出了下列网络要求：
■

在 Windows Server 2003 或 Windows Server 2008 域中的服务器上安装
SFW HA。

■

确保防火墙设置允许访问 SFW HA 向导和服务所使用的端口。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

用于下列用途的静态 IP 地址：
■

各个应用程序虚拟服务器的每个站点有一个静态 IP 地址可用。

■

对集群中的各物理节点都至少使用一个静态 IP 地址。

■

每个集群一个静态 IP 地址，在配置下列选件时使用：Notification (通知)、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Web 控制台）或 Global Cluster Option。
同一 IP 地址可用于所有选件。

■

仅对于 VVR，在每个站点上，针对集群中运行的每个应用程序实例至少提
供一个静态 IP 地址。

■

为各节点配置名称解析。

■

验证 DNS 服务的可用性。支持集成 AD 的 DNS 或 BIND 8.2 或更高版本。
确保 DNS 中存在反向查找区域。有关创建反向查找区域的说明，请参考应用
程序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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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S 清理会影响在 VCS 中配置的虚拟服务器，因为 Lanman 代理使用动态 DNS
(DDNS) 映射带有 IP 地址的虚拟名称。如果使用清理功能，则必须为 Lanman
代理设置 DNSRefreshInterval 属性。通过此操作，Lanman 代理可以刷新 DNS
服务器上的资源记录。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权限要求
本节列出了下列权限要求：
■

您必须是域用户。

■

对于要在其上执行安装操作的所有节点，您必须是 Local Administrators ( 本地
管理员) 组的成员。

■

您必须对与所有节点相对应的 Active Directory 对象具有写权限。

■

如果计划为 VCS Helper 服务创建新用户帐户，您必须具有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或者是 Account Operators (帐户操作员) 组的
成员。如果计划针对 VCS Helper 服务使用现有的用户帐户上下文，则必须知
道该用户帐户的密码。

81

82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查看要求

其他要求
请查看下列其他要求：
■

所有产品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安装介质

■

所有产品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许可证

■

所有系统上的操作系统必须安装在同一路径中。例如，如果将 Windows
Server 2003 安装在一个节点的 C:\WINDOWS 下，则在所有其他节点上也必
须将其安装在 C:\WINDOWS 下。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具有相同的驱动器盘符，
并且系统驱动器具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安装。

最佳做法
Symantec 建议您执行下列任务：
■

验证您是否具有三个网络适配器（两个 NIC 专用于专用网络，另一个用于公共
网络）。
当仅使用两个 NIC 时，可降低其中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使用优先级较低的
NIC 进行公共和专用网络通信。

■

通过单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路由每个专用 NIC，以避免出现单故障点。

■

专用网络不支持 NIC 分组。

■

验证是否已将 DNS 服务器的 Dynamic Update (动态更新) 选项设置为 Secure
Only (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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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配置
此示例配置是用于集群的最常见配置之一。这是一种使用两台服务器和一个存储阵
列的新安装，在此主动-被动配置中，集群的主动节点承载虚拟服务器，第二个节点
是在主动节点出现故障时能够接管和承载虚拟服务器的专用冗余服务器。该示例介
绍一个通用数据库应用程序。
配置示例不包括动态多路径。
请参见第 67 页上的 “将 DMP 添加至集群配置”。
图 8-1

使用两台服务器的 SFW HA 主动-被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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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使用以下过程可以配置硬件并验证 DNS 设置。对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重复此过程。
注意：请按照相应的过程验证 DNS 设置，这是因为针对 Windows Server 2003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的过程有所不同。
配置硬件
1

安装所需的网络适配器以及 SCSI 控制器或光纤通道 HBA。

2

在每个系统上连接网络适配器。
■

为防止在专用网络上丢失心跳，以及防止 VCS 错误地声明系统关闭，
Symantec 建议在专用网络适配器上禁用以太网自动协商选项。有关此过
程的详细信息，请与 NIC 制造商联系。

■

Symantec 建议从专用 NIC 中删除 TCP/IP 以降低系统开销。

3

对每个 VCS 通信网络 （GAB 和 LLT）使用独立的集线器或交换机。对于双节
点集群，可以使用交叉以太网电缆。LLT 支持基于集线器的网络路径或交换机
网络路径，还支持具有直接网络链路的双系统集群。

4

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访问存储设备。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识别挂接的共享磁盘
并且挂接的共享磁盘都可见。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请使用以下过程。
验证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2

双击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或者右键单击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然后单击 Open (打开)。

3

4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
■

在 Advanced (高级) 菜单中，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

在 Adapters and Bindings (适配器和绑定) 选项卡中，确定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 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如有必要，可以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到列表的顶部。

■

单击 OK (确定)。

在 Network and Dial-up Connections (网络和拨号连接) 窗口中，双击用于公
共网络的适配器。
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的是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 VCS
专用网络配置的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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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中，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6

在 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中：
■

选中 Internet Protocol (TCP/IP) (Internet 协议 (TCP/IP)) 复选框。

■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选择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地址)
选项。

8

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值是否正确。

9

单击 Advanced (高级)。

10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 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 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
11 确保在 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用于此连接的 DNS 后缀) 字段中输入
了正确的域后缀。
12 单击 OK (确定)。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请使用以下过程。
验证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2

单击 Network and Internet (网络和 Internet)，然后单击 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网络和共享中心)。

3

在 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网络和共享中心) 窗口中，在位于界面左侧的
Tasks (任务) 下双击 Manage Network Connections (管理网络连接)。

4

5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
■

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的 Advanced (高级) 菜单中，单
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

在 Adapters and Bindings ( 适配器和绑定 ) 选项卡中，确定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 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如有必要，可 以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到列表的顶部。

■

单击 OK (确定)。

通过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打开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
■

双击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

■

右键单击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然后单击 Status (状态)。

■

选择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然后在工具栏中单击 View Status of This
Connection (查看此连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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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的是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 VCS 专
用网络配置的适配器。
6

在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在 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
■

选中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TCP/IPv4)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TCP/IPv4)) 复选框。

■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8

选择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地址)
选项。

9

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值是否正确。

10 单击 Advanced (高级)。
11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 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 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
12 确保在 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用于此连接的 DNS 后缀) 字段中输入
了正确的域后缀。
13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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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for Windows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可以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5.1 for Windows 软
件。该安装程序会自动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 Veritas
Cluster Server。要进行灾难恢复配置，请选择 GCO 安装选件，并根据复制解决方
案，选择 VVR 或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硬件复制代理) 安装选件。

设置 Window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某些 Symantec 驱动程序可能未经 Microsoft 签名，具体情况取决于所选安装选项。
当在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3 的系统上安装时，必须将 Windows 驱动程序签名
选项设置为允许进行安装。
下表描述了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使用未经签名的驱动程序安装选件时，产
品安装程序在本地系统和远程系统上的行为。
表 8-3

未经签名驱动程序的安装行为

驱动程序签名设置

本地系统上的安装行为

远程系统上的安装行为

Ignore (忽略)

始终允许

始终允许

Warn (警告)

显示警告消息，需要用户干预

继续安装。用户必须从本地登
录到远程系统才能响应该对话
框以完成安装。

Block (阻止)

从不允许

从不允许

在本地系统上，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Ignore (忽略) 或 Warn (警告)。在远程
系统上，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Ignore (忽略)，以便在不需用户干预的情况下
允许继续安装。
注意：Windows Server 2008 禁止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Symantec 提供安装选项
来安装 Symantec 信任证书，从而允许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Symantec 驱动程
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88 页上的 “为未经签名的驱动程序安装 Symantec
受信任证书”。
更改每个系统上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1

从本地登录到系统。

2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单击 System (系统)。

3

单击 Hardware (硬件) 选项卡，然后单击 Driver Signing (驱动程序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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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Driver Signing Option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对话框中，记下当前的设置，
从表中选择 Ignore (忽略) 或另一个将允许继续安装的选项。

5

单击 OK (确定)。

6

对每台计算机重复上述操作。
如果您不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则在该计算机上的安装可能在验证过程中失
败。安装完成后，请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重新设置到以前的状态。

为未经签名的驱动程序安装 Symantec 受信任证书
产品安装程序提供一个用于安装 Symantec Trusted Software Publisher Certificate
(Symantec 受信任软件发行者证书) 的安装选项，以便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驱动程序。
如果选择此安装选项，将在选择进行安装的系统上安装 Symantec 信任证书。
警告：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在执行远程安装时不会
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任何 SFW 驱动程序。在此过程中不会提供任何通知，并
且安装似乎已成功完成，但是因为没有安装驱动程序，稍后可能会出现问题。
如果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进行本地安装并且未选择此选项，则会显示驱
动程序签名弹出式窗口，要求用户进行干预。
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安装时选择此选项，则无需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设置为 Warn (警告) 或 Ignore (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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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安装产品
1

通过自动运行功能启动安装过程，或通过双击 Setup.exe 启动安装过程。将出
现 SFW Select Product (SFW 选择产品) 界面。

2

单击 Storage Foundation HA 5.1 for Windows。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 Complete/Custom (完全/自定义) 开始安装。

■

单击 Administrative Console (管理控制台) 链接仅安装客户端组件。

4

阅读 Welcome (欢迎) 界面中的消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5

使用查看窗口中的滚动箭头来阅读 License Agreement (许可协议)。如果同意
许可条款，请单击 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我接受许可
协议条款) 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添加功能许可证密钥之前输入产品许可证密钥。在顶端的字段中输入许可证
密钥，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如果没有许可证密钥，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以使用默认评估许可证密钥。此
许可证密钥仅在有限的评估期内有效。

7

对其他许可证密钥重复上述操作。单击 Next (下一步)
■

要删除某个许可证密钥，请单击该密钥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

要查看许可证密钥的详细信息，请单击该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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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相应的 SFW 产品选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客户端

用于安装 VC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和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控制台。用于安装可
提供有助于配置的信息和向导的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Global Cluster Option

仅用于灾难恢复配置。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仅用于灾难恢复配置：如果您打算使用 VVR 进行复制，
请选择安装 VVR 的选项。

高可用性硬件复制代理

如果您打算使用硬件复制，请选择相应的硬件复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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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用于安装的域和计算机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Domain (域)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域。
填充域和计算机列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取决于域和
网络的大小、速度和活动。

Computer (计算机)

要添加进行安装的计算机，请从 Computer (计算机) 列
表中选择它或者在 Computer (计算机) 字段中键入该计
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要在添加计算机之后将其删除，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
段中单击该计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单击某台计算机的名称即可查看其说明。

Install Path (安装路径)

（可选）更改安装路径。
■

要更改安装路径，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选择一
台计算机，键入新路径，然后单击 Change (更改)。

■

要还原默认路径，请选择一台计算机，然后单击
Default (默认)。
默认路径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
对于 64 位安装，默认路径为：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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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域控制器和运行安装程序的计算机在不同的子网中，则安装程序可能无法
找到目标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安装程序显示错误消息之后，请手动输入
所缺少计算机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11 安装程序会检查选定计算机是否满足先决条件并显示结果。请查看信息，然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计算机未通过验证，请解决此问题，然后重新进行验证。单击列表中的计
算机以显示有关故障的信息。单击 Validate Again (重新验证) 重新开始执行验
证过程。
12 如果使用的是多个路径并且选择了特定的 DSM，则会收到 Veritas 动态多路
径警告。收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警告时，安装 Veritas 动态多路径 DSM 功能
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安装过程中所连接的物理路径数。要缩短此功能的安装时
间，请在安装过程中仅连接一个物理路径。安装后，请先重新连接其他物理路
径，然后再重新引导系统。
13 单击 OK (确定)。
14 查看这些信息并单击 Install (安装)。如有必要，请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
15 将出现 Installation Status (安装状态) 界面，其中显示安装状态消息和安装进度。
如果安装失败，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查看安装报告并解决导致失败的问题。
您可能必须修复安装或者卸载并重新安装。
16 完成安装后，请查看摘要界面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17 如果在远程节点上进行安装，请单击 Reboot (重新引导)。请注意，此时不能重
新引导本地节点，并且默认取消选中故障节点。单击要重新引导的远程节点旁
边的复选框。
18 节点成功完成重新引导后，Reboot Status (重新引导状态) 中将显示 Online (联
机)，且 Next (下一步) 按钮变为可用。单击 Next (下一步)。
19 查看日志文件并单击 Finish (完成)。
20 单击 Yes (是) 重新引导本地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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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完成安装过程之后，请重新设置每台计算机上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1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单击 System (系统)。

2

单击 Hardware (硬件) 选项卡，然后单击 Driver Signing (驱动程序签名)。

3

在 Driver Signing Option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对话框中，将选项重新设置为
Warn (警告) 或 Block (阻止)。

4

单击 OK (确定)。

5

对每台计算机重复上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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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磁盘组和卷
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在共享存储上为应用程序创建集群
磁盘组和动态卷。动态磁盘组是一个或多个磁盘的集合，工作起来就像单个存储库
一样。在每个磁盘组内，可以包含 RAID 布局不同的动态卷。
注意：如果存储设备与 SCSI-3 兼容，且希望使用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PGR)，则
必须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启用 SCSI-3 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配置磁盘组和卷涉及以下任务：
■

第 94 页上的 “规划磁盘组和卷”

■

第 96 页上的 “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

第 98 页上的 “创建动态卷”

规划磁盘组和卷
对磁盘组和卷的要求取决于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的类型。查看对应用程序或服务
器角色的要求以及最佳做法：
■

规划文件共享存储

■

规划 IIS 存储

■

规划 Microsoft Virtual Machine 存储

■

为其他应用程序规划存储

规划文件共享存储
规划文件共享存储的注意事项：
■

确保文件服务器共享目录的磁盘组和卷是在共享存储中配置的。

■

配置新的设置时，首先在共享存储上创建磁盘组和卷，然后为共享存储上共享
的文件创建目录结构。

■

对于带有在本地存储有共享内容的文件服务器的现有配置，可使用 Microsoft
推荐的操作将这些共享内容移至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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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IIS 存储
规划 IIS 存储的注意事项：
■

确保将为网站承载目录和文件的磁盘组和卷位于共享存储上。

■

对于新 IIS 安装，确保在共享存储的卷上创建了用于网站的目录。

■

对于现有网站，将站点停止，然后将网站内容移至共享存储上的卷中。还必须
在 IIS 中重新配置网站的主目录位置，然后重新启动该网站。

规划 Microsoft Virtual Machine 存储
确保包含用于虚拟机的共享虚拟磁盘文件的卷位于共享存储中。

为其他应用程序规划存储
本节中提供的信息适用于所有应用程序。确保创建相应的磁盘组和卷，以存放应用
程序数据。如果您的应用程序需要在集群系统之间复制注册表， Symantec 建议您
创建一个专用 RegRep 卷，这样它的 MountV 依赖项不会与组中其他任何应用程序
特定的资源相链接。
确定希望组织磁盘组的方式以及要创建的卷的数量和类型。以下是一些注意事项：
■

所需的磁盘组数
磁盘组数取决于应用程序和规划的数据结构。VCS 要求在服务器的本地驱动器
上安装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数据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 （如日志）放置在共享
存储上。通常，应用程序中的主要组织单元将包含在单个磁盘组中。

■

要创建的卷类型
■

镜像卷和 RAID-5 卷可以为关键数据提供容错功能。

■

条带卷可以增强性能。

■

镜像条带卷既可以增强性能，又可以提供容错功能。

注意：如果计划使用复制软件 （如 VVR），请不要使用软件 RAID-5 卷。这一
规则不适用于硬件 RAID-5。
建议：
■

将镜像卷用于存储日志。

■

将条带卷或镜像条带卷用于存储数据。

■

备份和还原操作对磁盘组设置的影响。

■

数据库和日志的大小，取决于流量负载。

■

如果计划实施具有 VVR 的灾难恢复配置，则每个包含复制卷的磁盘组都需要
有一个 Storage Replicator Log (SRL) 卷。可以现在创建 SRL 卷，也可以在以后
运行灾难恢复向导时创建该卷。如果您以后创建该卷，请确保此卷有足够的磁
盘空间。

95

96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配置磁盘组和卷

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按照本节中的步骤为应用程序创建一个或多个磁盘组。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1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打开 VEA 控制台，然后按照
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请展开主机
节点下的树视图，右键单击 Disk Groups (磁盘组) 图标，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
择 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

5

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 的 Welcome (欢迎)
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6

提供有关集群磁盘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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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磁盘组名称 （例如 DG1）。

■

单击 Create cluster group (创建集群组) 复选框。

■

在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磁盘，然后使用 Add (添
加) 按钮将其移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列表中。
（可选）选中 Disk names prefix (磁盘名前缀) 复选框，然后输入磁盘名
前缀为磁盘组中的磁盘指定特定标识符。例如，输入 TestGroup 作为包
含三个磁盘的磁盘组的前缀，从而创建 TestGroup1、 TestGroup2 以及
TestGroup3 作为磁盘组中磁盘的内部名称。

注意：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与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和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产品创建的磁盘组兼容的磁盘组。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通过 Windows 磁盘管理 (LDM) 所创建的类型的
磁盘组。
■

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接受包含选定磁盘的确认界面。

8

单击 Finish (完成) 创建新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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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动态卷
创建磁盘组后，通过创建将存储数据的动态卷使磁盘组内的磁盘变为可用。
创建动态卷
1

如果尚未打开 VEA 控制台，请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然后按照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请展开主机节点下的树视图显示所
有磁盘组。 右键单击某个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New Volume (新
建卷)。
可以右键单击刚创建的磁盘组。

5

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开始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为卷选择磁盘。确保相应的磁盘组名称显示在 Group name (组名) 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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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动磁盘选择为默认设置。要手动选择磁盘，请单击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
动选择磁盘) 单选按钮，然后使用 Add (添加) 和 Remove (删除) 按钮将相应的磁
盘移到 “选定磁盘”列表中。建议您手动选择磁盘。
此外，还可以选中 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卷禁用磁道
对齐。禁用磁道对齐意味着该卷不将数据块与磁盘物理磁道的边界对齐存储。

8

单击 Next (下一步)。

9

指定卷属性。

■

输入卷名。名称中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其中不得包含空格、正斜
杠和反斜杠。

■

选择卷布局类型。要选择镜像条带，请单击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和
Striped (条带) 单选按钮。

■

如果要创建条带卷，则需要在 Columns (列) 框和 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
元大小) 框中设定值。已提供默认值。

■

提供卷的大小。

■

如果单击 Max Size (最大大小) 按钮，则 Size (大小) 框中将显示一个值，
表示动态磁盘组中用于该布局的可能的最大卷大小。

■

在 Mirror Info (镜像信息) 区域中，选择适当的镜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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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为卷指定驱
动器盘符或装入点。必须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都使用相同的驱动器盘符或装
入点。指定驱动器盘符前，请确保已验证其可用性。
■

要指定驱动器盘符，请选择 Assign a Drive Letter ( 指定驱动器盘符 )，并
选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要将卷装入为文件夹，请选择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 Browse (浏览) 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文
件夹。

11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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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建 NTFS 文件系统。

■

确保已选中 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 复选框，然后单击 NTFS。

■

选择分配值或接受默认值。

■

文件系统标签为可选项。SFW 会将卷名作为文件系统标签。

■

如果想节省时间，请选择 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

选择 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以节省
磁盘空间。请注意，压缩过程会占用系统资源并执行加密和解密，这可能
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

单击 Next (下一步)。

13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新卷。
14 重复上述步骤，以创建其他卷。
仅在集群的第一个节点上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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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磁盘组和卷
本节介绍了下列过程：
■

导入磁盘组和装入共享卷

■

卸载卷和逐出磁盘组

在设置 SFW 环境的过程中，请参考这些有关管理磁盘组和卷的一般过程：
■

最初创建磁盘组时，会在创建该磁盘组的节点上导入该磁盘组。

■

一次只能在一个节点上导入一个磁盘组。

■

要将磁盘组从一个节点移到另一个节点，请卸载该磁盘组中的卷，然后将磁盘
组从其当前节点中逐出，接着将其导入新节点并装入卷。

导入磁盘组并装入卷
使用 VEA 控制台可以导入磁盘组并装入卷。
导入磁盘组
1

在 VEA 控制台中，右键单击磁盘组中的磁盘名称或者右键单击 Groups (组) 选
项卡或树视图中的组名。

2

在菜单中，单击 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

装入卷
1

如果未导入磁盘组，请将其导入。

2

要验证是否已导入磁盘组，请在 VEA 控制台中，单击 Disks (磁盘) 选项卡，
然后检查是否处于导入状态。

3

右键单击卷，再单击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4

根据是要为卷指定驱动器盘符还是将卷作为文件夹装入，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5

■

指定驱动器盘符
选择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然后选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将卷作为文件夹装入
选择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
Browse (浏览) 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文件夹。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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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卷和逐出磁盘组
使用 VEA 控制台可以卸载卷和逐出磁盘组。
卸载卷和逐出动态磁盘组
1

在 VEA 树视图中，右键单击卷，再单击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2

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单击 Remove (删除)。
单击 OK (确定) 继续操作。

3

单击 Yes (是) 进行确认。

4

在 VEA 树视图中，右键单击磁盘组，然后单击 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
出动态磁盘组)。

5

单击 Yes (是)。

103

104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配置集群

配置集群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SFW HA 后，设置运行集群所需的组件。 VCS 集群配置向导
(VCW) 可以设置集群基础架构 （包括 LLT 和 GAB）以及在集群中配置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该向导还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该组包含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也称为 Web 控制台）、通知和全
局集群的资源。
在创建集群之前，请完成以下任务：
■

确定每个节点都使用静态 IP 地址 （不支持 DHCP）并且为每个节点都配置了
名称解析。

■

设置所需权限：
■

必须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用户帐户必须为域帐户。

■

您必须对选定执行集群操作的所有系统都具有管理访问权限。将该域用户
添加至每个系统的 Local Administrators (本地管理员) 组。

■

如果计划为 VCS Helper 服务创建新用户帐户，必须具有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或者必须是 Domain Account Operators
(域帐户操作员) 组的成员。如果计划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的现有用户帐
户，则必须知道该用户帐户的密码。

■

为 VCS Helper 服务配置用户帐户时，确保用户帐户是域用户。在本地系统
内置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的 VCS HAD 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文
访问网络。此帐户不需要域管理权限。

■

确保 VCS Helper 服务域用户帐户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启用了 Add
Workstations to Domain (向域添加工作站) 权限。

有关 VCS 的完整安装和配置详细信息以及有关删除或修改集群配置的其他说明，请
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配置 VCS 集群
1

启动 VCS 集群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集群
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Cluster Operations (集群
操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配置集群

4

在 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 面板上，选择或键入集群所在域的名称，然后
选择发现选项。

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
■

清除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单击 Next (下一步)。
转至第 107 页上的步骤 8。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 （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
■

■

选中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
列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选择的是检索系统列表，请转至第 106 页上的步骤 6。否则，请转
至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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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键入要添加的每个系统的名称，单击
Add (添加)，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请不要指定属于另一个集群的系统。

转至第 107 页上的步骤 8。
6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指定要形成集群的系统，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请不要选择属于另一个集群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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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系统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将该系统添加到 Selected Systems (选
定系统) 列表中，或者在 Domain Systems (域系统) 列表中单击以选中该系
统，然后单击 > (向右箭头) 按钮。
7

System Report (系统报告) 面板显示之前指定的所有系统的验证状态：
Accepted (已接受) 或 Rejected (已拒绝)。
可能由于以下任一原因而拒绝某个系统：
■

系统无法 ping。

■

在系统上 WMI 访问处于禁用状态。

■

向导无法检索系统体系结构或操作系统。

系统上未安装 VCS 或 VCS 的版本与运行向导的系统上所安装的版本不同。
单击系统名称可以查看验证详细信息。如果希望包括已拒绝的系统，请根据拒
绝原因纠正错误，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操作。
■

8

在 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集群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New
Cluster (创建新集群) 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9

在 Cluster Details (集群详细信息) 面板上，指定集群的详细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Cluster Name
(集群名称)

键入新集群的名称。 Symantec 建议集群名称最多包含 32 个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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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ID
(集群 ID)

从下拉列表的建议集群 ID 中选择一个集群 ID，或为集群键入
一个唯一的 ID。集群 ID 可以是 0 到 255 之间的任意数字。
警告：如果您在步骤 4 中选择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或要在多个域之
间共享一个专用网络，请确保集群 ID 是唯一的。

Operating System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系统正在运行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

选择将属于集群的系统。
向导会发现选定系统上的 NIC。对于具有所需数量 NIC 的单节
点集群，向导会提示您配置专用链路心跳。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 以配置专用链路心跳。
选中 Select all systems (选择所有系统) 复选框以同时选择所
有系统。

10 向导将验证选定的系统是否为集群的成员。对系统进行验证后，单击 Next (下
一步)。
如果系统未通过验证，请查看与故障关联的消息，并在纠正问题后重新启动
向导。
如果您在第 107 页上的步骤 9 中选择了配置专用链路心跳，请继续下一步。
否则，请转至第 110 页上的步骤 12。
11 在 Private Network Configuration (专用网络配置) 面板上，配置 VCS 专用网
络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配置基于以太网的 VCS 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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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
Symantec 建议为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但是，您可以降低其
中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将低优先级的 NIC 用于公共通信和专用通信。

■

如果在选定的系统上只有两个 NIC，建议您降低至少一个将用于专用
网络通信和公共网络通信的 NIC 的优先级。
要降低某个 NIC 的优先级，请右键单击该 NIC 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
择 Low Priority (低优先级)。

如果配置中包含成组的 NIC，向导会将其组合成 NIC Group #N (NIC
组 N)，其中 N 表示指定给成组 NIC 的编号。成组 NIC 是逻辑 NIC，
它是通过将几个物理 NIC 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同一组中的所有
NIC 具有相同的 MAC 地址。 Symantec 建议您不要选择成组 NIC 用
于专用网络。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以太网）。
■

■

配置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层的 VCS 专用网络

■

选中 Configure LLT over UDP (配置基于 UDP 的 LLT) 复选框。

■

在 Port number for Link1 (Link1 的端口号) 和 Port number for Link2
(Link2 的端口号) 字段中指定唯一的 UDP 端口。可以使用 49152 到
65535 范围内的端口。默认端口号分别为 50000 和 50001。

■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Symantec 建议为
VCS 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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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个选定的 NIC，验证所显示的 IP 地址。如果为选定的 NIC 指
定了多个 IP 地址，请双击该字段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IP 地
址。每个 IP 地址可以处于不同的子网中。
IP 地址用于指定 UDP 端口上的 VCS 专用通信。

对于每个选定的 NIC，请双击 Link (链路) 列中各自的字段，并从下
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链路。为每个 NIC 指定不同的链路 （Link1 或
Link2）。每个链路都与之前指定的 UDP 端口关联。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 UDP）。指定的 UDP 端口
将用于专用网络通信。
■

12 在 VCS Helper Service User Account (VCS Helper 服务用户帐户) 面板上，为
VCS Helper 服务指定域用户的名称。 VCS HAD 在本地系统内置帐户的上下文
中运行，它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文访问网络。此帐户不需要域管理
员权限。

■

要指定现有用户，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 Existing user (现有用户)，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用户名。

■

如果您在第 105 页上的步骤 4 中选择不检索用户列表，请在 Specify
User (指定用户) 字段中键入用户名，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要指定新用户，请单击 New user (新用户) 并在 Create New User (创建新
用户) 字段中键入有效用户名，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不要在用户名后追加域名；不要以 DOMAIN\user 或 user@DOMAIN 的格式
键入用户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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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assword (密码) 对话框中，键入指定用户的密码并单击 OK (确定)，然
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3 在 Configure Security Service Option (配置安全服务选项) 面板上，指定集群
的安全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使用单一登录功能

单击 Use Single Sign-on (使用单一登录)。在此模式下， VCS 使用
SSL 加密和基于平台的身份验证。 VCS 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有关集群中安全通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Start Guide for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入门 （针对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

■

如果知道要用作根代理的系统的名称，请单击 Specify root broker
system (指定根代理系统)，键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指定一个集群节点，向导会将该节点配置为根代理，并将其他节
点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身份验证代理比根代理低一个级别，它用作
中间的注册和认证机构。这些代理可对客户端 （如用户或服务）进
行身份验证，但不能对其他代理进行身份验证。身份验证代理具有由
根代理签署的证书。
如果指定集群之外的系统，请确保已将该系统配置为根代理；向导会
将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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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搜索将用作根代理的系统，请单击 Discover the root broker
systems in the domain (发现域中的根代理系统)，并单击 Next (下一
步)。默认情况下，向导将发现整个域中的根代理。

■

如果要定义搜索条件，请单击 Scope (范围)。在 Scope of Discovery
(发现范围) 对话框中，单击 Entire Domain (整个域) 以搜索整个域，
或单击 Specify Scope (指定范围) 并从 Available Organizational
Units (可用组织单元) 列表中选择组织单元，以将搜索限制在指定的
组织单元中。使用 Filter Criteria (筛选条件) 选项可以搜索与特定条
件匹配的系统。
例如，要搜索由用户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管理的系统，请从第一
个下拉列表中选择 Managed by (管理者)，从第二个下拉列表中选择
is (exactly) (为 (精确) )，在相邻字段中键入用户名 Administrator，
单击 Add (添加)，然后单击 OK (确定)。
表 8-4 包含其他更多搜索条件示例。

表 8-4

搜索条件示例

第一个下拉
列表值

第二个下拉
列表值

相邻字段条目

搜索结果

Name (名称)

is (exactly)

*system

显示名称以 system 结尾的所有
系统。

*vcsnode*

显示名称包含 vcsnode 的所有
系统。

*2003*

显示所有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

*Enterprise*

显示所有 Windows Server
Enterprise Edition 系统。

5.*

显示操作系统版本为 5.x 的所有系
统，其中 x 可能为 0、 1、 2 等。

(为 (精确) )
is (exactly)

Name (名称)

(为 (精确) )
Operating
System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版本)

可以添加多个搜索条件；向导将搜索匹配所有指定条件的系统。
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发现并显示所有根代理组成的列表。单
击以选择要用作根代理的系统，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根代理是集群节点，向导会将其他集群节点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如
果根代理在集群之外，向导会将所有集群节点都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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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VCS 用户权限：

■

■

单击 Use VCS User Privileges (使用 VCS 用户权限)。
VCS 管理员的默认用户名为 admin，默认密码为 password。两者都
区分大小写。可以接受 VCS 管理员帐户的默认用户名和密码，或键
入新用户名和密码。 Symantec 建议指定新用户名和密码。
当 VCS 未在安全模式下运行时，借助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台使用此帐户登录到 VCS。
单击 Next (下一步)。

14 查看 Summary (摘要) 面板上的摘要信息，并单击 Configure (配置)。向导将
配置 VCS 专用网络。
如果选定的系统具有 LLT 或 GAB 配置文件，向导会在覆盖这些文件之前显示
信息性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单击 OK (确定) 以覆盖上述文件。或者，单击
Cancel (取消)，退出向导，将现有文件移至其他位置，然后返回向导。
向导将开始运行命令，以配置 VCS 服务。如果操作失败，请单击 View
configuration log file (查看配置日志文件) 查看日志。
15 在 Completing Cluster Configuration (完成集群配置) 面板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以配置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需要使用该服务组来设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台、通知以及全局集群的组件。
要在以后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请单击 Finish (完成)。
在此阶段，向导已收集了设置集群配置所需的信息。向导完成其操作后，无论
是否具有 ClusterService 组组件，集群都能够承载应用程序服务组。在此阶
段，向导还会启动 VCS 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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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配置集群之后，绝不能更改属于该集群的节点的名称。如果希望更改节
点名称，请运行此向导从集群中删除该节点，重命名系统，然后再次运行此向
导将该系统添加到集群中。
无需为此 HA 环境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
台。有关 VC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以及通知资源的完整
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仅当配置灾难恢复环境并且未使用灾难恢复向导时， GCO 选件才适用。“灾难恢
复”各章讨论了如何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 GCO 选件。
16 在 Cluster Service Components (集群服务组件) 面板上，选择要在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中配置的组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选中 Web Console (Web 控制台) 复选框以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此控制台也称为 Web 控制台。
请参见第 115 页上的 “配置 Web 控制台”。

■

选中 Notifier Option (Notifier 选项) 复选框以配置发送给指定收件人的重
要事件通知。
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配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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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Web 控制台
本节介绍了配置 VC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 的步骤，此控制
台也称为 Web 控制台。
配置 Web 控制台
1

在 Web Console Network Selection (Web 控制台网络选择) 面板上，指定 Web
控制台资源的网络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
的 IP 地址，或者为 Web 控制台配置新的 IP 地址。

■

如果选择配置新 IP 地址，请键入 IP 地址和关联的子网掩码。

■

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络适配器。请注意，向导会列出公共网
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2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是否在 VCS 启动时使 Web 控制台资源联机，并单击
Configure (配置)。

3

如果选择了配置 Notifier 资源，请转至：
第 116 页上的 “配置通知”。
否则，请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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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通知
本节介绍配置通知的步骤。
配置通知
1

在 Notifier Options (Notifier 选项) 面板上，指定要配置的通知模式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您可以对 VCS 进行配置，以便在指定的服务器上生成 SNMP (V2) 陷阱并且向
指定的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以通知其对某些事件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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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NMP，请指定有关 SNMP 控制台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单击 SNMP Console (SNMP 控制台) 列中的字段并键入控制台的名称或 IP
地址。指定的 SNMP 控制台必须与 MIB 2.0 兼容。

■

单击 Severity (严重性) 列中的对应字段并为控制台选择严重性级别。

■

单击 + 添加字段；单击 - 删除字段。

■

输入一个 SNMP 陷阱端口。默认值为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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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MTP，请指定有关 SMTP 收件人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
一步)。

■

键入 SMTP 服务器的名称。

■

单击 Recipients (收件人) 列中的某个字段，然后输入通知的收件人。输入
admin@example.com 作为收件人。

■

单击 Severity (严重性) 列中的对应字段并为收件人选择严重性级别。VCS
会将具有同等或更高严重性的消息发送给收件人。

■

单击 + 添加字段；单击 - 删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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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Notifier Network Card Selection (Notifier 网卡选择) 面板上，指定网络信
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
的 NIC 资源，或者为通知机制配置新的 NIC 资源。

■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新的 NIC 资源，请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
络适配器。向导将列出公共网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较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5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在 VCS 启动时是否要将通知资源联机。

6

单击 Configure (配置)。

7

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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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本节提供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的注意事项。
请参见以下主题：
■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器角色

■

配置打印共享服务器角色

■

安装和配置 IIS 应用程序

■

安装和配置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

■

安装其他应用程序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器角色
配置文件共享时的注意事项：
■

确保文件服务器共享目录的磁盘组和卷是在共享存储中配置的。

■

配置新的设置时，首先在共享存储上创建磁盘组和卷，然后为共享存储上共享
的文件创建目录结构。

■

对于带有在本地存储有共享内容的文件服务器的现有配置，可使用 Microsoft
推荐的操作将这些共享内容移至共享存储。

■

FileShare 代理会自动随 SFW HA 一起安装。

配置打印共享服务器角色
配置打印共享时的注意事项：
■

确保打印机已连接到网络且配置了 IP 地址。

■

为集群中所有系统上的网络打印机安装软件驱动程序。

添加打印驱动程序
1

打开 Printers (打印机) 控制面板。

2

单击 File (文件) > Server Properties (服务器属性)。

3

在 Print Server Properties (打印服务器属性) 对话框中，单击 Drivers (驱动
程序) 选项卡。

4

单击 Add (添加)。这将启动 Add Printer Driver (添加打印机驱动程序) 向导。

5

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以在系统上添加打印机驱动程序。必须在将成为
服务组一部分的每个系统上添加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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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配置 IIS 应用程序
安装 IIS 时的注意事项：
■

确定已安装 IIS，并且已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对其进行了相同的配置。
确定要监视的站点在共享存储上。

■

在第一个节点上，导入集群磁盘组并装入包含网站数据的卷。

■

对于新 IIS 安装，在创建新网站时，需在共享存储中创建站点文件夹并将站点
内容放置在该文件夹中。

■

将要监视的所有 IIS 站点的默认主目录路径更改为共享存储上的某个位置。有
关说明，请参见 IIS 文档。

■

对于现有网站，将站点停止，然后将网站内容移至共享存储上的卷中。还必须
为 IIS 中的网站重新配置主目录位置，然后重新启动该网站。

■

确定分配给 IIS 站点的端口号未被其他应用程序或站点占用。

■

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中同步 IIS 配置。

在 Windows 2003 系统上同步 IIS 配置
1

在将承载 IIS 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同步 IIS 配置。运行脚本 iiscnfg.vbs，该
脚本位于 %systemroot%\System32 中。该脚本会将本地系统中的 IIS 元数
据库复制到目标系统中。
例如，使用以下命令可将 IIS 元数据库复制到 target_sytem。必须为目标系统
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systemroot%\System32> iiscnfg /copy /ts target_system /tu
user_name /tp password

2

停止并重新启动所有节点上的 IIS Admi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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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配置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
安装 MS Virtual Server 时的注意事项：
■

确定已安装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并且已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对其
进行了相同的配置。

■

安装要使其在虚拟机上具有高可用性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

在每台虚拟机上安装和配置虚拟机插件（如果打算为虚拟机资源启用详细信息
监视功能）。

■

确定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 配置文件位于每个节点的本地。

■

确保虚拟机名称在集群中是唯一的。

安装其他应用程序
下面是一些安装应用程序的通用注意事项：
■

在安装应用程序之前确保已在节点中装入磁盘组和卷。

■

VCS 要求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安装在所有节点的同一本地驱动器上。例如，如
果将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安装在一个节点的驱动器 C 中，则相同文件在其他所
有节点中的安装也都必须位于驱动器 C 中。

■

确保所有节点都具有相同的驱动器盘符可供使用，并且具有足够的空间用于
安装。

■

数据文件及任何关联文件 （如日志文件）应安装在共享存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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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服务组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提供了用于为其他 SFW HA 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
色配置服务组的向导。它还提供了应用程序配置向导，该向导可用于配置未提供特
定向导的其他任何应用程序。根据您所安装的应用程序，完成用以配置服务组的相
应步骤：
■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组

■

配置 PrintShare 服务组

■

配置 IIS 服务组

■

配置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

为其他任何应用程序配置服务组

■

配置 Oracle 服务组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组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组的过程包括创建 FileShare 服务组以及为其资源定义属性值。
创建服务组后，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

■

确定 VCS 引擎 HAD 正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确定要共享的目录位于共享驱动器上。

■

从运行向导的系统装入包含共享目录的驱动器。从集群的其他系统中卸载这些
驱动器。

■

确定 Veritas Command Server 正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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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下列信息准备就绪。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以下信息：
■

要指定给文件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计算机名称。
此为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所使用的名称。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如
果使用小写字母指定虚拟计算机名称，该名称会转换为大写字母。例如，
名称 VCSServer 会转换为 VCSSERVER。

■

要指定给文件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 IP 地址。
此为客户端可以用于访问文件共享项的 IP 地址。
注意：Windows Server 2008 不支持使用虚拟 IP 地址访问文件共享项。

要共享的目录的列表。
通过该向导，可以向 VCS 配置中添加现有共享项。但是，不能添加特定共享项
（由操作系统创建以供管理和系统使用的共享项）。例如，不能向 VCS 配置添
加共享项 ADMIN$、 print$、 IPC$ 和 DriveLetter$。
■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务组。
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 《VCS 管理
指南》。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必须
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
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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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FileShare 服务组
有关资源类型、属性定义、资源依赖关系和示例服务组配置的信息，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配置 FileShare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
件共享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在显示的界面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
或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上，指定服务组详细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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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Group Name

键入文件共享服务组的名称。

(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5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这
些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系统，然
后单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中单击
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系统优先级定义
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
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在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文件共享配置) 面板上，为要创建的 FileShare 资
源指定配置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
显示各种消息，指示验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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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Computer Name

键入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客户端将根据此名称来识
别服务器。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虚拟计算机名称)
List Shares (列出共享项)

单击 List Shares (列出共享项) 可查看共享存储上的现
有共享项，然后选择一个共享项并单击 Add (添加)。

Add (添加)

单击 Add (添加) 可添加文件共享项。

Path (路径)

键入待共享目录的路径，或者单击该字段，然后单击省
略号图标 (...) 浏览至相应的文件夹。选定的目录必须符
合下列条件：
■

选定的驱动器、装入路径和文件路径不能是 VCS 配置
中已有的。

■

要共享的目录必须位于共享的非系统驱动器上。
向导会验证选定的目录，如果该目录不符合上述任意一
个条件，就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Share Name (共享名称)

如果已经共享选定的目录， Share Name (共享名称) 列
会列出共享该目录所用的名称。可以选择已列出的共享
名称，以使现有共享项高度可用。此外，还可以通过键
入新的共享名称为同一目录创建新的共享项。

Hide Share (隐藏共享项)

选中 Hide Share (隐藏共享项) 复选框，可使新共享项
成为隐藏的共享项。

Share Subdirs

选中 Share Subdirs (共享子目录) 复选框，可以共享子
目录。

(共享子目录)
Hide Child Shares
(隐藏子共享项)
Remove (删除)

选中 Hide Child Shares (隐藏子共享项) 复选框，可以
隐藏共享的子目录。
要从配置中删除某个文件共享项，请单击以选择该文件
共享项，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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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Share Permissions (共享权限) 面板上，为文件共享项指定用户，并为用户
指定权限，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Select the FileShare
(选择文件共享项)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权限关联的文件共享项，或者
选择默认的 All FileShares (所有文件共享项) 为所有文件
共享项设置相同的权限。

Select the Permission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关联的权限。

(选择权限)
Select the User
(选择用户)

单击 ... （省略号按钮），选择一个用户，然后单击 OK
(确定)。

Add (添加)

单击 Add (添加) 可以将指定用户添加到 Selected Users (选
定用户) 列表中。默认情况下，所有选定用户都被授予
READ_ACCESS 权限。

Selected Users

列出选定用户和文件共享权限。最多可以为每个文件共享
项配置 50 个用户。要配置更多用户，请创建用户组。
要更改与某个用户关联的文件共享权限，请在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中单击该用户名，然后从 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择权限) 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权限。

(选定用户)

Remove (删除)

要拒绝某个用户对文件共享项的访问权限，请在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中单击该用户名，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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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 面板上，指定与网络相关的信息，然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Virtual IP Address

为虚拟服务器键入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

(虚拟 IP 地址)
Subnet Mask

键入虚拟服务器所属的子网。

(子网掩码)
Advanced Settings

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可以为 Lanman 资源
指定其他详细信息。
在 Lanman Advanced Configuration (Lanman 高级配置) 对
话框中，完成下列操作：

(高级设置)

1

选中 AD Update required (需要更新 AD) 复选框，以使
Lanman 资源可以使用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

2

从 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 下拉列表中，为虚拟服务器
选择 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 的标识名。默认情况下，
Lanman 资源会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默认容器 “计算机”中。

3

单击 OK (确定)。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对指定的容器具有足够的权
限才能创建并更新计算机帐户。

129

130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配置服务组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
名称)

8

9

显示系统上启用了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络适配器
（如果适用）。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箭头。
针对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确定选
择的是指定给公共网络的适配器，而不是指定给专用网络的
适配器。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然后单击
Next ( 下一步 )。 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
置。 单击 Yes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 系统会显示
各种消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

Resource (资源)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更改资
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所做的更改。要取
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键。

Attributes (属性)

显示 Resources (资源) 列表中选定资源的属性及其所配置的
属性值。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 复选框，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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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PrintShare 服务组
配置打印共享服务组的过程包括创建 PrintShare 服务组以及为其资源定义属性值。
创建服务组后，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务
组。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VCS 管
理指南》。
■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必
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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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VCS 引擎 HAD 正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确定 VCS Command Server 正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运行。

■

确定为网络打印机指定了 IP 地址。

■

Symantec 建议在不同的磁盘分区或卷上创建假脱机程序和复制目录。

■

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装入包含假脱机程序和复制目录的驱动器。从集群的其他
系统中卸载这些驱动器。

■

验证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均安装了网络打印机的软件驱动程序。

■

确定下列信息准备就绪。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以下信息：
■

要指定给打印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计算机名称。
此为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所使用的名称。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如
果使用小写字母指定虚拟计算机名称，该名称会转换为大写字母。例如，
名称 VCSServer 会转换为 VCSSERVER。

■

要指定给打印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 IP 地址。

■

网络打印机的 IP 地址。

创建 PrintShare 服务组
要创建 Print Share 服务组，请执行下列任务：
■

创建一个具有 PrintSpool 资源的新服务组并使其联机。还需要配置 PrintSpool
资源所依赖的 Lanman 资源。

■

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由 Lanman 资源创建的虚拟计算机。为打印机创建一个新
的 TCP/IP 端口。

■

配置服务组中的 PrintShare 资源并使其联机。

以下过程详细介绍了这些任务。
创建具有 PrintSpool 资源的打印共享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
印共享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在显示的界面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
或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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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上，指定服务组详细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Service Group Name

键入打印共享服务组的名称。

(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这
些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系统，
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中单击
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系统优先级定义
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
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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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Virtual Server Configuration (虚拟服务器配置) 面板上，指定与网络相关
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Virtual Server
Name

键入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客户端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服
务器。请注意，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虚拟服务器名称)
Virtual IP Address

为虚拟服务器键入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

(虚拟 IP 地址)
Subnet Mask

键入虚拟服务器所属的子网。

(子网掩码)
Advanced Settings

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可以为 Lanman 资源
指定其他详细信息。
在 Lanman Advanced Configuration (Lanman 高级配置) 对
话框中，完成下列操作：

(高级设置)

1

选中 AD Update required (需要更新 AD) 复选框，以使
Lanman 资源可以使用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

2

从 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 下拉列表中，为虚拟服务器
选择 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 的标识名。 默认情况下，
Lanman 资源会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默认容器 “计算机”中。

3

单击 OK (确定)。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对指定的容器具有足够的权
限才能创建并更新计算机帐户。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配置服务组

Adapter Display
Name

显示系统上启用了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络适配器
（如果适用）。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箭头。
针对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确定选
择的是指定给公共网络的适配器，而不是指定给专用网络的
适配器。

(适配器显示名称)

6

在 Configure Data Path (配置数据路径) 面板上，指定假脱机目录和注册复制
目录，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Spooler Directory

键入路径或单击 ... （省略号按钮）浏览至相应目录。所有
打印命令将在此位置上进行后台打印。

(假脱机程序目录)
Replication
Directory

键入路径或单击 ... （省略号按钮）浏览至相应目录。所有
与打印机注册表项相关的更改都将记录在此位置上。
选定的目录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复制目录)
■

选定的驱动器、装入路径和文件路径不能是 VCS 配置中已
有的。

■

要共享的目录必须位于共享的非系统驱动器上。
Symantec 建议在不同的装入点上为复制和假脱机创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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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Build Print Server (构建打印服务器) 面板上，查看其配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单击
Yes (是)。向导将开始运行命令，以便添加 PrintSpool 资源及其依赖的资源，包
括 Lanman 和 ServiceMonitor 资源。

Resource
（资源）

Attributes (属性)

8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如果需
要，请更改资源的名称。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 键。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所做的更改。要
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键。
显示 Resources (资源) 列表中选定资源的属性及其所配置的
属性值。

使 PrintSpool 资源联机。

继续执行下一步，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由 Lanman 资源创建的虚拟计算机，并为该
打印机创建新的 TCP/IP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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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虚拟计算机
1

启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向导，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虚拟计算机。启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向导之前，确定在您的配置中 PrintSpool 资源和
Lanman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要启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向导，请返回到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并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面板上单击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或者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搜索相应的虚拟计算机，
双击其名称进行查看，然后在虚拟计算机的 Printers 文件夹中，双击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2

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向导中，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
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按照向导的说明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虚拟计算机。
在 Printer Sharing (打印机共享) 对话框中，选择 Do not share this printer (不
共享这台打印机) 选项。
对要安装的其他所有打印机重复这些步骤。

4

返回到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然后继续执行
下一步以配置服务组中的 PrintShare 资源并使其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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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组配置 PrintShare 资源
1

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面板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2

在 Printer List (打印机列表) 面板上，指定要在打印共享服务组中包括的打印机，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Printer List
(打印机列表)

Share Name
(共享名称)

3

单击以选择相应的打印机，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选定打印机添
加到服务组中。
要从服务组中删除选定打印机，请在 Printer Name (打印机名称)
列表中，单击该打印机，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为该打印机键入唯一的共享名称，客户端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该
打印机。 如果之前选择的是共享该打印机，则 VCS 将使用该打
印机的共享名称。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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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Yes (是)。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系统会显示各种
消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

Resource
（资源）

Attributes (属性)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如果需
要，请更改资源的名称。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 键。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所做的更改。要
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键。
显示 Resources (资源) 列表中选定资源的属性及其所配置的
属性值。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该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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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IS 服务组
配置 IIS 服务组的过程包括创建 IIS 服务组以及为其资源定义属性值。创建服务组
后，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

■

确定已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以相同方式安装并配置了 IIS。 确定要监视的
站点位于共享存储上。

■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上的 IIS 7.0，必须安装下列组件：
■

IIS 6 Metabase Compatibility

■

IIS 6 WMI Compatibility

这些选件在 Add Roles Wizard (添加角色向导) 的 Role Services (角色服务) 页
面上的 Management Tools (管理工具) 下提供。
IIS 代理必须具有这些组件才能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运行。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的 IIS 7.0，必须按指定的顺序安装
IIS。有关说明，请参见第 142 页上的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7.0”。
■

如果安装了 Microsoft Exchange，则不要使用 IIS 代理配置 SMTP 和 NNTP
站点。

■

将要监视的所有 IIS 站点的默认主目录路径更改为共享存储上的某个位置。有
关说明，请参见 IIS 文档。

■

确定其他程序未使用指定给 IIS 站点的端口号。

■

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同步 IIS 配置。 有关说明，请参见第 141 页上的
“在 Windows 2003 上同步 IIS 配置”。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

■

要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配置 IIS 代理，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
资源并配置服务组。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手动配
置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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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VCS 管
理指南》。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
必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

确定 VCS 引擎 HAD 正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从运行向导的系统装入包含共享目录的驱动器。从集群的其他系统中卸载这些
驱动器。

■

确定下列信息准备就绪。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以下信息：
■

要监视的 IIS 站点。

■

与每个站点关联的应用程序池。

■

与每个站点关联的端口号。

■

与站点关联的虚拟 IP 地址和计算机名称。在 DNS 中，虚拟 IP 地址和虚
拟计算机名称必须有正向记录和反向记录。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
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在 Windows 2003 上同步 IIS 配置
完成下列步骤。
在 Windows 2003 系统上同步 IIS 配置
在将承载 IIS 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同步 IIS 配置。
1

运行位于 %systemroot%\System32 中的脚本 iiscnfg.vbs。该脚本会将
本地系统中的 IIS 元数据库复制到目标系统中。
例如，使用以下命令可将 IIS 元数据库复制到 target_sytem。必须为目标系统
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systemroot%\System32> iiscnfg /copy /ts target_system /tu
user_name /tp password

2

停止并重新启动所有节点上的 IIS Admi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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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7.0
完成下列步骤。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7.0
1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start /w pkgmgr
/iu:IIS-WebServerRole;IIS-WebServer;IIS-CommonHttpFeatures;
IIS-StaticContent;IIS-DefaultDocument;IIS-DirectoryBrowsing;
IIS-HttpErrors;IIS-HttpRedirect;IIS-ApplicationDevelopment;
IIS-ASP;IIS-CGI;IIS-ISAPIExtensions;IIS-ISAPIFilter;
IIS-ServerSideIncludes;IIS-HealthAndDiagnostics;
IIS-HttpLogging;IIS-LoggingLibraries;IIS-RequestMonitor;
IIS-HttpTracing;IIS-CustomLogging;IIS-ODBCLogging;IIS-Security;
IIS-BasicAuthentication;IIS-WindowsAuthentication;
IIS-DigestAuthentication;
IIS-ClientCertificateMappingAuthentication;
IIS-IISCertificateMappingAuthentication;
IIS-URLAuthorization;IIS-RequestFiltering;IIS-IPSecurity;
IIS-Performance;IIS-HttpCompressionStatic;
IIS-HttpCompressionDynamic;IIS-WebServerManagementTools;
IIS-ManagementScriptingTools;IIS-IIS6ManagementCompatibility;
IIS-Metabase;IIS-WMICompatibility;IIS-LegacyScripts;
IIS-FTPPublishingService;WAS-WindowsActivationService;
IIS-FTPPublishingService;IIS-FTPServer

2

确定以上步骤中指定的所有组件都已成功安装。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notepad C:\windows\logs\cbs\cbd.log

此操作将在记事本文本编辑器中打开日志文件 cbd.log。
3

检查日志文件 cbd.log 中的条目。最新的日志条目应类似以下内容：
Info CBS Pkgmgr: return code: 0x0
这条消息指示所有组件都已成功安装。

4

运行 oclist 命令以确认安装了下列组件：
IIS-WebServerRole；IIS-WebServer；IIS-IIS6ManagementCompatibility；
IIS-Metabase；IIS-WMICompatibility；IIS-FTPPublishingService；
WAS-WindowsActivationService；IIS-FTPPublishingService；
IIS-FTPServer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oclist

5

在希望配置 IIS 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重复执行上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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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IIS 服务组
有关资源类型、属性定义、资源依赖关系和示例服务组配置的信息，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创建 IIS 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IIS Configuration Wizard (IIS 配置向
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在显示的界面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IIS Configuration Wizard (IIS 配置向导)。
或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IIS Configuration Wizard (IIS 配置
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上，指定服务组详细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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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Group Name

键入 IIS 服务组的名称。

(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5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这
些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系统，然
后单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中单击
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系统优先级定义
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
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在 Configure IIS Sites (配置 IIS 站点) 面板上，向服务组中添加站点或从中删
除站点，配置 IP 地址、端口和虚拟计算机名称，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Add (添加)

选中对应于要在 VCS 中配置的站点的复选框。

IP

为每个要配置的站点键入虚拟 IP 地址。
确保一个虚拟 IP 地址只与一个虚拟计算机名称关联，反之
亦然。

Port (端口)

为每个要配置的站点键入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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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 面板上，指定与虚拟 IP 地址相关的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IP Address (IP 地址)

显示虚拟 IP 地址。该向导按照与系统关联的虚拟 IP 地址
对系统进行分组。

Subnet Mask

键入与每个虚拟 IP 地址关联的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
Adapter Name
(适配器名称)

选择每个系统上与虚拟 IP 地址关联的适配器。

145

146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配置服务组

7

在 Application Pool Configuration (应用程序池配置) 面板上，为与每个站点关
联的应用程序池选择监视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Site Name (站点名称)

显示站点名称。

AppPoolMon

从 AppPoolMon 列表为每个站点选择监视选项。
NONE (无) - 代理将不监视与站点关联的应用程序池。
DEFAULT (默认) - 启动并监视与站点关联的根应用程序池。
ALL (全部) - 启动所有与站点关联的应用程序池，但仅监视
根应用程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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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然后单击
Next ( 下一步 )。 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
置。 单击 Yes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 系统会显示
各种消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

Resource (资源)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更改资
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所做的更改。要取
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键。

Attributes (属性)

显示 Resources (资源) 列表中选定资源的属性及其所配置的
属性值。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该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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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配置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的过程包括创建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以及
为其资源定义属性值。创建服务组后，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
动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异常)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 %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
务组。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相应步骤，也可以远
程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来执行这些步骤。
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VCS 管
理指南》。
■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
必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

确定已装入应用程序所需的共享驱动器。

■

装入包含虚拟机 （将运行向导）的共享目录的驱动器。从集群的其他系统中
卸载这些驱动器。

■

确定 VCS 引擎 HAD 正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禁用将承载服务组的每个节点上的防火墙。

■

必须准备好下列信息。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下列信息：
■

虚拟机的名称。

■

共享磁盘上存放虚拟硬盘文件的目标位置。

■

物理节点上要与虚拟机上的网络适配器关联的网络适配器。

■

有关监视心跳的信息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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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使用 MS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Wizard (MS 虚拟机配置
向导) 来创建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创建 MSVirtualMachine 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MS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Wizard (MSVirtual Machine 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
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在显示的界面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MS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Wizard (MSVirtual
Machine 配置向导)。
或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MS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Wizard (MSVirtual Machine 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选择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 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为服务组输入一个名称，并指定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

5

■

输入服务组的名称。

■

在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框中，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
务组的系统，并单击向右箭头将所选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系统，再单击向左箭头。

■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中单击该系统，再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
系统优先级定义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
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

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指定有关虚拟机的详细信息。
■

选择虚拟机。

■

对于每个虚拟磁盘，指定虚拟硬盘文件将移动到的目标文件夹。单击
Browse (浏览) 图标以浏览至相应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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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

要为虚拟计算机启用详细信息监视，请选中 Monitor Heartbeats ( 监视心
跳) 复选框，然后在 No. of Monitor Cycles (监视循环数) 字段中输入失败
的心跳阈值。
该阈值指定声明资源发生故障之前，代理等待检测来自虚拟机的心跳的连
续监视循环数。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在每个系统上选择对应于虚拟计算机的适配器。
■

对于集群中的每个系统，输入或单击一个要与虚拟机上的网络适配器关联
的网络适配器名称。
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
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箭头。
按照设计，虚拟 IP 地址字段和子网掩码字段处于禁用状态。

■

单击 Next (下一步)。

查看服务组配置。
Resources (资源) 框中列出了已配置的资源。单击某个资源可在 Attributes
(属性) 框中查看其属性以及所配置的属性值。
■

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更改资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按 F2。编
辑完每个资源名称后按 Enter。要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

单击 Next (下一步)。

■

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单击 Yes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系统会显示各种消息，指示
这些命令的状态。

8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相应的复选框。

9

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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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他任何应用程序配置服务组
为其他任何应用程序配置服务组的过程包括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以及为其资源定义
属性值。可以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执行此操作。创建服务组后，必须对共享内容
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要配置的应用程序的二进制文件位于要对其上的服务组进行配置的节点上。

■

确定已装入应用程序所需的共享驱动器。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
务组。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
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VCS 管
理指南》。
■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
必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

运行该向导之前，确保下列信息准备就绪：
■

要为其配置资源的应用程序的类型。

■

应用程序所使用的共享存储。

■

注册表复制信息。

■

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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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使用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创
建应用程序服务组。
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
用程序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在显示的界面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
组) >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或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指定服务组名称和系统列表。

■

输入服务组的名称。

■

在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框中，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
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图标将所选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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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列表中选择该系统，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5

■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列表中选择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和向
下箭头。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
有最低优先级。

■

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息，
指示验证状态。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提供相应的选项用于指定要配置的
应用程序的类型。可用选项包括：
■

Generic Service： 使用 Generic Service 代理配置服务。 该代理可使服务
联机、脱机并可监视其状态。请参见第 153 页上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

Process：使用 Process 代理配置进程。该代理可使进程联机、脱机并可监
视其状态。请参见第 157 页上的 “配置进程”。

■

Service Monitor： 使用 ServiceMonitor 代理配置服务。 该代理可监视服
务，或启动用户定义的脚本并解释脚本的退出代码。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创建)，从对应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GenericService，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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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为其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的服务的名称。同时指定该资源的属性。

■

单击与 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 文本框相邻的 (...) 图标。

■

在 Services (服务) 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服务，然后单击 OK (确定)。选定
的服务会显示在 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 文本框中。

■

在 Start Parameters (启动参数) 文本框中，提供服务的启动参数 （如果
存在）。

■

在 Delay After Online (联机后延迟) 文本框中，指定代理在服务联机之后、
启动监视例程之前等待的秒数。

■

在 Delay After Offline (脱机后延迟) 文本框中，指定代理在服务脱机之后、
启动监视例程之前等待的秒数。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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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要在其上下文中运行服务的用户的信息。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本地系统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其他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This Account (此
帐户)。并为该用户帐户指定 Domain Name (域名)、 User Name (用户名)
和 Password (密码)。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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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GenericService 资源所需的共享存储。 所选的共享存储将会添加到该服务
的二进制文件所在的装入点。

■

在 Available Shared Drives (可用共享驱动器) 框中，选中与共享驱动器相
邻的复选框。

■

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 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 面板中，查看
GenericService 资源的摘要。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将出现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重复步骤 1 至步骤 5。

■

要配置 Process 资源，请转至第 157 页上的“配置进程”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请转至第 161 页上的“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其他资源 （包括 FileShare、 Registry Replication 和 Network 资
源），请转至第 164 页上的 “配置 VCS 组件”以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不希望向服务组添加任何其他资源，请转至第 170 页上的“配置应用程序依赖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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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进程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创建)，从对应的
列表中选择 Process (进程)，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2

指定该进程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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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tart Program (启动程序) 文本框中，指定将启动 VCS 所监视进程的程
序的完整路径。可以选择键入该程序的位置，也可以使用 (...) 图标浏览至
相应位置。

■

在 Start Program Parameters (启动程序参数) 文本框中，指定 Process 代
理启动程序使用的参数。

■

在 Program Startup Directory (程序启动目录) 文本框中，输入 Process 代
理程序的完整路径，或者单击 (...) 图标浏览至相应位置。

■

在 Stop Program ( 停止程序 ) 文本框中，输入可停止启动程序所启动进程
的程序的完整路径，或者单击 (...) 图标浏览至相应位置。

■

在 Stop Program Parameters (停止程序参数) 文本框中，指定停止程序使
用的参数。

■

在 Monitor Program (监视程序) 文本框中，输入可监视启动程序的程序的
完整路径，或者单击 (...) 图标浏览至相应位置。
如果没有为该属性指定值，则 VCS 会监视启动程序。如果启动程序是用
于启动其他程序的脚本，则必须指定监视程序。

■

在 Monitor Program Parameters (监视程序参数) 文本框中，指定监视程序
使用的参数。

■

在 Clean Program (清除程序) 文本框中，输入清除进程的完整路径，或者
单击 (..) 图标浏览至相应位置。

■

如果没有指定任何值，代理将终止启动程序所指示的进程。

■

在 Clean Program Parameters (清除程序参数) 文本框中，指定清除程序使
用的参数。

■

如果希望进程与 Windows 桌面交互，请选中 Process interacts with the
desktop (进程与桌面交互) 复选框。通过设置此选项，用户可干预进程。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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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要在其上下文中运行进程的用户的信息。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本地系统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其他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This Account (此
帐户)。并为该用户帐户指定 Domain Name (域名)、 User Name (用户名)
和 Password (密码)。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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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Process 资源所需的共享存储。所选的共享存储将会添加到该服务的二进
制文件所在的装入点。

■

在 Available Shared Drives (可用共享驱动器) 框中，选中与共享驱动器相
邻的复选框。

■

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 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 面板中，查看 Process (进
程) 资源的摘要。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将出现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Process 资源，请重复步骤 1 至步骤 5。

■

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参见第 153 页上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请转至第 161 页上的“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其他资源 （包括 FileShare、 Registry Replication 和 Network 资
源），请转至第 164 页上的 “配置 VCS 组件”以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不希望向服务组添加任何其他资源，请转至第 170 页上的“配置应用程序依赖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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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创建)，从对应的
下拉列表中选择 ServiceMonitor，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2

指定要监视的服务或用户定义的用来监视服务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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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使用 VCS 监视服务，请执行下列操作：
■

选择 Service (服务) 选项，然后单击与 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 文本框相
邻的图标 (...)。

■

在 Service (服务) 对话框中，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OK (确定)。选定的服务
名称会显示在 Service Name ( 服务名称 ) 文本框中。或者，也可以键入要
监视的服务名称。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要使用脚本监视服务，请执行下列操作：

3

■

使用浏览按钮 (...) 指定脚本的完整路径。

■

为该脚本指定参数。

■

指定代理从监视脚本收到返回值所需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

单击 Next (下一步)。

指定要在其上下文中监视服务的用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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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本地系统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其他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This Account (此
帐户)。并为该用户帐户指定 Domain Name (域名)、 User Name (用户名)
和 Password (密码)。
如果在第 161 页上的步骤 2 中选择的服务是在本地系统帐户的上下文中
运行，则会禁用 This Account (此帐户) 选项。同样，如果该服务是在任何
其他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则会禁用 Local System account ( 本地系统
帐户）选项。

单击 Next (下一步)。
ServiceMonitor 资源属于永久性资源类别。此类资源不依赖于其他 VCS 资源
（包括共享存储）。因此，如果选择 ServiceMonitor 选项，则不会显示 Shared
Storage Option (共享存储选项) 面板。
■

4

在 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 面板中，查看
ServiceMonitor 资源的摘要。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将出现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ServiceMonitor 资源，请重复 步骤 1 至步骤 4。

■

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参见第 153 页上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 Process 资源，请参见第 157 页上的“配置进程”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其他资源 （包括 FileShare、 Registry Replication 和 Network 资
源），请转至第 164 页上的 “配置 VCS 组件”以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不希望向服务组添加任何其他资源，请转至第 170 页上的“配置应用程序依赖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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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CS 组件
使用 GenericService 或 Process 资源配置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文件共享组件、网络
组件或 Registry Replication 资源。可以仅为使用向导创建的服务组配置这些 VCS
组件。
注意：只有在配置所有应用程序资源后，才能配置这些组件。在配置这些组件后，
该向导会创建服务组。要添加更多应用程序资源，必须在 Modify (修改) 模式下重
新运行该向导。
配置 VCS 组件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onfigure Other
Components (配置其他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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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为应用程序配置的 VCS 组件。

可用选项包括：
■

File Share Component (文件共享组件)：选择此选项可为应用程序配置
FileShare 资源。要配置 FileShare 资源，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如果选择配置文件共享组件，则会默认选中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
组件) 复选框。

■

Registry Replication Component (注册表复制组件)：选择此选项可为应用
程序配置注册表复制。要配置 Registry Replication 资源，请转至第 168 页
上的步骤 5。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选择此选项可为应用程序配置网络组件。
如果希望配置虚拟计算机名称，还需选中 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
件)。要配置网络资源，请转至第 169 页上的步骤 6。
除非已选中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 复选框，否则该向导不会启用
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件) 复选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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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FileShare 资源
仅当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选择了文件共享组件后，
才会显示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文件共享配置) 面板。
3

为待创建的 FileShare 资源指定配置信息。

输入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客户端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服务器。
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

■

单击 List Shares (列出共享项) 以查看共享存储中所有现有共享项。选择一
个共享项并单击 Add (添加)。

■

在 Path (路径) 列中，键入或单击要共享的目录路径。单击 Edit (编辑) 图标
(...) 以浏览至相应的文件夹。选定的目录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选定的驱动器、装入路径和文件路径不能是 VCS 配置中已有的。

要共享的目录必须位于共享的非系统驱动器上。
向导会验证选定的目录，如果该目录不符合上述任意一个条件，就会显示
一条错误消息。
■

■

如果已经共享选定的目录， Share Name (共享名称) 列会列出共享该目录
所用的名称。可以选择已列出的共享名称，以使现有共享项高度可用。此
外，还可以通过键入新的共享名称为同一目录创建新的共享项。

■

要使该新共享项成为一个隐藏的共享项，请选中 Hide Share (隐藏共享项)。
要共享子目录，请选中 Share Subdirs ( 共享子目录 )。要隐藏共享子目录，
请选中 Hide Child Shares (隐藏子共享项)。

■

单击 Add (添加) 可添加文件共享项。对每个要创建的文件共享项重复上述
步骤。单击 Remove (删除) 可从配置中删除文件共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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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息，指
示验证状态。完成验证之后，将显示 Share Permissions (共享权限) 面板。

为文件共享项指定用户并为用户分配权限。

■

从 Select the FileShare (选择文件共享)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权限关联
的文件共享，或者选择默认 All FileShares (所有文件共享) 为所有文件共享
设置相同的权限。

■

从 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择权限)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关联的权限。

■

单击与 Select the User (选择用户) 列表相邻的 ... （省略号按钮），选择要
为其分配选定文件共享权限的用户，然后单击 OK (确定)。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将指定用户添加到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中。将为选定用
户分配在 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择权限) 列表中选择的权限。默认情况
下，所有选定用户都被授予 READ_ACCESS 权限。

■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将显示选定用户及其文件共享权限的列表。
最多可以为每个文件共享项配置 50 个用户。要配置更多用户，请创建用
户组。

■

要更改与某个用户关联的文件共享权限，请在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中单击该用户名，然后从 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择权限) 下拉列表
中选择所需的权限。

要拒绝某个用户对文件共享项的访问权限，请在 Selected Users ( 选定用
户) 列表中单击该用户名，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对要为其指定用户并分配用户权限的每个文件共享项重复该过程。

■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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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选择了 Registry
Replication (注册表复制)，请转至下一步。否则，请转至第 169 页上的
步骤 6。
配置注册表复制
仅当选择了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配置 Registry
Replication Component (注册表复制组件) 时，才会显示 RegistryReplication
(注册表复制) 面板。
5

指定要复制的注册表项。

■

指定共享磁盘上记录注册表更改的目录。

■

单击 Add (添加)。

■

在 Registry Keys (注册表项) 对话框中，选择要复制的注册表项。

■

单击 OK (确定)。

所选注册表项将添加到 Registry KeyList (注册表项列表) 框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从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选择了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请转至下一步。否则，请转至第 169 页上的步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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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络组件
仅当选择了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配置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 时，才会显示 Virtual Computer Configuration (虚拟
计算机配置) 面板。
6

指定与网络相关的信息。
■

输入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其他节点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该节点。请注
意，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请注意，仅当选择了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配置
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件) 时，才会显示 Virtual Computer Name
(虚拟计算机名称) 文本框。但是，如果选择在服务组中配置 FileShare 资源，
则不会显示 Virtual Computer Name (虚拟计算机名称) 文本框。在这种情况
下， Lanman 资源将使用为 FileShare 资源指定的虚拟计算机名称。

■

为虚拟服务器输入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

■

输入虚拟服务器所属的子网。

■

单击 Advanced...(高级...) 以为 Lanman 资源指定其他详细信息。
■

选中 AD Update required (需要更新 AD) 以使 Lanman 资源可以使用
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

为虚拟服务器的 Organizational Unit ( 组织单元 ) 选择标识名。默认
情况下，Lanman 资源会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默认容器“计算机”中。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对指定的容器具有足够的权限才能创建
并更新计算机帐户。

■

■

7

单击 OK (确定)。

■

针对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
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
箭头。
请注意，该向导将显示系统中所有已启用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
络适配器 （如果适用）。确定选择的是指定给公共网络的适配器，而不是
指定给专用网络的适配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将显示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VCS 组件，请重复第 164 页上的步骤 1 至第 169 页上的步骤 6。

■

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参见第 153 页上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 Process 资源，请参见第 157 页上的“配置进程”以了解相关说明。

要配置 Service Monitor 资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不希望向服务组添加任何其他资源，请转至第 170 页上的“配置应用程序
依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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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通过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可以为应用程序资
源和其他使用该向导配置的 VCS 组件创建服务组。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该向导创建
服务组。
创建服务组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onfigure application
dependency and create service group (配置应用程序依赖关系并创建服务组)。

仅当符合下列条件时才启用此选项：
■

已使用向导配置资源和 VCS 组件。

■

已单击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的 Modify Service Groups (修改
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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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应用程序之间的依赖关系。

必须至少为要显示的 Application Dependency (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面板配置
两项资源。在这两项资源中，必须有一项为 GenericService 资源或 Process
资源。
■

从 Select Application ( 选择应用程序 ) 列表中，选择将依赖于其他应用程
序的应用程序。所选应用程序将成为父应用程序。

■

从 Available Applications (可用应用程序) 列表中，选择父应用程序将依赖的
应用程序，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图标，将该应用程序移到 Child Applications
(子应用程序) 列表中。

■

要从 Child Applications ( 子应用程序 ) 列表中删除某个应用程序，请在该
列表中选择此应用程序，并单击向左箭头。

■

对所有要为其创建依赖关系的此类应用程序重复这些步骤。

单击 Next (下一步)。
通过 Application Dependency ( 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 面板，可以链接使用该向
导配置的资源。 如果这些资源依赖于 VCS 环境之外的其他服务，则应首先为
此类服务配置资源，然后再创建适当的依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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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服务组配置。

Resources (资源) 框中列出了已配置的资源。单击某个资源可在 Attributes (属
性) 框中查看其属性及其所配置的属性值。
■

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更改资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按 F2。编
辑完每个资源名称后按 Enter。要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

单击 Next (下一步)。

■

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单击 Yes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系统会显示各种消息，指示
这些命令的状态。执行这些命令后，将显示完成对话框。

4

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可在完成面板中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

5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该服务组并退出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
用程序配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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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Oracle 服务组
配置 Oracle 数据库代理的过程包括：创建 Oracle 服务组及其资源，然后定义已配
置资源的属性值。
VCS 提供了多种配置 Oracle 代理的途径：代理配置向导、Java 控制台和 Web 控制
台以及命令行。本节提供了有关如何使用代理配置向导配置代理的说明。

先决条件
■

必须是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员)。要创建和配置服务组，必须成为
该类用户。

■

必须是运行该向导的节点上的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

如果已配置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

■

确定 SFW HA 与 VCS database agent for Oracle 均已安装在所有集群节点上。

■

确定使用 VCS 集群配置向导 (VCW) 配置了 VCS 集群。

■

确定运行该向导的系统上正在运行 Veritas High Availability 引擎 (HAD)。

■

装入包含数据文件、控制文件及重做日志文件的共享驱动器。从集群中的其他
系统卸载这些驱动器。

■

为运行该向导的系统指定虚拟 IP 地址。删除其他系统的虚拟 IP 地址。

■

在运行该向导的节点上装入该数据库并启动 Oracle 实例。

■

确保准备好以下信息；该向导将提示您提供这些信息：
■

要由 VCS 监视的数据库和侦听器。

■

要监视其详细信息的各个实例的 SQL 文件的名称和位置。

■

为数据库配置数据库服务时使用的有效域名、用户名及密码。

创建 Oracle 服务组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 Oracle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代理配置向导) 来
创建 Oracle 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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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Oracle 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Oracle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在显示的界面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Oracle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代理配置
向导)。
或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Oracle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代理配置向导)。

2

在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选择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中，按照下列说明进行操
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Service Group Name

为 Oracle 服务组键入名称。

(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
头将这些系统移到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
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
中所列系统构成了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位于列表顶
部的系统具有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
具有最低优先级。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选择
系统，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
从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选择该系统，再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

5

在 Oracle Configuration (Oracle 配置) 面板中，选择要向服务组添加的 SID 及
关联侦听器，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SID 是用于唯一标识 Oracle 数据库实例的系统标识符，而侦听器是相应侦听
器服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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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Detail Monitoring (详细信息监视) 面板中，为 Oracle 数据库配置详细信息
监视 （如果需要），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Detail Monitor
(详细信息监视)
SQL Path
(SQL 路径)

选中与要对其配置详细信息监视的每个数据库对应的 Detail
Monitor (详细信息监视) 选项。
键入将查询数据库以验证其状态的 SQL 文件的路径。单击
该字段旁边的图标浏览 SQL 文件。
SQL 示例文件 check.sql 位于
%VCS_HOME%\bin\Oracle\。

7

在 Domain and User selection (域和用户选择) 面板中，键入为数据库配置数
据库服务时使用的有效域名、用户名及密码，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在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 面板中，指定网络相关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该向导将搜索并显示 Oracle Server 的虚拟 IP 地址。

Subnet Mask

键入虚拟 IP 地址所属的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

对于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选择
Adapter Name (适配器名称) 字段可查看与系统关联的适
配器。

该向导将显示系统中所有已启用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络适配器 （如
果它们启用了 TCP/IP）。请确保选择指定给公共网络的适配器，而不是那些指
定给专用网络的适配器。
9

查看 Summary (摘要) 面板上的配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Resource (资源)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单击某个资源可在 Attributes (属性) 框中查
看其属性以及所配置的属性值。
该向导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
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按 F2 键。编辑后，可按 Esc 键
取消更改或按 Enter 键确认更改。

10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如果要查看所做设置，请单击 No (否)。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 Oracle 服务组。
11 在 Completing the Oracle Configuration (完成 Oracle 配置) 面板中，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 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然后单
击 Finish (完成)。此时即在集群中创建了 Oracle 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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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依赖服务
如果数据库服务有其他依赖服务，请确保这些依赖服务正在该数据库服务联机的节
点上运行。请注意，联机代理操作仅使数据库服务联机，而不会使相关服务联机。
例如，在 Oracle 10g 上，与 Oracle 数据库对应的 DBConsole 服务依赖于数据库服
务。也就是说，要让 Enterprise Manager 能够管理数据库，必须确保 DBConsole
服务正在数据库服务联机的节点上运行。
配置依赖服务
1

对于依赖服务，手动添加 GenericService 资源。

2

使 GenericService 资源依赖于对应的 Oracle 资源。

3

如果 GenericService 资源出现故障时 Oracle 服务组不得进行故障切换，则将
Critical 属性设置为 False。

有关配置说明，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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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集群配置
要验证集群的配置，请移动联机组或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

使用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将所有服务组从一个节点切换
至另一个节点。

■

通过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来模拟本地集群故障切换。

切换服务组
1

在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树中的集群，单击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然后在视图面板中右键单击服务组的图标。
■

单击 Switch To (切换至)，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节点。

■

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此时选定的服务组将在原始节点上脱机，而
在选定的节点上联机。
如果有多个服务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切换了所有服务组为止。

2

验证服务组是否在切换至的节点 （在步骤 1 中选择）上联机。

3

要将所有资源移回原始节点，请针对每个服务组重复步骤 1。

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1

正常关闭或重新启动服务组在上面处于联机状态的集群节点。

2

在其他节点上的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中，连接到集群。

3

验证服务组是否已成功进行故障切换，并在系统列表中的下一节点上联机。

4

如果需要将所有服务组移回原始节点，请执行下列操作：
■

重新启动在步骤 1 中关闭的节点。

■

单击 Switch To (切换至)，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节点。

■

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
此时选定的服务组将脱机并在选定的节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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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配置后可能需要执行的任务
完成配置后，可能要对集群配置进行一些更改，或修改应用程序服务组。根据您的
特定要求，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以集中管理多个集群。
请参见第 178 页上的 “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连接”。

■

修改现有集群配置，以添加其他节点、删除现有节点或配置 Web 控制台。
请参见第 184 页上的 “修改现有集群配置”。

■

修改复制服务组配置。
请参见第 191 页上的 “修改应用程序服务组”。

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连接
Verita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CMC) 是一种集中管理解决方案，适用于基
于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的高可用性应用程序环境。可以将 CMC 配置为在本地管
理单个集群或集中管理多个集群。
CMC 包括下列组件：
■

管理服务器
管理服务器接受并处理用户通过 CMC 输入的操作命令和配置输入。管理服务
器与 VCS 高可用性引擎 (HAD) 进行通信。仅在计划集中管理多个集群时才安
装 CMC 管理服务器。安装管理服务器的独立系统必须处于任何集群之外，但
是在本地网络上可用。

■

集群连接器
集群连接器是一个代理，管理服务器可使用此代理，跨越中间防火墙与集群进
行通信。必须在通过防火墙与管理服务器隔离的每个集群上安装集群连接器。
如果管理服务器和集群之间没有防火墙，则可以配置集群使用直接连接。
在每个集群中，集群连接器每次只能在一个节点上运行，但是可以在所有节点
上进行安装并针对故障切换进行配置。

本节介绍了如何在 VCS 集群上安装集群连接器。有关 CMC 及其组件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Implementation Guide （《Verita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操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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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集群连接器的先决条件
■

安装集群连接器之前，必须停止在任何集群节点上运行的所有 VCS Web 控制
台、 VCS Java 控制台和代理向导。

■

安装集群连接器时，运行安装程序的系统上必须装有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如果从独立系统进行安装，则必须先在该系统上手
动安装身份验证服务，然后才能安装集群连接器。如果从属于目标集群成员的
集群节点进行安装，则安装程序会自动提供身份验证服务。

■

当从 32 位系统将集群连接器安装到 64 位 Windows 平台时，默认安装目录为
C:\Program Files。 Symantec 建议您将 64 位系统的安装目录更改为
C:\Program Files (x86)。

■

确保您的网络和 DNS 配置提供正确的名称解析。否则，集群连接器在尝试连接
到管理服务器时不能解析管理服务器主机名。

■

集群连接器需要管理服务器的网络地址。例如，
mgmtserver1.symantecexample.com。

■

CMC 服务帐户密码。安装管理服务器时，必须已经设置了该帐户密码。

■

管理服务器的根 hash。使用 vssat showbrokerhash 命令并复制管理服务器
的根 hash。请注意，必须从管理服务器的 C:\Program Files\Veritas\
Security\Authentication\bin 目录运行此命令。

■

安装并配置集群连接器后，在集群中的所有节点上配置 CMC 组， CMC 组在其
中一个集群节点上应处于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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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集群上安装集群连接器
执行下列过程后，即可在管理服务器与受支持的 Windows 集群进行通信时使用集
群连接器。
在 Windows 集群上安装集群连接器
1

启动安装程序为 Windows 安装集群连接器。

2

在 Symantec Product Installer (Symantec 产品安装程序) 窗口中，选择
VCSMC Cluster Connector for Windows 以安装集群连接器。

3

在 Welcome (欢迎) 对话框中，确保已满足安装 VCS MC Cluster Connector 5.1
for Windows 的所有先决条件。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VCS MC Cluster Connector 5.1 for Windows 对话框中：
■

选择要安装集群连接器的域名及节点。单击 Add (添加)。

■

要更改安装路径，请单击 Change (更改)。

■

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安装程序将在 Validation (验证) 对话框中验证所选择的节点。只有所有节点都
被接受，才会继续进行安装。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实际进行安装之前，安装程序会显示安装选项的摘要。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将同时在所有节点上开始安装。

8

在所有节点上都完成安装后，安装程序将显示安装报告。单击 Next (下一步)。

单击 View Log Files (查看日志文件) 以查看安装过程的日志文件。可以从以下路径查
看 ClusterConnector-0.log：C:\Program Files\Symantec\VRTScmccc\log。
可以在同一目录的 ClusterConnectorConfig-0 中查看集群连接器的配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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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集群连接器
执行下列步骤配置集群连接器。
配置集群连接器
1

安装管理服务器并进行配置。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Implementation Guide （《Verita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操作指南》）。

2

在 VCS 集群上安装集群连接器。

3

运行 X:\Program Files\Symantec\VRTScmccc\bin\cc_configure.bat
中的集群连接器配置实用程序 （其中 X 为安装集群连接器的驱动器盘符）。

4

输入管理服务器的网络 IP 地址或主机名。

5

输入要添加到信任密钥库的证书，或输入 q 退出。

6

输入管理员的用户名：root

7

输入域名。例如 vcs01.symantecexample.com

8

输入域类型：
1: Windows
2: nis
3: nisplus
4: unixpwd
5: ldap
6: localhost
0: Quit
Enter the domain type [1]: 4

9

输入密码。

10 输入集群的唯一标识符：
Enter a unique identifier for the
cluster:[43896e6c-0220-4832-9556-97082515c77b]/accept default:

这表示配置成功。
11 要验证 CMC 组及其资源正常运行（例如处于联机状态、可以进行故障切换等），
请检查管理服务器上是否存在该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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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管理服务器控制台配置集群连接器
此任务用于配置升级版本的集群连接器。在执行此任务之前，必须首先在目标集群
上安装升级版本的集群连接器。此任务只用于配置已安装在目标集群上的集群连接
器版本。
在发现的集群上升级集群连接器
1

在主选项卡栏上，单击 Administration (管理)。

2

在详细信息选项卡栏上，单击 Configured Clusters (配置的集群)。

3

在 Configured Clusters (配置的集群) 表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要选择一个或多个集群，请选中每个所需集群旁边的复选框。

■

要选择所有集群，请选中表顶部的复选框。

4

在 Configuration task (配置任务) 菜单中，选择 Upgrade Cluster Connector
(升级集群连接器)。

5

在 Upgrade Cluster Connector Wizard (升级集群连接器向导) 中，阅读概述信
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6

此时将启动 Upgrade Cluster Connector Wizard (升级集群连接器向导)，以配
置已知集群 （安全或非安全集群）。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在 Access Credentials for Target Clusters (访问目标集群的凭据) 面板中，指
定下列选项：
■

集群所使用的安全访问类型。这些选项包括：
■

Classic VCS (传统 VCS)
使用此选项时，只有此集群上本地配置的 VCS 用户可以登录到此集群。

■

VxAT
VxAT 也称为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是
Symantec 的跨产品用户身份验证服务。如果选择 VxAT，则必须同时
指定要使用的 Symantec 产品身份验证代理的 IP 地址。

■

8

与集群建立连接需要集群管理员用户名、密码、域和域类型。 在要添加或
发现的每个集群上，您都必须是集群级别的管理员。Domain (域) 字段需要
使用完全限定的域名。

在 Discover Clusters (发现集群) 对话框中以安全模式配置集群：
■

选择 VxAT。

■

输入目标集群的访问凭据 （用户名和密码）。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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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Discover Clusters (发现集群) 对话框中以非安全模式配置集群：
■

选择 Classic VCS (传统 VCS)。

■

输入目标集群的访问凭据 （用户名和密码）。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同时指定了 VxAT 安全集群和 Classic VCS ( 传统 VCS) 安全集群，则此面
板将为每个安全集群分别运行配置。使用该向导，既可以选择集群的身份验证
代理，也可以选择一个预定义的身份验证代理。
■

10 在 Summary of Target Clusters (目标集群摘要) 面板上，阅读选择的概述信息，
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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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现有集群配置
向 VCS 集群中添加节点
1

启动 VCS 集群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集群
配置向导)。
从要添加的节点或者集群中的某个节点运行向导。所添加的节点应为该集群所
属的域的一部分。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Cluster Operations (集群
操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 面板中，选择或键入集群所在域的名称，然后选择
发现选项。

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
■

清除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

单击 Next (下一步)。
转至第 187 页上的步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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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 （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

5

■

选中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
列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选择的是检索系统列表，请转至第 186 页上的步骤 6。否则，请转至
下一步。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完成下列操作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键入集群中某个节点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键入要添加到集群中的系统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如果仅指定现有集群的一个节点，则向导将发现该集群中的所有节点。要向现
有的集群中添加节点，必须至少指定两个节点：一个是集群中已有的节点，另
一个是要添加到集群中的节点。
转至第 187 页上的步骤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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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指定要添加的系统以及要将这些系统
添加到的集群节点。

输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将系统添加到 Selected Systems (选定系
统 ) 列表中。或者，可以从 Domain Systems ( 域系统 ) 列表中选择系统并单击
向右箭头图标。
如果仅指定现有集群的一个节点，则向导将发现该集群中的所有节点。要向现
有的集群中添加节点，必须至少指定两个节点：一个是集群中已有的节点，另
一个是要添加到集群中的节点。
7

System Report (系统报告) 面板显示之前指定的所有系统的验证状态：
Accepted (已接受) 或 Rejected (已拒绝)。
可能由于以下任一原因而拒绝某个系统：
■

系统无法 ping。

■

在系统上 WMI 访问处于禁用状态。

■

向导无法检索系统体系结构或操作系统。

系统上未安装 VCS 或 VCS 的版本与运行向导的系统上所安装的版本不同。
单击系统名称可以查看验证详细信息。如果希望包括已拒绝的系统，请根据拒
绝原因纠正错误，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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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集群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Edit Existing
Cluster (编辑现有的集群)，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9

在 Cluster Selection (集群选择) 面板上，选择要编辑的集群，然后单击 Next (下
一步)。
如果您在第 184 页上的步骤 4 中选择的是手动指定系统，则将仅显示那些配置
了指定系统的集群。

10 在 Edit Cluster Options (编辑集群选项) 面板上，单击 Add Nodes (添加节点)，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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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 集群用户信息 ) 对话框中，键入具有该集群的管
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 OK (确定)。
仅当向具有 VCS 用户权限的集群 （该集群不是安全集群）中添加节点时，才
将出现 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集群用户信息) 对话框。
11 在 Cluster Details (集群详细信息) 面板上，选中要添加到集群中的系统旁边的
复选框，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右窗格中列出了属于集群的节点。左窗格中列出了可以添加到集群中的系统。
12 向导将验证选定的系统是否为集群的成员。验证节点之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节点未通过验证，请查看与该失败相关联的消息，并在纠正问题之后重新
启动向导。
13 在 Private Network Configuration (专用网络配置) 面板上，在每个要添加的系
统上配置 VCS 专用网络通信，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配置 VCS 专用网络通
信的方式取决于其在集群中的配置方式。如果 LLT 是基于以太网配置的，则必
须在所添加的节点上使用相同的配置方式。 同样，如果 LLT 在集群中是基于
UDP 配置的，则也必须在所添加的节点上使用相同的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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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配置基于以太网的 VCS 专用网络

■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
Symantec 建议为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但是，您可以降低其
中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将低优先级的 NIC 用于公共通信和专用通信。

■

如果在选定的系统上只有两个 NIC，建议您降低至少一个将用于专用
网络通信和公共网络通信的 NIC 的优先级。
要降低某个 NIC 的优先级，请右键单击该 NIC 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
Low Priority (低优先级)。

如果配置中包含成组的 NIC，向导会将其组合成 NIC Group #N (NIC
组 N)，其中 N 表示指定给成组 NIC 的编号。成组 NIC 是逻辑 NIC，它
是通过将几个物理 NIC 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 同一组中的所有 NIC
具有相同的 MAC 地址。Symantec 建议您不要选择成组 NIC 用于专用
网络。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以太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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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层的 VCS 专用网络

■

选中 Configure LLT over UDP (配置基于 UDP 的 LLT) 复选框。

■

在 Port number for Link1 (Link1 的端口号) 和 Port number for Link2
(Link2 的端口号) 字段中指定唯一的 UDP 端口。可以使用 49152 到
65535 范围内的端口。默认端口号分别为 50000 和 50001。

■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Symantec 建议为
VCS 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

■

对于每个选定的 NIC，验证所显示的 IP 地址。如果为选定的 NIC 指定
了多个 IP 地址，请双击该字段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IP 地址。
每个 IP 地址可以处于不同的子网中。
IP 地址用于指定 UDP 端口上的 VCS 专用通信。

对于每个选定的 NIC，请双击 Link (链路) 列中各自的字段，并从下拉列
表中选择一个链路。为每个 NIC 指定不同的链路 （Link1 或 Link2）。
每个链路都与之前指定的 UDP 端口关联。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 UDP）。指定的 UDP 端口
将用于专用网络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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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 Public Network Communication (公共网络通信) 面板上，针对所添加的每
个系统，为公共网络通信选择一个 NIC，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只有在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并且所添加的系统具有多个适配器时，
此步骤才适用。如果该系统只有一个适配器用于公共网络通信，向导会自动配
置该适配器。
15 指定 VCS Helper 服务将在其上下文中运行的用户的凭据。
16 检查摘要信息并单击 Add (添加)。
17 向导会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以添加节点。在成功运行所有的命令之后，请单击
Finish (完成)。

修改应用程序服务组
可能要修改现有的应用程序服务组。根据您的特定应用程序环境，使用下列选项
之一：
■

修改 FileShare 服务组

■

修改 PrintShare 服务组

■

修改 IIS 服务组

■

修改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

修改其他任何应用程序服务组

■

修改 Oracle 服务组

修改 FileShare 服务组
修改 FileShare 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
件共享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2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
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从显示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

3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依次选择 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
服务组) 选项、要修改的服务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5

按照向导说明进行操作，并对服务组配置进行必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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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PrintShare 服务组
使用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 可以修改打印共享服
务组。下面是修改服务组之前要注意的几点：
■

如果打印共享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则必须从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系统运行
向导。然后，即可使用该向导向配置中添加资源或从中删除资源；您不能更改
资源属性。

■

要更改资源属性，必须先使服务组脱机。但是，服务组的 MountV 和 VMDg
资源应在运行向导的节点上联机，而在其他所有节点上脱机。

■

如果要运行向导以便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一个节点，请不要在要删除的
节点上运行该向导。

修改打印共享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
共享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2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
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从显示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

3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依次选择 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
服务组) 选项、要修改的服务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5

按照向导说明进行操作，并对服务组配置进行必要修改。
如果要修改服务组以删除 PrintShare 资源，请确保在删除该资源之前已使其
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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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IIS 服务组
使用 IIS 配置向导，可以修改 IIS 服务组。
■

如果 IIS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则必须从该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系统运行向
导。然后，可以使用向导向配置中添加资源或从中删除资源。但不能更改资源
属性。

■

要更改资源属性，必须先使服务组脱机。但是，服务组的 MountV 和 VMDg
资源应在运行向导的节点上联机，而在其他所有节点上脱机。

■

如果要运行向导以便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一个节点，请不要在要删除的
节点上运行该向导。

修改 IIS 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IIS Configuration Wizard (IIS 配置向
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2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从显示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
组) > IIS Configuration Wizard (IIS 配置向导)。

3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依次选择 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
服务组) 选项、要修改的服务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5

按照向导说明进行操作，并对服务组配置进行必要修改。

修改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修改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MS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Wizard (MS 虚拟机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
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2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
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从显示的内容中依次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MS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Wizard (MS 虚拟机配置向导)。

3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依次选择 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
服务组) 选项、要修改的服务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5

按照向导说明进行操作，并对服务组配置进行必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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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其他任何应用程序服务组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 修改服
务组。下面是修改服务组之前要注意的几点：
■

如果要修改的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则必须从该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的系统上
运行向导。然后，可以使用向导向配置中添加资源或从中删除资源。但不能更
改资源属性。

■

要更改资源属性，必须先使服务组脱机。但是，服务组的 MountV 和 VMDg
资源应在运行向导的节点上联机，而在其他所有节点上脱机。

■

如果要运行向导以便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一个节点，请不要在要删除的
节点上运行该向导。

注意：Symantec 建议您不要使用该向导来修改不是使用它创建的服务组。
修改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
程序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2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
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从显示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3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单击 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服务
组)。从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列表中，选择包含要修改的资源的服务组。

5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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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 Modify (修改)，选择要修改的资源，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仅当符合下列条件时才启用 Modify (修改) 选项：
■

已使用该向导配置 Service 资源和 Process 资源。

■

已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对话框中选择 Modify Service Groups
(修改服务组) 选项。

7

根据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页中选择的待修改资源，将显示
Generic Service Options (通用服务选项)、 Process Details (进程详细信息) 或
Service Monitor Options (服务监视器选项) 对话框。在相应对话框中进行所需
更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在 User Details (用户详细信息) 对话框中，指定该用户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
一步)。

9

在 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 对话框中，查看资源
的摘要。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10 将会显示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对话框。对要修改的每个资源
都重复步骤 6 至步骤 9。
11 修改所需的资源之后，可以使用向导执行下列操作：
■

向服务组中添加其他资源。

■

从服务组中删除资源。

■

向服务组中添加 VCS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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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Oracle 服务组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使用配置向导修改服务组配置。

先决条件
■

如果 Oracle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必须从该服务组联机的节点上运行向导。然
后，可以使用向导向配置中添加资源或从中删除资源。但不能更改资源属性。
但是，可以在 Oracle 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时启用和禁用要对其进行详细信息
监视的 SID 和侦听器，以及更改其详细信息监视选项。

■

要更改资源属性，必须先使服务组脱机。但是，服务组的 MountV 和 VMDg
资源应在运行向导的节点上联机，而在其他所有节点上脱机。

■

如果要运行向导以便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一个节点，请不要在要删除的
节点上运行该向导。

说明
修改 Oracle 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Oracle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从显示内容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
组) > Oracle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代理配置向导)。

2

查看先决条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单击 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服务
组)，选择要修改的服务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并对服务组配置进行所需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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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Oracle 服务组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使用配置向导删除 Oracle 服务组。
删除 Oracle 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Oracle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从显示内容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
组) > Oracle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代理配置向导)。

2

查看先决条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单击 Delete service group (删除服务
组)，选择要删除的服务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5

看到表明向导将运行命令删除服务组的消息时，单击 Yes (是) 删除服务组，然
后单击 Finish (完成)。

配置详细信息监视
可以使用 VCS database agent for Oracle 的详细信息监视功能来监视数据库的状态。
在设置详细信息监视之前，必须使代理处于基本监视级别，也就是 DetailMonitor 属
性必须设置为 0。
Oracle 代理使用脚本来监视数据库的状态。该代理附带了一个用于监视数据库状态
的 SQL 脚本示例 （位于 %VCS_HOME%\bin\Oracle\check.sql） 。如果在监视
过程中成功执行该脚本，则该代理认为数据库实例可用。如果执行失败，则代理认
为数据库实例不可用，因此服务组将出现故障并故障切换至故障切换节点。可以自
定义该脚本以符合自己的配置要求。
注意：必须针对集群中存在的每个 Oracle 服务组使用单独的脚本。服务组中的所
有节点上都必须有该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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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详细信息监视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使用配置向导启用详细信息监视。
启用详细信息监视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Oracle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从显示内容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
组) > Oracle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代理配置向导)。

2

查看先决条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单击 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服务
组)，选择为要对其进行详细信息监视的实例配置的服务组，然后单击 Next (下
一步)。

4

在 Oracle Configuration (Oracle 配置) 面板中，选择要配置的 SID 及其各自的
侦听器，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 Detail Monitoring (详细信息监视) 对话框中，指定启用详细信息监视所需
的相关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Detail Monitor
(详细信息监视)
SQL Path
(SQL 路径)

选中与要对其配置详细信息监视的每个数据库对应的 Detail
Monitor (详细信息监视) 选项。
键入将查询数据库以验证其状态的 SQL 文件的路径。单击
该字段旁边的图标浏览 SQL 文件。
SQL 示例文件 check.sql 位于 %VCS_HOME%\bin\Oracle\。

6

在 Domain and User selection (域和用户选择) 面板中，键入有效的域名、用
户名、密码，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7

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并接受后续对话框中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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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详细信息监视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使用配置向导禁用详细信息监视。
禁用详细信息监视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Oracle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从显示内容中单击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
组) > Oracle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代理配置向导)。

2

查看先决条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单击 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服务
组)，选择为要对其禁用详细信息监视的实例配置的服务组，然后单击 Next (下
一步)。

4

在 Oracle Configuration (Oracle 配置)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 Detail Monitoring Configuration (详细信息监视配置) 面板中，取消选中与
要对其禁用详细信息监视的 Oracle Server 实例对应的复选框，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6

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并接受后续对话框中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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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校园集群
本部分包括下列各章：
■

校园集群简介

■

为校园集群部署 SFW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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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集群简介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204 页上的 “关于校园集群”

■

第 204 页上的 “校园集群配置示例”

■

第 205 页上的 “校园集群和本地集群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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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校园集群

关于校园集群
校园集群是使用光纤通道连接跨越两个站点的单个集群，其中 SAN 连接用于数据
镜像，网络连接用于集群通信。虽然最常见的情况是使用两个站点，但可以使用两
个以上的站点以获得额外的冗余。
集群通常位于校园或城市内，但如果基础设施支持的话，则可以使用光纤通道 SAN
和长波光学技术跨更远的距离。
存储管理员可以使用校园集群来保护其集群，以免受到自然灾害 （如洪水和飓风）
以及不可预知的电力中断的损坏。校园集群的灾难保护方法是在整个站点关闭时，
使用其他建筑物或区域中的集群服务器。此解决方案提供的高可用性级别高于在单
个站点进行镜像或集群的方法，可以替代使用复制软件的方法。

校园集群配置示例
下面以一个具有两个站点 （站点 A 和站点 B）的校园集群配置为例。
图 9-1

典型的校园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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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集群和本地集群之间的区别

有了 SFW，就可以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配置来设置校园集群。这两种
配置都包括设置一个具有两个节点的集群，这两个节点位于不同的建筑物中，并通
过简单的子网和光纤通道 SAN 连接。每个节点上的存储阵列都包含相同数量的磁
盘，而且都包含另一个存储阵列上的镜像数据。SFW 提供镜像存储和磁盘组，这使
其可以通过逐出一个节点上的磁盘组并将它们导入到另一个节点来对存储进行故障
切换。
如果双节点校园集群中的某个站点出现故障，则另一个集群节点将无法使集群磁盘
组联机，因为它无法保留磁盘组中的大部分磁盘。为了允许将故障切换到其他站
点，需要实现一个过程来强制将磁盘组导入到另一个节点，这样，当主节点上只有
少部分集群磁盘时，集群磁盘组将在另一个节点上联机。
在实现这些强制导入过程时一定要格外小心。主站点看上去可能已经出现故障，但
实际上只是站点之间的存储互连和心跳链路断开。在这种情况下，集群磁盘组在主
节点上仍保持联机状态。如果执行了强制导入，以便可以在辅助站点上访问数据，
则集群磁盘将在这两个站点上联机，这可能会使数据遭到破坏。

校园集群和本地集群之间的区别
校园集群和本地集群的设置过程几乎相同，区别在于校园集群中的节点位于不同的
建筑物中，因此，在设置硬件时需要具有允许建立这些连接的 SAN 互连机制。而
且，校园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有其各自的存储阵列，而不是拥有在两个集群之间共
享的存储阵列。本地集群和校园集群都有 SFW 动态磁盘组和卷，但是在校园集群
中，每个节点上的卷都与另一个节点上的卷互为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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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为校园集群部署 SFW HA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208 页上的 “关于校园集群解决方案”

■

第 210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第 215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第 219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硬件”

■

第 220 页上的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

第 223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

第 229 页上的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

第 229 页上的 “配置集群”

■

第 245 页上的 “创建磁盘组和卷”

■

第 253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

第 257 页上的 “配置服务组”

■

第 313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208 为校园集群部署 SFW HA
关于校园集群解决方案

关于校园集群解决方案
本章提供了一个具有 SFW HA 的 VCS 校园集群配置示例。
有关具有 Microsoft 集群功能的校园集群配置，请参见以下内容：
■

第 655 页的第 19 章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SCS”

■

第 697 页的第 20 章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下表介绍了一些配置的概括性目标及为实现每个目标执行的任务。
表 10-1

任务列表：校园集群配置

目标

任务

第 210 页上的 “查看要求”

验证硬件和软件先决条件。

第 215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查看配置要求。

■

VCS 校园集群概述及恢复方案。

■

为站点 A 安装硬件。

■

以相同方式为站点 B 安装硬件。

■

在这两个集群节点间建立所有必要的硬件
连接。

第 219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硬件”

第 220 页上的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

第 223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在两个节点上安装操作系统。

■

在两个节点上进行必要的组网设置。

■

如果您使用的是 Windows Server 2003，请
为远程节点将 Window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设置为 Ignore (忽略)。

■

在这两个节点上以推送安装方式安装 SFW
HA。这会在这两个集群节点上安装 SFW、
VCS 和 Veritas Cluster Server Enterprise
Agent。

第 229 页上的 “配置集群”

使用 VCS 集群配置向导 (VCW) 设置集群。

第 245 页上的 “创建磁盘组和卷”

■

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

创建动态卷。

第 253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 ■
程序”

在第一个节点的本地驱动器中安装应用
程序的程序文件。

■

在共享存储上安装与数据和日志相关的
文件。

■

逐出第一个节点上的磁盘组，然后在第二
个节点上导入它们。

■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为校园集群部署 SFW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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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任务列表：校园集群配置 （续）

目标

任务

第 257 页上的 “配置服务组”

■

使用适当的方法创建和配置一个或多个
VCS 服务组。

■

使服务组联机。

■

将服务组切换到第二个节点。

■

将它切回到第一个节点。

第 313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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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要求
在安装之前，请查看系统是否满足下面这些产品安装要求。最低要求和 Symantec
建议的要求可能会有所不同。
注意：安装 SFW 或 SFW HA 软件之前，请确保您的配置满足下列条件并且您已经
查看位于以下位置的 SFW 5.1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性列表），
确认硬件受支持：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磁盘空间要求
为确保正常运行，所有安装都需要 50 MB 的额外磁盘空间。
表 10-2 估计了 SFW HA 的磁盘空间要求。
表 10-2

磁盘空间要求

安装选件

安装目录/驱动器

SFW HA + 所有选件 + 客户端组件

1564 MB

SFW HA + 所有选件

1197 MB

客户端组件

528 MB

为校园集群部署 SFW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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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for Windows (SFW HA)
的要求
安装 SFW HA 之前，请确保您的配置满足下列条件，并且已经查看位于以下位置
的 SFW 5.1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性列表），确定硬件受支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对于 Disaster Recovery (灾难恢复) 配置，请选择 Global Clustering Option，并根
据复制解决方案，选择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或硬件复制代理。

支持的软件
要安装 SFW 或 SFW HA 5.1 服务器软件，您的服务器必须运行下列操作系统之一：
■

Windows Server 2003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R2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R2 （32 位）：Web Edition：完全支持 SFW，但仅支
持 SFW HA 的文件共享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3：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Edition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R2 Editions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R2 Edition、 Enterprise x64 R2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R2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8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8：Server Edition

■

Windows Server 2008 x64 Editions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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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系统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内存：对于 SFW HA，每台服务器最少 1 GB 的 RAM。

■

共享磁盘，用以支持在集群中的节点之间进行迁移的应用程序。校园集群需要
多个用于制作镜像的阵列。灾难恢复配置要求每个站点拥有一个阵列。此外，
还支持无共享存储的复制数据集群。
注意：如果存储设备符合 SCSI-3 标准，并且您希望使用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PGR)，则必须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来启用 SCSI-3
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用以访问共享存储的 SCSI、光纤通道、 iSCSI 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或支持
iSCSI Initiator 的 NIC。

■

两个 NIC：一个供公共网络和专用网络共同使用，一个专供专用网络使用。
Symantec 建议使用三个 NIC。
请参见第 214 页上的 “最佳做法”。

■

所有服务器都必须运行相同的操作系统、 Service Pack 级别和系统体系结构。

网络要求
本节列出了下列网络要求：
■

在 Windows Server 2003 或 Windows Server 2008 域中的服务器上安装
SFW HA。

■

确保防火墙设置允许访问 SFW HA 向导和服务所使用的端口。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

用于下列用途的静态 IP 地址：
■

各个应用程序虚拟服务器的每个站点有一个静态 IP 地址可用。

■

对集群中的各物理节点都至少使用一个静态 IP 地址。

■

每个集群一个静态 IP 地址，在配置下列选件时使用：Notification (通知)、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Web 控制台）或 Global Cluster Option。
同一 IP 地址可用于所有选件。

■

仅对于 VVR，在每个站点上，针对集群中运行的每个应用程序实例至少提
供一个静态 IP 地址。

■

为各节点配置名称解析。

■

验证 DNS 服务的可用性。支持集成 AD 的 DNS 或 BIND 8.2 或更高版本。
确保 DNS 中存在反向查找区域。有关创建反向查找区域的说明，请参考应用
程序文档。

为校园集群部署 SFW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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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S 清理会影响在 VCS 中配置的虚拟服务器，因为 Lanman 代理使用动态 DNS
(DDNS) 映射带有 IP 地址的虚拟名称。如果使用清理功能，则必须为 Lanman
代理设置 DNSRefreshInterval 属性。通过此操作，Lanman 代理可以刷新 DNS
服务器上的资源记录。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权限要求
本节列出了下列权限要求：
■

您必须是域用户。

■

对于要在其上执行安装操作的所有节点，您必须是 Local Administrators ( 本地
管理员) 组的成员。

■

您必须对与所有节点相对应的 Active Directory 对象具有写权限。

■

如果计划为 VCS Helper 服务创建新用户帐户，您必须具有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或者是 Account Operators (帐户操作员) 组的
成员。如果计划针对 VCS Helper 服务使用现有的用户帐户上下文，则必须知
道该用户帐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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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
请查看下列其他要求：
■

所有产品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安装介质

■

所有产品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许可证

■

所有系统上的操作系统必须安装在同一路径中。例如，如果将 Windows
Server 2003 安装在一个节点的 C:\WINDOWS 下，则在所有其他节点上也必
须将其安装在 C:\WINDOWS 下。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具有相同的驱动器盘符，
并且系统驱动器具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安装。

最佳做法
Symantec 建议您执行下列任务：
■

验证您是否具有三个网络适配器（两个 NIC 专用于专用网络，另一个用于公共
网络）。
当仅使用两个 NIC 时，可降低其中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使用优先级较低的
NIC 进行公共和专用网络通信。

■

通过单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路由每个专用 NIC，以避免出现单故障点。

■

专用网络不支持 NIC 分组。

■

验证是否已将 DNS 服务器的 Dynamic Update (动态更新) 选项设置为 Secure
Only (仅安全)。

校园集群要求
■

存储和网络要求集群之间进行互联。

■

该配置要求每个站点有一个存储阵列，并且每个站点上用于镜像卷的磁盘数量
相等。

注意：为这两个站点规划相同数量的磁盘，因为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上都必须包
含相同数量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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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配置
此配置示例介绍了最常见的配置，即两节点校园集群，每个节点位于一个不同的站
点中。
有关具有 VCS 的校园集群的概述，请参见第 216 页上的 “VCS 校园集群概述”。
图 10-1

VCS 校园集群配置示例

这两个节点可以相距数英里，并通过单个子网和光纤 SAN 连接。每个节点上的存储
阵列都包含相同数量的磁盘，而且都包含另一个存储阵列上的镜像数据。该示例介
绍一个通用数据库应用程序。
在这两个站点上规划相同数量和大小的磁盘，因为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上都必须
包含相同数量的磁盘用于镜像卷。
该配置不包括 DMP。有关如何将 DMP 添加至集群配置的说明，请参见 DMP 章节
第 67 页上的 “将 DMP 添加至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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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校园集群概述
本节重点概述 VCS 校园集群的恢复情况。在 VCS 校园集群和 VCS 本地集群中，自
动恢复的处理方式不同。
下表列出了在 VMDg 资源的 ForceImport 属性设置为两个不同值时，所出现的故
障情况和结果。该属性可以设置为 1 （自动强制将磁盘组导入到另一个节点）或 0
（不强制导入）。有关如何设置 ForceImport 属性的信息，请参见第 218 页上的“设
置 ForceImport 属性”。
表 10-3

故障情况

故障情况

1) 应用程序故障
可能表示用于应用程序的服务停
止、 NIC 失败或数据库表脱机。

2) 服务器故障
可能表示电源线断开、系统挂起或
其他导致系统停止响应的故障。

3) 磁盘阵列或所有磁盘的故障
仍然可以从另一个站点访问镜像中
的剩余磁盘。

ForceImport 设置为 0

ForceImport 设置为 1

（不强制导入）

（自动强制导入）

应用程序自动移到另一个
站点。

服务组在备用或首选系
统/节点上自动进行故障
切换。

应用程序自动移到另一个
站点。所有磁盘仍可用。

服务组在备用或首选系
统/节点上自动进行故障
切换。所有的镜像磁盘
仍可用。

服务没有中断。仍然可以
从另一个站点访问镜像中
剩余的磁盘。

服务组不进行故障切换。
50% 的镜像磁盘在剩余站
点上仍可用。

4) 站点故障

需要手动干预才能移动
对服务器和存储的所有访问都中断。 应用程序。但在只有一
半磁盘可用的情况下无
法导入。

应用程序自动移到另一个
站点。

5) 裂脑情况（丧失了两个心跳） 服务没有中断。但无法导 服务没有中断。但不进行
入磁盘，因为原始站点仍
如果将公共网络链接用作低优先级
拥有 SCSI 保留区。
心跳，则会误认为该链接也已断开。

故障切换，因为服务组资
源在原始节点上仍保持联
机状态。例如：联机节点
为其自身的磁盘提供 SCSI
保留区。

6) 存储互联中断

服务没有中断。同一节点
中的磁盘正在运行。镜像
未工作。

服务没有中断。服务组资
源仍保持联机状态，但
50% 的镜像磁盘已分离。

服务没有中断。但在只
有一半磁盘可用的情况
下无法导入。同一节点
中的磁盘正在运行。镜
像未工作。

自动在辅助站点上导入磁
盘。现在，磁盘在这两个
位置均保持联机状态，但
数据只能保留在其中一个
位置。

光纤互联中断。

7) 裂脑情况和存储互联中断
如果在建筑物之间针对以太网和存
储使用一个管道，则可能会出现这
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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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出现故障的硬件
在出现故障并将应用程序迁移到另一个节点或站点之后，了解在原始硬件得以恢复
之后将要发生的情况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上面的故障情况 3 至 7，下表列出了在出现故障之后，影响配置的各个硬件组
件 （阵列或磁盘、站点硬件、网卡或电缆、存储互联等）得以恢复时所表现的行
为。情况 1 和 2 不会受到恢复的影响。请牢记，集群已经响应了上表中所示的原始
故障。
表 10-4

硬件得以恢复后所表现的行为

恢复配置之前的故障情况

ForceImport 设置为 0

ForceImport 设置为 1

（不强制导入）

（自动强制导入）

服务没有中断。从远程站
点重新同步镜像。

相同的行为。

4) 站点故障
节点间心跳通信得以还
对服务器和存储的所有访问都中断。 原，原始集群节点能够识
别到应用程序已在远程节
点联机。从远程站点重新
同步镜像。

相同的行为。

5) 裂脑情况 （丧失了两个心跳）

服务没有中断。

相同的行为。

6) 存储互联中断

服务没有中断。从原始站
点重新同步镜像。

相同的行为。

服务没有中断。从原始站
点重新同步镜像。

VCS 警告管理员卷在这两
个站点上均保持联机。从
拥有最新数据的副本重新
同步镜像。

3) 磁盘阵列或所有磁盘的故障
仍然可以从另一个站点访问镜像中
的剩余磁盘。

光纤互联中断。
7) 裂脑情况和存储互联中断

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管 ForceImport 属性设置为这两个值中的哪一个，结果都
是一样的，但是 ForceImport 选项会在站点出现故障时提供自动故障切换。获得这
项好处的代价是，如果站点间的所有存储和网络通信路径均断开，就可能会丢失数
据。请选择一个适合您集群基础架构、运行时间要求和管理功能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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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ForceImport 属性
在配置了 VCS 校园集群之后，请设置 ForceImport 属性。下面是用来在 VCS 中实
现强制导入设置的命令：
hares -modify <vmdg_resource_name> ForceImport 1|0
ForceImport 是一个标志，用来定义在恰好有一半磁盘可用时，代理是否强制导入

磁盘组。如果值为 1，则表示在有一半磁盘可用时，代理会导入已配置的磁盘组。
如果值为 0，则表示代理不强制导入。默认值为 0。这表示仅当 SFW 获得了对大部
分磁盘的控制时，才导入磁盘组。
警告：请仅在验证了数据的完整性之后，再将该属性设置为 1。在将该属性设置为
1 之前一定要格外小心，否则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失。
示例
hares -modify vmdg_Dg1 ForceImport 1

强制导入 vmdg_D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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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配置硬件
本主题提供了硬件安装的常规步骤。有关安装硬件的全部详细信息，请参考硬件
文档。
设置硬件
1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为站点 A 安装硬件。
■

安装三个网络接口卡。
■

一个用于公共网络。

两个建议用于专用网络。
对每个 VCS 通信网络 （GAB 和 LLT）使用独立的集线器或交换机。 GAB
支持基于集线器的网络路径或交换机网络路径，或者具有直接网络链路的
双系统集群。
■

注意：为防止在专用网络上丧失心跳以及防止 VCS 错误地声明系统宕机，
Symantec 建议在专用网络适配器上禁用以太网自动协商选项。 Symantec 还
建议从专用 NIC 删除 TCP/IP 以降低系统开销。有关此过程的详细信息，请与
NIC 制造商联系。
■

安装主机适配器。

■

安装交换机和存储阵列。

■

确保系统可以访问存储设备。

2

以相同方式为站点 B 安装硬件。

3

建立将这两个集群连接在一起所需的硬件连接。
■

在两个站点上的三个网卡之间连接相应的电缆。

■

通过存储互联连接两个站点上的两个交换机。

■

测试两个站点间的连接。测试集群中所有网络适配器卡的 IP 地址。打开
命令窗口并键入 ping ipaddress，其中 ipaddress 是另一节点中对应的网
络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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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使用以下过程可以配置硬件并验证 DNS 设置。对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重复此过程。
注意：请按照相应的过程验证 DNS 设置，这是因为针对 Windows Server 2003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的过程有所不同。
配置硬件
1

安装所需的网络适配器以及 SCSI 控制器或光纤通道 HBA。

2

在每个系统上连接网络适配器。
■

为防止在专用网络上丢失心跳，以及防止 VCS 错误地声明系统关闭，
Symantec 建议在专用网络适配器上禁用以太网自动协商选项。有关此过
程的详细信息，请与 NIC 制造商联系。

■

Symantec 建议从专用 NIC 中删除 TCP/IP 以降低系统开销。

3

对每个 VCS 通信网络 （GAB 和 LLT）使用独立的集线器或交换机。对于双节
点集群，可以使用交叉以太网电缆。LLT 支持基于集线器的网络路径或交换机
网络路径，还支持具有直接网络链路的双系统集群。

4

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访问存储设备。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识别挂接的共享磁盘
并且挂接的共享磁盘都可见。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请使用以下过程。
验证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2

双击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或者右键单击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然后单击 Open (打开)。

3

4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
■

在 Advanced (高级) 菜单中，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

在 Adapters and Bindings (适配器和绑定) 选项卡中，确定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 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如有必要，可以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到列表的顶部。

■

单击 OK (确定)。

在 Network and Dial-up Connections (网络和拨号连接) 窗口中，双击用于公
共网络的适配器。
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的是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 VCS
专用网络配置的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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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中，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6

在 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中：
■

选中 Internet Protocol (TCP/IP) (Internet 协议 (TCP/IP)) 复选框。

■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选择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地址)
选项。

8

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值是否正确。

9

单击 Advanced (高级)。

10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 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 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
11 确保在 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用于此连接的 DNS 后缀) 字段中输入
了正确的域后缀。
12 单击 OK (确定)。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请使用以下过程。
验证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2

单击 Network and Internet (网络和 Internet)，然后单击 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网络和共享中心)。

3

在 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网络和共享中心) 窗口中，在位于界面左侧的
Tasks (任务) 下双击 Manage Network Connections (管理网络连接)。

4

5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
■

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的 Advanced (高级) 菜单中，单
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

在 Adapters and Bindings ( 适配器和绑定 ) 选项卡中，确定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 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如有必要，可 以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到列表的顶部。

■

单击 OK (确定)。

通过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打开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
■

双击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

■

右键单击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然后单击 Status (状态)。

■

选择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然后在工具栏中单击 View Status of This
Connection (查看此连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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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的是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 VCS 专
用网络配置的适配器。
6

在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在 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
■

选中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TCP/IPv4)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TCP/
IPv4)) 复选框。

■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8

选择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地址)
选项。

9

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值是否正确。

10 单击 Advanced (高级)。
11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 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 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
12 确保在 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用于此连接的 DNS 后缀) 字段中输入
了正确的域后缀。
13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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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可以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5.1 for Windows 软
件。该安装程序会自动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 Veritas
Cluster Server。要进行灾难恢复配置，请选择 GCO 安装选件，并根据复制解决方
案，选择 VVR 或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硬件复制代理) 安装选件。

设置 Window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某些 Symantec 驱动程序可能未经 Microsoft 签名，具体情况取决于所选安装选项。
当在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3 的系统上安装时，必须将 Windows 驱动程序签名
选项设置为允许进行安装。
下表描述了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使用未经签名的驱动程序安装选件时，产
品安装程序在本地系统和远程系统上的行为。
表 10-5

未经签名驱动程序的安装行为

驱动程序签名设置

本地系统上的安装行为

远程系统上的安装行为

Ignore (忽略)

始终允许

始终允许

Warn (警告)

显示警告消息，需要用户干预

继续安装。用户必须从本地登
录到远程系统才能响应该对话
框以完成安装。

Block (阻止)

从不允许

从不允许

在本地系统上，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Ignore (忽略) 或 Warn (警告)。在远程
系统上，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Ignore (忽略)，以便在不需用户干预的情况下
允许继续安装。
注意：Windows Server 2008 禁止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Symantec 提供安装选项
来安装 Symantec 信任证书，从而允许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Symantec 驱动程
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24 页上的 “为未经签名的驱动程序安装 Symantec
受信任证书”。
更改每个系统上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1

从本地登录到系统。

2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单击 System (系统)。

3

单击 Hardware (硬件) 选项卡，然后单击 Driver Signing (驱动程序签名)。

4

在 Driver Signing Option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对话框中，记下当前的设置，
从表中选择 Ignore (忽略) 或另一个将允许继续安装的选项。

223

224 为校园集群部署 SFW HA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5

单击 OK (确定)。

6

对每台计算机重复上述操作。
如果您不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则在该计算机上的安装可能在验证过程中失
败。安装完成后，请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重新设置到以前的状态。

为未经签名的驱动程序安装 Symantec 受信任证书
产品安装程序提供一个用于安装 Symantec Trusted Software Publisher Certificate
(Symantec 受信任软件发行者证书) 的安装选项，以便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驱动程序。
如果选择此安装选项，将在选择进行安装的系统上安装 Symantec 信任证书。
警告：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在执行远程安装时不会
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任何 SFW 驱动程序。在此过程中不会提供任何通知，并
且安装似乎已成功完成，但是因为没有安装驱动程序，稍后可能会出现问题。
如果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进行本地安装并且未选择此选项，则会显示驱
动程序签名弹出式窗口，要求用户进行干预。
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安装时选择此选项，则无需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设置为 Warn (警告) 或 Ignore (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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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安装产品
1

通过自动运行功能启动安装过程，或通过双击 Setup.exe 启动安装过程。将出
现 SFW Select Product (SFW 选择产品) 界面。

2

单击 Storage Foundation HA 5.1 for Windows。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 Complete/Custom (完全/自定义) 开始安装。

■

单击 Administrative Console (管理控制台) 链接仅安装客户端组件。

4

阅读 Welcome (欢迎) 界面中的消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5

使用查看窗口中的滚动箭头来阅读 License Agreement (许可协议)。如果同意
许可条款，请单击 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我接受许可
协议条款) 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添加功能许可证密钥之前输入产品许可证密钥。在顶端的字段中输入许可证
密钥，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如果没有许可证密钥，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以使用默认评估许可证密钥。此
许可证密钥仅在有限的评估期内有效。

7

对其他许可证密钥重复上述操作。单击 Next (下一步)
■

要删除某个许可证密钥，请单击该密钥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

要查看许可证密钥的详细信息，请单击该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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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相应的 SFW 产品选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客户端

用于安装 VC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和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控制台。用于安装可
提供有助于配置的信息和向导的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Global Cluster Option

仅用于灾难恢复配置。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仅用于灾难恢复配置：如果您打算使用 VVR 进行复制，
请选择安装 VVR 的选项。

高可用性硬件复制代理

如果您打算使用硬件复制，请选择相应的硬件复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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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用于安装的域和计算机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Domain (域)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域。
填充域和计算机列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取决于域和
网络的大小、速度和活动。

Computer (计算机)

要添加进行安装的计算机，请从 Computer (计算机) 列
表中选择它或者在 Computer (计算机) 字段中键入该计
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要在添加计算机之后将其删除，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
段中单击该计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单击某台计算机的名称即可查看其说明。

Install Path (安装路径)

（可选）更改安装路径。
■

要更改安装路径，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选择一
台计算机，键入新路径，然后单击 Change (更改)。

■

要还原默认路径，请选择一台计算机，然后单击
Default (默认)。
默认路径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
对于 64 位安装，默认路径为：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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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域控制器和运行安装程序的计算机在不同的子网中，则安装程序可能无法
找到目标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安装程序显示错误消息之后，请手动输入
所缺少计算机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11 安装程序会检查选定计算机是否满足先决条件并显示结果。请查看信息，然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计算机未通过验证，请解决此问题，然后重新进行验证。单击列表中的计
算机以显示有关故障的信息。单击 Validate Again (重新验证) 重新开始执行验
证过程。
12 如果使用的是多个路径并且选择了特定的 DSM，则会收到 Veritas 动态多路
径警告。收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警告时，安装 Veritas 动态多路径 DSM 功能
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安装过程中所连接的物理路径数。要缩短此功能的安装时
间，请在安装过程中仅连接一个物理路径。安装后，请先重新连接其他物理路
径，然后再重新引导系统。
13 单击 OK (确定)。
14 查看这些信息并单击 Install (安装)。如有必要，请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
15 将出现 Installation Status (安装状态) 界面，其中显示安装状态消息和安装进度。
如果安装失败，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查看安装报告并解决导致失败的问题。
您可能必须修复安装或者卸载并重新安装。
16 完成安装后，请查看摘要界面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17 如果在远程节点上进行安装，请单击 Reboot (重新引导)。请注意，此时不能重
新引导本地节点，并且默认取消选中故障节点。单击要重新引导的远程节点旁
边的复选框。
18 节点成功完成重新引导后，Reboot Status (重新引导状态) 中将显示 Online (联
机)，且 Next (下一步) 按钮变为可用。单击 Next (下一步)。
19 查看日志文件并单击 Finish (完成)。
20 单击 Yes (是) 重新引导本地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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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完成安装过程之后，请重新设置每台计算机上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1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单击 System (系统)。

2

单击 Hardware (硬件) 选项卡，然后单击 Driver Signing (驱动程序签名)。

3

在 Driver Signing Option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对话框中，将选项重新设置为
Warn (警告) 或 Block (阻止)。

4

单击 OK (确定)。

5

对每台计算机重复上述操作。

配置集群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SFW HA 后，设置运行集群所需的组件。 VCS 集群配置向导
(VCW) 可以设置集群基础架构 （包括 LLT 和 GAB）以及在集群中配置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该向导还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该组包含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也称为 Web 控制台）、通知和全
局集群的资源。
在创建集群之前，请完成以下任务：
■

确定每个节点都使用静态 IP 地址 （不支持 DHCP）并且为每个节点都配置了
名称解析。

■

设置所需权限：
■

必须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用户帐户必须为域帐户。

■

您必须对选定执行集群操作的所有系统都具有管理访问权限。将该域用户
添加至每个系统的 Local Administrators (本地管理员) 组。

■

如果计划为 VCS Helper 服务创建新用户帐户，必须具有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或者必须是 Domain Account Operators
(域帐户操作员) 组的成员。如果计划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的现有用户
帐户，则必须知道该用户帐户的密码。

■

为 VCS Helper 服务配置用户帐户时，确保用户帐户是域用户。在本地系
统内置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的 VCS HAD 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
文访问网络。此帐户不需要域管理权限。

■

确保 VCS Helper 服务域用户帐户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启用了 Add
Workstations to Domain (向域添加工作站) 权限。

有关 VCS 的完整安装和配置详细信息以及有关删除或修改集群配置的其他说明，
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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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CS 集群
1

启动 VCS 集群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集群
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Cluster Operations (集群
操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 面板上，选择或键入集群所在域的名称，然后
选择发现选项。

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
■

清除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单击 Next (下一步)。
转至第 232 页上的步骤 8。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 （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
■

■

选中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
列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选择的是检索系统列表，请转至第 231 页上的步骤 6。否则，请转
至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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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键入要添加的每个系统的名称，单击
Add (添加)，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请不要指定属于另一个集群的系统。

转至第 232 页上的步骤 8。
6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指定要形成集群的系统，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请不要选择属于另一个集群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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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系统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将该系统添加到 Selected Systems (选
定系统) 列表中，或者在 Domain Systems (域系统) 列表中单击以选中该系
统，然后单击 > (向右箭头) 按钮。
7

System Report (系统报告) 面板显示之前指定的所有系统的验证状态：
Accepted (已接受) 或 Rejected (已拒绝)。
可能由于以下任一原因而拒绝某个系统：
■

系统无法 ping。

■

在系统上 WMI 访问处于禁用状态。

■

向导无法检索系统体系结构或操作系统。

系统上未安装 VCS 或 VCS 的版本与运行向导的系统上所安装的版本不同。
单击系统名称可以查看验证详细信息。如果希望包括已拒绝的系统，请根据拒
绝原因纠正错误，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操作。
■

8

在 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集群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New
Cluster (创建新集群) 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9

在 Cluster Details (集群详细信息) 面板上，指定集群的详细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Cluster Name
(集群名称)

键入新集群的名称。 Symantec 建议集群名称最多包含 32 个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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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ID
(集群 ID)

从下拉列表的建议集群 ID 中选择一个集群 ID，或为集群键入
一个唯一的 ID。集群 ID 可以是 0 到 255 之间的任意数字。
警告：如果您在步骤 4 中选择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或要在多个域之
间共享一个专用网络，请确保集群 ID 是唯一的。

Operating System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系统正在运行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

选择将属于集群的系统。
向导会发现选定系统上的 NIC。对于具有所需数量 NIC 的单节
点集群，向导会提示您配置专用链路心跳。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 以配置专用链路心跳。
选中 Select all systems (选择所有系统) 复选框以同时选择所
有系统。

10 向导将验证选定的系统是否为集群的成员。对系统进行验证后，单击 Next (下
一步)。
如果系统未通过验证，请查看与故障关联的消息，并在纠正问题后重新启动
向导。
如果您在第 232 页上的步骤 9 中选择了配置专用链路心跳，请继续下一步。
否则，请转至第 235 页上的步骤 12。
11 在 Private Network Configuration (专用网络配置) 面板上，配置 VCS 专用网
络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配置基于以太网的 VCS 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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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
Symantec 建议为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但是，您可以降低其
中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将低优先级的 NIC 用于公共通信和专用通信。

■

如果在选定的系统上只有两个 NIC，建议您降低至少一个将用于专用
网络通信和公共网络通信的 NIC 的优先级。
要降低某个 NIC 的优先级，请右键单击该 NIC 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
择 Low Priority (低优先级)。

如果配置中包含成组的 NIC，向导会将其组合成 NIC Group #N (NIC
组 N)，其中 N 表示指定给成组 NIC 的编号。成组 NIC 是逻辑 NIC，
它是通过将几个物理 NIC 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同一组中的所有
NIC 具有相同的 MAC 地址。 Symantec 建议您不要选择成组 NIC 用
于专用网络。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以太网）。
■

■

配置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层的 VCS 专用网络

■

选中 Configure LLT over UDP (配置基于 UDP 的 LLT) 复选框。

■

在 Port number for Link1 (Link1 的端口号) 和 Port number for Link2
(Link2 的端口号) 字段中指定唯一的 UDP 端口。可以使用 49152 到
65535 范围内的端口。默认端口号分别为 50000 和 50001。

■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Symantec 建议为
VCS 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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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个选定的 NIC，验证所显示的 IP 地址。如果为选定的 NIC 指
定了多个 IP 地址，请双击该字段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IP 地
址。每个 IP 地址可以处于不同的子网中。
IP 地址用于指定 UDP 端口上的 VCS 专用通信。

对于每个选定的 NIC，请双击 Link (链路) 列中各自的字段，并从下
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链路。为每个 NIC 指定不同的链路 （Link1 或
Link2）。每个链路都与之前指定的 UDP 端口关联。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 UDP）。指定的 UDP 端口
将用于专用网络通信。
■

12 在 VCS Helper Service User Account (VCS Helper 服务用户帐户) 面板上，为
VCS Helper 服务指定域用户的名称。 VCS HAD 在本地系统内置帐户的上下文
中运行，它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文访问网络。此帐户不需要域管理
员权限。

■

要指定现有用户，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 Existing user (现有用户)，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用户名。

■

如果您在第 230 页上的步骤 4 中选择不检索用户列表，请在 Specify
User (指定用户) 字段中键入用户名，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要指定新用户，请单击 New user (新用户) 并在 Create New User (创建新
用户) 字段中键入有效用户名，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不要在用户名后追加域名；不要以 DOMAIN\user 或 user@DOMAIN 的格式
键入用户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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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assword (密码) 对话框中，键入指定用户的密码并单击 OK (确定)，然
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3 在 Configure Security Service Option (配置安全服务选项) 面板上，指定集群
的安全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使用单一登录功能

单击 Use Single Sign-on (使用单一登录)。在此模式下， VCS 使用
SSL 加密和基于平台的身份验证。 VCS 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有关集群中安全通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Start Guide for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入门 （针对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

■

如果知道要用作根代理的系统的名称，请单击 Specify root broker
system (指定根代理系统)，键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指定一个集群节点，向导会将该节点配置为根代理，并将其他节
点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身份验证代理比根代理低一个级别，它用作
中间的注册和认证机构。这些代理可对客户端 （如用户或服务）进
行身份验证，但不能对其他代理进行身份验证。身份验证代理具有由
根代理签署的证书。
如果指定集群之外的系统，请确保已将该系统配置为根代理；向导会
将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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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搜索将用作根代理的系统，请单击 Discover the root broker
systems in the domain (发现域中的根代理系统)，并单击 Next (下一
步)。默认情况下，向导将发现整个域中的根代理。

■

如果要定义搜索条件，请单击 Scope (范围)。在 Scope of Discovery
(发现范围) 对话框中，单击 Entire Domain (整个域) 以搜索整个域，
或单击 Specify Scope (指定范围) 并从 Available Organizational
Units (可用组织单元) 列表中选择组织单元，以将搜索限制在指定的
组织单元中。使用 Filter Criteria (筛选条件) 选项可以搜索与特定条
件匹配的系统。
例如，要搜索由用户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管理的系统，请从第一
个下拉列表中选择 Managed by (管理者)，从第二个下拉列表中选择
is (exactly) (为 (精确) )，在相邻字段中键入用户名 Administrator，
单击 Add (添加)，然后单击 OK (确定)。
表 10-6 包含其他更多搜索条件示例。

表 10-6

搜索条件示例

第一个下拉
列表值

第二个下拉
列表值

相邻字段条目

搜索结果

Name (名称)

is (exactly)

*system

显示名称以 system 结尾的所有
系统。

*vcsnode*

显示名称包含 vcsnode 的所有
系统。

*2003*

显示所有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

*Enterprise*

显示所有 Windows Server
Enterprise Edition 系统。

5.*

显示操作系统版本为 5.x 的所有系
统，其中 x 可能为 0、 1、 2 等。

(为 (精确) )
is (exactly)

Name (名称)

(为 (精确) )
Operating
System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版本)

可以添加多个搜索条件；向导将搜索匹配所有指定条件的系统。
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发现并显示所有根代理组成的列表。单
击以选择要用作根代理的系统，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根代理是集群节点，向导会将其他集群节点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如
果根代理在集群之外，向导会将所有集群节点都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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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VCS 用户权限：

■

■

单击 Use VCS User Privileges (使用 VCS 用户权限)。
VCS 管理员的默认用户名为 admin，默认密码为 password。两者都
区分大小写。可以接受 VCS 管理员帐户的默认用户名和密码，或键
入新用户名和密码。 Symantec 建议指定新用户名和密码。
当 VCS 未在安全模式下运行时，借助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台使用此帐户登录到 VCS。
单击 Next (下一步)。

14 查看 Summary (摘要) 面板上的摘要信息，并单击 Configure (配置)。向导将
配置 VCS 专用网络。
如果选定的系统具有 LLT 或 GAB 配置文件，向导会在覆盖这些文件之前显示
信息性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单击 OK (确定) 以覆盖上述文件。或者，单击
Cancel (取消)，退出向导，将现有文件移至其他位置，然后返回向导。
向导将开始运行命令，以配置 VCS 服务。如果操作失败，请单击 View
configuration log file (查看配置日志文件) 查看日志。
15 在 Completing Cluster Configuration (完成集群配置) 面板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以配置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需要使用该服务组来设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台、通知以及全局集群的组件。
要在以后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请单击 Finish (完成)。
在此阶段，向导已收集了设置集群配置所需的信息。向导完成其操作后，无论
是否具有 ClusterService 组组件，集群都能够承载应用程序服务组。在此阶
段，向导还会启动 VCS 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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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配置集群之后，绝不能更改属于该集群的节点的名称。如果希望更改节
点名称，请运行此向导从集群中删除该节点，重命名系统，然后再次运行此向
导将该系统添加到集群中。
无需为此 HA 环境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
台。有关 VC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以及通知资源的完整
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仅当配置灾难恢复环境并且未使用灾难恢复向导时， GCO 选件才适用。“灾难恢
复”各章讨论了如何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 GCO 选件。
16 在 Cluster Service Components (集群服务组件) 面板上，选择要在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中配置的组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选中 Web Console (Web 控制台) 复选框以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此控制台也称为 Web 控制台。
请参见第 240 页上的 “配置 Web 控制台”。

■

选中 Notifier Option (Notifier 选项) 复选框以配置发送给指定收件人的重
要事件通知。
请参见第 241 页上的 “配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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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Web 控制台
本节介绍了配置 VC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 的步骤，此控制
台也称为 Web 控制台。
配置 Web 控制台
1

在 Web Console Network Selection (Web 控制台网络选择) 面板上，指定 Web
控制台资源的网络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
的 IP 地址，或者为 Web 控制台配置新的 IP 地址。

■

如果选择配置新 IP 地址，请键入 IP 地址和关联的子网掩码。

■

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络适配器。请注意，向导会列出公共网
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2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是否在 VCS 启动时使 Web 控制台资源联机，并单击
Configure (配置)。

3

如果选择了配置 Notifier 资源，请转至：
第 241 页上的 “配置通知”。
否则，请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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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通知
本节介绍配置通知的步骤。
配置通知
1

在 Notifier Options (Notifier 选项) 面板上，指定要配置的通知模式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您可以对 VCS 进行配置，以便在指定的服务器上生成 SNMP (V2) 陷阱并且向
指定的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以通知其对某些事件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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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NMP，请指定有关 SNMP 控制台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单击 SNMP Console (SNMP 控制台) 列中的字段并键入控制台的名称或 IP
地址。指定的 SNMP 控制台必须与 MIB 2.0 兼容。

■

单击 Severity (严重性) 列中的对应字段并为控制台选择严重性级别。

■

单击 + 添加字段；单击 - 删除字段。

■

输入一个 SNMP 陷阱端口。默认值为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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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MTP，请指定有关 SMTP 收件人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
一步)。

■

键入 SMTP 服务器的名称。

■

单击 Recipients (收件人) 列中的某个字段，然后输入通知的收件人。输入
admin@example.com 作为收件人。

■

单击 Severity (严重性) 列中的对应字段并为收件人选择严重性级别。VCS
会将具有同等或更高严重性的消息发送给收件人。

■

单击 + 添加字段；单击 - 删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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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Notifier Network Card Selection (Notifier 网卡选择) 面板上，指定网络信
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
的 NIC 资源，或者为通知机制配置新的 NIC 资源。

■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新的 NIC 资源，请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
络适配器。向导将列出公共网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较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5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在 VCS 启动时是否要将通知资源联机。

6

单击 Configure (配置)。

7

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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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磁盘组和卷
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可以在集群存储上创建磁盘组和
动态卷，校园集群中的集群存储由两个存储阵列组成。在存储上创建一个和多个动
态集群磁盘组。
注意：如果存储设备与 SCSI-3 兼容，并且希望使用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PGR)，
则必须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启用 SCSI-3 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在创建磁盘组之前，请考虑以下各项：
■

所需的卷配置类型

■

磁盘组需要的 LUN 数

■

备份和还原操作对磁盘组设置的影响

■

数据库和日志的大小，具体取决于通信量

■

每个站点中的磁盘组和磁盘数

■

所需的卷类型以及每个卷的 plex 在存储阵列中的位置

注意：对于校园集群，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上都必须包含相同数量的磁盘。

注意：每个卷都应该是一个镜像卷，该卷的一个 plex 在站点 A 的存储阵列中，该
卷的另一个 plex 在站点 B 的存储阵列中。
下图显示了 VCS 校园集群中的磁盘配置。本示例中有一个其存储阵列跨这两个站
点分布的磁盘组。站点 A 上的数据和数据库日志已镜像到站点 B。每个镜像卷不必
限于包含两个磁盘，而是可以包含四个磁盘以获得更高的恢复能力。一个站点上的
所有数据可以位于一个具有多个磁盘的大型镜像卷中，但是为了实现镜像，这两个
站点还需要拥有相同数量的磁盘。建议将日志卷和数据放在不同磁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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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VCS 校园集群中的磁盘示例

配置磁盘和卷
确保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上都包含相同数量的磁盘。每个卷都必须是一个镜像
卷，该卷的一个 plex 在站点 A 的存储阵列中，该卷的另一个 plex 在站点 B 的存储
阵列中。
在站点 A 上创建动态磁盘组和卷时，要认真记下哪些磁盘和卷已分配。这些以后将
成为镜像的站点 A plex。
请参见以下各节：
■

第 247 页上的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

第 249 页上的 “创建卷”

创建新卷时的注意事项
创建新卷时请考虑以下几点：
■

在为校园集群创建新卷时，必须选择 mirrored across enclosures (镜像跨越磁
盘阵列) 选项。

■

如果选择 Mirrored (镜像) 和 mirrored across (镜像跨越) 选项，但是却没有两
个满足要求的磁盘阵列，则可能会导致无法创建新卷。

■

日志会降低性能。

■

Symantec 建议对新卷使用简单镜像 （连续）或条带镜像。与连续镜像相比，
条带镜像可提供更好的性能。
选择条带镜像时，请选择两列，以便对镜像到另一个磁盘阵列的磁盘阵列进行
条带化。

■

不能为镜像选择 RAID-5。

■

建议不要选择 stripe across enclosures (条带跨越磁盘阵列)，因为之后您将需
要四个磁盘阵列 （而非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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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可用磁盘存储
1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打开 VEA 控制台，然后按照
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若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在 VEA 配置树中，展开 hostname > StorageAgent，然后单击 Disks (磁盘)。
此时将显示可供当前系统访问可用存储的磁盘内部名称，以及名称
Harddisk1、 Harddisk2 等。该列表既包括本地系统的内部磁盘，又包括任何
可用的外部存储。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使用以下过程创建动态磁盘组。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1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打开 VEA 控制台，然后按照
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请展开主机
节点下的树视图，右键单击 Disk Groups (磁盘组) 图标，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
择 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

5

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 的 Welcome (欢迎)
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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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有关集群磁盘组的信息：

■

输入磁盘组名称 （例如 DG1）。

■

单击 Create cluster group (创建集群组) 复选框。

■

在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磁盘，然后使用 Add (添
加) 按钮将其移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列表中。
（可选）选中 Disk names prefix (磁盘名前缀) 复选框，然后输入磁盘名
前缀为磁盘组中的磁盘指定特定标识符。例如，输入 TestGroup 作为包
含三个磁盘的磁盘组的前缀，从而创建 TestGroup1、 TestGroup2 以及
TestGroup3 作为磁盘组中磁盘的内部名称。

注意：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与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和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产品创建的磁盘组兼容的磁盘组。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通过 Windows 磁盘管理 (LDM) 所创建的类型的
磁盘组。
■

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接受包含选定磁盘的确认界面。

8

单击 Finish (完成) 创建新的磁盘组。

继续在每个磁盘上创建相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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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卷
使用以下过程创建动态卷。
创建动态卷
1

如果 VEA 控制台尚未打开，请在桌面上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
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如果 VEA 已连接至对应主机，请跳至步骤 4。）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选择主机名并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请在主机节点下面展开树视图显
示所有磁盘组。右键单击某个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New Volume
(新建卷)。
可以右键单击刚创建的磁盘组。

5

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开始屏幕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为卷选择磁盘；确保相应的磁盘组名显示在 Group Name (组名) 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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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自动或手动磁盘选择并相应地启用或禁用磁道对齐。
■

自动磁盘选择为默认设置并且建议用于校园集群。SFW 基于下列条件自动
选择磁盘：
■

磁盘端口指定 （选择具有两个不同端口的磁盘）。请注意，在可用磁
盘列表中，每个磁盘名后面的项都以端口号开头。例如，项 P3C0T2L1
中的 P3 表示端口 3。

■

磁盘中的可用空间量。SFW 将选取两个具有最多空间的磁盘 （从每个
阵列中选取一个）。

■

要手动选择磁盘，请单击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 单选按钮，
然后使用 Add (添加) 和 Remove (删除) 按钮将相应的磁盘移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列表中。

■

还可以选中 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卷禁用磁道
对齐。禁用磁道对齐意味着该卷不将数据块与磁盘上物理磁道的边界对
齐存储。

8

单击 Next (下一步)。

9

指定卷属性。

■

为卷输入名称。名称中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其中不得包含空格、
正斜杠和反斜杠。

■

提供卷的大小。

■

如果单击 Max Size (最大大小) 按钮，则 Size (大小) 框中将显示一个值，
表示动态磁盘组中用于该布局的可能的最大卷大小。

■

选择卷布局类型。对于校园集群，选择 Concatenated (连续) 或 Striped (条
带化)。因为校园集群为镜像卷，因此还必须选中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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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创建条带卷，则需要在 Columns (列) 框和 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
元大小 ) 框中设定值。已提供默认值。此外，还要单击 Stripe Across ( 条
带跨越) 复选框，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Ports (端口)。

■

在 Mirror Info (镜像信息) 区域中，选中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后，单击
Mirror Across (镜像跨越)，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Enclosures (磁盘阵列)。

■

确认没有选择 Enable Logging (启用日志记录)，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0 在 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为卷指定驱
动器盘符或装入点。必须在集群的所有系统中都使用相同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
点。指定驱动器盘符前，确保已验证其可用性。
■

要指定驱动器盘符，请选择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并选
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要将卷装入为文件夹，请选择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 Browse (浏览) 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文
件夹。

11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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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建 NTFS 文件系统。

■

确保已选中 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 复选框，然后选择 NTFS。

■

选择分配值或接受默认值。

■

文件系统标签是可选项。SFW 会将卷名作为文件系统的标签。

■

如果想节省时间，请选择 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

选择 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以节省
磁盘空间。请注意，压缩过程会占用系统资源并执行加密和解密，这可能
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单击 Next (下一步)。

13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新卷。
14 重复上述步骤，以创建其他卷。
注意：仅在集群的第一个节点上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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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VCS 要求在所有集群节点的相同本地驱动器上安装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并要求在
共享存储上安装应用程序数据和日志文件或与应用程序数据相关的其他文件。

在第一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注意事项
■

应用程序可能具有在集群上运行的内置过程。请查阅应用程序文档，确定这些
过程是否可用。

■

确保在安装应用程序之前导入磁盘组和卷以便在服务器上装入它们。

■

如果刚创建了磁盘组和卷，则它们将被装入而且可以使用。创建磁盘组后，将
在该节点上自动导入它。如果您能够在服务器的 VEA 中看到磁盘组和卷的图
标，则可以确认磁盘组和卷是能够访问的。

■

集群应用程序的所有节点都需要共享同一虚拟名称和 IP 地址。

■

请牢记，在安装应用程序时，不要接受应用程序数据和日志文件的默认位置。
而应通过单击浏览到以前准备的动态卷。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注意事项
■

若要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请从第一个节点中逐出所有磁盘组，然后
在第二个节点上导入它们。第 256 页上的“逐出和导入磁盘组”一节包含逐出
和导入磁盘组的步骤。

■

对于共享卷，请确保在从第二个节点访问时所看到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与从
第一个节点访问的相同。要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请参见第 256 页上的
“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一节中的说明。

■

如果要安装数据库，则当第二个节点上的安装操作正在使用共享磁盘时，可能
需要停止第一个节点上的数据库服务。在安装应用程序后，重新启动该服务。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器角色
配置文件共享时的注意事项：
■

确保文件服务器共享目录的磁盘组和卷是在共享存储中配置的。

■

配置新的设置时，首先在共享存储上创建磁盘组和卷，然后为共享存储上共享
的文件创建目录结构。

■

对于带有在本地存储有共享内容的文件服务器的现有配置，可使用 Microsoft
推荐的操作将这些共享内容移至共享存储。

■

FileShare 代理会自动随 SFW HA 一起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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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打印共享服务器角色
配置打印共享时的注意事项：
■

确保打印机已连接到网络且配置了 IP 地址。

■

为集群中所有系统上的网络打印机安装软件驱动程序。

添加打印驱动程序
1

打开 Printers (打印机) 控制面板。

2

单击 File (文件) > Server Properties (服务器属性)。

3

在 Print Server Properties (打印服务器属性) 对话框中，单击 Drivers (驱动程
序) 选项卡。

4

单击 Add (添加)。这将启动 Add Printer Driver (添加打印机驱动程序) 向导。

5

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以在系统上添加打印机驱动程序。必须在将成为服
务组一部分的每个系统上添加驱动程序。

安装和配置 IIS 应用程序
安装 IIS 时的注意事项：
■

确定已安装 IIS，并且已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对其进行了相同的配置。
确定要监视的站点在共享存储上。

■

在第一个节点上，导入集群磁盘组并装入包含网站数据的卷。

■

对于新 IIS 安装，在创建新网站时，需在共享存储中创建站点文件夹并将站点
内容放置在该文件夹中。

■

将要监视的所有 IIS 站点的默认主目录路径更改为共享存储上的某个位置。有
关说明，请参见 IIS 文档。

■

对于现有网站，将站点停止，然后将网站内容移至共享存储上的卷中。还必须
为 IIS 中的网站重新配置主目录位置，然后重新启动该网站。

■

确定分配给 IIS 站点的端口号未被其他应用程序或站点占用。

■

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中同步 II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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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2003 系统上同步 IIS 配置
1

在将承载 IIS 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同步 IIS 配置。运行脚本 iiscnfg.vbs，该
脚本位于 %systemroot%\System32 中。该脚本会将本地系统中的 IIS 元数
据库复制到目标系统中。
例如，使用以下命令可将 IIS 元数据库复制到 target_sytem。必须为目标系统
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systemroot%\System32> iiscnfg /copy /ts target_system /tu
user_name /tp password

2

停止并重新启动所有节点上的 IIS Admin Service。

安装和配置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
安装 MS Virtual Server 时的注意事项：
■

确定已安装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并且已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对其
进行了相同的配置。

■

安装要使其在虚拟机上具有高可用性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

在每台虚拟机上安装和配置虚拟机插件（如果打算为虚拟机资源启用详细信息
监视功能）。

■

确定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 配置文件位于每个节点的本地。

■

确保虚拟机名称在集群中是唯一的。

安装其他应用程序
下面是一些安装应用程序的通用注意事项：
■

在安装应用程序之前确保已在节点中装入磁盘组和卷。

■

VCS 要求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安装在所有节点上同一本地驱动器上。例如，如
果将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安装在一个节点的驱动器 C 中，则相同文件在其他所
有节点中的安装也都必须位于驱动器 C 中。

■

确保所有节点都具有相同的驱动器盘符可供使用，并且具有足够的空间用于
安装。

■

数据文件及任何关联文件 （如日志文件）应安装在共享存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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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出和导入磁盘组
本节介绍逐出和导入磁盘组以便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步骤。
逐出第一个节点上的磁盘组
1

如果 VEA 尚未运行，请启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如果 Storage Foundation Assistant (Storage Foundation 助手) 自动打开，请关
闭它。

2

导航到当前在其上导入动态磁盘组的节点上的 dynamic disk groups (动态磁
盘组)。

3

右键单击要逐出的动态磁盘组，然后单击 Deport (逐出)。

在第二个节点上导入动态磁盘组
1

启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
序) > Symantec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如果 Storage
Foundation Assistant (Storage Foundation 助手) 自动打开，请关闭它。

2

导航到要将动态磁盘组导入到其中的节点上的 dynamic disk groups (动态磁
盘组)。

3

右键单击要导入的动态磁盘组，然后单击 Import (导入)。
现有的动态卷首次导入到计算机上时，没有与之相关联的驱动器盘符。在这种
情况下，请使用 VEA 添加和更改驱动器盘符。您需要确保第二个节点上卷的
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与第一个节点上所使用的相同。

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1

在 VEA 中，右键单击将为其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的卷。

2

选择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
动器盘符和路径)。将显示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窗口。

3

若要添加驱动器盘符，请单击 Add (添加) 单选按钮。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
驱动器盘符) 下拉列表变为可用。指定一个驱动器盘符，然后单击 OK (确定)。

4

若要更改驱动器盘符，请单击 Modify (修改) 单选按钮。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
定驱动器盘符) 下拉列表变为可用。选择新的驱动器盘符，然后单击 OK (确定)。

5

要添加装入点，请依次单击 Add (添加) 单选按钮和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 单选按钮，通过浏览选择一个空文件夹或单
击 New Folder (新建文件夹) 按钮创建新文件夹，然后单击 OK (确定) 以装入卷。
注意：装入点又称为 “驱动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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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更改某一装入点，必须先将其删除，再重新创建 （步骤 5）。若要删除该装
入点，请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窗口中将其选中，然后
单击 Remove (删除) 单选按钮。

配置服务组
为了使 VCS 能够监视和故障切换集群中的应用程序，必须将该应用程序包括在 VCS
服务组中。
服务组是指协同工作、为客户端提供应用服务的一组资源。它还可能与不包含特定
应用程序的打印或文件共享相关。活动节点上出现应用程序故障或服务器故障时，
服务组的资源将作为一个组故障切换到其他集群节点。
VCS 提供了多种用于创建服务组的方法。如果您使用的应用程序是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或 SQL Server， VCS 会为每个应用程序提供一个向导，但是您需
要购买面向这些程序的 VCS 企业代理。还针对文件和打印服务器提供了单独的向导。
此外，还可以采用多种方法，通过 VCS Java 控制台以及常规的应用程序配置向导来
创建服务组。如果您喜欢使用命令行，则也可以使用该方法来创建服务组。
创建 VCS 服务组可提供如下功能：
■

定义集群资源及其属性。

■

设置其依赖关系；例如， NIC 资源依赖于 IP 资源。

■

从逻辑上将资源组合在一起。

■

提供监视服务组和使其联机或脱机的功能。

有关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安装服务组的示例，请参见第 8 章 “为获得高可用性
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中的第 123 页上的 “配置服务组”一节。
有关如何为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创建服务组的说
明，请参见随本发行版一起提供的其他 “解决方案指南”：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Exchang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SQL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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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提供了用于为其他 SFW HA 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
色配置服务组的向导。它还提供了应用程序配置向导，该向导可用于配置未提供特
定向导的其他任何应用程序。根据您所安装的应用程序，完成用以配置服务组的相
应步骤：
■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组

■

配置打印共享服务组

■

配置 IIS 服务组

■

配置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

为其他任何应用程序配置服务组

■

配置 Oracle 服务组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组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组的过程包括创建 FileShare 服务组以及为其资源定义属性值。
创建服务组后，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

■

确定 VCS 引擎 HAD 正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确定要共享的目录位于共享驱动器上。

■

从运行向导的系统装入包含共享目录的驱动器。从集群的其他系统中卸载这些
驱动器。

■

确定 Veritas Command Server 正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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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下列信息准备就绪。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以下信息：
■

要指定给文件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计算机名称。
此为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所使用的名称。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如
果使用小写字母指定虚拟计算机名称，该名称会转换为大写字母。例如，
名称 VCSServer 会转换为 VCSSERVER。

■

要指定给文件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 IP 地址。
此为客户端可以用于访问文件共享项的 IP 地址。
注意：Windows Server 2008 不支持使用虚拟 IP 地址访问文件共享项。

要共享的目录的列表。
通过该向导，可以向 VCS 配置中添加现有共享项。但是，不能添加特定共享项
（由操作系统创建以供管理和系统使用的共享项）。例如，不能向 VCS 配置添
加共享项 ADMIN$、 print$、 IPC$ 和 DriveLetter$。
■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务组。
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 《VCS 管理
指南》。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必须
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
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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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件共享服务组
有关资源类型、属性定义、资源依赖关系和示例服务组配置的信息，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配置 FileShare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
件共享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中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并从显示中单击 Campus
Cluster Configuration (校园集群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
务组) >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
或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上，指定服务组详细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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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Group Name

键入文件共享服务组的名称。

(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5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这
些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系统，然
后单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中单击
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系统优先级定义
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
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在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文件共享配置) 面板上，为要创建的 FileShare 资
源指定配置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
显示各种消息，指示验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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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Computer Name

键入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客户端将根据此名称来识
别服务器。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虚拟计算机名称)
List Shares (列出共享项)

单击 List Shares (列出共享项) 可查看共享存储上的现
有共享项，然后选择一个共享项并单击 Add (添加)。

Add (添加)

单击 Add (添加) 可添加文件共享项。

Path (路径)

键入待共享目录的路径，或者单击该字段，然后单击省
略号图标 (...) 浏览至相应的文件夹。选定的目录必须符
合下列条件：
■

选定的驱动器、装入路径和文件路径不能是 VCS 配置
中已有的。

■

要共享的目录必须位于共享的非系统驱动器上。
向导会验证选定的目录，如果该目录不符合上述任意一
个条件，就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Share Name (共享名称)

如果已经共享选定的目录， Share Name (共享名称) 列
会列出共享该目录所用的名称。可以选择已列出的共享
名称，以使现有共享项高度可用。此外，还可以通过键
入新的共享名称为同一目录创建新的共享项。

Hide Share (隐藏共享项)

选中 Hide Share (隐藏共享项) 复选框，可使新共享项
成为隐藏的共享项。

Share Subdirs

选中 Share Subdirs (共享子目录) 复选框，可以共享子
目录。

(共享子目录)
Hide Child Shares
(隐藏子共享项)
Remove (删除)

选中 Hide Child Shares (隐藏子共享项) 复选框，可以
隐藏共享的子目录。
要从配置中删除某个文件共享项，请单击以选择该文件
共享项，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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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Share Permissions (共享权限) 面板上，为文件共享项指定用户，并为用户
指定权限，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Select the FileShare
(选择文件共享项)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权限关联的文件共享项，或者
选择默认的 All FileShares (所有文件共享项) 为所有文件
共享项设置相同的权限。

Select the Permission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关联的权限。

(选择权限)
Select the User
(选择用户)

单击 ... （省略号按钮），选择一个用户，然后单击 OK
(确定)。

Add (添加)

单击 Add (添加) 可以将指定用户添加到 Selected Users (选
定用户) 列表中。默认情况下，所有选定用户都被授予
READ_ACCESS 权限。

Selected Users

列出选定用户和文件共享权限。最多可以为每个文件共享
项配置 50 个用户。要配置更多用户，请创建用户组。
要更改与某个用户关联的文件共享权限，请在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中单击该用户名，然后从 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择权限) 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权限。

(选定用户)

Remove (删除)

要拒绝某个用户对文件共享项的访问权限，请在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中单击该用户名，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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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 面板上，指定与网络相关的信息，然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Virtual IP Address

为虚拟服务器键入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

(虚拟 IP 地址)
Subnet Mask

键入虚拟服务器所属的子网。

(子网掩码)
Advanced Settings

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可以为 Lanman 资源
指定其他详细信息。
在 Lanman Advanced Configuration (Lanman 高级配置) 对
话框中，完成下列操作：

(高级设置)

1

选中 AD Update required (需要更新 AD) 复选框，以使
Lanman 资源可以使用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

2

从 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 下拉列表中，为虚拟服务器
选择 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 的标识名。默认情况下，
Lanman 资源会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默认容器 “计算机”中。

3

单击 OK (确定)。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对指定的容器具有足够的权
限才能创建并更新计算机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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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
名称)

8

9

显示系统上启用了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络适配器
（如果适用）。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箭头。
针对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确定选
择的是指定给公共网络的适配器，而不是指定给专用网络的
适配器。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然后单击
Next ( 下一步 )。 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
置。 单击 Yes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 系统会显示
各种消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

Resource (资源)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更改资
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所做的更改。要取
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键。

Attributes (属性)

显示 Resources (资源) 列表中选定资源的属性及其所配置的
属性值。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 复选框，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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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打印共享服务组
配置打印共享服务组的过程包括创建 PrintShare 服务组以及为其资源定义属性值。
创建服务组后，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务
组。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VCS 管
理指南》。
■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必
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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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VCS 引擎 HAD 正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确定 VCS Command Server 正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运行。

■

确定为网络打印机指定了 IP 地址。

■

Symantec 建议在不同的磁盘分区或卷上创建假脱机程序和复制目录。

■

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装入包含假脱机程序和复制目录的驱动器。从集群的其他
系统中卸载这些驱动器。

■

验证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均安装了网络打印机的软件驱动程序。

■

确定下列信息准备就绪。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以下信息：
■

要指定给打印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计算机名称。
此为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所使用的名称。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如
果使用小写字母指定虚拟计算机名称，该名称会转换为大写字母。例如，
名称 VCSServer 会转换为 VCSSERVER。

■

要指定给打印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 IP 地址。

■

网络打印机的 IP 地址。

创建打印共享服务组
若要创建打印共享服务组，请执行下列任务：
■

创建一个具有 PrintSpool 资源的新服务组并使其联机。还需要配置 PrintSpool
资源所依赖的 Lanman 资源。

■

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由 Lanman 资源创建的虚拟计算机。为打印机创建一个新
的 TCP/IP 端口。

■

配置服务组中的 PrintShare 资源并使其联机。

以下过程详细介绍了这些任务。
创建具有 PrintSpool 资源的打印共享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中启动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中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并从显示中单击 Campus Cluster
Configuration (校园集群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
或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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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上，指定服务组详细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Service Group Name

键入打印共享服务组的名称。

(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这
些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系统，
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中单击
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系统优先级定义
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
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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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Virtual Server Configuration (虚拟服务器配置) 面板上，指定与网络相关
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Virtual Server
Name

键入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客户端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服
务器。请注意，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虚拟服务器名称)
Virtual IP Address

为虚拟服务器键入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

(虚拟 IP 地址)
Subnet Mask

键入虚拟服务器所属的子网。

(子网掩码)
Advanced Settings

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可以为 Lanman 资源
指定其他详细信息。
在 Lanman Advanced Configuration (Lanman 高级配置) 对
话框中，完成下列操作：

(高级设置)

1

选中 AD Update required (需要更新 AD) 复选框，以使
Lanman 资源可以使用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

2

从 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 下拉列表中，为虚拟服务器
选择 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 的标识名。 默认情况下，
Lanman 资源会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默认容器 “计算机”中。

3

单击 OK (确定)。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对指定的容器具有足够的权
限才能创建并更新计算机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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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er Display
Name

显示系统上启用了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络适配器
（如果适用）。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箭头。
针对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确定选
择的是指定给公共网络的适配器，而不是指定给专用网络的
适配器。

(适配器显示名称)

6

在 Configure Data Path (配置数据路径) 面板上，指定假脱机目录和注册复制
目录，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Spooler Directory

键入路径或单击 ... （省略号按钮）浏览至相应目录。所有
打印命令将在此位置上进行后台打印。

(假脱机程序目录)
Replication
Directory

键入路径或单击 ... （省略号按钮）浏览至相应目录。所有
与打印机注册表项相关的更改都将记录在此位置上。
选定的目录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复制目录)
■

选定的驱动器、装入路径和文件路径不能是 VCS 配置中已
有的。

■

要共享的目录必须位于共享的非系统驱动器上。
Symantec 建议在不同的装入点上为复制和假脱机创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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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Build Print Server (构建打印服务器) 面板上，查看其配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单击
Yes (是)。向导将开始运行命令，以便添加 PrintSpool 资源及其依赖的资源，包
括 Lanman 和 ServiceMonitor 资源。

Resource
（资源）

Attributes (属性)

8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如果需
要，请更改资源的名称。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 键。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所做的更改。要
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键。
显示 Resources (资源) 列表中选定资源的属性及其所配置的
属性值。

使 PrintSpool 资源联机。

继续执行下一步，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由 Lanman 资源创建的虚拟计算机，并为该
打印机创建新的 TCP/IP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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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虚拟计算机
1

启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向导，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虚拟计算机。启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向导之前，确定在您的配置中 PrintSpool 资源和
Lanman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要启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向导，请返回到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并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面板上单击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或者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搜索相应的虚拟计算机，
双击其名称进行查看，然后在虚拟计算机的 Printers 文件夹中，双击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2

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向导中，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
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按照向导的说明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虚拟计算机。
在 Printer Sharing (打印机共享) 对话框中，选择 Do not share this printer (不
共享这台打印机) 选项。
对要安装的其他所有打印机重复这些步骤。

4

返回到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然后继续执行
下一步以配置服务组中的 PrintShare 资源并使其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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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组配置 PrintShare 资源
1

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面板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2

在 Printer List (打印机列表) 面板上，指定要在打印共享服务组中包括的打印机，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Printer List
(打印机列表)

Share Name
(共享名称)

3

单击以选择相应的打印机，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选定打印机添
加到服务组中。
要从服务组中删除选定打印机，请在 Printer Name (打印机名称)
列表中，单击该打印机，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为该打印机键入唯一的共享名称，客户端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该
打印机。 如果之前选择的是共享该打印机，则 VCS 将使用该打
印机的共享名称。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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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Yes (是)。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系统会显示各种
消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

Resource
（资源）

Attributes (属性)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如果需
要，请更改资源的名称。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 键。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所做的更改。要
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键。
显示 Resources (资源) 列表中选定资源的属性及其所配置的
属性值。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该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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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IS 服务组
配置 IIS 服务组的过程包括创建 IIS 服务组以及为其资源定义属性值。创建服务组
后，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

■

确定已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以相同方式安装并配置了 IIS。 确定要监视的
站点位于共享存储上。

■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上的 IIS 7.0，必须安装下列组件：
■

IIS 6 Metabase Compatibility

■

IIS 6 WMI Compatibility

这些选件在 Add Roles Wizard (添加角色向导) 的 Role Services (角色服务) 页
面上的 Management Tools (管理工具) 下提供。
IIS 代理必须具有这些组件才能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运行。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的 IIS 7.0，必须按指定的顺序安装
IIS。有关说明，请参见第 277 页上的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7.0”。
■

如果安装了 Microsoft Exchange，则不要使用 IIS 代理配置 SMTP 和 NNTP
站点。

■

将要监视的所有 IIS 站点的默认主目录路径更改为共享存储上的某个位置。有
关说明，请参见 IIS 文档。

■

确定其他程序未使用指定给 IIS 站点的端口号。

■

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同步 IIS 配置。 有关说明，请参见第 276 页上的
“在 Windows 2003 上同步 IIS 配置”。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

■

要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配置 IIS 代理，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
资源并配置服务组。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手动配
置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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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VCS 管
理指南》。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
必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

确定 VCS 引擎 HAD 正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从运行向导的系统装入包含共享目录的驱动器。从集群的其他系统中卸载这些
驱动器。

■

确定下列信息准备就绪。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以下信息：
■

要监视的 IIS 站点。

■

与每个站点关联的应用程序池。

■

与每个站点关联的端口号。

■

与站点关联的虚拟 IP 地址和计算机名称。在 DNS 中，虚拟 IP 地址和虚
拟计算机名称必须有正向记录和反向记录。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
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在 Windows 2003 上同步 IIS 配置
完成下列步骤。
在 Windows 2003 系统上同步 IIS 配置
在将承载 IIS 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同步 IIS 配置。
1

运行位于 %systemroot%\System32 中的脚本 iiscnfg.vbs。该脚本会将
本地系统中的 IIS 元数据库复制到目标系统中。
例如，使用以下命令可将 IIS 元数据库复制到 target_sytem。必须为目标系统
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systemroot%\System32> iiscnfg /copy /ts target_system /tu
user_name /tp password

2

停止并重新启动所有节点上的 IIS Admi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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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7.0
完成下列步骤。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7.0
1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start /w pkgmgr /iu:IIS-WebServerRole;IIS-WebServer;IISCommonHttpFeatures;
IIS-StaticContent;IIS-DefaultDocument;IIS-DirectoryBrowsing;
IIS-HttpErrors;IIS-HttpRedirect;IIS-ApplicationDevelopment;
IIS-ASP;IIS-CGI;IIS-ISAPIExtensions;IIS-ISAPIFilter;
IIS-ServerSideIncludes;IIS-HealthAndDiagnostics;
IIS-HttpLogging;IIS-LoggingLibraries;IIS-RequestMonitor;
IIS-HttpTracing;IIS-CustomLogging;IIS-ODBCLogging;IISSecurity;IIS-BasicAuthentication;IIS-WindowsAuthentication;
IIS-DigestAuthentication;
IIS-ClientCertificateMappingAuthentication;
IIS-IISCertificateMappingAuthentication;
IIS-URLAuthorization;IIS-RequestFiltering;IIS-IPSecurity;
IIS-Performance;IIS-HttpCompressionStatic;
IIS-HttpCompressionDynamic;IIS-WebServerManagementTools;
IIS-ManagementScriptingTools;IIS-IIS6ManagementCompatibility;
IIS-Metabase;IIS-WMICompatibility;IIS-LegacyScripts;
IIS-FTPPublishingService;WAS-WindowsActivationService;
IIS-FTPPublishingService;IIS-FTPServer

2

确定以上步骤中指定的所有组件都已成功安装。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notepad C:\windows\logs\cbs\cbd.log

此操作将在记事本文本编辑器中打开日志文件 cbd.log。
3

检查日志文件 cbd.log 中的条目。最新的日志条目应类似以下内容：
Info CBS Pkgmgr: return code: 0x0
这条消息指示所有组件都已成功安装。

4

运行 oclist 命令以确认安装了下列组件：
IIS-WebServerRole；IIS-WebServer；IIS-IIS6ManagementCompatibility；
IIS-Metabase；IIS-WMICompatibility；IIS-FTPPublishingService；WASWindowsActivationService；IIS-FTPPublishingService；IIS-FTPServer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oclist

5

在希望配置 IIS 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重复执行上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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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IIS 服务组
有关资源类型、属性定义、资源依赖关系和示例服务组配置的信息，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创建 IIS 服务组。
创建 IIS 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IIS Configuration Wizard (IIS 配置向
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中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并从显示中单击 Campus Cluster
Configuration (校园集群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IIS Configuration Wizard (IIS 配置向导)。
或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IIS Configuration Wizard (IIS 配置
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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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上，指定服务组详细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Service Group Name

键入 IIS 服务组的名称。

(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这
些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系统，然
后单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中单击
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系统优先级定义
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
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279

280 为校园集群部署 SFW HA
配置服务组

5

在 Configure IIS Sites (配置 IIS 站点) 面板上，向服务组中添加站点或从中删
除站点，配置 IP 地址、端口和虚拟计算机名称，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Add (添加)

选中对应于要在 VCS 中配置的站点的复选框。

IP

为每个要配置的站点键入虚拟 IP 地址。
确保一个虚拟 IP 地址只与一个虚拟计算机名称关联，反之
亦然。

Port (端口)

为每个要配置的站点键入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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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 面板上，指定与虚拟 IP 地址相关的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IP Address (IP 地址)

显示虚拟 IP 地址。该向导按照与系统关联的虚拟 IP 地址
对系统进行分组。

Subnet Mask

键入与每个虚拟 IP 地址关联的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
Adapter Name
(适配器名称)

选择每个系统上与虚拟 IP 地址关联的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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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Application Pool Configuration (应用程序池配置) 面板上，为与每个站点关
联的应用程序池选择监视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Site Name (站点名称)

显示站点名称。

AppPoolMon

从 AppPoolMon 列表为每个站点选择监视选项。
NONE (无) - 代理将不监视与站点关联的应用程序池。
DEFAULT (默认) - 启动并监视与站点关联的根应用程序池。
ALL (全部) - 启动所有与站点关联的应用程序池，但仅监视
根应用程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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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然后单击
Next ( 下一步 )。 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
置。 单击 Yes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 系统会显示
各种消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

Resource (资源)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更改资
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所做的更改。要取
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键。

Attributes (属性)

显示 Resources (资源) 列表中选定资源的属性及其所配置的
属性值。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该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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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配置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的过程包括创建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以及
为其资源定义属性值。创建服务组后，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
动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异常)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 %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
务组。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相应步骤，也可以远
程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来执行这些步骤。
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VCS 管
理指南》。
■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
必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

确定已装入应用程序所需的共享驱动器。

■

装入包含虚拟机 （将运行向导）的共享目录的驱动器。从集群的其他系统中
卸载这些驱动器。

■

确定 VCS 引擎 HAD 正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禁用将承载服务组的每个节点上的防火墙。

■

必须准备好下列信息。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下列信息：
■

虚拟机的名称。

■

共享磁盘上存放虚拟硬盘文件的目标位置。

■

物理节点上要与虚拟机上的网络适配器关联的网络适配器。

■

有关监视心跳的信息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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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创建 IIS 服务组。
创建 MSVirtualMachine 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MS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Wizard (MS 虚拟机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中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并从显示中单击 Campus Cluster
Configuration (校园集群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MS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Wizard (MS 虚拟机配置向导)。
或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MS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Wizard (MS 虚拟机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选择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 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为服务组输入一个名称，并指定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

5

■

输入服务组的名称。

■

在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框中，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
务组的系统，并单击向右箭头将所选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系统，再单击向左箭头。

■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中单击该系统，再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
系统优先级定义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
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

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指定有关虚拟机的详细信息。
■

选择虚拟机。

■

对于每个虚拟磁盘，指定虚拟硬盘文件将移动到的目标文件夹。单击
Browse (浏览) 图标以浏览至相应的文件夹。

■

要为虚拟计算机启用详细信息监视，请选中 Monitor Heartbeats ( 监视心
跳) 复选框，然后在 No. of Monitor Cycles (监视循环数) 字段中输入失败
的心跳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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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阈值指定声明资源发生故障之前，代理等待检测来自虚拟机的心跳的连
续监视循环数。
■

6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在每个系统上选择对应于虚拟计算机的适配器。
■

对于集群中的每个系统，输入或单击一个要与虚拟机上的网络适配器关联
的网络适配器名称。
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
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箭头。
按照设计，虚拟 IP 地址字段和子网掩码字段处于禁用状态。

■

单击 Next (下一步)。

查看服务组配置。
Resources (资源) 框中列出了已配置的资源。单击某个资源可在 Attributes
(属性) 框中查看其属性以及所配置的属性值。
■

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更改资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按 F2。编
辑完每个资源名称后按 Enter。要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

单击 Next (下一步)。

■

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单击 Yes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系统会显示各种消息，指示
这些命令的状态。

8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相应的复选框。

9

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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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他任何应用程序配置服务组
为其他任何应用程序配置服务组的过程包括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以及为其资源定义
属性值。可以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执行此操作。创建服务组后，必须对共享内容
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要配置的应用程序的二进制文件位于要对其上的服务组进行配置的节点上。

■

确定已装入应用程序所需的共享驱动器。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
务组。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
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VCS 管
理指南》。
■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
必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

运行该向导之前，确保下列信息准备就绪：
■

要为其配置资源的应用程序的类型。

■

应用程序所使用的共享存储。

■

注册表复制信息。

■

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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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创建 IIS 服务组。
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
用程序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中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并从显示中单击 Campus Cluster
Configuration (校园集群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或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指定服务组名称和系统列表。

■

输入服务组的名称。

■

在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框中，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
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图标将所选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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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列表中选择该系统，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5

■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列表中选择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和向
下箭头。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
有最低优先级。

■

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息，
指示验证状态。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提供相应的选项用于指定要配置的
应用程序的类型。可用选项包括：
■

Generic Service： 使用 Generic Service 代理配置服务。 该代理可使服务
联机、脱机并可监视其状态。请参见第 289 页上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

Process：使用 Process 代理配置进程。该代理可使进程联机、脱机并可监
视其状态。请参见第 293 页上的 “配置进程”。

■

Service Monitor： 使用 ServiceMonitor 代理配置服务。 该代理可监视服
务，或启动用户定义的脚本并解释脚本的退出代码。请参见第 297 页上的
“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创建)，从对应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GenericService，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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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为其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的服务的名称。同时指定该资源的属性。

■

单击与 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 文本框相邻的 (...) 图标。

■

在 Services (服务) 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服务，然后单击 OK (确定)。选定
的服务会显示在 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 文本框中。

■

在 Start Parameters (启动参数) 文本框中，提供服务的启动参数 （如果
存在）。

■

在 Delay After Online (联机后延迟) 文本框中，指定代理在服务联机之后、
启动监视例程之前等待的秒数。

■

在 Delay After Offline (脱机后延迟) 文本框中，指定代理在服务脱机之后、
启动监视例程之前等待的秒数。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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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要在其上下文中运行服务的用户的信息。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本地系统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其他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This Account (此
帐户)。并为该用户帐户指定 Domain Name (域名)、 User Name (用户名)
和 Password (密码)。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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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GenericService 资源所需的共享存储。 所选的共享存储将会添加到该服务
的二进制文件所在的装入点。

■

在 Available Shared Drives (可用共享驱动器) 框中，选中与共享驱动器相
邻的复选框。

■

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 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 面板中，查看
GenericService 资源的摘要。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将出现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重复步骤 1 至步骤 5。

■

要配置 Process 资源，请转至第 293 页上的“配置进程”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请转至第 297 页上的“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其他资源 （包括 FileShare、 Registry Replication 和 Network 资
源），请转至第 300 页上的 “配置 VCS 组件”以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不希望向服务组添加任何其他资源，请转至第 306 页上的“配置应用程序依赖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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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进程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创建)，从对应的
列表中选择 Process (进程)，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2

指定该进程的详细信息。

293

294 为校园集群部署 SFW HA
配置服务组

■

在 Start Program (启动程序) 文本框中，指定将启动 VCS 所监视进程的程
序的完整路径。可以选择键入该程序的位置，也可以使用 (...) 图标浏览至
相应位置。

■

在 Start Program Parameters (启动程序参数) 文本框中，指定 Process 代
理启动程序使用的参数。

■

在 Program Startup Directory (程序启动目录) 文本框中，输入 Process 代
理程序的完整路径，或者单击 (...) 图标浏览至相应位置。

■

在 Stop Program ( 停止程序 ) 文本框中，输入可停止启动程序所启动进程
的程序的完整路径，或者单击 (...) 图标浏览至相应位置。

■

在 Stop Program Parameters (停止程序参数) 文本框中，指定停止程序使
用的参数。

■

在 Monitor Program (监视程序) 文本框中，输入可监视启动程序的程序的
完整路径，或者单击 (...) 图标浏览至相应位置。
如果没有为该属性指定值，则 VCS 会监视启动程序。如果启动程序是用
于启动其他程序的脚本，则必须指定监视程序。

■

在 Monitor Program Parameters (监视程序参数) 文本框中，指定监视程序
使用的参数。

■

在 Clean Program (清除程序) 文本框中，输入清除进程的完整路径，或者
单击 (..) 图标浏览至相应位置。

■

如果没有指定任何值，代理将终止启动程序所指示的进程。

■

在 Clean Program Parameters (清除程序参数) 文本框中，指定清除程序使
用的参数。

■

如果希望进程与 Windows 桌面交互，请选中 Process interacts with the
desktop (进程与桌面交互) 复选框。通过设置此选项，用户可干预进程。

■

单击 Next (下一步)。

为校园集群部署 SFW HA
配置服务组

3

指定要在其上下文中运行进程的用户的信息。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本地系统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其他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This Account (此
帐户)。并为该用户帐户指定 Domain Name (域名)、 User Name (用户名)
和 Password (密码)。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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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Process 资源所需的共享存储。所选的共享存储将会添加到该服务的二进
制文件所在的装入点。

■

在 Available Shared Drives (可用共享驱动器) 框中，选中与共享驱动器相
邻的复选框。

■

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 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 面板中，查看 Process (进
程) 资源的摘要。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将出现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Process 资源，请重复步骤 1 至步骤 5。

■

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参见第 289 页上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请转至第 297 页上的“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其他资源 （包括 FileShare、 Registry Replication 和 Network 资
源），请转至第 300 页上的 “配置 VCS 组件”以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不希望向服务组添加任何其他资源，请转至第 306 页上的“配置应用程序依赖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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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创建)，从对应的
下拉列表中选择 ServiceMonitor，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2

指定要监视的服务或用户定义的用来监视服务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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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使用 VCS 监视服务，请执行下列操作：
■

选择 Service (服务) 选项，然后单击与 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 文本框相
邻的图标 (...)。

■

在 Service (服务) 对话框中，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OK (确定)。选定的服务
名称会显示在 Service Name ( 服务名称 ) 文本框中。或者，也可以键入要
监视的服务名称。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要使用脚本监视服务，请执行下列操作：

3

■

使用浏览按钮 (...) 指定脚本的完整路径。

■

为该脚本指定参数。

■

指定代理从监视脚本收到返回值所需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

单击 Next (下一步)。

指定要在其上下文中监视服务的用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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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本地系统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其他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This Account (此
帐户)。并为该用户帐户指定 Domain Name (域名)、 User Name (用户名)
和 Password (密码)。
如果在第 297 页上的步骤 2 中选择的服务是在本地系统帐户的上下文中
运行，则会禁用 This Account (此帐户) 选项。同样，如果该服务是在任何
其他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则会禁用 Local System account ( 本地系统
帐户）选项。

单击 Next (下一步)。
ServiceMonitor 资源属于永久性资源类别。此类资源不依赖于其他 VCS 资源
（包括共享存储）。因此，如果选择 ServiceMonitor 选项，则不会显示 Shared
Storage Option (共享存储选项) 面板。
■

4

在 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 面板中，查看
ServiceMonitor 资源的摘要。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将出现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ServiceMonitor 资源，请重复 步骤 1 至步骤 4。

■

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参见第 289 页上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 Process 资源，请参见第 293 页上的“配置进程”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其他资源 （包括 FileShare、 Registry Replication 和 Network 资
源），请转至第 300 页上的 “配置 VCS 组件”以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不希望向服务组添加任何其他资源，请转至第 306 页上的“配置应用程序依赖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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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CS 组件
使用 GenericService 或 Process 资源配置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文件共享组件、网络
组件或 Registry Replication 资源。可以仅为使用向导创建的服务组配置这些 VCS
组件。
注意：只有在配置所有应用程序资源后，才能配置这些组件。在配置这些组件后，
该向导会创建服务组。要添加更多应用程序资源，必须在 Modify (修改) 模式下重
新运行该向导。
配置 VCS 组件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onfigure Other
Components (配置其他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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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为应用程序配置的 VCS 组件。

可用选项包括：
■

File Share Component (文件共享组件)：选择此选项可为应用程序配置
FileShare 资源。要配置 FileShare 资源，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如果选择配置文件共享组件，则会默认选中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
组件) 复选框。

■

Registry Replication Component (注册表复制组件)：选择此选项可为应用
程序配置注册表复制。要配置 Registry Replication 资源，请转至第 304 页
上的步骤 5。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选择此选项可为应用程序配置网络组件。
如果希望配置虚拟计算机名称，还需选中 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
件)。要配置网络资源，请转至第 305 页上的步骤 6。
除非已选中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 复选框，否则该向导不会启用
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件) 复选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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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FileShare 资源
仅当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选择了文件共享组件后，
才会显示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文件共享配置) 面板。
3

为待创建的 FileShare 资源指定配置信息。

输入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客户端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服务器。
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

■

单击 List Shares (列出共享项) 以查看共享存储中所有现有共享项。选择一
个共享项并单击 Add (添加)。

■

在 Path (路径) 列中，键入或单击要共享的目录路径。单击 Edit (编辑) 图标
(...) 以浏览至相应的文件夹。选定的目录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选定的驱动器、装入路径和文件路径不能是 VCS 配置中已有的。

要共享的目录必须位于共享的非系统驱动器上。
向导会验证选定的目录，如果该目录不符合上述任意一个条件，就会显示
一条错误消息。
■

■

如果已经共享选定的目录， Share Name (共享名称) 列会列出共享该目录
所用的名称。可以选择已列出的共享名称，以使现有共享项高度可用。此
外，还可以通过键入新的共享名称为同一目录创建新的共享项。

■

要使该新共享项成为一个隐藏的共享项，请选中 Hide Share (隐藏共享项)。
要共享子目录，请选中 Share Subdirs ( 共享子目录 )。要隐藏共享子目录，
请选中 Hide Child Shares (隐藏子共享项)。

■

单击 Add (添加) 可添加文件共享项。对每个要创建的文件共享项重复上述
步骤。单击 Remove (删除) 可从配置中删除文件共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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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息，指
示验证状态。完成验证之后，将显示 Share Permissions (共享权限) 面板。

为文件共享项指定用户并为用户分配权限。

■

从 Select the FileShare (选择文件共享)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权限关联
的文件共享，或者选择默认 All FileShares (所有文件共享) 为所有文件共享
设置相同的权限。

■

从 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择权限)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关联的权限。

■

单击与 Select the User (选择用户) 列表相邻的 ... （省略号按钮），选择要
为其分配选定文件共享权限的用户，然后单击 OK (确定)。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将指定用户添加到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中。将为选定用
户分配在 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择权限) 列表中选择的权限。默认情况
下，所有选定用户都被授予 READ_ACCESS 权限。

■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将显示选定用户及其文件共享权限的列表。
最多可以为每个文件共享项配置 50 个用户。要配置更多用户，请创建用
户组。

■

要更改与某个用户关联的文件共享权限，请在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中单击该用户名，然后从 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择权限) 下拉列表
中选择所需的权限。

要拒绝某个用户对文件共享项的访问权限，请在 Selected Users ( 选定用
户) 列表中单击该用户名，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对要为其指定用户并分配用户权限的每个文件共享项重复该过程。

■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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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选择了 Registry
Replication (注册表复制)，请转至下一步。否则，请转至第 305 页上的
步骤 6。
配置注册表复制
仅当选择了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配置 Registry
Replication Component (注册表复制组件) 时，才会显示 RegistryReplication
(注册表复制) 面板。
5

指定要复制的注册表项。

■

指定共享磁盘上记录注册表更改的目录。

■

单击 Add (添加)。

■

在 Registry Keys (注册表项) 对话框中，选择要复制的注册表项。

■

单击 OK (确定)。

所选注册表项将添加到 Registry KeyList (注册表项列表) 框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从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选择了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请转至下一步。否则，请转至第 305 页上的步骤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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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络组件
仅当选择了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配置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 时，才会显示 Virtual Computer Configuration (虚拟
计算机配置) 面板。
6

指定与网络相关的信息。
■

输入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其他节点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该节点。请注
意，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请注意，仅当选择了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配置
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件) 时，才会显示 Virtual Computer Name
(虚拟计算机名称) 文本框。但是，如果选择在服务组中配置 FileShare 资源，
则不会显示 Virtual Computer Name (虚拟计算机名称) 文本框。在这种情况
下， Lanman 资源将使用为 FileShare 资源指定的虚拟计算机名称。

■

为虚拟服务器输入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

■

输入虚拟服务器所属的子网。

■

单击 Advanced...(高级...) 以为 Lanman 资源指定其他详细信息。
■

选中 AD Update required (需要更新 AD) 以使 Lanman 资源可以使用
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

为虚拟服务器的 Organizational Unit ( 组织单元 ) 选择标识名。默认
情况下，Lanman 资源会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默认容器“计算机”中。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对指定的容器具有足够的权限才能创建
并更新计算机帐户。

■

■

7

单击 OK (确定)。

■

针对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
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
箭头。
请注意，该向导将显示系统中所有已启用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
络适配器 （如果适用）。确定选择的是指定给公共网络的适配器，而不是
指定给专用网络的适配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将显示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VCS 组件，请重复第 300 页上的步骤 1 至第 305 页上的步
骤 6。

■

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参见第 289 页上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 Process 资源，请参见第 293 页上的“配置进程”以了解相关说明。

要配置 Service Monitor 资源，请参见第 297 页上的 “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不希望向服务组添加任何其他资源，请转至第 306 页上的“配置应用程序
依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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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通过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可以为应用程序资
源和其他使用该向导配置的 VCS 组件创建服务组。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该向导创建
服务组。
创建服务组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onfigure application
dependency and create service group (配置应用程序依赖关系并创建服务组)。

仅当符合下列条件时才启用此选项：
■

已使用向导配置资源和 VCS 组件。

■

已单击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的 Modify Service Groups (修改
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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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应用程序之间的依赖关系。

必须至少为要显示的 Application Dependency (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面板配置
两项资源。在这两项资源中，必须有一项为 GenericService 资源或 Process
资源。
■

从 Select Application ( 选择应用程序 ) 列表中，选择将依赖于其他应用程
序的应用程序。所选应用程序将成为父应用程序。

■

从 Available Applications (可用应用程序) 列表中，选择父应用程序将依赖的
应用程序，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图标，将该应用程序移到 Child Applications
(子应用程序) 列表中。

■

要从 Child Applications ( 子应用程序 ) 列表中删除某个应用程序，请在该
列表中选择此应用程序，并单击向左箭头。

■

对所有要为其创建依赖关系的此类应用程序重复这些步骤。

单击 Next (下一步)。
通过 Application Dependency ( 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 面板，可以链接使用该向
导配置的资源。 如果这些资源依赖于 VCS 环境之外的其他服务，则应首先为
此类服务配置资源，然后再创建适当的依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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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服务组配置。

Resources (资源) 框中列出了已配置的资源。单击某个资源可在 Attributes (属
性) 框中查看其属性及其所配置的属性值。
■

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更改资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按 F2。编
辑完每个资源名称后按 Enter。要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

单击 Next (下一步)。

■

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单击 Yes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系统会显示各种消息，指示
这些命令的状态。执行这些命令后，将显示完成对话框。

4

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可在完成面板中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

5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该服务组并退出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
用程序配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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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Oracle 服务组
配置 Oracle 数据库代理的过程包括：创建 Oracle 服务组及其资源，然后定义已配
置资源的属性值。
VCS 提供了多种配置 Oracle 代理的途径：代理配置向导、Java 控制台和 Web 控制
台以及命令行。本节提供了有关如何使用代理配置向导配置代理的说明。

先决条件
■

必须是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员)。要创建和配置服务组，必须成为
该类用户。

■

必须是运行该向导的节点上的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

如果已配置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

■

确定 SFW HA 与 VCS database agent for Oracle 均已安装在所有集群节点上。

■

确定使用 VCS 集群配置向导 (VCW) 配置了 VCS 集群。

■

确定运行该向导的系统上正在运行 Veritas High Availability 引擎 (HAD)。

■

装入包含数据文件、控制文件及重做日志文件的共享驱动器。从集群中的其他
系统卸载这些驱动器。

■

为运行该向导的系统指定虚拟 IP 地址。删除其他系统的虚拟 IP 地址。

■

在运行该向导的节点上装入该数据库并启动 Oracle 实例。

■

确保准备好以下信息；该向导将提示您提供这些信息：
■

要由 VCS 监视的数据库和侦听器。

■

要监视其详细信息的各个实例的 SQL 文件的名称和位置。

■

为数据库配置数据库服务时使用的有效域名、用户名及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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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Oracle 服务组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创建 Oracle 服务组。
创建 Oracle 服务组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Oracle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中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并从显示中单击 Campus Cluster
Configuration (校园集群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服务组) >
Oracle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代理配置向导)。
或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Oracle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Oracle 代理配置向导)。

2

在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选择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中，按照下列说明进行操
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Service Group Name

为 Oracle 服务组键入名称。

(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
头将这些系统移到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
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
中所列系统构成了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位于列表顶
部的系统具有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
具有最低优先级。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选择
系统，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
从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选择该系统，再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

为校园集群部署 SFW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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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Oracle Configuration (Oracle 配置) 面板中，选择要向服务组添加的 SID 及
关联侦听器，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SID 是用于唯一标识 Oracle 数据库实例的系统标识符，而侦听器是相应侦听
器服务的名称。

6

在 Detail Monitoring (详细信息监视) 面板中，为 Oracle 数据库配置详细信息
监视 （如果需要），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Detail Monitor
(详细信息监视)
SQL Path
(SQL 路径)

选中与要对其配置详细信息监视的每个数据库对应的 Detail
Monitor (详细信息监视) 选项。
键入将查询数据库以验证其状态的 SQL 文件的路径。单击
该字段旁边的图标浏览 SQL 文件。
SQL 示例文件 check.sql 位于
%VCS_HOME%\bin\Oracle\。

7

在 Domain and User selection (域和用户选择) 面板中，键入为数据库配置数
据库服务时使用的有效域名、用户名及密码，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在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 面板中，指定网络相关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该向导将搜索并显示 Oracle Server 的虚拟 IP 地址。

Subnet Mask

键入虚拟 IP 地址所属的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

对于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选择
Adapter Name (适配器名称) 字段可查看与系统关联的适
配器。

该向导将显示系统中所有已启用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络适配器 （如
果它们启用了 TCP/IP）。请确保选择指定给公共网络的适配器，而不是那些指
定给专用网络的适配器。
9

查看 Summary (摘要) 面板上的配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Resource (资源)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单击某个资源可在 Attributes (属性) 框中查
看其属性以及所配置的属性值。
该向导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
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按 F2 键。编辑后，可按 Esc 键
取消更改或按 Enter 键确认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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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如果要查看所做设置，请单击 No (否)。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 Oracle 服务组。
11 在 Completing the Oracle Configuration (完成 Oracle 配置) 面板中，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 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然后单
击 Finish (完成)。此时即在集群中创建了 Oracle 服务组。

配置依赖服务
如果数据库服务有其他依赖服务，请确保这些依赖服务正在该数据库服务联机的节
点上运行。请注意，联机代理操作仅使数据库服务联机，而不会使相关服务联机。
例如，在 Oracle 10g 上，与 Oracle 数据库对应的 DBConsole 服务依赖于数据库服
务。也就是说，要让 Enterprise Manager 能够管理数据库，必须确保 DBConsole
服务正在数据库服务联机的节点上运行。
配置依赖服务
1

对于依赖服务，手动添加 GenericService 资源。

2

使 GenericService 资源依赖于对应的 Oracle 资源。

3

如果 GenericService 资源出现故障时 Oracle 服务组不得进行故障切换，则将
Critical 属性设置为 False。

有关配置说明，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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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集群配置
完成配置后，应确定故障切换能够正常进行。
要验证集群的配置，请移动联机组或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

使用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将所有服务组从一个节点切换
至另一个节点。

■

通过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来模拟本地集群故障切换。

切换服务组
1

在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树中的集群，单击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然后在视图面板中右键单击服务组的图标。
■

单击 Switch To (切换至)，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节点。

■

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此时选定的服务组将在原始节点上脱机，而
在选定的节点上联机。
如果有多个服务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切换了所有服务组为止。

2

验证服务组是否在切换至的节点 （在步骤 1 中选择）上联机。

3

要将所有资源移回原始节点，请针对每个服务组重复步骤 1。

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1

正常关闭或重新启动服务组在上面处于联机状态的集群节点。

2

在其他节点上的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中，连接到集群。

3

验证服务组是否已成功进行故障切换，并在系统列表中的下一节点上联机。

4

如果需要将所有服务组移回原始节点，请执行下列操作：
■

重新启动在步骤 1 中关闭的节点。

■

单击 Switch To (切换至)，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节点。

■

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
此时选定的服务组将脱机并在选定的节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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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复制数据集群
本部分包括下列各章：
■

关于复制数据集群

■

部属复制数据集群：安装新应用程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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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复制数据集群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318 页上的 “关于复制数据集群”

■

第 319 页上的 “VCS 复制数据集群的工作方式”

■

第 320 页上的 “设置复制数据集群配置”

■

第 323 页上的 “迁移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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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复制数据集群
复制数据集群 (RDC) 使用数据复制而不是共享存储来确保对集群中所有节点的数据
访问。
在单个 VCS 集群中，复制数据集群配置既可以提供本地高可用性，又可以提供灾难
恢复功能。可以使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在 VCS 环境中设置 RDC。
RDC 位于包含一个主区域和一个辅助区域的单个 VCS 集群中，可以跨越与以太网
连接的两座建筑或两个数据中心。在 RDC 配置中，如果应用程序失败或系统发生故
障，则应用程序会故障切换到当前主区域中的另一个系统。如果整个主区域发生故
障，则应用程序会迁移到辅助区域（该辅助区域随后会成为新的主区域）中的系统。
为使 VVR 复制得以实现，必须在主区域和辅助区域导入包含复制卷组 (RVG) 的磁
盘组。复制服务组必须在两个区域中同时处于联机状态，并且必须配置为混合型
VCS 服务组。
应用程序服务组配置为故障切换服务组。必须将应用程序服务组配置为与复制服务
组之间具有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注意：VVR 支持任一给定的主区域使用多个复制次级目标。但是，用于 VCS 的
RDC 仅支持主区域使用一个复制次级目标。
RDC 配置适用于以下情况：主区域和辅助区域之间存在双重专用 LLT 链路，但在主
数据中心和辅助数据中心之间缺少共享存储或 SAN 互联。在 RDC 中，数据复制技
术提供对远程区域中数据的节点访问。
必须在复制节点之间使用双重专用 LLT 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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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S 复制数据集群的工作方式
要了解 RDC 配置的工作方式，让我们看一下在 VCS 复制数据集群中配置的应用程
序。该配置具有两个系统区域：
■

主区域 （区域 0），由位于主站点上并已连接到主存储的节点组成

■

辅助区域 （区域 1），由位于辅助站点上并已连接到辅助存储的节点组成

在集群的所有节点上安装和配置该应用程序。应用程序数据位于各 RDC 区域内的
共享磁盘上，并在各 RDC 区域之间复制以确保数据并存。应用程序服务组在当前
主区域中的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并配置为在集群中进行故障切换。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重定向

公共网络

区域 0

客户端

区域 1

专用网络

服务组

服务组
应用程序
故障切换

复制数据

独立存储

独立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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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320 关于复制数据集群
设置复制数据集群配置

设置复制数据集群配置
在此示例中，应用程序在四节点集群 （其中两个节点位于主 RDC 区域，另外两个
节点位于辅助 RDC 区域）中配置为 VCS 服务组。如果主节点出现故障，则 VCS 会
将应用程序故障切换到主区域中的第二个节点。
此过程需要执行下列任务：
■

设置复制

■

配置服务组

设置复制
在共享磁盘组之间设置复制。使用 VVR 将共享数据卷归组到复制卷组，从而在辅
助区域中的主机上创建 VVR 辅助数据卷。
创建复制数据集 (RDS)，其中主 RVG 由第一个区域中节点之间的共享卷组成，辅助
RVG 由第二个区域中节点之间的共享卷组成。因此，请在这两个区域中使用相同的
磁盘组名称和 RVG 名称，以便 MountV 资源装入相同的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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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服务组
要成功进行广域故障切换，装入点和应用程序必须故障切换到辅助 RDC 区域。此外，
还必须在辅助 RDC 区域上导入并启动 VVR 辅助磁盘组和 RVG。
以下 VCS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界面描述了典型的应用程序服务组 RDC
配置。本示例使用的是 SQL Server 应用程序；但是，无论何种应用程序，基本概
念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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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VC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界面描述了典型的复制服务组 (RVG)
配置，同样以 SQL Server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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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服务组
在 RDC 配置中，请考虑主 RDC 区域遇到共享存储完全无法使用的情况。在这种情
况下，主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看不到任何设备。
因为无法在任何节点上装入共享卷，所以服务组无法在主 RDC 区域内以本地方式
进行故障切换。因此，该服务组必须故障切换到当前辅助 RDC 区域中的节点。
RVGPrimary 代理确保使 VVR 卷可写。应用程序可以在辅助 RDC 区域启动并在此
位置运行，直到解决本地存储问题为止。
如果已解决存储问题，则可以使用 VCS 将应用程序切换回到主区域。
在将应用程序切换回原始主 RDC 区域之前，必须重新同步活动辅助 RDC 区域中自
故障切换以来发生更改的所有数据。重新同步完成后，将服务组切换到主区域。
切换服务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配置树的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中，
右键单击该服务组。

2

单击 Switch To (切换至)，并选择主 RDC 区域中要切换到的系统。

3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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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属复制数据集群：
安装新应用程序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326 页上的 “新复制数据集群安装任务 - 其他应用程序”

■

第 328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第 332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第 333 页上的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

第 336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

第 343 页上的 “配置 VxSAS”

■

第 346 页上的 “配置集群”

■

第 362 页上的 “配置磁盘组和卷”

■

第 372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

第 375 页上的 “配置服务组”

■

第 424 页上的 “创建主系统区域”

■

第 425 页上的 “验证主区域中的安装”

■

第 426 页上的 “在辅助区域中创建并行环境”

■

第 427 页上的 “将辅助区域中的系统添加到集群”

■

第 435 页上的 “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

■

第 445 页上的 “配置混合型 RVG 服务组进行复制”

■

第 456 页上的 “设置服务组之间的依赖关系”

■

第 457 页上的 “将辅助区域中的节点添加到 RDC”

■

第 463 页上的 “验证 RDC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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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64 页上的 “针对 GCO 灾难恢复的其他说明”

新复制数据集群安装任务 - 其他应用程序
在主区域和辅助区域上配置高可用性和应用程序组件，然后通过为两个区域配置相
应的组件完成复制数据集解决方案。
有关 VVR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表 12-1 简要列出了概括性目标及完成各目标需要执行的任务：
表 12-1

任务列表：新建 RDC 配置

目标

任务

第 328 页上的 “查看要求”

验证硬件和软件先决条件

第 332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了解 RDC 环境中的主动/被动配置和区域故障切换

■

查看示例配置

第 333 页上的 “配置存储硬件 ■
和网络”
■

为集群环境设置存储硬件

第 336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验证系统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

验证要安装应用程序的系统的 DNS 项

■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HA
（自动安装）

■

选择相应选项安装 VVR；这还将为 VVR 自动安装
Veritas Cluster Server Agent

■

如果适用，选择相应选项为应用程序安装 Veritas
Cluster Server Agent

Windows”

第 343 页上的 “配置 VxSAS” ■

使用 VVR Security Service Configuration Wizard
(VVR 安全服务配置向导) 为 VVR 配置 VxSAS 服务

第 346 页上的 “配置集群”

■

验证为各节点配置的静态 IP 地址和名称解析

■

使用 VCS 集群配置向导 (VCW) 配置集群组件

■

为集群设置安全通信

■

规划存储布局

■

创建磁盘组

■

创建卷

■

管理磁盘组和卷

第 362 页上的 “配置磁盘组
和卷”

第 372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
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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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任务列表：新建 RDC 配置 （续）

目标

任务

第 375 页上的 “配置服务组” ■
■

第 424 页上的 “创建主系统
区域”

使用适用的向导创建和配置 VCS 服务组
使服务组联机

在 VCS 控制台上，选择服务组并将主区域节点配置为
区域 0

第 425 页上的 “验证主区域中 ■
的安装”
■

模拟故障切换

第 426 页上的 “在辅助区域中 ■
创建并行环境”
■

查看先决条件

切换联机节点

查看配置

■

配置网络和存储

■

安装 SFW HA

■

为应用程序配置磁盘组和卷，匹配主区域上的配置

■

向集群添加辅助节点

■

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第 435 页上的 “设置复制数据 使用 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集
集 (RDS)”
向导)，为主区域和辅助区域创建 RDS 并启动复制
第 445 页上的 “配置混合型
RVG 服务组进行复制”

■

创建混合型复制卷组 (RVG) 服务组

■

配置混合型 RVG 服务组

第 456 页上的 “设置服务组
之间的依赖关系”

在应用程序服务组 （父）和 RVG 服务组 （子）之间设置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第 457 页上的 “将辅助区域
中的节点添加到 RDC”

■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卷复制器代理配置向导)，将节点从辅助区
域添加到 RVG 服务组

■

将辅助节点配置为区域 1

■

配置用于故障切换的 IP 资源

第 463 页上的 “验证 RDC
配置”

验证是否首先在区域内进行故障切换，然后从主区域故障
切换到辅助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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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要求
在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之前，请确保配置满足下列
要求。需要在主区域和辅助区域上安装和配置此复制恢复解决方案。

磁盘空间要求
为确保正常运行，所有安装都需要 50 MB 的额外磁盘空间。
表 12-2 估计了 SFW HA 的磁盘空间要求。
表 12-2

磁盘空间要求

安装选件

安装目录/驱动器

SFW HA + 所有选件 + 客户端组件

1564 MB

SFW HA + 所有选件

1197 MB

客户端组件

528 MB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for Windows (SFW HA)
的要求
在安装 SFW HA 之前，请确保配置满足下列条件并且您已查看位于以下位置的
SFW 5.1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性列表），确定硬件受支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支持的软件
支持下列软件：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5.1 for Windows (SFW HA)
请为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选择安装选件。
对于 Disaster Recovery (灾难恢复) 配置，还需选择 Global Clustering Option
(全局集群选件)。

■

下列操作系统中的任何一个：
■

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
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R2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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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Server 2003 Web Edition （限于对 SFW HA 提供文件共享支
持）、 Windows Server 2003 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3：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用于 Intel Xeon (EM64T) 或 AMD Opteron 的 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Edition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R2 Edition、Enterprise x64 R2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R2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8

■

Windows Server 2008 x64 Edition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系统要求
系统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内存：对于 SFW HA，每台服务器最少 1 GB 的 RAM。

■

共享磁盘，用以支持在集群中的节点之间进行迁移的应用程序。灾难恢复配置
要求每个站点拥有一个阵列。此外，还支持无共享存储的复制数据集群。
注意：如果存储设备符合 SCSI-3 标准，并且希望使用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PGR)，则必须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来启用 SCSI-3
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用以访问共享存储的 SCSI、光纤通道、 iSCSI 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或支持
iSCSI Initiator 的 NIC。

■

两个 NIC：一个供公共网络和专用网络共同使用，一个专供专用网络使用。
Symantec 建议使用三个 NIC。
请参见第 331 页上的 “最佳做法”。

■

所有服务器都必须运行相同的操作系统、 Service Pack 级别和系统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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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要求
本节列出了下列网络要求：
■

在 Windows Server 2003 或 Windows Server 2008 域中的服务器上安装 SFW
HA。

■

确保防火墙设置允许访问 SFW HA 向导和服务所使用的端口。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

用于下列用途的静态 IP 地址：
■

在每个站点上，针对每个应用程序虚拟服务器提供一个静态 IP 地址。

■

针对集群中的每个物理节点至少提供一个静态 IP 地址。

■

针对每个复制站点提供一个静态 IP 地址。

■

对于 VVR，在每个站点上，针对集群中运行的每个应用程序实例至少提
供一个静态 IP 地址。

■

为各节点配置名称解析。

■

验证 DNS 服务的可用性。支持集成 AD 的 DNS 或 BIND 8.2 或更高版本。
确保 DNS 中存在反向查找区域。有关创建反向查找区域的说明，请参考应用
程序文档。

■

DNS 清理会影响在 VCS 中配置的虚拟服务器，因为 Lanman 代理使用动态
DNS (DDNS) 映射带有 IP 地址的虚拟名称。如果使用清理功能，则必须为
Lanman 代理设置 DNSRefreshInterval 属性。通过此操作， Lanman 代理可
以刷新 DNS 服务器上的资源记录。
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权限要求
本节列出了下列权限要求：
■

您必须是域用户。

■

对于要在其上执行安装操作的所有节点，您必须是 Local Administrators (本地
管理员) 组的成员。

■

您必须对与所有节点相对应的 Active Directory 对象具有写权限。

■

如果计划为 VCS Helper 服务创建新用户帐户，则必须具有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或者是 Account Operators (帐户操作员) 组的
成员。如果计划针对 VCS Helper 服务使用现有的用户帐户上下文，则必须知
道该用户帐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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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
请查看下列其他要求：
■

所有产品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安装介质

■

所有产品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许可证

■

所有系统上的操作系统必须安装在同一路径中。例如，如果将 Windows 2003
安装在一个节点的 C:\WINDOWS 下，则所有其他节点上的该操作系统也必须
安装在 C:\WINDOWS 下。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具有相同的驱动器盘符，并且系
统驱动器具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安装。

■

安装时，仅在单个域中进行安装。

最佳做法
Symantec 建议您执行下列任务：
■

验证您是否具有三个网络适配器 （两个 NIC 专用于专用网络，另一个用于公
共网络）。
当仅使用两个 NIC 时，可降低其中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使用优先级较低的 NIC
进行公共和专用网络通信。

■

通过单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路由每个专用 NIC，以避免出现单故障点。

■

专用网络不支持 NIC 分组。

■

验证是否已将 DNS 服务器的 Dynamic Update (动态更新) 选项设置为 Secure
Only (仅安全)。

注意：尽管可以使用单节点集群作为主区域和辅助区域，但是必须将磁盘组创建为
集群磁盘组。如果由于共享总线上的磁盘不可用以致无法创建集群磁盘组，请使用
xclus UseSystemBus ON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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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配置
在配置过程中，将为下列各项创建虚拟 IP 地址：
■

应用程序虚拟服务器；此 IP 地址在主区域和辅助区域的所有节点上都应相同

■

主区域的复制 IP 地址

■

辅助区域的复制 IP 地址

开始部署环境之前，应提供这些 IP 地址。

示例配置
示例设置包含四台服务器，两台用于主区域，另外两台用于辅助区域。这些节点将
形成两个单独的集群，一个位于主区域，另一个位于辅助区域。
本节将通过示例部署说明相关过程，并且将使用下列名称描述在安装和配置过程中
创建和使用的对象。这些名称适用于 FileShare 应用程序。如果使用不同的应用程
序，则名称将有所不同。
表 12-3

RDC 配置对象

对象名称

说明

主区域
SYSTEM1 & SYSTEM2

主区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节点

FS

文件共享服务器名称

FS_SG

文件共享服务组

FS_SG_DG

集群磁盘组名称

FS_REPLOG

VVR 所需的复制器日志卷

辅助区域
SYSTEM3 & SYSTEM4

辅助区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节点

所有其他参数都与主区域上的相同。

RDS 和 VVR 组件
FS_RVG

文件共享服务器的 RVG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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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使用以下过程可以配置硬件并验证 DNS 设置。对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重复此过程。
注意：请按照相应的过程验证 DNS 设置，这是因为针对 Windows Server 2003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的过程有所不同。
配置硬件
1

安装所需的网络适配器以及 SCSI 控制器或光纤通道 HBA。

2

在每个系统上连接网络适配器。
■

为防止在专用网络上丢失心跳，以及防止 VCS 错误地声明系统关闭，
Symantec 建议在专用网络适配器上禁用以太网自动协商选项。有关此过
程的详细信息，请与 NIC 制造商联系。

■

Symantec 建议从专用 NIC 中删除 TCP/IP 以降低系统开销。

3

对每个 VCS 通信网络 （GAB 和 LLT）使用独立的集线器或交换机。对于双节
点集群，可以使用交叉以太网电缆。LLT 支持基于集线器的网络路径或交换机
网络路径，还支持具有直接网络链路的双系统集群。

4

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访问存储设备。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识别挂接的共享磁盘
并且挂接的共享磁盘都可见。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请使用以下过程。
验证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2

双击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或者右键单击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然后单击 Open (打开)。

3

4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
■

在 Advanced (高级) 菜单中，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

在 Adapters and Bindings (适配器和绑定) 选项卡中，确定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 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如有必要，可以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到列表的顶部。

■

单击 OK (确定)。

在 Network and Dial-up Connections (网络和拨号连接) 窗口中，双击用于公
共网络的适配器。
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的是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 VCS
专用网络配置的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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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中，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6

在 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中：
■

选中 Internet Protocol (TCP/IP) (Internet 协议 (TCP/IP)) 复选框。

■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选择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地址)
选项。

8

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值是否正确。

9

单击 Advanced (高级)。

10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 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 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
11 确保在 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用于此连接的 DNS 后缀) 字段中输入
了正确的域后缀。
12 单击 OK (确定)。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请使用以下过程。
验证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2

单击 Network and Internet (网络和 Internet)，然后单击 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网络和共享中心)。

3

在 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网络和共享中心) 窗口中，在位于界面左侧的
Tasks (任务) 下双击 Manage Network Connections (管理网络连接)。

4

5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
■

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的 Advanced (高级) 菜单中，单
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

在 Adapters and Bindings ( 适配器和绑定 ) 选项卡中，确定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 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如有必要，可 以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到列表的顶部。

■

单击 OK (确定)。

通过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打开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
■

双击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

■

右键单击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然后单击 Status (状态)。

■

选择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然后在工具栏中单击 View Status of This
Connection (查看此连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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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的是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 VCS 专
用网络配置的适配器。
6

在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在 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
■

选中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TCP/IPv4)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TCP/IPv4)) 复选框。

■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8

选择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地址)
选项。

9

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值是否正确。

10 单击 Advanced (高级)。
11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 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 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
12 确保在 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用于此连接的 DNS 后缀) 字段中输入
了正确的域后缀。
13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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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可以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5.1 for Windows 软
件。该安装程序会自动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 Veritas
Cluster Server。此外，还必须选择安装 VVR 的选项。

设置 Window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某些 Symantec 驱动程序可能不是由 Microsoft 签名的，具体取决于所选的安装
选项。
当在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3 的系统上安装时，必须将 Windows 驱动程序签名
选项设置为允许进行安装。
表 12-4 描述了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安装具有未经签名驱动程序的选件时产
品安装程序在本地系统和远程系统上的行为。
表 12-4

未经签名驱动程序的安装行为

驱动程序签名设置

本地系统上的安装行为

远程系统上的安装行为

Ignore (忽略)

始终允许

始终允许

Warn (警告)

显示警告消息，需要用户干预

继续安装。用户必须从本地登
录到远程系统才能响应该对话
框以完成安装。

Block (阻止)

从不允许

从不允许

在本地系统上，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Ignore (忽略) 或 Warn (警告)。在远程
系统上，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Ignore (忽略)，以便在不需用户干预的情况下
允许继续安装。
注意：无法通过 Windows Server 2008 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Symantec 提供安
装选项来安装 Symantec 信任证书，从而允许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Symantec
驱动程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337 页上的 “为未经签名的驱动程序安装
Symantec 信任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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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每个本地系统上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1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单击 System (系统)。

2

单击 Hardware (硬件) 选项卡，然后单击 Driver Signing (驱动程序签名)。

3

在 Driver Signing Option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对话框中，记下当前的设置，
然后从表中选择 Ignore (忽略) 或其他选项之一以允许继续进行安装。

4

单击 OK (确定)。

5

对每台计算机重复上述操作。
如果不更改这些选项，则在该计算机上的安装可能在验证过程中失败。完成安
装后，请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重新设置到以前的状态。

为未经签名的驱动程序安装 Symantec 信任证书
针对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驱动程序，
产品安装程序提供了安装 Symantec Trusted Software Publisher Certificate (受
Symantec 信任的软件发行者证书) 的选项。
如果选择此安装选项，将在选择进行安装的系统上安装 Symantec 信任证书。
警告：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在 Windows 2008 上
进行远程安装时不会安装任何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SFW 驱动程序。在此过程中
不会提供任何通知，并且安装似乎已成功完成，但是因为没有安装驱动程序，稍后
可能会出现问题。
如果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进行本地安装并且未选择此选项，则会显示驱
动程序签名弹出式窗口，要求用户进行干预。
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安装时选择此选项，则无需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设置为 Warn (警告) 或 Ignore (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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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安装产品
1

允许自动运行功能启动安装过程，或通过双击 Setup.exe 启动安装过程。

2

选择安装语言并单击 OK (确定)。将出现 SFW Select Product (SFW 选择产品)
界面。

3

单击 Storage Foundation HA 5.1 for Windows。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 Complete/Custom (完全/自定义) 开始安装。

■

单击 Administrative Console (管理控制台) 链接仅安装客户端组件。

5

阅读 Welcome (欢迎) 界面中的消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使用查看窗口中的滚动箭头来阅读 License Agreement (许可协议)。如果同意
许可条款，请单击 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我接受许可
协议条款) 单选按钮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在添加功能许可证密钥之前输入产品许可证密钥。在顶端的字段中输入许可证
密钥，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如果没有许可证密钥，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以使用默认评估许可证密钥。此
许可证密钥仅在有限的评估期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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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对其他许可证密钥重复上述操作。单击 Next (下一步)。
■

要删除某个许可证密钥，请单击该密钥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

要查看许可证密钥的详细信息，请单击该密钥。

选择相应的 SFW 产品选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客户端

用于安装 VC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和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控制台。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要使用 VVR 进行复制，则必须选择安装 VVR 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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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选择用于安装的域和计算机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Domain (域)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域。
填充域和计算机列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取决于域和
网络的大小、速度和活动。

Computer (计算机)

要添加进行安装的计算机，请从 Computer (计算机) 列
表中选择它或者在 Computer (计算机) 字段中键入该计
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要在添加计算机之后将其删除，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单击该
计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单击某台计算机的名称即可查看其说明。

Install Path (安装路径)

（可选）更改安装路径。
■

■

要更改安装路径，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选
择一台计算机，键入新路径，然后单击 Change
(更改)。
要还原默认路径，请选择一台计算机，然后单击
Default (默认)。
默认路径为：C:\Program Files\Veritas
对于 64 位安装，默认路径为：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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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果域控制器和运行安装程序的计算机在不同的子网中，则安装程序可能无法
找到目标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安装程序显示错误消息之后，请手动输入
所缺少计算机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12 安装程序会检查选定计算机是否满足先决条件并显示结果。请查看信息，然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计算机未通过验证，请解决此问题，然后重新进行验证。单击列表中的计
算机以显示有关故障的信息。单击 Validate Again (重新验证) 重新开始执行验
证过程。
13 如果使用的是多个路径并且选择了特定的 DSM，则会收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
警告。收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警告时，安装 Veritas 动态多路径 DSM 功能所
需的时间取决于安装过程中所连接的物理路径数。要缩短此功能的安装时间，
请在安装过程中仅连接一个物理路径。安装后，请先重新连接其他物理路径，
然后再重新引导系统。
14 单击 OK (确定)。
15 查看这些信息并单击 Install (安装)。如有必要，请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
更改。
16 将出现 Installation Status (安装状态) 界面，其中显示安装状态消息和安装
进度。
如果安装失败，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查看安装报告并解决导致失败的问题。
您可能必须修复安装或者卸载并重新安装。
17 完成安装后，请查看摘要界面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18 如果在远程节点上进行安装，请单击 Reboot (重新引导)。请注意，此时不能
重新引导本地节点，并且默认取消选中故障节点。单击要重新引导的远程节点
旁边的复选框。
19 节点成功完成重新引导后， Reboot Status (重新引导状态) 中将显示 Online (联
机)，且 Next (下一步) 按钮变为可用。单击 Next (下一步)。
20 查看日志文件并单击 Finish (完成)。
21 单击 Yes (是) 重新引导本地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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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完成安装过程之后，请重新设置每台计算机上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1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单击 System (系统)。

2

单击 Hardware (硬件) 选项卡，然后单击 Driver Signing (驱动程序签名)。

3

在 Driver Signing Option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对话框中，将选项重新设置为
Warn (警告) 或 Block (阻止)。

4

单击 OK (确定)。

5

对每台计算机重复上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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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xSAS
在主节点和辅助节点上都安装 SFW HA 之后，即可运行 VVR Security Service
Configuration Wizard (VVR 安全服务配置向导)(VxSAS)。运行该向导时，可以在
之后某个步骤中指定主站点和辅助站点。
请完成以下过程为 VVR 配置 VxSAS 服务。
要执行此过程，必须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必须使用管理权限登录用来启动向导的服务器。

■

指定的帐户必须对所有指定主机具有管理权限以及作为服务登录的权限。

■

避免指定空密码。在 Windows Server 环境中，登录服务权限不支持密码为空
的帐户。

■

确保可从本地主机访问要在其上配置 VxSAS 服务的主机。

注意：安装 SFW 或 SFW HA 之后，VxSAS 向导不会自动启动。必须手动启动该向
导来完成 VVR 安全服务配置。有关此必需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配置 VxSAS 服务
1

要启动向导，请依次选择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Configuration Wizards (配置向导) > VVR
Security Service Configuration Wizard (VVR 安全服务配置向导)，或从所需
计算机的命令提示符下运行 vxsascfg.exe。
阅读 Welcome (欢迎) 页上提供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2

填写 Account Information (帐户信息) 面板，如下所示：
Account name
(domain\account)

输入管理帐户名称。

（帐户名 (域\帐户) ）
Password (密码)

指定密码。

如果已经为要成为 RDS 一部分的一个主机配置了 VxSAS 服务，请确保在其他
主机上配置 VxSAS 服务时指定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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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 面板上，选择要配置的主机所属的域：
选择域

Available Domains (可用域) 窗格列出 Windows 网上邻居中
的所有域。
通过双击相应的名称或使用箭头按钮将该名称从 Available
domains (可用域) 列表移到 Selected domains (选定域) 列表。

添加域

如果未显示所需的域名，请单击 Add domain (添加域)。此操
作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指定域名。单击 Add (添
加) 将名称添加到 Selected Domains (选定域) 列表中。

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Host Selection (主机选择) 面板上，选择所需的主机：

选择主机

Available Hosts (可用主机) 窗格列出指定域中的主机。
通过双击相应的主机或使用箭头按钮将该主机从 Available
hosts (可用主机) 列表移到 Selected Hosts (选定的主机) 列表。
将 Shift 键和向上键或向下键结合使用可以选择多个主机。

添加主机

如果未显示所需的主机名，请单击 Add Host (添加主机)。在
Add Host (添加主机) 对话框的 Host Name (主机名) 字段中，指
定所需的主机名或 IP。单击 Add (添加) 将名称添加到 Selected
Hosts (选定的主机) 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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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主机名之后， Configure (配置) 按钮将处于启用状态。单击 Configure (配
置) 继续配置 VxSAS 服务。
5

完成配置后， Configuration Results (配置结果) 页会显示操作是否成功。如果
操作不成功，该页面将显示帐户更新失败原因的详细信息，以及可能的失败原
因和解决故障的建议。
单击 Back (上一步) 可更改先前提供的任何信息。

6

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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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集群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SFW HA 后，设置运行集群所需的组件。VCS 集群配置向导 (VCW)
执行下列操作：
■

设置集群基础架构，包括 LLT 和 GAB

■

在集群中配置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

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该组包含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
式）（也称为 Web 控制台）、通知和全局集群的资源

创建集群之前，请先执行下列操作：
■

确定每个节点都使用静态 IP 地址 （不支持 DHCP）并且为每个节点都配置了
名称解析。

■

设置所需的权限：
■

必须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用户帐户必须为域帐户。

■

必须对选定执行集群操作的所有系统都具有管理访问权限。将该域用户添
加至每个系统的 Local Administrators (本地管理员) 组。

■

如果计划为 VCS Helper 服务创建新用户帐户，必须具有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或者必须是 Domain Account Operators
(域帐户操作员) 组的成员。如果计划对 VCS Helper 服务使用现有用户帐
户，则必须知道该用户帐户的密码。

■

为 VCS Helper 服务配置用户帐户时，确保用户帐户是域用户。在本地系
统内置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的 VCS HAD 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
文访问网络。此帐户不需要域管理权限。

■

确保 VCS Helper 服务域用户帐户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启用了 Add
Workstations to Domain (向域添加工作站) 权限。

有关 VCS 的完整安装和配置详细信息，以及删除或修改集群配置的其他说明，
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此时仅将主区域 （区域 0）中的系统添加到集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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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CS 集群
1

启动 VCS 集群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集群
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Cluster Operations (集群
操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 面板上，选择或键入集群所在域的名称，然后
选择发现选项。

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
■

清除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单击 Next (下一步)。
转至第 349 页上的步骤 8。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 （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
■

■

选中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
列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选择的是检索系统列表，请转至第 348 页上的步骤 6。否则，请转
至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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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键入要添加的每个系统的名称，单击
Add (添加)，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请不要指定属于另一个集群的系统。

转至第 349 页上的步骤 8。
6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指定要形成集群的系统，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请不要选择属于另一个集群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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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系统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将该系统添加到 Selected Systems (选
定系统) 列表中，或者在 Domain Systems (域系统) 列表中单击以选中该系
统，然后单击 > (向右箭头) 按钮。
7

System Report (系统报告) 面板显示之前指定的所有系统的验证状态：
Accepted (已接受) 或 Rejected (已拒绝)。
可能由于以下任一原因而拒绝某个系统：
■

系统无法 ping。

■

在系统上 WMI 访问处于禁用状态。

■

向导无法检索系统体系结构或操作系统。

系统上未安装 VCS 或 VCS 的版本与运行向导的系统上所安装的版本不同。
单击系统名称可以查看验证详细信息。如果希望包括已拒绝的系统，请根据拒
绝原因纠正错误，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操作。
■

8

在 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集群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New
Cluster (创建新集群) 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9

在 Cluster Details (集群详细信息) 面板上，指定集群的详细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Cluster Name
(集群名称)

键入新集群的名称。 Symantec 建议集群名称最多包含 32 个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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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ID
(集群 ID)

从下拉列表的建议集群 ID 中选择一个集群 ID，或为集群键入
一个唯一的 ID。集群 ID 可以是 0 到 255 之间的任意数字。
警告：如果您在步骤 4 中选择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或要在多个域之
间共享一个专用网络，请确保集群 ID 是唯一的。

Operating System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系统正在运行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

选择将属于集群的系统。
向导会发现选定系统上的 NIC。对于具有所需数量 NIC 的单节
点集群，向导会提示您配置专用链路心跳。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 以配置专用链路心跳。
选中 Select all systems (选择所有系统) 复选框以同时选择所
有系统。

10 向导将验证选定的系统是否为集群的成员。对系统进行验证后，单击 Next (下
一步)。
如果系统未通过验证，请查看与故障关联的消息，并在纠正问题后重新启动
向导。
如果您在第 349 页上的步骤 9 中选择了配置专用链路心跳，请继续下一步。
否则，请转至第 352 页上的步骤 12。
11 在 Private Network Configuration (专用网络配置) 面板上，配置 VCS 专用网
络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配置基于以太网的 VCS 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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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
Symantec 建议为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但是，您可以降低其
中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将低优先级的 NIC 用于公共通信和专用通信。

■

如果在选定的系统上只有两个 NIC，建议您降低至少一个将用于专用
网络通信和公共网络通信的 NIC 的优先级。
要降低某个 NIC 的优先级，请右键单击该 NIC 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
择 Low Priority (低优先级)。

如果配置中包含成组的 NIC，向导会将其组合成 NIC Group #N (NIC
组 N)，其中 N 表示指定给成组 NIC 的编号。成组 NIC 是逻辑 NIC，
它是通过将几个物理 NIC 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同一组中的所有
NIC 具有相同的 MAC 地址。 Symantec 建议您不要选择成组 NIC 用
于专用网络。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以太网）。
■

■

配置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层的 VCS 专用网络

■

选中 Configure LLT over UDP (配置基于 UDP 的 LLT) 复选框。

■

在 Port number for Link1 (Link1 的端口号) 和 Port number for Link2
(Link2 的端口号) 字段中指定唯一的 UDP 端口。可以使用 49152 到
65535 范围内的端口。默认端口号分别为 50000 和 50001。

■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Symantec 建议为
VCS 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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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个选定的 NIC，验证所显示的 IP 地址。如果为选定的 NIC 指
定了多个 IP 地址，请双击该字段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IP 地
址。每个 IP 地址可以处于不同的子网中。
IP 地址用于指定 UDP 端口上的 VCS 专用通信。

对于每个选定的 NIC，请双击 Link (链路) 列中各自的字段，并从下
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链路。为每个 NIC 指定不同的链路 （Link1 或
Link2）。每个链路都与之前指定的 UDP 端口关联。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 UDP）。指定的 UDP 端口
将用于专用网络通信。
■

12 在 VCS Helper Service User Account (VCS Helper 服务用户帐户) 面板上，为
VCS Helper 服务指定域用户的名称。 VCS HAD 在本地系统内置帐户的上下文
中运行，它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文访问网络。此帐户不需要域管理
员权限。

■

要指定现有用户，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 Existing user (现有用户)，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用户名。

■

如果您在第 347 页上的步骤 4 中选择不检索用户列表，请在 Specify
User (指定用户) 字段中键入用户名，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要指定新用户，请单击 New user (新用户) 并在 Create New User (创建新
用户) 字段中键入有效用户名，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不要在用户名后追加域名；不要以 DOMAIN\user 或 user@DOMAIN 的格式
键入用户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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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assword (密码) 对话框中，键入指定用户的密码并单击 OK (确定)，然
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3 在 Configure Security Service Option (配置安全服务选项) 面板上，指定集群
的安全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使用单一登录功能

单击 Use Single Sign-on (使用单一登录)。在此模式下， VCS 使用
SSL 加密和基于平台的身份验证。 VCS 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有关集群中安全通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Start Guide for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入门 （针对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

■

如果知道要用作根代理的系统的名称，请单击 Specify root broker
system (指定根代理系统)，键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指定一个集群节点，向导会将该节点配置为根代理，并将其他节
点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身份验证代理比根代理低一个级别，它用作
中间的注册和认证机构。这些代理可对客户端 （如用户或服务）进
行身份验证，但不能对其他代理进行身份验证。身份验证代理具有由
根代理签署的证书。
如果指定集群之外的系统，请确保已将该系统配置为根代理；向导会
将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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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搜索将用作根代理的系统，请单击 Discover the root broker
systems in the domain (发现域中的根代理系统)，并单击 Next (下一
步)。默认情况下，向导将发现整个域中的根代理。

■

如果要定义搜索条件，请单击 Scope (范围)。在 Scope of Discovery
(发现范围) 对话框中，单击 Entire Domain (整个域) 以搜索整个域，
或单击 Specify Scope (指定范围) 并从 Available Organizational
Units (可用组织单元) 列表中选择组织单元，以将搜索限制在指定的
组织单元中。使用 Filter Criteria (筛选条件) 选项可以搜索与特定条
件匹配的系统。
例如，要搜索由用户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管理的系统，请从第一
个下拉列表中选择 Managed by (管理者)，从第二个下拉列表中选择
is (exactly) (为 (精确) )，在相邻字段中键入用户名 Administrator，
单击 Add (添加)，然后单击 OK (确定)。
表 12-5 包含其他更多搜索条件示例。

表 12-5

搜索条件示例

第一个下拉
列表值

第二个下拉
列表值

相邻字段条目

搜索结果

Name (名称)

is (exactly)

*system

显示名称以 system 结尾的所有
系统。

*vcsnode*

显示名称包含 vcsnode 的所有
系统。

*2003*

显示所有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

*Enterprise*

显示所有 Windows Server
Enterprise Edition 系统。

5.*

显示操作系统版本为 5.x 的所有系
统，其中 x 可能为 0、 1、 2 等。

(为 (精确) )
is (exactly)

Name (名称)

(为 (精确) )
Operating
System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版本)

可以添加多个搜索条件；向导将搜索匹配所有指定条件的系统。
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发现并显示所有根代理组成的列表。单
击以选择要用作根代理的系统，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根代理是集群节点，向导会将其他集群节点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如
果根代理在集群之外，向导会将所有集群节点都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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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VCS 用户权限：

■

■

单击 Use VCS User Privileges (使用 VCS 用户权限)。
VCS 管理员的默认用户名为 admin，默认密码为 password。两者都
区分大小写。可以接受 VCS 管理员帐户的默认用户名和密码，或键
入新用户名和密码。 Symantec 建议指定新用户名和密码。
当 VCS 未在安全模式下运行时，借助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台使用此帐户登录到 VCS。
单击 Next (下一步)。

14 查看 Summary (摘要) 面板上的摘要信息，并单击 Configure (配置)。向导将
配置 VCS 专用网络。
如果选定的系统具有 LLT 或 GAB 配置文件，向导会在覆盖这些文件之前显示
信息性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单击 OK (确定) 以覆盖上述文件。或者，单击
Cancel (取消)，退出向导，将现有文件移至其他位置，然后返回向导。
向导将开始运行命令，以配置 VCS 服务。如果操作失败，请单击 View
configuration log file (查看配置日志文件) 查看日志。
15 在 Completing Cluster Configuration (完成集群配置) 面板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以配置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需要使用该服务组来设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台、通知以及全局集群的组件。
要在以后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请单击 Finish (完成)。
在此阶段，向导已收集了设置集群配置所需的信息。向导完成其操作后，无论
是否具有 ClusterService 组组件，集群都能够承载应用程序服务组。在此阶
段，向导还会启动 VCS 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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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配置集群之后，绝不能更改属于该集群的节点的名称。如果希望更改节
点名称，请运行此向导从集群中删除该节点，重命名系统，然后再次运行此向
导将该系统添加到集群中。
无需为此 HA 环境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
台。有关 VC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以及通知资源的完整
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仅当配置灾难恢复环境并且未使用灾难恢复向导时， GCO 选件才适用。“灾难恢
复”各章讨论了如何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 GCO 选件。
16 在 Cluster Service Components (集群服务组件) 面板上，选择要在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中配置的组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选中 Web Console (Web 控制台) 复选框以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此控制台也称为 Web 控制台。
请参见第 357 页上的 “配置 Web 控制台”。

■

选中 Notifier Option (Notifier 选项) 复选框以配置发送给指定收件人的重
要事件通知。
请参见第 358 页上的 “配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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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Web 控制台
本节介绍了配置 VC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 的步骤，此控制
台也称为 Web 控制台。
配置 Web 控制台
1

在 Web Console Network Selection (Web 控制台网络选择) 面板上，指定 Web
控制台资源的网络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
的 IP 地址，或者为 Web 控制台配置新的 IP 地址。

■

如果选择配置新 IP 地址，请键入 IP 地址和关联的子网掩码。

■

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络适配器。请注意，向导会列出公共网
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2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是否在 VCS 启动时使 Web 控制台资源联机，并单击
Configure (配置)。

3

如果选择了配置 Notifier 资源，请转至：
第 358 页上的 “配置通知”。
否则，请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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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通知
本节介绍配置通知的步骤。
配置通知
1

在 Notifier Options (Notifier 选项) 面板上，指定要配置的通知模式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您可以对 VCS 进行配置，以便在指定的服务器上生成 SNMP (V2) 陷阱并且向
指定的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以通知其对某些事件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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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NMP，请指定有关 SNMP 控制台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单击 SNMP Console (SNMP 控制台) 列中的字段并键入控制台的名称或 IP
地址。指定的 SNMP 控制台必须与 MIB 2.0 兼容。

■

单击 Severity (严重性) 列中的对应字段并为控制台选择严重性级别。

■

单击 + 添加字段；单击 - 删除字段。

■

输入一个 SNMP 陷阱端口。默认值为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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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MTP，请指定有关 SMTP 收件人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
一步)。

■

键入 SMTP 服务器的名称。

■

单击 Recipients (收件人) 列中的某个字段，然后输入通知的收件人。输入
admin@example.com 作为收件人。

■

单击 Severity (严重性) 列中的对应字段并为收件人选择严重性级别。VCS
会将具有同等或更高严重性的消息发送给收件人。

■

单击 + 添加字段；单击 - 删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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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Notifier Network Card Selection (Notifier 网卡选择) 面板上，指定网络信
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
的 NIC 资源，或者为通知机制配置新的 NIC 资源。

■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新的 NIC 资源，请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
络适配器。向导将列出公共网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较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5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在 VCS 启动时是否要将通知资源联机。

6

单击 Configure (配置)。

7

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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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磁盘组和卷
动态磁盘组是一个或多个磁盘的集合，工作起来就像单个存储库一样。在每个磁盘
组内，可以包含 RAID 布局不同的动态卷。
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可以在共享存储上为应用程序创建
集群磁盘组和动态卷。
注意：如果存储设备与 SCSI-3 兼容，并且希望使用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PGR)，
则必须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启用 SCSI-3 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配置磁盘组和卷涉及以下任务：
■

第 362 页上的 “规划磁盘组和卷”

■

第 364 页上的 “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

第 365 页上的 “创建动态卷”

规划磁盘组和卷
对磁盘组和卷的要求取决于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的类型。查看对应用程序或服务
器角色的要求以及最佳做法：
■

规划文件共享存储

■

规划 IIS 存储

■

规划 Microsoft Virtual Machine 存储

■

为其他应用程序规划存储

规划文件共享存储
规划文件共享存储的注意事项包括：
■

文件服务器共享目录的磁盘组和卷必须是在共享存储上配置的。

■

配置新的设置时，首先在共享存储上创建磁盘组和卷，然后为共享存储上共享
的文件创建目录结构。

■

如果现有配置中的文件服务器在本地存储上有共享内容，可使用 Microsoft 建
议的操作将这些共享内容移到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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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IIS 存储
规划 IIS 存储的注意事项包括：
■

将承载网站的目录和文件的磁盘组和卷必须位于共享存储上。

■

对于新 IIS 安装，用于网站的目录必须在共享存储上的卷中创建。

■

对于现有网站，将站点停止，然后将网站内容移到共享存储上的卷中。还必须
在 IIS 中重新配置网站的主目录位置，然后重新启动该网站。

规划 Microsoft Virtual Machine 存储
确保包含虚拟机的共享虚拟磁盘文件的卷位于共享存储上。

为其他应用程序规划存储
本节中的信息通用于所有应用程序。确保创建相应的磁盘组和卷来存放应用程序数
据。如果应用程序需要在集群系统之间复制注册表项， Symantec 建议您创建一个
专用 RegRep 卷，以便其 MountV 依赖项不会与组中其他任何应用程序特定的资源
相链接。
确定希望组织磁盘组的方式以及要创建的卷的数量和类型。包括下列注意事项：
■

所需的磁盘组数
磁盘组数取决于应用程序和规划的数据结构。VCS 要求在服务器的本地驱动器
上安装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数据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 （如日志）放置在共享
存储上。通常，应用程序中的主要组织单元将包含在单个磁盘组中。

■

要创建的卷类型。
■

镜像卷和 RAID-5 卷可以为关键数据提供容错功能。

■

条带卷可以增强性能。

■

镜像条带卷既可以增强性能，又可以提供容错功能。

注意：如果计划使用复制软件 （如 VVR），请不要使用软件 RAID-5 卷。这
一规则不适用于硬件 RAID-5。
建议：
■

对日志使用镜像卷。

■

对数据使用条带卷或镜像条带卷。

■

备份和还原操作对磁盘组设置的潜在影响。

■

数据库和日志的大小，取决于流量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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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按照本节中的步骤为应用程序创建一个或多个磁盘组。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1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打开 VEA 控制台，然后按照
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请展开主机
节点下的树视图，右键单击 Disk Groups (磁盘组) 图标，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
择 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

5

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 的 Welcome (欢迎)
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6

提供有关集群磁盘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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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磁盘组名称 （例如 DG1）。

■

单击 Create cluster group (创建集群组) 复选框。

■

在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磁盘，然后使用 Add (添
加) 按钮将其移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列表中。
（可选）选中 Disk names prefix (磁盘名前缀) 复选框，然后输入磁盘名
前缀为磁盘组中的磁盘指定特定标识符。例如，输入 TestGroup 作为包
含三个磁盘的磁盘组的前缀，从而创建 TestGroup1、 TestGroup2 以及
TestGroup3 作为磁盘组中磁盘的内部名称。

注意：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与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和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产品创建的磁盘组兼容的磁盘组。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通过 Windows 磁盘管理 (LDM) 所创建的类型的
磁盘组。
■

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接受包含选定磁盘的确认界面。

8

单击 Finish (完成) 创建新的磁盘组。

创建动态卷
创建磁盘组之后，通过创建将存储数据的动态卷使磁盘组内的磁盘可用。
创建动态卷
1

如果尚未打开 VEA 控制台，请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然后按照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请展开主机节点下的树视图显示所
有磁盘组。 右键单击某个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New Volume (新
建卷)。
可以右键单击刚创建的磁盘组。

5

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开始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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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卷选择磁盘。确保相应的磁盘组名称显示在 Group name (组名) 下拉列表中。

7

自动磁盘选择为默认设置。要手动选择磁盘，请单击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
动选择磁盘) 单选按钮，然后使用 Add (添加) 和 Remove (删除) 按钮将相应的磁
盘移到 “选定磁盘”列表中。建议您手动选择磁盘。
此外，还可以选中 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卷禁用磁道
对齐。禁用磁道对齐意味着该卷不将数据块与磁盘物理磁道的边界对齐存储。

8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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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指定卷属性。

■

输入卷名。名称中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其中不得包含空格、正斜
杠和反斜杠。

■

选择卷布局类型。要选择镜像条带，请单击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和
Striped (条带) 单选按钮。

■

如果要创建条带卷，则需要在 Columns (列) 框和 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
元大小) 框中设定值。已提供默认值。

■

提供卷的大小。

■

如果单击 Max Size (最大大小) 按钮，则 Size (大小) 框中将显示一个值，
表示动态磁盘组中用于该布局的可能的最大卷大小。

■

在 Mirror Info (镜像信息) 区域中，选择适当的镜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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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为卷指定驱
动器盘符或装入点。必须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都使用相同的驱动器盘符或装
入点。指定驱动器盘符前，请确保已验证其可用性。
■

要指定驱动器盘符，请选择 Assign a Drive Letter ( 指定驱动器盘符 )，并
选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要将卷装入为文件夹，请选择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 Browse (浏览) 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文
件夹。

11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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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建 NTFS 文件系统。

■

确保已选中 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 复选框，然后单击 NTFS。

■

选择分配值或接受默认值。

■

文件系统标签为可选项。SFW 会将卷名作为文件系统标签。

■

如果想节省时间，请选择 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

选择 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以节省
磁盘空间。请注意，压缩过程会占用系统资源并执行加密和解密，这可能
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

单击 Next (下一步)。

13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新卷。
14 重复上述步骤，以创建其他卷。
仅在集群的第一个节点上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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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磁盘组和卷
本节介绍了下列过程：
■

导入磁盘组和装入共享卷

■

卸载卷和逐出磁盘组

在设置 SFW 环境的过程中，请参考这些有关管理磁盘组和卷的一般过程：
■

最初创建磁盘组时，会在创建该磁盘组的节点上导入该磁盘组。

■

一次只能在一个节点上导入一个磁盘组。

■

要将磁盘组从一个节点移到另一个节点，请卸载该磁盘组中的卷，然后将磁盘
组从其当前节点中逐出，接着将其导入新节点并装入卷。

导入磁盘组并装入卷
使用 VEA 控制台可以导入磁盘组并装入卷。
导入磁盘组
1

在 VEA 控制台中，右键单击磁盘组中的磁盘名称或者右键单击 Groups (组) 选
项卡或树视图中的组名。

2

在菜单中，单击 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

装入卷
1

如果未导入磁盘组，请将其导入。

2

要验证是否已导入磁盘组，请在 VEA 控制台中，单击 Disks (磁盘) 选项卡，
然后检查是否处于导入状态。

3

右键单击卷，再单击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4

根据是要为卷指定驱动器盘符还是将卷作为文件夹装入，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5

■

指定驱动器盘符
选择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然后选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将卷作为文件夹装入
选择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
Browse (浏览) 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文件夹。

单击 OK (确定)。

部属复制数据集群：安装新应用程序
配置磁盘组和卷

卸载卷和逐出磁盘组
使用 VEA 控制台可以卸载卷和逐出磁盘组。
卸载卷和逐出动态磁盘组
1

在 VEA 树视图中，右键单击卷，再单击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2

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单击 Remove (删除)。
单击 OK (确定) 继续操作。

3

单击 Yes (是) 进行确认。

4

在 VEA 树视图中，右键单击磁盘组，然后单击 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
出动态磁盘组)。

5

单击 Ye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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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本节提供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的注意事项。其中包括下列主题：
■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器角色

■

配置打印共享服务器角色

■

安装和配置 IIS 应用程序

■

安装和配置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

■

安装其他应用程序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器角色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器角色时，请注意下列事项：
■

在共享存储上配置文件服务器共享目录的磁盘组和卷。

■

配置新的设置时，首先在共享存储上创建磁盘组和卷，然后为共享存储上共享
的文件创建目录结构。

■

如果现有配置中的文件服务器在本地存储上有共享内容，可使用 Microsoft 建
议的操作将这些共享内容移到共享存储。

■

FileShare 代理会自动随 SFW HA 一起安装。

配置打印共享服务器角色
配置打印共享服务器角色时，请注意下列事项：
■

确保打印机已连接到网络且配置了 IP 地址。

■

为集群中所有系统上的网络打印机安装软件驱动程序。

添加打印驱动程序
1

打开 Printers (打印机) 控制面板。

2

单击 File (文件) > Server Properties (服务器属性)。

3

在 Print Server Properties (打印服务器属性) 对话框中，单击 Drivers (驱动程
序) 选项卡。

4

单击 Add (添加)。这将启动 Add Printer Driver (添加打印机驱动程序) 向导。

5

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以在系统上添加打印机驱动程序。必须在将成为服
务组一部分的每个系统上添加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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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配置 IIS 应用程序
安装和配置 IIS 应用程序时，请注意下列事项：
■

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以相同的方式安装和配置 IIS。要监视的站点必须
位于共享存储上。

■

在第一个节点上导入集群磁盘组并装入包含网站数据的卷。

■

对于新 IIS 安装，在创建新网站时，在共享存储上创建站点文件夹并将站点内
容放置在该文件夹中。

■

将要监视的所有 IIS 站点的默认主目录路径更改为共享存储上的某个位置。有
关说明，请参见 IIS 文档。

■

对于现有网站，将站点停止，然后将网站内容移到共享存储上的卷中。在 IIS
中重新配置网站的主目录位置，然后重新启动该网站。

■

确定指定给 IIS 站点的端口号未被其他应用程序或站点占用。

■

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同步 IIS 配置。

在 Windows 2003 系统上同步 IIS 配置
1

在将承载 IIS 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同步 IIS 配置。运行脚本 iiscnfg.vbs，该
脚本位于 %systemroot%\System32 中。该脚本会将本地系统中的 IIS 元数
据库复制到目标系统中。
例如，使用以下命令可将 IIS 元数据库复制到 target_sytem。必须为目标系统
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systemroot%\System32> iiscnfg /copy /ts target_system /tu
user_name /tp password

2

停止并重新启动所有节点上的 IIS Admi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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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配置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
安装和配置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 时，请注意下列事项：
■

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以相同的方式安装和配置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

■

安装要使其在虚拟机上具有高可用性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

如果计划对虚拟机资源启用详细监视，请在每个虚拟机上安装和配置虚拟机
插件。

■

确定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 配置文件位于本地的每个节点上。

■

确保虚拟机名称在集群中是唯一的。

安装其他应用程序
以下是安装任何应用程序时的一些通用注意事项：
■

安装应用程序之前，确保在节点上已装入磁盘组和卷。

■

VCS 要求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安装在所有节点上的同一个本地驱动器上。例
如，如果将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安装在一个节点的驱动器 C 上，则相同文件
在其他所有节点中的安装也都必须位于驱动器 C 上。

■

确保所有节点都具有相同的驱动器盘符可供使用，并且具有足够的空间用于
安装。

■

数据文件及任何关联文件 （如日志文件）应安装在共享存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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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服务组
可以使用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 配置未为其提供
应用程序特定向导的任何应用程序。根据已安装的应用程序，完成配置下列服务组
所需的相应过程：
■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组

■

配置打印共享服务组

■

配置 IIS 服务组

■

配置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

为其他任何应用程序配置服务组

配置文件共享服务组
要配置文件共享服务组，需要创建 FileShare 服务组并为其资源定义属性值。创建
服务组后，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装入。
■

确定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

■

确定 VCS 引擎 HAD 正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确定要共享的目录位于共享驱动器上。

■

从运行向导的系统装入包含共享目录的驱动器。从集群的其他系统中卸载这些
驱动器。

■

确定 Veritas Command Server 正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运行。

■

确定下列信息准备就绪。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以下信息：
■

要指定给文件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计算机名称。
此为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所使用的名称。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如
果使用小写字母指定虚拟计算机名称，该名称会转换为大写字母。例如，
名称 VCSServer 会转换为 VCSSERVER。

■

要指定给文件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 IP 地址。
此为客户端可以用于访问文件共享项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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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Windows Server 2008 不支持使用虚拟 IP 地址访问文件共享项。
要共享的目录的列表。
通过该向导，可以向 VCS 配置中添加现有共享项。但是，不能添加特定共享项
（由操作系统创建以供管理和系统使用的共享项）。例如，不能向 VCS 配置添
加共享项 ADMIN$、 print$、 IPC$ 和 DriveLetter$。
■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务组。
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 《VCS 管理
指南》。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必须
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
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创建文件共享服务组
有关资源类型、属性定义、资源依赖关系和示例服务组配置的信息，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配置 FileShare
1

启动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Wizards (配置向导) >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
享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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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上，指定服务组详细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Service Group Name

键入文件共享服务组的名称。

(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这
些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系统，然
后单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中单击
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系统优先级定义
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
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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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文件共享配置) 面板上，为要创建的 FileShare 资
源指定配置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
显示各种消息，指示验证状态。

Virtual Computer Name

键入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客户端将根据此名称来识
别服务器。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虚拟计算机名称)
List Shares (列出共享项)

单击 List Shares (列出共享项) 可查看共享存储上的现
有共享项，然后选择一个共享项并单击 Add (添加)。

Add (添加)

单击 Add (添加) 可添加文件共享项。

Path (路径)

键入待共享目录的路径，或者单击该字段，然后单击省
略号图标 (...) 浏览至相应的文件夹。选定的目录必须符
合下列条件：

Share Name (共享名称)

■

选定的驱动器、装入路径和文件路径不能是 VCS 配置
中已有的。

■

要共享的目录必须位于共享的非系统驱动器上。
向导会验证选定的目录，如果该目录不符合上述任意一
个条件，就会显示一条错误消息。
如果已经共享选定的目录， Share Name (共享名称) 列
会列出共享该目录所用的名称。可以选择已列出的共享
名称，以使现有共享项高度可用。此外，还可以通过键
入新的共享名称为同一目录创建新的共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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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e Share (隐藏共享项)

选中 Hide Share (隐藏共享项) 复选框，可使新共享项
成为隐藏的共享项。

Share Subdirs

选中 Share Subdirs (共享子目录) 复选框，可以共享子
目录。

(共享子目录)
Hide Child Shares
(隐藏子共享项)
Remove (删除)

6

选中 Hide Child Shares (隐藏子共享项) 复选框，可以
隐藏共享的子目录。
要从配置中删除某个文件共享项，请单击以选择该文件
共享项，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在 Share Permissions (共享权限) 面板上，为文件共享项指定用户，并为用户
指定权限，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Select the FileShare
(选择文件共享项)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权限关联的文件共享项，或者
选择默认的 All FileShares (所有文件共享项) 为所有文件
共享项设置相同的权限。

Select the Permission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关联的权限。

(选择权限)
Select the User
(选择用户)

单击 ... （省略号按钮），选择一个用户，然后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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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添加)

单击 Add (添加) 可以将指定用户添加到 Selected Users (选
定用户) 列表中。默认情况下，所有选定用户都被授予
READ_ACCESS 权限。

Selected Users

列出选定用户和文件共享权限。最多可以为每个文件共享
项配置 50 个用户。要配置更多用户，请创建用户组。
要更改与某个用户关联的文件共享权限，请在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中单击该用户名，然后从 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择权限) 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权限。

(选定用户)

Remove (删除)

7

要拒绝某个用户对文件共享项的访问权限，请在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中单击该用户名，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在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 面板上，指定与网络相关的信息，然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Virtual IP Address

为虚拟服务器键入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

(虚拟 IP 地址)
Subnet Mask
(子网掩码)

键入虚拟服务器所属的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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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Settings

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可以为 Lanman 资源
指定其他详细信息。
在 Lanman Advanced Configuration (Lanman 高级配置) 对
话框中，完成下列操作：

(高级设置)

1

选中 AD Update required (需要更新 AD) 复选框，以使
Lanman 资源可以使用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

2

从 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 下拉列表中，为虚拟服务器
选择 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 的标识名。默认情况下，
Lanman 资源会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默认容器 “计算机”中。

3

单击 OK (确定)。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对指定的容器具有足够的权
限才能创建并更新计算机帐户。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
名称)

8

显示系统上启用了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络适配器
（如果适用）。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箭头。
针对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确定选
择的是指定给公共网络的适配器，而不是指定给专用网络的
适配器。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然后单击
Next ( 下一步 )。 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
置。 单击 Yes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 系统会显示
各种消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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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esource (资源)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更改资
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所做的更改。要取
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键。

Attributes (属性)

显示 Resources (资源) 列表中选定资源的属性及其所配置的
属性值。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 复选框，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配置打印共享服务组
要配置打印共享服务组，需要创建 PrintShare 服务组并为其资源定义属性值。创建
服务组后，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装入。
■

确定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务
组。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VCS 管
理指南》。
■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必
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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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VCS 引擎 HAD 正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确定 VCS Command Server 正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运行。

■

确定为网络打印机指定了 IP 地址。

■

Symantec 建议在不同的磁盘分区或卷上创建假脱机程序和复制目录。

■

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装入包含假脱机程序和复制目录的驱动器。从集群的其他
系统中卸载这些驱动器。

■

验证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均安装了网络打印机的软件驱动程序。

■

确定下列信息准备就绪。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以下信息：
■

要指定给打印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计算机名称。
此为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所使用的名称。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如
果使用小写字母指定虚拟计算机名称，该名称会转换为大写字母。例如，
名称 VCSServer 会转换为 VCSSERVER。

■

要指定给打印共享服务器的唯一虚拟 IP 地址。

■

网络打印机的 IP 地址。

创建打印共享服务组
创建具有 PrintSpool 资源的打印共享服务组
1

启动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Wizards (配置向导) >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
共享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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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上，指定服务组详细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Service Group Name

键入打印共享服务组的名称。

(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这
些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系统，
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中单击
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系统优先级定义
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
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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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Virtual Server Configuration (虚拟服务器配置) 面板上，指定与网络相关
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Virtual Server
Name

键入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客户端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服
务器。请注意，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虚拟服务器名称)
Virtual IP Address

为虚拟服务器键入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

(虚拟 IP 地址)
Subnet Mask

键入虚拟服务器所属的子网。

(子网掩码)
Advanced Settings

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可以为 Lanman 资源
指定其他详细信息。
在 Lanman Advanced Configuration (Lanman 高级配置) 对
话框中，完成下列操作：

(高级设置)

1

选中 AD Update required (需要更新 AD) 复选框，以使
Lanman 资源可以使用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

2

从 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 下拉列表中，为虚拟服务器
选择 Organizational Unit (组织单元) 的标识名。 默认情况下，
Lanman 资源会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默认容器 “计算机”中。

3

单击 OK (确定)。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对指定的容器具有足够的权
限才能创建并更新计算机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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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er Display
Name

显示系统上启用了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络适配器
（如果适用）。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箭头。
针对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确定选
择的是指定给公共网络的适配器，而不是指定给专用网络的
适配器。

(适配器显示名称)

6

在 Configure Data Path (配置数据路径) 面板上，指定假脱机目录和注册复制
目录，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Spooler Directory

键入路径或单击 ... （省略号按钮）浏览至相应目录。所有
打印命令将在此位置上进行后台打印。

(假脱机程序目录)
Replication
Directory

键入路径或单击 ... （省略号按钮）浏览至相应目录。所有
与打印机注册表项相关的更改都将记录在此位置上。
选定的目录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复制目录)
■

选定的驱动器、装入路径和文件路径不能是 VCS 配置中已
有的。

■

要共享的目录必须位于共享的非系统驱动器上。
Symantec 建议在不同的装入点上为复制和假脱机创建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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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Build Print Server (构建打印服务器) 面板上，查看其配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单击
Yes (是)。向导将开始运行命令，以便添加 PrintSpool 资源及其依赖的资源，包
括 Lanman 和 ServiceMonitor 资源。

Resource
（资源）

Attributes (属性)

8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如果需
要，请更改资源的名称。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 键。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所做的更改。要
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键。
显示 Resources (资源) 列表中选定资源的属性及其所配置的
属性值。

使 PrintSpool 资源联机。

继续执行下一步，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由 Lanman 资源创建的虚拟计算机，并为该
打印机创建新的 TCP/IP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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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虚拟计算机
1

启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向导，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虚拟计算机。启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向导之前，确定在您的配置中 PrintSpool 资源和
Lanman 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要启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向导，请返回到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并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面板上单击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或者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搜索相应的虚拟计算机，
双击其名称进行查看，然后在虚拟计算机的 Printers 文件夹中，双击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2

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向导中，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
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按照向导的说明将网络打印机添加到虚拟计算机。
在 Printer Sharing (打印机共享) 对话框中，选择 Do not share this printer (不
共享这台打印机) 选项。
对要安装的其他所有打印机重复这些步骤。

4

返回到 Print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打印共享配置向导)，然后继续执行
下一步以配置服务组中的 PrintShare 资源并使其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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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组配置 PrintShare 资源
1

在 Add Printer (添加打印机) 面板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2

在 Printer List (打印机列表) 面板上，指定要在打印共享服务组中包括的打印机，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Printer List
(打印机列表)

Share Name
(共享名称)

3

单击以选择相应的打印机，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选定打印机添
加到服务组中。
要从服务组中删除选定打印机，请在 Printer Name (打印机名称)
列表中，单击该打印机，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为该打印机键入唯一的共享名称，客户端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该
打印机。 如果之前选择的是共享该打印机，则 VCS 将使用该打
印机的共享名称。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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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Yes (是)。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系统会显示各种
消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

Resource
（资源）

Attributes (属性)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如果需
要，请更改资源的名称。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 键。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所做的更改。要
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键。
显示 Resources (资源) 列表中选定资源的属性及其所配置的
属性值。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该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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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IS 服务组
要配置 IIS 服务组，需要创建 IIS 服务组并为其资源定义属性值。创建服务组后，
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

■

确定已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以相同方式安装并配置了 IIS。 确定要监视的
站点位于共享存储上。

■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上的 IIS 7.0，必须安装下列组件：
■

IIS 6 Metabase Compatibility

■

IIS 6 WMI Compatibility

这些选件在 Add Roles Wizard (添加角色向导) 的 Role Services (角色服务) 页
面上的 Management Tools (管理工具) 下提供。
IIS 代理必须具有这些组件才能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运行。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的 IIS 7.0，必须按指定的顺序安装
IIS。有关说明，请参见第 393 页上的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7.0”。
■

如果安装了 Microsoft Exchange，则不要使用 IIS 代理配置 SMTP 和 NNTP
站点。

■

将要监视的所有 IIS 站点的默认主目录路径更改为共享存储上的某个位置。有
关说明，请参见 IIS 文档。

■

确定其他程序未使用指定给 IIS 站点的端口号。

■

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同步 IIS 配置。 有关说明，请参见第 392 页上的
“在 Windows 2003 上同步 IIS 配置”。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

■

要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配置 IIS 代理，必须手动添加所需
的资源并配置服务组。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手动
配置步骤，也可以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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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VCS 管
理指南》。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
必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

确定 VCS 引擎 HAD 正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从运行向导的系统装入包含共享目录的驱动器。从集群的其他系统中卸载这些
驱动器。

■

确定下列信息准备就绪。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以下信息：
■

要监视的 IIS 站点。

■

与每个站点关联的应用程序池。

■

与每个站点关联的端口号。

■

与站点关联的虚拟 IP 地址和计算机名称。在 DNS 中，虚拟 IP 地址和虚
拟计算机名称必须有正向记录和反向记录。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
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在 Windows 2003 上同步 IIS 配置
完成下列步骤。
在 Windows 2003 系统上同步 IIS 配置
在将承载 IIS 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同步 IIS 配置。
1

运行位于 %systemroot%\System32 中的脚本 iiscnfg.vbs。该脚本会将本
地系统中的 IIS 元数据库复制到目标系统中。
例如，使用以下命令可将 IIS 元数据库复制到 target_sytem。必须为目标系统
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systemroot%\System32> iiscnfg /copy /ts target_system /tu
user_name /tp password

2

停止并重新启动所有节点上的 IIS Admi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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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7.0
完成下列步骤。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安装 IIS 7.0
1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start /w pkgmgr
/iu:IIS-WebServerRole;IIS-WebServer;IIS-CommonHttpFeatures;
IIS-StaticContent;IIS-DefaultDocument;IIS-DirectoryBrowsing;
IIS-HttpErrors;IIS-HttpRedirect;IIS-ApplicationDevelopment;
IIS-ASP;IIS-CGI;IIS-ISAPIExtensions;IIS-ISAPIFilter;
IIS-ServerSideIncludes;IIS-HealthAndDiagnostics;
IIS-HttpLogging;IIS-LoggingLibraries;IIS-RequestMonitor;
IIS-HttpTracing;IIS-CustomLogging;IIS-ODBCLogging;IIS-Security;
IIS-BasicAuthentication;IIS-WindowsAuthentication;
IIS-DigestAuthentication;
IIS-ClientCertificateMappingAuthentication;
IIS-IISCertificateMappingAuthentication;
IIS-URLAuthorization;IIS-RequestFiltering;IIS-IPSecurity;
IIS-Performance;IIS-HttpCompressionStatic;
IIS-HttpCompressionDynamic;IIS-WebServerManagementTools;
IIS-ManagementScriptingTools;IIS-IIS6ManagementCompatibility;
IIS-Metabase;IIS-WMICompatibility;IIS-LegacyScripts;
IIS-FTPPublishingService;WAS-WindowsActivationService;
IIS-FTPPublishingService;IIS-FTPServer

2

确定以上步骤中指定的所有组件都已成功安装。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notepad C:\windows\logs\cbs\cbd.log

此操作将在记事本文本编辑器中打开日志文件 cbd.log。
3

检查日志文件 cbd.log 中的条目。最新的日志条目应类似以下内容：
Info CBS Pkgmgr: return code: 0x0
这条消息指示所有组件都已成功安装。

4

运行 oclist 命令以确认安装了下列组件：
IIS-WebServerRole；IIS-WebServer；IIS-IIS6ManagementCompatibility；
IIS-Metabase；IIS-WMICompatibility；IIS-FTPPublishingService；
WAS-WindowsActivationService；IIS-FTPPublishingService；
IIS-FTPServer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C:\>oclist

5

在希望配置 IIS 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重复执行上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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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IIS 服务组
创建 IIS 服务组
1

启动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Wizards (配置向导) > IIS Configuration Wizard (IIS 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上，指定服务组详细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Service Group Name
(服务组名称)

键入 IIS 服务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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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5

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这
些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系统，然
后单击向左箭头。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中单击
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系统优先级定义
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
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在 Configure IIS Sites (配置 IIS 站点) 面板上，向服务组中添加站点或从中删
除站点，配置 IP 地址、端口和虚拟计算机名称，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Add (添加)

选中对应于要在 VCS 中配置的站点的复选框。

IP

为每个要配置的站点键入虚拟 IP 地址。
确保一个虚拟 IP 地址只与一个虚拟计算机名称关联，反之
亦然。

Port (端口)

为每个要配置的站点键入端口号。

395

396 部属复制数据集群：安装新应用程序
配置服务组

6

在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 面板上，指定与虚拟 IP 地址相关的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IP Address (IP 地址)

显示虚拟 IP 地址。该向导按照与系统关联的虚拟 IP 地址
对系统进行分组。

Subnet Mask

键入与每个虚拟 IP 地址关联的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
Adapter Name
(适配器名称)

选择每个系统上与虚拟 IP 地址关联的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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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Application Pool Configuration (应用程序池配置) 面板上，为与每个站点关
联的应用程序池选择监视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Site Name (站点名称)

显示站点名称。

AppPoolMon

从 AppPoolMon 列表为每个站点选择监视选项。
NONE (无) - 代理将不监视与站点关联的应用程序池。
DEFAULT (默认) - 启动并监视与站点关联的根应用程序池。
ALL (全部) - 启动所有与站点关联的应用程序池，但仅监视
根应用程序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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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面板上，查看服务组配置，然后单击
Next ( 下一步 )。 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
置。 单击 Yes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 系统会显示
各种消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

Resource (资源)

列出已配置的资源。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更改资
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
按 F2。编辑资源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确认所做的更改。要取
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键。

Attributes (属性)

显示 Resources (资源) 列表中选定资源的属性及其所配置的
属性值。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该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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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要配置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需要创建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并为其
资源定义属性值。创建服务组后，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
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您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异常)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 %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
务组。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相应步骤，也可以远
程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来执行这些步骤。
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VCS 管
理指南》。
■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
必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

确定已装入应用程序所需的共享驱动器。

■

装入包含虚拟机 （将运行向导）的共享目录的驱动器。从集群的其他系统中
卸载这些驱动器。

■

确定 VCS 引擎 HAD 正在运行向导的系统上运行。

■

禁用将承载服务组的每个节点上的防火墙。

■

必须准备好下列信息。向导将提示您输入下列信息：
■

虚拟机的名称。

■

共享磁盘上存放虚拟硬盘文件的目标位置。

■

物理节点上要与虚拟机上的网络适配器关联的网络适配器。

■

有关监视心跳的信息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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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创建 MSVirtual Machine 服务组
1

启动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Wizards (配置向导) > MSVirtual Machine Configuration Wizard
(MS 虚拟机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选择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 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为服务组输入一个名称，并指定要在其上配置服务组的系统。

5

■

输入服务组的名称。

■

在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框中，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
务组的系统，并单击向右箭头将所选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系统，再单击向左箭头。

■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中单击该系统，再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
系统优先级定义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
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有最低优先级。

■

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
息，指示验证状态。

指定有关虚拟机的详细信息。
■

选择虚拟机。

■

对于每个虚拟磁盘，指定虚拟硬盘文件将移动到的目标文件夹。单击
Browse (浏览) 图标以浏览至相应的文件夹。

■

要为虚拟计算机启用详细信息监视，请选中 Monitor Heartbeats ( 监视心
跳) 复选框，然后在 No. of Monitor Cycles (监视循环数) 字段中输入失败
的心跳阈值。
该阈值指定声明资源发生故障之前，代理等待检测来自虚拟机的心跳的连
续监视循环数。

■

单击 Next (下一步)。

部属复制数据集群：安装新应用程序
配置服务组

6

7

在每个系统上选择对应于虚拟计算机的适配器。
■

对于集群中的每个系统，输入或单击一个要与虚拟机上的网络适配器关联
的网络适配器名称。
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
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箭头。
按照设计，虚拟 IP 地址字段和子网掩码字段处于禁用状态。

■

单击 Next (下一步)。

查看服务组配置。
Resources (资源) 框中列出了已配置的资源。单击某个资源可在 Attributes
(属性) 框中查看其属性以及所配置的属性值。
■

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更改资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按 F2。编
辑完每个资源名称后按 Enter。要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

单击 Next (下一步)。

■

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单击 Yes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系统会显示各种消息，指示
这些命令的状态。

8

在完成对话框中，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请选中相应的复选框。

9

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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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他任何应用程序配置服务组
要为其他任何应用程序配置服务组，需要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并为其资源定义属性
值。可以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执行此操作。创建服务组后，必须对共享内容进行
配置，使其在启动时自动装入。

先决条件
■

确定要配置的应用程序的二进制文件位于要对其上的服务组进行配置的节点上。

■

确定已装入应用程序所需的共享驱动器。

■

如果配置了 Windows 防火墙，请将下列各项添加到 Firewall Exceptions (防火
墙例外) 列表中：
■

端口 14150 或 VCS Command Server 服务
%vcs_home%\bin\CmdServer.exe。
其中，%vcs_home% 是 VCS 的安装目录，通常为 C:\Program Files\
Veritas\Cluster Server。

端口 14141
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Server Core 上，必须手动添加所需的资源并配置服
务组。可以使用命令行在 Server Core 计算机上直接执行这些步骤，也可以使
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远程执行这些步骤。
有关使用命令行和 Cluster Manager（Java 控制台）的说明，请参考《VCS 管
理指南》。
■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上启用了用户访问控制 (UAC)，则
必须使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模式启动命令提示符，然后运行 VCS 命令。
在配置服务组之前，请查看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中所述的 FileShare
代理的资源类型和属性定义。
■

运行该向导之前，确保下列信息准备就绪：
■

要为其配置资源的应用程序的类型。

■

应用程序所使用的共享存储。

■

注册表复制信息。

■

网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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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
创建应用程序服务组
1

启动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
程序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指定服务组名称和系统列表。

■

输入服务组的名称。

■

在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框中，选择要在其上配置服务
组的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图标将所选系统移到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系统，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列表中选择该系统，然后单击向左箭头。

■

要更改某个系统在服务组系统列表中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列表中选择该系统，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和向
下箭头。位于列表顶部的系统具有最高优先级，而位于列表底部的系统具
有最低优先级。

■

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息，
指示验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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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提供相应的选项用于指定要配置的
应用程序的类型。可用选项包括：
■

Generic Service： 使用 Generic Service 代理配置服务。 该代理可使服务
联机、脱机并可监视其状态。请参见第 404 页上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

Process：使用 Process 代理配置进程。该代理可使进程联机、脱机并可监
视其状态。请参见第 408 页上的 “配置进程”。

■

Service Monitor： 使用 ServiceMonitor 代理配置服务。 该代理可监视服
务，或启动用户定义的脚本并解释脚本的退出代码。请参见第 412 页上的
“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创建)，从对应
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GenericService，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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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为其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的服务的名称。同时指定该资源的属性。

■

单击与 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 文本框相邻的 (...) 图标。

■

在 Services (服务) 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服务，然后单击 OK (确定)。选定
的服务会显示在 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 文本框中。

■

在 Start Parameters (启动参数) 文本框中，提供服务的启动参数 （如果
存在）。

■

在 Delay After Online (联机后延迟) 文本框中，指定代理在服务联机之后、
启动监视例程之前等待的秒数。

■

在 Delay After Offline (脱机后延迟) 文本框中，指定代理在服务脱机之后、
启动监视例程之前等待的秒数。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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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要在其上下文中运行服务的用户的信息。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本地系统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其他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This Account (此
帐户)。并为该用户帐户指定 Domain Name (域名)、 User Name (用户名)
和 Password (密码)。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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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GenericService 资源所需的共享存储。 所选的共享存储将会添加到该服务
的二进制文件所在的装入点。

■

在 Available Shared Drives (可用共享驱动器) 框中，选中与共享驱动器相
邻的复选框。

■

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 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 面板中，查看
GenericService 资源的摘要。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将出现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重复步骤 1 至步骤 5。

■

要配置 Process 资源，请转至第 408 页上的“配置进程”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请转至第 412 页上的“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其他资源 （包括 FileShare、 Registry Replication 和 Network 资
源），请转至第 415 页上的 “配置 VCS 组件”以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不希望向服务组添加任何其他资源，请转至第 421 页上的“配置应用程序依赖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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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进程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创建)，从对应的
列表中选择 Process (进程)，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2

指定该进程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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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tart Program (启动程序) 文本框中，指定将启动 VCS 所监视进程的程
序的完整路径。可以选择键入该程序的位置，也可以使用 (...) 图标浏览至
相应位置。

■

在 Start Program Parameters (启动程序参数) 文本框中，指定 Process 代
理启动程序使用的参数。

■

在 Program Startup Directory (程序启动目录) 文本框中，输入 Process 代
理程序的完整路径，或者单击 (...) 图标浏览至相应位置。

■

在 Stop Program ( 停止程序 ) 文本框中，输入可停止启动程序所启动进程
的程序的完整路径，或者单击 (...) 图标浏览至相应位置。

■

在 Stop Program Parameters (停止程序参数) 文本框中，指定停止程序使
用的参数。

■

在 Monitor Program (监视程序) 文本框中，输入可监视启动程序的程序的
完整路径，或者单击 (...) 图标浏览至相应位置。
如果没有为该属性指定值，则 VCS 会监视启动程序。如果启动程序是用
于启动其他程序的脚本，则必须指定监视程序。

■

在 Monitor Program Parameters (监视程序参数) 文本框中，指定监视程序
使用的参数。

■

在 Clean Program (清除程序) 文本框中，输入清除进程的完整路径，或者
单击 (..) 图标浏览至相应位置。

■

如果没有指定任何值，代理将终止启动程序所指示的进程。

■

在 Clean Program Parameters (清除程序参数) 文本框中，指定清除程序使
用的参数。

■

如果希望进程与 Windows 桌面交互，请选中 Process interacts with the
desktop (进程与桌面交互) 复选框。通过设置此选项，用户可干预进程。

■

单击 Next (下一步)。

409

410 部属复制数据集群：安装新应用程序
配置服务组

3

指定要在其上下文中运行进程的用户的信息。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本地系统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其他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This Account (此
帐户)。并为该用户帐户指定 Domain Name (域名)、 User Name (用户名)
和 Password (密码)。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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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Process 资源所需的共享存储。所选的共享存储将会添加到该服务的二进
制文件所在的装入点。

■

在 Available Shared Drives (可用共享驱动器) 框中，选中与共享驱动器相
邻的复选框。

■

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 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 面板中，查看 Process (进
程) 资源的摘要。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将出现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Process 资源，请重复步骤 1 至步骤 5。

■

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参见第 404 页上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请转至第 412 页上的“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其他资源 （包括 FileShare、 Registry Replication 和 Network 资
源），请转至第 415 页上的 “配置 VCS 组件”以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不希望向服务组添加任何其他资源，请转至第 421 页上的“配置应用程序依赖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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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创建)，从对应的
下拉列表中选择 ServiceMonitor，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2

指定要监视的服务或用户定义的用来监视服务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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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使用 VCS 监视服务，请执行下列操作：
■

选择 Service (服务) 选项，然后单击与 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 文本框相
邻的图标 (...)。

■

在 Service (服务) 对话框中，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OK (确定)。选定的服务
名称会显示在 Service Name ( 服务名称 ) 文本框中。或者，也可以键入要
监视的服务名称。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要使用脚本监视服务，请执行下列操作：

3

■

使用浏览按钮 (...) 指定脚本的完整路径。

■

为该脚本指定参数。

■

指定代理从监视脚本收到返回值所需的时间 （以秒为单位）。

■

单击 Next (下一步)。

指定要在其上下文中监视服务的用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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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本地系统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Local System
account (本地系统帐户)。

■

要将服务配置为在其他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请单击 This Account (此
帐户)。并为该用户帐户指定 Domain Name (域名)、 User Name (用户名)
和 Password (密码)。
如果在第 412 页上的步骤 2 中选择的服务是在本地系统帐户的上下文中
运行，则会禁用 This Account (此帐户) 选项。同样，如果该服务是在任何
其他用户帐户上下文中运行，则会禁用 Local System account ( 本地系统
帐户）选项。

单击 Next (下一步)。
ServiceMonitor 资源属于永久性资源类别。此类资源不依赖于其他 VCS 资源
（包括共享存储）。因此，如果选择 ServiceMonitor 选项，则不会显示 Shared
Storage Option (共享存储选项) 面板。
■

4

在 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 面板中，查看
ServiceMonitor 资源的摘要。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将出现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ServiceMonitor 资源，请重复 步骤 1 至步骤 4。

■

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参见第 404 页上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 Process 资源，请参见第 408 页上的“配置进程”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其他资源 （包括 FileShare、 Registry Replication 和 Network 资
源），请转至第 415 页上的 “配置 VCS 组件”以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不希望向服务组添加任何其他资源，请转至第 421 页上的“配置应用程序依赖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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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CS 组件
使用 GenericService 或 Process 资源配置的应用程序可能需要文件共享组件、网络
组件或 Registry Replication 资源。可以仅为使用向导创建的服务组配置这些 VCS
组件。
注意：只有在配置所有应用程序资源后，才能配置这些组件。在配置这些组件后，
该向导会创建服务组。要添加更多应用程序资源，必须在 Modify (修改) 模式下重
新运行该向导。
配置 VCS 组件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onfigure Other
Components (配置其他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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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要为应用程序配置的 VCS 组件。

可用选项包括：
■

File Share Component (文件共享组件)：选择此选项可为应用程序配置
FileShare 资源。要配置 FileShare 资源，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如果选择配置文件共享组件，则会默认选中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
组件) 复选框。

■

Registry Replication Component (注册表复制组件)：选择此选项可为应用
程序配置注册表复制。要配置 Registry Replication 资源，请转至第 419 页
上的步骤 5。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选择此选项可为应用程序配置网络组件。
如果希望配置虚拟计算机名称，还需选中 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
件)。要配置网络资源，请转至第 420 页上的步骤 6。
除非已选中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 复选框，否则该向导不会启用
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件) 复选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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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FileShare 资源
仅当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选择了文件共享组件后，
才会显示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文件共享配置) 面板。
3

为待创建的 FileShare 资源指定配置信息。

输入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客户端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服务器。
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

■

单击 List Shares (列出共享项) 以查看共享存储中所有现有共享项。选择一
个共享项并单击 Add (添加)。

■

在 Path (路径) 列中，键入或单击要共享的目录路径。单击 Edit (编辑) 图标
(...) 以浏览至相应的文件夹。选定的目录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

选定的驱动器、装入路径和文件路径不能是 VCS 配置中已有的。

要共享的目录必须位于共享的非系统驱动器上。
向导会验证选定的目录，如果该目录不符合上述任意一个条件，就会显示
一条错误消息。
■

■

如果已经共享选定的目录， Share Name (共享名称) 列会列出共享该目录
所用的名称。可以选择已列出的共享名称，以使现有共享项高度可用。此
外，还可以通过键入新的共享名称为同一目录创建新的共享项。

■

要使该新共享项成为一个隐藏的共享项，请选中 Hide Share (隐藏共享项)。
要共享子目录，请选中 Share Subdirs ( 共享子目录 )。要隐藏共享子目录，
请选中 Hide Child Shares (隐藏子共享项)。

■

单击 Add (添加) 可添加文件共享项。对每个要创建的文件共享项重复上述
步骤。单击 Remove (删除) 可从配置中删除文件共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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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开始验证您的配置。系统会显示各种消息，指
示验证状态。完成验证之后，将显示 Share Permissions (共享权限) 面板。

为文件共享项指定用户并为用户分配权限。

■

从 Select the FileShare (选择文件共享)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权限关联
的文件共享，或者选择默认 All FileShares (所有文件共享) 为所有文件共享
设置相同的权限。

■

从 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择权限) 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与用户关联的权限。

■

单击与 Select the User (选择用户) 列表相邻的 ... （省略号按钮），选择要
为其分配选定文件共享权限的用户，然后单击 OK (确定)。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将指定用户添加到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中。将为选定用
户分配在 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择权限) 列表中选择的权限。默认情况
下，所有选定用户都被授予 READ_ACCESS 权限。

■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将显示选定用户及其文件共享权限的列表。
最多可以为每个文件共享项配置 50 个用户。要配置更多用户，请创建用
户组。

■

要更改与某个用户关联的文件共享权限，请在 Selected Users (选定用户)
列表中单击该用户名，然后从 Select the Permission (选择权限) 下拉列表
中选择所需的权限。

要拒绝某个用户对文件共享项的访问权限，请在 Selected Users ( 选定用
户) 列表中单击该用户名，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对要为其指定用户并分配用户权限的每个文件共享项重复该过程。

■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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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选择了 Registry
Replication (注册表复制)，请转至下一步。否则，请转至第 420 页上的
步骤 6。
配置注册表复制
仅当选择了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配置 Registry
Replication Component (注册表复制组件) 时，才会显示 RegistryReplication
(注册表复制) 面板。
5

指定要复制的注册表项。

■

指定共享磁盘上记录注册表更改的目录。

■

单击 Add (添加)。

■

在 Registry Keys (注册表项) 对话框中，选择要复制的注册表项。

■

单击 OK (确定)。

所选注册表项将添加到 Registry KeyList (注册表项列表) 框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从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选择了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请转至下一步。否则，请转至第 420 页上的步骤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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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络组件
仅当选择了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配置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 时，才会显示 Virtual Computer Configuration (虚拟
计算机配置) 面板。
6

指定与网络相关的信息。
■

输入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其他节点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该节点。请注
意，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请注意，仅当选择了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配置
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件) 时，才会显示 Virtual Computer Name
(虚拟计算机名称) 文本框。但是，如果选择在服务组中配置 FileShare 资源，
则不会显示 Virtual Computer Name (虚拟计算机名称) 文本框。在这种情况
下， Lanman 资源将使用为 FileShare 资源指定的虚拟计算机名称。

■

为虚拟服务器输入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

■

输入虚拟服务器所属的子网。

■

单击 Advanced...(高级...) 以为 Lanman 资源指定其他详细信息。
■

选中 AD Update required (需要更新 AD) 以使 Lanman 资源可以使用
虚拟名称更新 Active Directory。

为虚拟服务器的 Organizational Unit ( 组织单元 ) 选择标识名。默认
情况下，Lanman 资源会将虚拟服务器添加到默认容器“计算机”中。
VCS Helper 服务的用户帐户必须对指定的容器具有足够的权限才能创建
并更新计算机帐户。

■

■

7

单击 OK (确定)。

■

针对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
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Display Name (适配器显示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
箭头。
请注意，该向导将显示系统中所有已启用 TCP/IP 的适配器，包括专用网
络适配器 （如果适用）。确定选择的是指定给公共网络的适配器，而不是
指定给专用网络的适配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将显示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要配置其他 VCS 组件，请重复第 415 页上的步骤 1 至第 420 页上的步
骤 6。

■

要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请参见第 404 页上的“配置 GenericService
资源”以了解相关说明。

■

要配置 Process 资源，请参见第 408 页上的“配置进程”以了解相关说明。

要配置 Service Monitor 资源，请参见第 412 页上的 “配置 ServiceMonitor
资源”，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不希望向服务组添加任何其他资源，请转至第 421 页上的“配置应用程序
依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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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通过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可以为应用程序资
源和其他使用该向导配置的 VCS 组件创建服务组。 本节介绍如何使用该向导创建
服务组。
创建服务组
1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onfigure application
dependency and create service group (配置应用程序依赖关系并创建服务组)。

仅当符合下列条件时才启用此选项：
■

已使用向导配置资源和 VCS 组件。

■

已单击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的 Modify Service Groups (修改
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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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应用程序之间的依赖关系。

必须至少为要显示的 Application Dependency (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面板配置
两项资源。在这两项资源中，必须有一项为 GenericService 资源或 Process
资源。
■

从 Select Application ( 选择应用程序 ) 列表中，选择将依赖于其他应用程
序的应用程序。所选应用程序将成为父应用程序。

■

从 Available Applications (可用应用程序) 列表中，选择父应用程序将依赖的
应用程序，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图标，将该应用程序移到 Child Applications
(子应用程序) 列表中。

■

要从 Child Applications ( 子应用程序 ) 列表中删除某个应用程序，请在该
列表中选择此应用程序，并单击向左箭头。

■

对所有要为其创建依赖关系的此类应用程序重复这些步骤。

单击 Next (下一步)。
通过 Application Dependency ( 应用程序依赖关系 ) 面板，可以链接使用该向
导配置的资源。 如果这些资源依赖于 VCS 环境之外的其他服务，则应首先为
此类服务配置资源，然后再创建适当的依赖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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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服务组配置。

Resources (资源) 框中列出了已配置的资源。单击某个资源可在 Attributes (属
性) 框中查看其属性及其所配置的属性值。
■

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更改资源的名称 （如果需要）。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称，请选择该资源名称，然后单击该名称或按 F2。编
辑完每个资源名称后按 Enter。要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

单击 Next (下一步)。

■

将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向导将运行命令来修改服务组配置。单击 Yes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系统会显示各种消息，指示
这些命令的状态。执行这些命令后，将显示完成对话框。

4

如果要使服务组在本地系统上联机，可在完成面板中选中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

5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该服务组并退出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
用程序配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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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主系统区域
在服务组中设置主区域（区域 0）内的系统，指定首次故障切换到主区域内的系统。
设置主系统区域
1

从 VC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登录到集群。

2

在左窗格中和右窗格的 Properties (属性) 选项卡中，选择服务组。

3

在 Properties (属性) 窗格中，单击 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全部属性) 按钮。

4

在 Attributes View (属性视图) 中，向下滚动并选择 SystemZones 属性。

5

单击 SystemZones 属性对应的 Edit (编辑) 图标。

6

在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对话框中，单击加号并输入系统和主区域的区域
编号 （区域 0）。

7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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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主区域中的安装
模拟故障切换是配置测试的一个重要部分。
要验证集群的配置，请移动联机组或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

使用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将所有服务组从一个节点切换
至另一个节点。

■

通过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来模拟本地集群故障切换。

切换服务组
1

在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树中的集群，单击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然后在视图面板中右键单击服务组的图标。
■

单击 Switch To (切换至)，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节点。

■

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此时选定的服务组将在原始节点上脱机，而
在选定的节点上联机。
如果有多个服务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切换了所有服务组为止。

2

验证服务组是否在切换至的节点 （在步骤 1 中选择）上联机。

3

要将所有资源移回原始节点，请针对每个服务组重复步骤 1。

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1

正常关闭或重新启动服务组在上面处于联机状态的集群节点。

2

在其他节点上的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中，连接到集群。

3

验证服务组是否已成功进行故障切换，并在系统列表中的下一节点上联机。

4

如果需要将所有服务组移回原始节点，请执行下列操作：
■

重新启动在步骤 1 中关闭的节点。

■

单击 Switch To (切换至)，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节点。

■

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
此时选定的服务组将脱机并在选定的节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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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助区域中创建并行环境
在开始配置辅助区域之前，请在主区域的应用程序服务组中将下列资源脱机：
■

应用程序资源

■

应用程序虚拟 IP 资源

其余资源应处于联机状态，包括 VMDg 资源和 MountV 资源。
在 VEA 中，请确保从已配置的卷中删除所有驱动器盘符，以避免在配置区域时发生
冲突。
在主区域 （区域 0）中设置 SFW HA 环境后，使用以下列表中的准则在辅助区域
（区域 1）中完成相同的任务。
■

第 328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第 332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第 333 页上的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

第 336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

第 343 页上的 “配置 VxSAS”

■

第 427 页上的 “将辅助区域中的系统添加到集群”

■

第 362 页上的 “配置磁盘组和卷”
在为辅助区域创建磁盘组和卷的过程中，请确保下列各项与主区域的集群完全
相同：

■

■

集群磁盘组名称

■

卷大小

■

卷名

■

驱动器盘符

第 372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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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辅助区域中的系统添加到集群
使用以下过程可将辅助区域中的节点添加到现有集群。
向 VCS 集群中添加节点
1

启动 VCS 集群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集群
配置向导)。
从要添加的节点或者集群中的某个节点运行向导。所添加的节点应为该集群所
属的域的一部分。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Cluster Operations (集群
操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 面板中，选择或键入集群所在域的名称，然后选择
发现选项。

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
■

清除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

单击 Next (下一步)。
转至第 430 页上的步骤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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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 （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

5

■

选中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
列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选择的是检索系统列表，请转至第 429 页上的步骤 6。否则，请转至
下一步。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完成下列操作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键入集群中某个节点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键入要添加到集群中的系统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如果仅指定现有集群的一个节点，则向导将发现该集群中的所有节点。要向现
有的集群中添加节点，必须至少指定两个节点：一个是集群中已有的节点，另
一个是要添加到集群中的节点。
转至第 430 页上的步骤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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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指定要添加的系统以及要将这些系统
添加到的集群节点。

输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将系统添加到 Selected Systems (选定系
统 ) 列表中。或者，可以从 Domain Systems ( 域系统 ) 列表中选择系统并单击
向右箭头图标。
如果仅指定现有集群的一个节点，则向导将发现该集群中的所有节点。要向现
有的集群中添加节点，必须至少指定两个节点：一个是集群中已有的节点，另
一个是要添加到集群中的节点。
7

System Report (系统报告) 面板显示之前指定的所有系统的验证状态：
Accepted (已接受) 或 Rejected (已拒绝)。
可能由于以下任一原因而拒绝某个系统：
■

系统无法 ping。

■

在系统上 WMI 访问处于禁用状态。

■

向导无法检索系统体系结构或操作系统。

系统上未安装 VCS 或 VCS 的版本与运行向导的系统上所安装的版本不同。
单击系统名称可以查看验证详细信息。如果希望包括已拒绝的系统，请根据拒
绝原因纠正错误，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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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集群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Edit Existing
Cluster (编辑现有的集群)，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9

在 Cluster Selection (集群选择) 面板上，选择要编辑的集群，然后单击 Next (下
一步)。
如果您在第 427 页上的步骤 4 中选择的是手动指定系统，则将仅显示那些配置
了指定系统的集群。

10 在 Edit Cluster Options (编辑集群选项) 面板上，单击 Add Nodes (添加节点)，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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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 集群用户信息 ) 对话框中，键入具有该集群的管
理权限的用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 OK (确定)。
仅当向具有 VCS 用户权限的集群 （该集群不是安全集群）中添加节点时，才
将出现 Cluster User Information (集群用户信息) 对话框。
11 在 Cluster Details (集群详细信息) 面板上，选中要添加到集群中的系统旁边的
复选框，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右窗格中列出了属于集群的节点。左窗格中列出了可以添加到集群中的系统。
12 向导将验证选定的系统是否为集群的成员。验证节点之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节点未通过验证，请查看与该失败相关联的消息，并在纠正问题之后重新
启动向导。
13 在 Private Network Configuration (专用网络配置) 面板上，在每个要添加的系
统上配置 VCS 专用网络通信，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配置 VCS 专用网络通
信的方式取决于其在集群中的配置方式。如果 LLT 是基于以太网配置的，则必
须在所添加的节点上使用相同的配置方式。 同样，如果 LLT 在集群中是基于
UDP 配置的，则也必须在所添加的节点上使用相同的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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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配置基于以太网的 VCS 专用网络

■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
Symantec 建议为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但是，您可以降低其
中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将低优先级的 NIC 用于公共通信和专用通信。

■

如果在选定的系统上只有两个 NIC，建议您降低至少一个将用于专用
网络通信和公共网络通信的 NIC 的优先级。
要降低某个 NIC 的优先级，请右键单击该 NIC 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
Low Priority (低优先级)。

如果配置中包含成组的 NIC，向导会将其组合成 NIC Group #N (NIC
组 N)，其中 N 表示指定给成组 NIC 的编号。成组 NIC 是逻辑 NIC，它
是通过将几个物理 NIC 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 同一组中的所有 NIC
具有相同的 MAC 地址。Symantec 建议您不要选择成组 NIC 用于专用
网络。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以太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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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层的 VCS 专用网络

■

选中 Configure LLT over UDP (配置基于 UDP 的 LLT) 复选框。

■

在 Port number for Link1 (Link1 的端口号) 和 Port number for Link2
(Link2 的端口号) 字段中指定唯一的 UDP 端口。可以使用 49152 到
65535 范围内的端口。默认端口号分别为 50000 和 50001。

■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Symantec 建议为
VCS 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

■

对于每个选定的 NIC，验证所显示的 IP 地址。如果为选定的 NIC 指定
了多个 IP 地址，请双击该字段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IP 地址。
每个 IP 地址可以处于不同的子网中。
IP 地址用于指定 UDP 端口上的 VCS 专用通信。

对于每个选定的 NIC，请双击 Link (链路) 列中各自的字段，并从下拉列
表中选择一个链路。为每个 NIC 指定不同的链路 （Link1 或 Link2）。
每个链路都与之前指定的 UDP 端口关联。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 UDP）。指定的 UDP 端口
将用于专用网络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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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 Public Network Communication (公共网络通信) 面板上，针对所添加的每
个系统，为公共网络通信选择一个 NIC，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只有在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并且所添加的系统具有多个适配器时，
此步骤才适用。如果该系统只有一个适配器用于公共网络通信，向导会自动配
置该适配器。
15 指定 VCS Helper 服务将在其上下文中运行的用户的凭据。
16 检查摘要信息并单击 Add (添加)。
17 向导会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以添加节点。在成功运行所有的命令之后，请单击
Finish (完成)。
返回到任务列表第 426 页上的 “在辅助区域中创建并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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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
在主区域和辅助区域中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可以使用 Create RDS (创建 RDS)
向导为两个区域配置 RDS。
■

确定数据卷不为下列类型。 VVR 不支持下列类型的卷：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软件） RAID 5 卷

■

包含脏区日志 (DRL) 的卷

■

已属于其他 RVG 的卷

■

卷名包含逗号的卷

■

确定在主区域和辅助区域中导入集群磁盘组并装入卷。

■

如果尚未配置 VxSAS 服务，请执行此操作。
请参见第 343 页上的 “配置 VxSAS”。

创建复制数据集
1

在主站点上导入集群磁盘组的集群节点中，启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

使用 VEA 控制台启动 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
集向导)。
或

■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来启动 VEA。
在 VEA 控制台中，依次单击 View (查看) > Connection (连接) >
Replication Network (复制网络)。

2

右键单击 Replication Network (复制网络) 并选择 Set up Replicated Data Set
(设置复制数据集)。

3

阅读 Welcome (欢迎) 页上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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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定复制数据集 (RDS) 和复制卷组 (RVG) 的名称。

默认情况下，会将本地主机选择为 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机)。要指定其他主
机名称，请确保所需主机连接到 VEA 控制台并在 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机)
列表中将其选中。
如果所需的主节点主机未连接到 VEA 控制台，则它不会出现在 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机) 字段的下拉列表中。使用 VEA 控制台连接到该主机。
5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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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表中选择将要进行复制的动态磁盘组和数据卷。

要选择多个卷，请在按住 Shift 键或 Ctrl 键的同时使用向上键或向下键。
默认情况下，将针对所有选定卷自动添加镜像 DCM 日志。如果磁盘空间不足
以创建带有两个 plex 的 DCM 日志，则会创建一个 plex。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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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选择或为 Replicator Log (复制器日志) 页创建一个卷，如下所示：

选择现有卷
■

在表 (APP_REPL_LOG) 中选择复制器日志卷。
如果此表中未显示卷，请单击 Back (上一步) 并确认未在前一页中选择复
制器日志卷。

单击 Next (下一步)。
创建新卷
■

■

单击 Create Volume (创建卷) 并在显示的对话框中输入下列信息。
Name (名称)

在 Name (名称) 字段中输入卷的名称。

Size (大小)

在 Size (大小) 字段中输入卷的大小。

Layout (布局)

选择所需的卷布局。

Disk Selection

■

如果希望 VVR 为复制器日志选择磁盘，请选择
Select disks automatically (自动选择磁盘)。

■

选择 Select disks manually (手动选择磁盘)，使用可
用磁盘窗格中的特定磁盘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双击磁盘进行选择，或者选择 Add (添加) 将磁盘移动
到选定磁盘窗格中。

(磁盘选择)

■

单击 OK (确定) 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

在 Select or create a volume for Replicator Log (选择或创建复制器日志
卷) 对话框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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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查看摘要页上的信息并单击 Create Primary RVG (创建主 RVG)。

10 成功创建主 RVG 之后， VVR 会显示以下消息：
RDS with Primary RVG has been created successfully. Do you want
to add Secondary host to this RDS for replication now?

单击 No (否) 将退出 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集向导)
而不添加辅助节点主机。要在以后添加辅助节点主机，请使用 RDS 右键菜单
中的 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
单击 Yes (是) 会将辅助节点主机立即添加到主 RDS。将出现 Specify Secondary
host for replication (为复制指定辅助节点主机) 页面。
11 在 Specify Secondary host for replication (为复制指定辅助节点主机) 页面
上，在 Secondary Host (辅助节点主机) 字段中输入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或 IP
地址。单击 Next (下一步)。如果辅助节点主机未连接到 VEA，则在单击 Next
(下一步) 时向导会尝试将其连接。该向导仅允许指定一台辅助节点主机。可以
使用 RDS 右键菜单中的 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添加其他辅
助节点主机。
等待连接过程完成后，再次单击 Next (下一步)。
12 如果辅助节点主机上只有一个不包含任何数据卷或复制器日志的磁盘组（与主
节点主机上一样），则 VVR 会显示一条消息。请仔细阅读此消息。
仅当磁盘组中的磁盘具备下列条件时，在辅助节点主机上自动创建卷的选项才
可用：
■

拥有与主节点主机上的空间大小相同或更大的空间

拥有足够的空间来创建具有与主节点主机上相同布局的卷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则可通过 RDS 设置向导手动创建所需的卷。
■

■

单击 Yes (是) 将自动创建辅助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

■

单击 No (否) 以使用 Volume Information on the connected hosts (已连接
的主机上的卷信息) 页面手动创建辅助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

13 将出现 Volume Information on the connected hosts (已连接的主机上的卷信
息) 页面。如果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已连接到 VEA，此页面将显示有关
辅助节点上卷的可用性的信息。
如果在主节点主机上可用的全部所需的卷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也可用，则不会出
现此页面。
■

如果尚未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所需的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则此页面会
针对辅助节点主机上的卷名显示相应的消息。

■

如果发生错误或需要创建卷，则会显示带有红色图标和情况说明的卷。要处
理错误或在辅助站点上创建新的复制器日志卷，请单击辅助站点上的卷，再
单击可用任务按钮并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
可能必须创建新卷、重新创建卷或调整卷大小（更改属性）或者删除 DRL
或 DCM 日志，这取决于主站点上的卷和辅助站点上的卷之间的差异。
当所有复制卷都满足复制要求并显示绿色复选标记时，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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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复制的所有数据卷都满足要求，则不会显示此界面。

14 填写 Edit replication settings (编辑复制设置) 页面，为辅助节点主机指定基本
和高级复制设置，如下所示：

■

要修改此页面上列出的各个默认值，请从各个属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
的值。如果不希望修改基本属性，则单击 Next (下一步) 时可使用默认值
启动复制。

Primary side IP
(主端 IP)
Secondary side IP
(辅助端 IP)

输入将用于复制的主 IP 资源的虚拟 IP 地址。如果有多个 IP 地址
可用于复制，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一个。如果列
表中未显示所需的 IP 地址，请编辑该字段以添加 IP 地址。
输入将用于复制的辅助站点的虚拟 IP 地址。如果有多个 IP 地址可
用于复制，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一个。如果列表中
未显示所需的 IP 地址，请编辑该字段以添加 IP 地址。

部属复制数据集群：安装新应用程序
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

Replication Mode
(复制模式)

选择所需的复制模式：Synchronous Override (同步改写)、
Synchronous (同步) 或 Asynchronous (异步)。默认模式为同步
改写。
通过 Synchronous Override (同步改写)，可在常规操作条件下进
行同步更新。如果辅助站点与主站点断开连接，并且主站点上发
生写操作，则复制模式会临时切换到 Asynchronous (异步)。
Synchronous (同步) 仅在辅助站点成功接收更新之后才会确定主
站点上应用程序的更新已完成。
Asynchronous (异步) 在 VVR 于复制器日志中更新后确定主站点
上应用程序的更新已完成。此后， VVR 会将数据写入数据卷并将
更新异步复制到辅助站点。
如果将辅助站点设置为同步复制模式并断开其连接，则可能会显
示具有 NTFS 文件系统的主数据卷，其状态为 MISSING (丢失)。

Replicator Log

当主 RVG 中的所有卷都包含 DCM 日志时，复制器日志溢出保护默
Protection (复制器 认选定的模式为 AutoDCM。在复制器日志溢出时，会启用 DCM。
日志保护)
当复制器日志溢出时， DCM 选项会对辅助节点主机启用复制器日
志保护，并且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间的连接将丢失。仅当主 RVG
下的所有数据卷都包含与其关联的 DCM 日志时，此选项才可用。
Off (关闭) 选项将禁用复制器日志溢出保护。
如果是 Bunker 节点，默认情况下，复制器日志保护会设置为 Off
(关闭)。因此，如果由于 Bunker RLINK 致使主 RLINK 溢出，则会
将此 RLINK 分离。
Override (改写) 选项将启用日志保护。 如果辅助节点仍然处于连
接状态，并且复制器日志将要溢出，则将停止写入，直到复制器日
志中具有预定的 5% 或 20 MB （取两者中较少者）的空间为止。
如果由于连接断开或者管理操作而使辅助节点处于不活动状态，则
将禁用复制器日志保护，并且复制器日志将会溢出。
Fail (失败) 选项将启用日志保护。 如果日志将要溢出，则将停止写
入，直到复制器日志中具有预定的 5% 或 20 MB （取两者中较少
者）的空间为止。如果主 RVG 和辅助 RVG 之间的连接中断，则对
主 RVG 进行任何新的写入操作都将失败。
Primary RLINK
Name

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所选的主 RLINK 名称。如果未指定任何名
称， VVR 将分配一个默认名称。

(主 RLINK 名)
Secondary RLINK
Name
(次 RLINK 名)

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所选的次 RLINK 名称。如果未指定任何名
称， VVR 将分配一个默认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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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Next (下一步) 将使用默认设置启动复制。
15 单击 Advanced (高级) 以指定高级复制设置。根据需要编辑辅助节点主机的复
制设置。

Latency protection
(延迟保护)

确定主站点上的写操作延迟时间，以允许辅助站点在进行新写入
操作之前 “赶上”更新。
■

Off (关闭) 为默认选项，可禁用延迟保护功能。

■

Fail (失败) 启用延迟保护功能。如果未完成的写操作数量达
到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在下面介绍），并且辅助
站点处于连接状态，则 VVR 会停止后续写操作，直到未完
成的写操作数量降低到 Low Mark Value (低标记值) （在下
面介绍）为止。如果辅助站点断开连接，则后续写操作会
失败。

■

Override (改写) 启用延迟保护功能。当辅助站点断开连接
时，此选项相当于 Off (关闭) 选项；当辅助站点处于连接状
态时，此选项相当于 Fail (失败) 选项。

警告：控制写操作会影响主站点上的应用程序性能；请根据复制
吞吐量和应用程序的写入模式，仅当必要时才使用此保护功能。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Low Mark Value
(低标记值)

仅当选择 Override (改写) 或 Fail (失败) 延迟保护选项时启用。
该值将触发写操作延迟，并会指定等待复制到辅助站点的未决复
制器日志更新的最大数量。默认值为 10000，此为复制器日志中
允许的最大更新数量。
仅当选择 Override (改写) 或 Fail (失败) 延迟保护选项时启用。
达到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之后，将延迟对复制器日志进
行写操作，直到未决更新的数量降至辅助站点可以 “赶上”主站
点上活动的可接受点为止；此可接受点由 Low Mark Value (低标
记值) 确定。默认值为 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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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当确定延迟保护的高标记值和低标记值时，请选择足够但不要过大的范围以免长
期控制写操作。
Protocol (协议)

UDP/IP 是默认的复制协议。

Packet Size

对辅助站点上主机的更新是以数据包的形式发送的；默认大小是
1400 字节。仅当选择 UDP/IP 协议时才会启用选择数据包大小的
选项。

(数据包大小)

Bandwidth (带宽)

默认情况下，VVR 使用最大的可用带宽。要控制所使用的带宽，
请以 Mbps 为单位指定带宽限制。

单击 OK (确定) 关闭该对话框。
16 单击 Next (下一步)。
17 在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页面上，选择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

如果已创建虚拟 IP，请选择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
同步) 选项，默认情况下建议使用此选项进行初始设置，以开始
同步辅助站点并立即启动复制。
如果尚未创建用于复制的虚拟 IP，则自动同步会保持暂停状态，
并在创建 Replication Service Group (复制服务组) 并使其联机之
后继续进行。
选择此选项后， VVR 将默认执行智能同步，仅复制文件系统正
在使用的卷上的那些块。如果需要，可以禁用智能同步。
注意：智能同步仅适用于包含 NTFS 文件系统的卷，而不适用于
原始卷或包含 FAT/FAT32 文件系统的卷。

Synchronize from
Checkpoint
(从检查点同步)

如果要使用此方法，必须首先创建检查点。
如果主数据卷上包含大量数据，则可能首先需要针对现有数据，
结合使用检查点和备份还原方法同步辅助站点。还原完成之后，
使用 Synchronize from Checkpoint (从检查点同步) 选项从检查
点启动复制，将辅助站点和执行备份还原期间发生的写操作进
行同步。
有关从检查点同步的信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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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添加辅助站点而不启动复制，请取消选择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选
项。以后可以使用辅助 RVG 右键菜单中的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选项
启动复制。
单击 Next (下一步) 可显示 Summary (摘要) 页面。

18 查看信息。
单击 Back (上一步) 可更改已指定的任何信息，单击 Finish (完成) 可将辅助节
点主机添加到 RDS 并退出向导。
如果已为应用程序设置其他磁盘组，请对其他每个磁盘组重复第 435 页上的 “设置
复制数据集 (RDS)”这一过程。请为 Replicated Data Set (复制数据集) 和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复制卷组) 提供唯一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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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混合型 RVG 服务组进行复制
RVG 服务组之所以称为混合型，是因为其行为类似于区域内的故障切换服务组，
以及区域之间的并行服务组。
有关服务组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通过复制和修改应用程序服务组的组件，可以手动配置 RVG 服务组资源。然后，
可以创建新的 RVG 资源并使其联机。
表 12-6 列出了 RVG 服务组中用于 RDC 的资源。
表 12-6

复制服务组资源

资源

说明

IP

用于复制的 IP 地址

NIC

此 IP 的关联 NIC

磁盘组的 VMDg

应用程序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磁盘组的 VvrRvg

应用程序的复制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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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RVG 服务组
要包含用于复制的资源，需要创建混合型复制卷 (RVG) 服务组
创建混合型 RVG 服务组
1

从 VC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 登录到集群。

2

在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窗口中，右键单击左窗格中的集群
并选择 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务组)。

3

在 Add Service Group (添加服务组) 窗口中，按所示的顺序执行下列操作：

■

输入服务组的名称。选择对所使用应用程序的类型有意义的服务组名称。
本示例将添加一个名为 FS_RVG_SG 的 FileShare RVG 服务组。

■

在主区域（区域 0）中选择系统，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将其添加到服务组中。

■

选择 Hybrid (混合型)。

■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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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RDC 复制配置 RVG 服务组
通过完成表 12-7中的任务，手动配置 RVG 服务组资源：
表 12-7

RVG 服务组配置任务

任务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复制应用程序服务组的 IP 和 NIC 资源，将其
粘贴到 RVG 服务组并进行相应修改。

第 447 页上的 “配置 IP 和 NIC 资源”

复制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磁盘组的 VMDg 资源， 第 449 页上的“为磁盘组配置 VMDg 资源”
将其粘贴到 RVG 服务组并进行相应修改。
为磁盘组创建 VVR RVG 资源并输入磁盘组和
复制 IP 地址的属性。

第 451 页上的 “为磁盘组添加 VVR RVG
资源”

链接 VVR RVG 资源，以便在 VMDg 资源、用 第 452 页上的 “链接 VVR RVG 资源以建
于复制的 IP 资源以及磁盘组的 VVR RVG 资源 立依赖关系”
之间建立依赖关系。
将 RVG 服务组的 VMDg 资源配置为指向包含
RVG 的磁盘组。
从应用程序服务组中删除 VMDg 资源，因为这 第 452 页上的 “从应用程序服务组中删除
VMDg 资源”
些资源依赖于复制并且是在 RVG 服务组中配
置的。

配置 IP 和 NIC 资源
为 IP 和 NIC 配置下列资源和属性：
表 12-8

IP 和 NIC 资源

资源

要修改的属性

IP

Address (地址)

NIC

（无）

447

448 部属复制数据集群：安装新应用程序
配置混合型 RVG 服务组进行复制

创建 IP 资源和 NIC 资源
1

在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窗口中，选择左窗格中的应用程序
服务组。

2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上，右键单击 IP 资源，然后依次单击 Copy (复制)
> Self and Child Nodes (自身和子节点)。

3

在左窗格中，选择 RVG 服务组。

4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上，右键单击空白的资源显示区域，然后单击 Paste
(粘贴)。

5

在 Name Clashes (名称冲突) 窗口中，更改 RVG 服务组的 IP 和 NIC 资源的名
称，然后单击 OK (确定)。

修改 IP 资源和 NIC 资源
1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的显示区域中，右键单击 IP 资源并依次选择 View
(视图) > 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

2

在 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 窗口中，单击 Address (地址) 属性对应的 Edit
(编辑)。

3

在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窗口中，输入主区域的 VVR IP 地址作为标量值。

4

关闭 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 窗口。

启用 IP 资源和 NIC 资源
1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的显示区域中，右键单击 IP 资源并选择 Enabled
(已启用)。

2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的显示区域中，右键单击 NIC 资源并选择 Enabled
(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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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磁盘组配置 VMDg 资源
在应用程序服务组中创建 VMDg 资源，并清除新 VMDg 的 DGGuid 属性。
在应用程序服务组中为 MountV 资源配置下列属性：
表 12-9

MountV 资源

资源

要修改的属性

应用程序文件所在磁盘组的资源：
MountV

VMDg Resource Name (VMDg 资源名称)
Volume Name (卷名)

为磁盘组创建 VMDg 资源
1

在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窗口中，选择左窗格中的应用程序
服务组。

2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上，右键单击磁盘组的 VMDg 资源，然后依次单击
Copy (复制) > Self (自身)。

3

在左窗格中，选择 RVG 服务组。

4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上，右键单击空白的资源显示区域，然后单击 Paste
(粘贴)。

5

在 Name Clashes (名称冲突) 窗口中，更改 RVG 服务组的 VMDg 资源的名称。

6

单击 OK (确定)。

清除新 VMDg 的 DGGuid 属性
1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的显示区域中，右键单击新 VMDg 资源。

2

在相同的 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 窗口中，单击 DGGuid 属性对应的 Edit
(编辑)。

3

在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窗口中，清除 DGGuid 属性的标量值。

4

关闭 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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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 MountV 资源
1

在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窗口中，选择左窗格中的应用程序
服务组。

2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的显示区域中，右键单击应用程序的 MountV 资源
并依次选择 View (视图) > 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

3

在 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 窗口中，确定 Volume Name (卷名) 属性即是为
应用程序创建的卷。

4

在相同的 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 窗口中，单击 VMDg Resource Name
(VMDg 资源名称) 属性对应的 Edit (编辑)。

5

在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窗口中，将 VMDGResName 标量值修改为刚创建
的 VMDg 资源。

6

关闭 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 窗口。

7

对应用程序的任何其他 MountV 资源重复上述步骤。

启用 VMDg 资源
1

在左窗格中，选择 RVG 服务组。

2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的显示区域中，右键单击 VMDg 资源并选择 Enabled
(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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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磁盘组添加 VVR RVG 资源
为磁盘组的复制添加 VvrRvg 资源。如果应用程序具有多个磁盘组，请为每个磁盘
组创建一个单独的 VvrRvg 资源。
请在 RVG 服务组中为 VvrRvg 资源配置下列属性：
表 12-10

VvrRvg 资源

资源

要修改的属性

应用程序文件所在磁盘组的资源：
VvrRvg

VMDgResName
IPResName

为磁盘组创建 VVR RVG 资源
1

在左窗格中，选择 RVG 服务组。右键单击该服务组并选择 Add Resource (添加
资源)。

2

在 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 窗口中，按所示的顺序执行下列操作：
■

输入 VVR RVG 资源的 Resource Name (资源名称)。

■

选择 VvrRvg 的 Resource Type (资源类型)。

3

在 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 窗口中将出现多个属性。单击 RVG 属性对应的 Edit
(编辑)。

4

在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窗口中，输入所管理的 RVG 的名称。

5

单击 OK (确定)。

6

在 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 窗口中，单击 VMDGResName 属性对应的 Edit
(编辑)。

7

在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窗口中，输入包含 RVG 的磁盘组的名称。

8

单击 OK (确定)。

9

在 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 窗口中，单击 IPResName 属性对应的 Edit (编辑)。

10 在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窗口中，输入用于管理复制所用 IP 地址的 IP 资源
的名称。
11 单击 OK (确定)。
12 在 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 窗口中，确定已修改属性。
13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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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VVR RVG 资源以建立依赖关系
在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 窗口中，链接 RVG 服务组中的资源可
在资源之间建立依赖关系。将从顶部的父项开始，链接下面的资源。根据使用的应
用程序，资源名称可能有所不同。
表 12-11

用于 RDC 的 VVR RVG 资源的依赖关系

父

子

应用程序系统文件所在磁盘组的资源：
FS_RVG_SG-VvrRvg

用于复制的 IP，例如 FS_RVG_SG-IP

FS_RVG_SG-VvrRvg

应用程序的 VMDg，例如 FS_RVG_SG-VMDg

链接 VVR RVG 资源
1

在左窗格中，选择 RVG 服务组。

2

单击右窗格中的 Link (链接) 按钮。

3

单击父资源，例如 FS_RVG_SG_VvrRvg。

4

单击子资源，例如 FS_RVG_SG-IP。

5

系统提示确认时，单击 OK (确定)。

6

重复这些步骤以链接所有 RVG 资源。
请注意，如果启用某个资源时该资源所监视实体的状态为联机，则对应的 VCS
代理将报告该资源处于联机状态。不必手动使资源联机。

从应用程序服务组中删除 VMDg 资源
现在，必须从应用程序服务组中手动删除 VMDg 资源，因为这些资源依赖于复制
并且是在 RVG 服务组中配置的。
从应用程序组中删除 VMDg 资源
1

在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窗口中，选择左窗格中的应用程序
服务组。

2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的显示区域中，右键单击磁盘组的 VMDg 资源并选
择 Delete (删除)。

3

单击 Yes (是) 确认要将其删除 （即使该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4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的显示区域中，右键单击其他任何组的 VMDg 资源
并选择 Delete (删除)。

5

单击 Yes (是) 确认要将其删除 （即使该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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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RVG Primary 资源
为每个应用程序磁盘组，向应用程序服务组添加 RVGPrimary 类型的资源并配置
属性。
为 RVGPrimary 代理将 RvgResourceName 属性的值设置为 RVG 资源的名称。
在应用程序服务组中为 RVG Primary 资源配置下列属性：
表 12-12

RVG Primary 资源

资源

要修改的属性

应用程序所在磁盘组的资源：
RVGPrimary

RvgResourceName

创建 RVG Primary 资源
创建用于复制的 RVG Primary 资源。
为应用程序磁盘组创建 RVG Primary 资源
1

在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窗口中，右键单击左窗格中的应用
程序服务组并选择 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

2

在 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 窗口中，按所示的顺序执行下列操作：

■

输入应用程序磁盘组的 RVG Primary 资源的 Resource Name (资源名称)。

■

选择 RVGPrimary 的 Resource Type (资源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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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Add Resource (添加资源) 窗口中将出现多个属性。单击 RvgResourceName
属性对应的 Edit (编辑)。

4

在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窗口中，输入 VVR RVG 资源的名称，然后单击 OK
(确定)。

5

如果需要，更改 AutoTakeover 和 AutoResync 属性的默认值。有关 RVG
Primary 代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5.1 管理指南》。

6

确定 Critical (关键) 和 Enabled (已启用) 均已选中。

7

单击 OK (确定)。

链接 RVG Primary 资源以建立依赖关系
在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窗口中，链接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资源
可在用于复制的资源之间建立依赖关系。
将从顶部的父项开始为应用程序链接资源。
以表 12-13 为例，其中列出了 FileShare 应用程序的 “父”和 “子”关系。
表 12-13

用于 RDC 的 RVG Primary 资源的依赖关系

父

子

FS_ SG-MountV

FS_RvgPrimary

链接 RVG Primary 资源
1

在左窗格中，选择应用程序服务组。

2

单击右窗格中的 Link (链接) 按钮。

3

单击父资源。

4

单击子资源。

5

系统提示确认时，单击 OK (确定)。

6

重复这些步骤以链接任何其他 RVG Primary 资源。

部属复制数据集群：安装新应用程序
配置混合型 RVG 服务组进行复制

使 RVG Primary 资源联机
在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窗口中，使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 RVG
Primary 资源在主区域中的第一个节点上联机。
使 RVG Primary 资源联机
1

在左窗格中，选择应用程序服务组。

2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上的右窗格中，右键单击第一个 RVG Primary 资
源并依次选择 Online (联机) > SYSTEM1。

3

在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上的右窗格中，右键单击任何其他 RVG Primary
资源并依次选择 Online (联机) > SYSTEM1。

为 RVG 配置主系统区域
在 RVG 服务组中，于主区域 （区域 0）内设置系统可以指定对 RVG 服务组首次故
障切换到主区域内的系统。
为 RVG 服务组配置主系统区域
1

从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的左窗格中，选择 RVG 服务组。

2

在右窗格中，选择 Properties (属性) 选项卡。

3

在 Properties (属性) 窗格中，单击 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全部属性) 按钮。

4

在 Attributes View (属性视图) 中，向下滚动并选择 SystemZones 属性。

5

单击 SystemZones 属性对应的 Edit (编辑) 图标。

6

在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对话框中，单击加号并输入系统和主区域的区域
编号 （区域 0）。

7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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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服务组之间的依赖关系
RVG 服务组必须在主区域和辅助区域上均处于联机状态。但是，如果故障切换发生
在同一区域内的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则 RVG 服务组必须随应用程序服务组一
起故障切换。
要确保应用程序服务组和 RVG 服务组一起在同一区域内从一个节点故障切换到另一
个节点，请在 RVG 服务组和应用程序服务组之间设置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应用程序服务组依赖于 RVG 服务组。
设置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1

从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的左窗格中，选择集群
(MYCLUSTER)。

2

在右窗格中，选择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

3

单击 Link (链接) 按钮在服务组之间创建依赖关系。

4

单击应用程序服务组 （父服务组）。

5

单击 RVG 服务组 （子服务组）。

6

在 Link Service Groups (链接服务组) 窗口中，按以下顺序执行下列操作：
■

对 Relationship (关系) 选择 Online Local。

■

对 Dependency Type (依赖关系类型) 选择 hard。

■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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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辅助区域中的节点添加到 RDC
主区域 （区域 0）中的系统配置已完成。现在，可以将辅助区域 （区域 1）中的节
点添加到 RDC 配置中。

将辅助区域中的节点添加到 RVG 服务组
使用 Volume Replicator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卷复制器代理配置向导) 将
辅助区域中的节点添加到 RVG。
将辅助区域中的节点添加到 RVG
1

在主区域中的活动集群节点上，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
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Volume Replicator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卷复制器代理配置向导) 来
启动配置向导。

2

阅读并确认 Welcome (欢迎) 页上的要求，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对话框中，按所示顺序执行下列操作：
■

单击 Modify an Existing Replication Service Group (修改现有复制服务组)。
默认情况下选择现有复制服务组。

■

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如果出现 VCS 通知消息，询问是否继续，请单击 Yes (是)。

5

指定系统优先级列表。按所示顺序执行下列操作：
■

在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框中，单击辅助区域中要添
加到服务组的节点，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图标将这些节点移动到服务组的系
统列表中。

■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节点，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节点，然后单击向左箭头图标。

■

要更改系统列表中节点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
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节点，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图标或向下箭头图标。
位于列表顶部的节点具有最高优先级。

■

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如果出现一条消息，指示配置将从 Read Only (只读) 更改为 Read/Write (读/写)，
请单击 Yes (是) 继续操作。

7

查看磁盘组和复制卷组配置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在 IP Resource Options (IP 资源选项) 对话框中，选择 Modify IP Resource (修
改 IP 资源)，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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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出现 VCS 错误，请单击 OK (确定)。

10 在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 对话框中，确定选定的适配器正确，然
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1 查看服务组配置的摘要。在 Resources (资源) 框中，单击资源可在 Attributes
(属性) 框中查看其属性及其配置的属性值。
12 单击 Next (下一步) 修改复制服务组。
13 出现提示时，单击 Yes (是) 以修改服务组。
14 单击 Finish (完成)。

在 RVG 服务组中配置辅助区域节点
为辅助区域中的节点指定区域 1。
为 RVG 服务组中的节点指定辅助区域
1

从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的左窗格中，选择 RVG 服务组。

2

在右窗格中，选择 Properties (属性) 选项卡。

3

在 Properties (属性) 窗格中，单击 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全部属性) 按钮。

4

在 Attributes View (属性视图) 中，向下滚动并选择 SystemZones 属性。

5

单击 SystemZones 属性对应的 Edit (编辑) 图标。

6

如果出现一条消息，指示配置将更改为读/写，请单击 Yes (是)。

7

在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对话框中，单击加号并输入系统和辅助区域的区域
编号 （区域 1）。

8

单击 OK (确定)。

9

关闭 Attributes View (属性视图)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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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用于故障切换的 IP 资源
修改 RVG 服务组中的 IP 资源以确保在 RDC 中实现所需的故障切换行为。
如果应用程序出现故障， VCS 会尝试将应用程序服务组故障切换到同一 RDC 系统
区域中的另一个系统。但是，如果 VCS 在主区域中找不到故障切换目标节点，则它
会将服务组切换到当前辅助系统区域中的节点。
修改 RVG 服务组中的 IP 资源
1

从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的左窗格中，选择 RVG 服务组。

2

在右窗格中，选择 Resources (资源) 选项卡。

3

右键单击 RVG IP 资源，然后依次选择 View (视图) > Properties View (属性
视图)。

4

在 Edit Attributes (编辑属性) 窗口中，编辑 Address (地址) 属性。按所示顺序
执行下列操作：
■

选择 Per System (按系统)。

■

选择主区域中的第一个节点，并输入主区域的虚拟 IP 地址。

■

选择主区域中的第二个节点，并输入主区域的虚拟 IP 地址 （与第一个节
点的 IP 地址相同）。

■

对主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重复上述步骤。

■

选择辅助区域中的第一个节点，并输入辅助区域的虚拟 IP 地址。

■

选择辅助区域中的第二个节点，并输入辅助区域的虚拟 IP 地址 （与辅助
区域中第一个节点的 IP 地址相同）。

■

对辅助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重复上述步骤。

■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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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 窗口中，确定主区域中的所有节点都具有相同
的 IP 地址。此外，还需确定辅助区域中的所有节点也都具有相同的 IP 地址
（该地址不同于主区域的 IP 地址）。

6

关闭 Properties View (属性视图) 窗口。

7

由于这是为主区域和辅助区域配置 RVG 服务组的最后一项任务，因此现在可
以在主区域和辅助区域中使 RVG 服务组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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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辅助区域中的节点添加到应用程序服务组
使用适用于应用程序的向导，将辅助区域中的节点添加到应用程序服务组。
将辅助区域中的节点添加到应用程序服务组
1

选择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

2

此时将出现 File 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 界面。此界
面显示先决条件和 User Input Required (必需用户输入)。确定已满足列出的
先决条件，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然后，将显示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窗口。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
项) 窗口中，选择 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服务组) 选项。接着，选择此选
项下方的文件共享服务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然后，将显示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窗口。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窗口中，查看系统优先级列表并根据需要
进行更新。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窗口中，选择辅助
区域中的节点，使用箭头按钮将其从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
统) 移到 System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要更改某个系统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列表中的优先级，请选择该
系统并单击向上箭头和向下箭头图标。请按照组故障切换目标的优先级顺序排
列系统。需要首先联机的服务器必须位于列表顶端，接着是下一台将联机的服
务器。为应用程序服务组选择的这组节点必须与为 RVG 服务组选择的节点相
同。请确保这些节点的优先级顺序也相同。

5

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 FileShare Configuration (文件共享配置) 窗口中，输入虚拟计算机名称并
选择要共享的目录。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在 Share Permissions (共享权限) 窗口中，选择文件共享用户并为其指定权限。
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在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 窗口中，配置 Virtual IP address (虚拟
IP 地址) 和 Subnet Mask (子网掩码)。通过输入系统名称和适配器显示名称，
指定要在每个系统上使用的适配器。单击 Next (下一步)。

9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窗口中，查看服务组配置。使用 F2
可对资源名称进行编辑。查看之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0 如果配置当前处于 Read Only (只读) 模式下，则会出现一条消息。单击 Yes (是)
为配置启用读写操作。向导将验证配置并对其进行修改。
11 单击 Finish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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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程序服务组中配置区域
为辅助区域中的节点指定区域 1。
为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节点指定辅助区域
1

从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的左窗格中，选择应用程序服务组。

2

在右窗格中，选择 Properties (属性) 选项卡。

3

在 Properties (属性) 窗格中，单击 Show All Attributes (显示全部属性) 按钮。

4

在 Attributes View (属性视图) 中，向下滚动并选择 SystemZones 属性。

5

单击 SystemZones 属性对应的 Edit (编辑) 图标。

6

如果出现一条消息，指示配置将更改为读/写，请单击 Yes (是)。

7

在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对话框中，单击加号并输入系统和辅助区域的区域
编号 （区域 1）。

8

单击 OK (确定)。

9

关闭 Attributes View (属性视图) 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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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RDC 配置
为主区域和辅助区域完成所有配置任务后，可以使服务组联机后验证配置。
请执行下列任务：
■

使服务组联机

■

切换联机节点

使服务组联机
完成所有配置后，请确保 RVG 服务组在主区域和辅助区域中均处于联机状态。然后，
即可在主区域中使 Exchange Server 服务组联机。
使 Exchange 服务组联机
1

从 VCS Cluster Explorer (VCS 集群管理器) 的左窗格中，右键单击 Exchange
Server 服务组 (EVS1_SG1)。

2

单击 Online (联机)。

切换联机节点
模拟故障切换是配置测试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通过在联机节点之间切换应用程序
服务组来测试故障切换。
RVG 服务组在主区域和辅助区域上均处于联机状态。但是，如果在某个区域内配置
了多个节点，则 RVG 服务组应随应用程序服务组一起故障切换。
注意：绝不能在包含动态数据的系统上对此进行测试。应当提供可靠并经过测试的
备份。经过测试的备份表示已通过还原操作成功对其进行了测试。
可以使用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在节点之间切换应用程序服务
组。完成此过程后，联机系统角色将从一个系统切换到另一个系统。
如果是从 Java 控制台手动输入系统名称，请以大写字母指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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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换联机节点
1

打开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

2

单击相应集群所对应的 Click here to log in (单击此处登录)。如果这是您首次使
用 Veritas Cluster Manager，请在 File (文件) 菜单中单击 New Cluster (新建集
群)。在 New Cluster - Connectivity Configuration (新建集群 － 连接配置) 窗口
中，在 Host name (主机名) 字段中输入计算机名称，然后单击 OK (确定)。

3

在 Machinename - Login (计算机名称 - 登录) 窗口中，在各自的字段中分别输
入用户名和密码，然后单击 OK (确定)。

4

在左窗格中，右键单击服务组并从 Switch To (切换至) 项中选择备用系统名称。

5

在 Question (问题) 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 确认要将服务组切换到其他节点。

针对 GCO 灾难恢复的其他说明
完成为应用程序服务组设置复制数据集群的任务后，可以选择使用 SFW HA Global
Cluster 选项 (GCO) 为广域灾难恢复创建辅助站点。
如果灾难影响了当地区域或整座城市，可以使用此选项将数据和关键服务故障切换
到数百或数千英里以外的站点。
要使用辅助站点配置灾难恢复，必须在主（复制数据集群）站点集群以及辅助 (DR)
站点集群的所有节点上安装 SFW HA Global Cluster 选项。GCO 配置还要求各站点
具有静态 IP 地址。
设置辅助站点时，可以使用灾难恢复 (DR) 向导。不会将辅助站点配置为复制数据集
群。在 DR 环境中，只能有一个复制数据集群。灾难恢复向导执行下列任务：
■

克隆存储

■

克隆应用程序服务组

■

为辅助站点设置 VVR 复制

■

将主站点集群和辅助站点集群配置为全局集群

请参见第 473 页上的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部分

灾难恢复
本部分包括下列各章：
■

灾难恢复：概述

■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

通过运行防火练习测试应对故障的能力

6

466 灾难恢复

13
灾难恢复：概述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468 页上的 “关于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

第 469 页上的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实现要求”

■

第 470 页上的 “恢复过程概述”

■

第 471 页上的 “可启用灾难恢复的 VVR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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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灾难恢复 (DR) 解决方案是一系列过程，用来在出现灾难性故障时，安全而有效地还
原应用程序数据和服务。一个典型的灾难恢复解决方案要求您在主站点上有一个源
主机，在辅助站点上有一个目标主机。将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在主站点上，并使用诸
如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之类的工具将这些数据复制到辅助站点上。主站点
在正常操作过程中提供数据和服务。如果在主站点上发生灾难且数据被损坏，则辅
助节点主机可以接管主节点主机的角色以便使数据可以访问。可以在该主机上重新
启动应用程序。
本章概述适用于 SFW HA 和 VCS 的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SFW HA 还支持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 SFW HA 提供了灾难恢复配置向导，可以将
其用于 VVR 或硬件复制。
有关使用该向导配置 SFW HA 灾难恢复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473 页上的 “部署
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有关 Microsoft 集群环境中的 SFW 和 VVR 配置，请参见以下内容：
■

第 737 页上的第 21 章 “部署 SFW、 VVR 和 MSCS” .
此解决方案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部署的。

■

第 777 页上的第 22 章 “部署 SFW、 VVR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此解决方案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部署的。

下图显示了 VCS 环境中的 SFW HA-VVR 配置。在该示例中，每个站点上都有一个
用于应用程序的磁盘组。请注意，每个站点上都需要一个 VVR 复制器日志。如果
有多个磁盘组，则每个磁盘组还需要一个额外的复制器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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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VCS 环境中的 SFW HA-VVR 配置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实现要求
当今，影响业务的两个主要趋势是数据的可靠性和地理分布。至关重要的是能够连
续、一致、快速而又可靠地对数据进行访问。如果发生灾难，使数据快速可用就变
得十分重要。实现此目标的一个方法就是利用复制功能。
一套设计完善的灾难恢复解决方案使业务能够应对意外灾难，并在发生灾难时提供
下列好处：
■

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数据不可用或丢失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

确保安全而有效地恢复数据和服务。

■

尽可能避免在灾难恢复期间做决策。

■

减少对关键人物的依赖。

■

尽可能避免在恢复期间丢失数据并确保最新数据的可用性。

战略性灾难恢复 (DR) 解决方案可为各大公司提供多种满足其服务级别协议、符合
政府法规且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其业务风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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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过程概述
+下面的两个图例分别显示了灾难发生前后典型的灾难恢复设置。
在灾难发生前的图例中，主节点主机将其应用程序数据复制到辅助节点主机。在灾
难恢复环境中，主站点上的集群在正常操作过程中提供数据和服务；辅助站点上的
集群在主集群出现故障时提供数据和服务。值得注意的是，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都
有可使应用程序和 VVR 具有高可用性的集群。
图 13-2

典型的灾难恢复配置设置

如果灾难 （如地震）导致主站点出现故障，则辅助站点上的主机可以接管主节点
主机的角色，从而使数据可访问并为用户还原应用程序服务和数据。
图 13-3

灾难发生后的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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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启用灾难恢复的 VVR 组件
本主题介绍可使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正常工作的 VVR 组件。

了解复制
术语“复制”通常是指使用一种或多种工具或者一项或多项服务实现将指定源位置
或主节点上数据的最新副本定期放到一个或多个远程位置这一过程的自动化。
利用复制功能，可以为各种应用程序环境中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任何需要在多个
站点实现冗余或者可通过地理分布实现更佳性能的应用程序都可以从这一功能中受
益。多个站点上的冗余可以将对主站点的更新立即反映在远程站点上，利用这一功
能，就可以使用复制工具有效地管理灾难恢复。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是一项数据复制服务，有助于在远程站点上维护
一致的应用程序数据副本。构建这一服务旨在制定有效的灾难恢复计划。如果主数
据中心损坏，可以随时从远程站点访问应用程序数据，而且可以在远程站点上重新
启动应用程序。VVR 作为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集成组件运
行。任何应用程序 （即使是使用现有数据）都可以配置为透明地使用 VVR。有关
VVR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复制模式
VVR 可以在同步、异步和同步改写模式下进行复制。

同步复制
同步模式可确保在主站点上完成更新之前，辅助节点主机已确认更新。这样，主站
点和辅助站点上就具有相同的数据。如果在主站点上发生灾难并且其数据被损坏，
则辅助站点上将已拥有数据的最新副本。
在应用程序环境中，如果更新率较低但要求所有主机始终反映相同的数据，或者无
法接受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间的更新延迟，则采用同步复制模式最为有效。

异步复制
在异步复制模式下，应用程序更新会立即反映在主站点上，并且会尽快地发送到辅
助站点上。所做的更新将一直存储在复制器日志中，直至将其发送到辅助站点上。
这样，利用异步复制功能就可以在不影响应用程序性能的情况下处理网络或辅助节
点主机上的临时故障。
在应用程序环境中，如果无法接受应用程序性能下降、仅能容忍极少量的数据丢失
或者应用程序的更新率较高，则采用异步复制模式最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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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改写复制
只要网络可用，同步改写复制模式就可提供同步复制。如果网络变得不可用，则将
在异步模式下进行复制。
在应用程序环境中，如果无法接受主站点受到网络故障的影响，则采用同步改写复
制模式最为有效。
注意：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有助于进行灾难恢复的 VVR 功能
尽管上述许多组件都可以采用常规方法在灾难恢复站点上进行复制，但是 VVR 可
以解决在复制用户数据库时遇到的各种难题。有关 VVR 如何在任何应用程序环境
中帮助进行灾难恢复的信息，请参考下列信息：
■

写顺序保真： 使用 VVR 可保证对数据进行的更改在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
机上按照相同的顺序发生。这样可确保在发生灾难时数据保持一致状态。

■

同步复制： 使用 VVR 可保证在向主节点主机提交更改之前首先将其提交到辅
助节点主机上。这样，可确保辅助节点主机上的数据与主节点主机上的数据一
致，并在发生灾难时最大限度地避免数据丢失。

■

异步复制：VVR 将对应用程序进行的更改立即反映在主节点主机上，随后再尽
快将其反映在辅助节点主机上。数据会存储在复制器日志中，直至将其发送到
辅助节点主机上。

■

RVG 快照： 利用这一功能，可以在 VVR 中创建卷的即时点快照。这样，可以
在不影响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间复制操作的情况下，验证辅助节点主机
上数据的一致性。

■

异类存储支持： VVR 提供一种能够处理异类存储硬件的复制技术。 VVR 既允
许在由同一供应商提供的相似或相异的存储阵列之间进行复制，又允许在不同
供应商所提供的不同存储阵列之间进行复制。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现有
硬件的利用率并灵活地添加新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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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474 页上的 “灾难恢复全新安装任务 - 其他应用程序”

■

第 477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第 482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第 484 页上的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

第 487 页上的 “管理磁盘组和卷”

■

第 489 页上的 “设置辅助站点：配置 SFW HA 和设置集群”

■

第 511 页上的 “验证在主站点中为 HA 配置了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

第 511 页上的 “设置复制环境”

■

第 518 页上的 “指定用户权限 （仅限于安全集群）”

■

第 519 页上的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灾难恢复”

■

第 523 页上的“使用灾难恢复向导将存储克隆到辅助站点上（VVR 复制选项）”

■

第 526 页上的“使用灾难恢复向导在辅助站点上创建临时存储（基于阵列的
复制）”

■

第 530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辅助站点）”

■

第 532 页上的 “将主站点上的服务组配置克隆到辅助站点”

■

第 535 页上的 “配置复制和全局集群”

■

第 550 页上的 “验证灾难恢复配置”

■

第 552 页上的 “在全局集群中建立安全通信 （可选）”

■

第 554 页上的 “添加多个 DR 站点 （可选）”

■

第 555 页上的 “创建 DR 环境后可能需要执行的任务：向 VVR 环境添加新的
故障切换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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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58 页上的 “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VVR 环境）”

■

第 561 页上的 “服务组依赖关系的恢复过程”

灾难恢复全新安装任务 - 其他应用程序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灾难恢复之前，必须在主站点上完成应用程序的高可用性配置。
请参见第 75 页上的第 8 章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您还可以为已配置为复制数据集群的主站点配置灾难恢复。
请参见第 325 页上的第 12 章 “部属复制数据集群：安装新应用程序”。
在主站点上设置 SFW HA 环境后，可以为灾难恢复创建辅助站点或 “故障切换”
站点。
通过灾难恢复 (DR) 向导可以将主站点上的存储配置和服务组配置克隆到辅助站点。
您可以在执行灾难恢复向导工作流期间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配置服务器组后，灾难恢复向导将帮助您设置复制和全局集群 （GCO 选件）。您可
以选择配置使用 VVR 进行复制或支持代理的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灾难恢复向导
可以为适用于 EMC SRDF 和 Hitachi TrueCopy 的 VCS 代理配置所需的选件。要将
该向导与任何其他支持代理的基于阵列的复制结合使用，则在阵列上配置复制之
前，必须使用该向导完成全局集群的配置。
可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打开灾难恢复向导。 Symantec 建议参考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安装与配置灾难恢复。
请参见第 25 页上的 “使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注意：如果要在不使用灾难恢复向导的情况下手动创建相同的配置，请参见第 839
页上的附录 A “部署灾难恢复：手动实现”。
本章介绍安装任何一般应用程序 （如 FileShare、 PrintShare、 IIS 和 MSVirtual
Machine）的过程。
有关特定应用程序的 SFW HA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示例，请参见此发行版附带的
其他解决方案指南：
■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and Disaster
Recovery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SQL
版本））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and Disaster
Recovery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Exchang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和灾难恢复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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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简要介绍了概括性目标以及完成每个目标所需执行的任务。
表 14-1

部署灾难恢复的任务列表

目标

任务

第 477 页上的 “查看要求”

验证硬件和软件先决条件

第 482 页上的 “查看配置”

了解 DR 环境中的主动-被动配置和站点故障切换

第 484 页上的 “配置存储硬件 ■
和网络”
■

为集群环境设置网络和存储

第 489 页上的“设置辅助站点： ■
配置 SFW HA 和设置集群”
■

安装 SFW HA

验证要安装应用程序的系统的 DNS 项

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配置向导配置集群

第 511 页上的 “验证在主站点 确认在主站点上对应用程序进行了高可用性配置
中为 HA 配置了应用程序或服
务器角色”
第 511 页上的“设置复制环境” 确保在运行灾难恢复向导之前满足所选复制方法的复制
先决条件
第 518 页上的 “指定用户权限 仅对安全集群分配用户权限
（仅限于安全集群）”
第 519 页上的 “使用灾难恢复 ■
向导配置灾难恢复”
■

查看灾难恢复向导的先决条件
启动灾难恢复向导并选择主站点系统、服务组、辅
助站点系统和复制方法

第 523 页上的 “使用灾难恢复 （VVR 复制选项）将存储配置克隆到辅助站点上
向导将存储克隆到辅助站点上
（VVR 复制选项）”
第 526 页上的 “使用灾难恢复 （EMC SRDF、 Hitachi TrueCopy 或仅 GCO 复制选件）
向导在辅助站点上创建临时存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为辅助站点上执行的安装创建临时存储
储 （基于阵列的复制）”
第 530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应 ■
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辅助站 ■
点）”

查看先决条件清单
安装应用程序

第 532 页上的 “将主站点上的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将主站点上的服务组配置克隆到辅助站
服务组配置克隆到辅助站点” 点

475

476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灾难恢复全新安装任务 - 其他应用程序

目标

任务

第 535 页上的 “配置复制和全 ■
局集群”
■

（VVR 复制）使用向导配置复制和全局集群
（EMC SRDF 复制）设置复制，然后使用向导配置
SRDF 资源和全局集群

■

(Hitachi TrueCopy) 设置复制，然后使用向导配置
HTC 资源和全局集群

■

（其他基于阵列的复制）使用向导配置全局集群，然
后设置复制

第 550 页上的 “验证灾难恢复 验证已为灾难恢复完全配置了辅助站点
配置”
第 552 页上的 “在全局集群中 添加全局集群中本地集群之间的安全通信 （可选任务）
建立安全通信 （可选）”
第 554 页上的 “添加多个 DR
站点 （可选）”

（可选）将其他 DR 站点添加到 VVR 环境中

第 555 页上的 “创建 DR 环境
后可能需要执行的任务：向
VVR 环境添加新的故障切换
节点”

完成向 VVR 环境中的主站点或辅助站点添加新的故障切
换系统时需执行的任务

第 558 页上的 “维护：常规操 ■
作和恢复过程 （VVR 环境）” ■
■

监视复制
执行计划的迁移
在主站点关闭后完成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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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要求
在安装之前，请查看系统是否满足以下安装和配置要求。最低要求和 Symantec 建
议的要求可能会有所不同。
■

第 477 页上的 “磁盘空间要求”

■

第 478 页上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for Windows
(SFW HA) 的要求”

在设置灾难恢复之前，请查看其他配置主题。

磁盘空间要求
为确保正常运行，所有安装都需要 50 MB 的额外磁盘空间。
表 14-2 估计了 SFW HA 的磁盘空间要求。
表 14-2

磁盘空间要求

安装选件

安装目录/驱动器

SFW HA + 所有选件 + 客户端组件

1564 MB

SFW HA + 所有选件

1197 MB

客户端组件

528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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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igh Availability for Windows (SFW HA)
的要求
安装 SFW HA 之前，请确保您的配置满足下列条件，并且已经查看位于以下位置
的 SFW 5.1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性列表），确定硬件受支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对于 Disaster Recovery (灾难恢复) 配置，请选择 Global Clustering Option，并根
据复制解决方案，选择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或硬件复制代理。

支持的软件
要安装 SFW 或 SFW HA 5.1 服务器软件，您的服务器必须运行下列操作系统之一：
■

Windows Server 2003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R2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R2 （32 位）：Web Edition：完全支持 SFW，但仅支
持 SFW HA 的文件共享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3：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Edition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R2 Editions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R2 Edition、 Enterprise x64 R2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R2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8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8：Server Edition

■

Windows Server 2008 x64 Editions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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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系统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内存：对于 SFW HA，每台服务器最少 1 GB 的 RAM。

■

共享磁盘，用以支持在集群中的节点之间进行迁移的应用程序。校园集群需要
多个用于制作镜像的阵列。灾难恢复配置要求每个站点拥有一个阵列。此外，
还支持无共享存储的复制数据集群。
注意：如果存储设备符合 SCSI-3 标准，并且您希望使用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PGR)，则必须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来启用 SCSI-3
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用以访问共享存储的 SCSI、光纤通道、 iSCSI 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或支持
iSCSI Initiator 的 NIC。

■

两个 NIC：一个供公共网络和专用网络共同使用，一个专供专用网络使用。
Symantec 建议使用三个 NIC。
请参见第 481 页上的 “最佳做法”。

■

所有服务器都必须运行相同的操作系统、 Service Pack 级别和系统体系结构。

网络要求
本节列出了下列网络要求：
■

在 Windows Server 2003 或 Windows Server 2008 域中的服务器上安装
SFW HA。

■

确保防火墙设置允许访问 SFW HA 向导和服务所使用的端口。有关 SFW HA
所使用的服务和端口的详细列表，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for Windows 安装和升级指南》。

■

用于下列用途的静态 IP 地址：
■

各个应用程序虚拟服务器的每个站点有一个静态 IP 地址可用。

■

对集群中的各物理节点都至少使用一个静态 IP 地址。

■

每个集群一个静态 IP 地址，在配置下列选件时使用：Notification (通知)、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Web 控制台）或 Global Cluster Option。
同一 IP 地址可用于所有选件。

■

仅对于 VVR，在每个站点上，针对集群中运行的每个应用程序实例至少提
供一个静态 IP 地址。

■

为各节点配置名称解析。

■

验证 DNS 服务的可用性。支持集成 AD 的 DNS 或 BIND 8.2 或更高版本。
确保 DNS 中存在反向查找区域。有关创建反向查找区域的说明，请参考应用
程序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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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S 清理会影响在 VCS 中配置的虚拟服务器，因为 Lanman 代理使用动态 DNS
(DDNS) 映射带有 IP 地址的虚拟名称。如果使用清理功能，则必须为 Lanman
代理设置 DNSRefreshInterval 属性。通过此操作，Lanman 代理可以刷新 DNS
服务器上的资源记录。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Reference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Bundled Agents 参考指南》）。

权限要求
本节列出了下列权限要求：
■

您必须是域用户。

■

对于要在其上执行安装操作的所有节点，您必须是 Local Administrators ( 本地
管理员) 组的成员。

■

您必须对与所有节点相对应的 Active Directory 对象具有写权限。

■

如果计划为 VCS Helper 服务创建新用户帐户，您必须具有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或者是 Account Operators (帐户操作员) 组的
成员。如果计划针对 VCS Helper 服务使用现有的用户帐户上下文，则必须知
道该用户帐户的密码。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查看要求

其他要求
请查看下列其他要求：
■

所有产品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安装介质

■

所有产品和第三方应用程序的许可证

■

所有系统上的操作系统必须安装在同一路径中。例如，如果将 Windows
Server 2003 安装在一个节点的 C:\WINDOWS 下，则在所有其他节点上也必
须将其安装在 C:\WINDOWS 下。确保所有节点上都具有相同的驱动器盘符，
并且系统驱动器具有足够的空间用于安装。

最佳做法
Symantec 建议您执行下列任务：
■

验证您是否具有三个网络适配器（两个 NIC 专用于专用网络，另一个用于公共
网络）。
当仅使用两个 NIC 时，可降低其中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使用优先级较低的
NIC 进行公共和专用网络通信。

■

通过单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路由每个专用 NIC，以避免出现单故障点。

■

专用网络不支持 NIC 分组。

■

验证是否已将 DNS 服务器的 Dynamic Update (动态更新) 选项设置为 Secure
Only (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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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配置
此配置概述介绍了集群内的主动/被动高可用性以及两个站点之间的灾难恢复。在主
动/被动配置中，一个集群中可以有一台或多台应用程序虚拟服务器，但每台服务器
必须由配置了集群中不同的一组节点的服务组管理。
主动/被动集群中的故障切换功能是一对一的。例如，如果每个站点上有两个节点（主
站点上为 SYSTEM1 和 SYSTEM2，辅助站点上为 SYSTEM5 和 SYSTEM6） ，那么
SYSTEM1 可以故障切换到 SYSTEM2，而 SYSTEM5 可以故障切换到 SYSTEM6。下
图说明了主站点上的集群配置。要了解包括这两个站点的 DR 配置，请参见第 468 页
上的 “关于灾难恢复解决方案”一节中的图例。
图 14-1

DR 配置主站点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查看配置

支持服务组依赖关系的灾难恢复配置
服务组依赖关系对于灾难恢复配置和在灾难恢复情况下应采取的操作具有特殊要求
和限制。
在 VCS 文档中对服务组依赖关系配置进行了详细地介绍。
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对于灾难恢复，仅支持某些特定的相关服务组配置：
■

Online local soft

■

Online local firm

■

Online local hard

如果服务组具有不受支持的依赖关系类型，并且您在灾难恢复向导中选择了该依赖
关系类型，则当您尝试转至下一个向导页时会收到错误通知。
灾难恢复向导只支持一个依赖关系级别 （一个子级）。如果需要配置多个级别，则
需要在运行完灾难恢复向导之后在辅助站点上手动添加服务组和依赖关系链接。
该向导会将相关服务组克隆为全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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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使用以下过程可以配置硬件并验证 DNS 设置。对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重复此过程。
注意：请按照相应的过程验证 DNS 设置，这是因为针对 Windows Server 2003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的过程有所不同。
配置硬件
1

安装所需的网络适配器以及 SCSI 控制器或光纤通道 HBA。

2

在每个系统上连接网络适配器。
■

为防止在专用网络上丢失心跳，以及防止 VCS 错误地声明系统关闭，
Symantec 建议在专用网络适配器上禁用以太网自动协商选项。有关此过
程的详细信息，请与 NIC 制造商联系。

■

Symantec 建议从专用 NIC 中删除 TCP/IP 以降低系统开销。

3

对每个 VCS 通信网络 （GAB 和 LLT）使用独立的集线器或交换机。对于双节
点集群，可以使用交叉以太网电缆。LLT 支持基于集线器的网络路径或交换机
网络路径，还支持具有直接网络链路的双系统集群。

4

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访问存储设备。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识别挂接的共享磁盘
并且挂接的共享磁盘都可见。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请使用以下过程。
验证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2

双击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或者右键单击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然后单击 Open (打开)。

3

4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
■

在 Advanced (高级) 菜单中，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

在 Adapters and Bindings (适配器和绑定) 选项卡中，确定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 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如有必要，可以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到列表的顶部。

■

单击 OK (确定)。

在 Network and Dial-up Connections (网络和拨号连接) 窗口中，双击用于公
共网络的适配器。
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的是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 VCS
专用网络配置的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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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中，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6

在 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中：
■

选中 Internet Protocol (TCP/IP) (Internet 协议 (TCP/IP)) 复选框。

■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选择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地址)
选项。

8

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值是否正确。

9

单击 Advanced (高级)。

10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 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 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
11 确保在 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用于此连接的 DNS 后缀) 字段中输入
了正确的域后缀。
12 单击 OK (确定)。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请使用以下过程。
验证 Windows Server 2008 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2

单击 Network and Internet (网络和 Internet)，然后单击 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网络和共享中心)。

3

在 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网络和共享中心) 窗口中，在位于界面左侧的
Tasks (任务) 下双击 Manage Network Connections (管理网络连接)。

4

5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
■

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的 Advanced (高级) 菜单中，单
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

在 Adapters and Bindings ( 适配器和绑定 ) 选项卡中，确定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 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如有必要，可 以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到列表的顶部。

■

单击 OK (确定)。

通过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打开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
■

双击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

■

右键单击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然后单击 Status (状态)。

■

选择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然后在工具栏中单击 View Status of This
Connection (查看此连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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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的是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 VCS 专
用网络配置的适配器。
6

在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在 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
■

选中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TCP/IPv4)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TCP/IPv4)) 复选框。

■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8

选择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地址)
选项。

9

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值是否正确。

10 单击 Advanced (高级)。
11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 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 复选框处于选中状态。
12 确保在 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用于此连接的 DNS 后缀) 字段中输入
了正确的域后缀。
13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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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磁盘组和卷
注意：如果存储设备与 SCSI-3 兼容，且希望使用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PGR)，则
必须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启用 SCSI-3 支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本节介绍了下列过程：
■

导入磁盘组和装入共享卷

■

卸载卷和逐出磁盘组

在设置 SFW 环境的过程中，请参考这些有关管理磁盘组和卷的一般过程：
■

最初创建磁盘组时，会在创建该磁盘组的节点上导入该磁盘组。

■

一次只能在一个节点上导入一个磁盘组。

■

要将磁盘组从一个节点移到另一个节点，请卸载该磁盘组中的卷，然后将磁盘
组从其当前节点中逐出，接着将其导入新节点并装入卷。

导入磁盘组并装入卷
使用 VEA 控制台可以导入磁盘组并装入卷。
导入磁盘组
1

在 VEA 控制台中，右键单击磁盘组中的磁盘名称或者右键单击 Groups (组) 选
项卡或树视图中的组名。

2

在菜单中，单击 Import Dynamic Disk Group (导入动态磁盘组)。

装入卷
1

如果未导入磁盘组，请将其导入。

2

要验证是否已导入磁盘组，请在 VEA 控制台中，单击 Disks (磁盘) 选项卡，
然后检查是否处于导入状态。

3

右键单击卷，再单击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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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根据是要为卷指定驱动器盘符还是将卷作为文件夹装入，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

指定驱动器盘符
选择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然后选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将卷作为文件夹装入
选择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
Browse (浏览) 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文件夹。

单击 OK (确定)。

卸载卷和逐出磁盘组
使用 VEA 控制台可以卸载卷和逐出磁盘组。
卸载卷和逐出动态磁盘组
1

在 VEA 树视图中，右键单击卷，再单击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2

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单击 Remove (删除)。
单击 OK (确定) 继续操作。

3

单击 Yes (是) 进行确认。

4

在 VEA 树视图中，右键单击磁盘组，然后单击 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
出动态磁盘组)。

5

单击 Yes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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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辅助站点：配置 SFW HA 和设置集群
首先验证辅助站点满足各种要求：
■

请参见第 477 页上的 “查看要求”。

然后继续执行以下主题：
■

第 489 页上的 “安装 SFW HA”

■

第 229 页上的 “配置集群”

安装 SFW HA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可以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5.1 for Windows 软
件。该安装程序会自动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 Veritas
Cluster Server。要进行灾难恢复配置，请选择 GCO 安装选件，并根据复制解决方
案，选择 VVR 或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硬件复制代理) 安装选件。

设置 Window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某些 Symantec 驱动程序可能未经 Microsoft 签名，具体情况取决于所选安装选项。
当在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3 的系统上安装时，必须将 Windows 驱动程序签名
选项设置为允许进行安装。
下表描述了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使用未经签名的驱动程序安装选件时，产
品安装程序在本地系统和远程系统上的行为。
表 14-3

未经签名驱动程序的安装行为

驱动程序签名设置

本地系统上的安装行为

远程系统上的安装行为

Ignore (忽略)

始终允许

始终允许

Warn (警告)

显示警告消息，需要用户干预

继续安装。用户必须从本地登
录到远程系统才能响应该对话
框以完成安装。

Block (阻止)

从不允许

从不允许

在本地系统上，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Ignore (忽略) 或 Warn (警告)。在远程
系统上，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Ignore (忽略)，以便在不需用户干预的情况下
允许继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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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Windows Server 2008 禁止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Symantec 提供安装选项
来安装 Symantec 信任证书，从而允许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Symantec 驱动程
序。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490 页上的 “为未经签名的驱动程序安装 Symantec
受信任证书”。
更改每个系统上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1

从本地登录到系统。

2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单击 System (系统)。

3

单击 Hardware (硬件) 选项卡，然后单击 Driver Signing (驱动程序签名)。

4

在 Driver Signing Option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对话框中，记下当前的设置，
从表中选择 Ignore (忽略) 或另一个将允许继续安装的选项。

5

单击 OK (确定)。

6

对每台计算机重复上述操作。
如果您不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则在该计算机上的安装可能在验证过程中失
败。安装完成后，请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重新设置到以前的状态。

为未经签名的驱动程序安装 Symantec 受信任证书
产品安装程序提供一个用于安装 Symantec Trusted Software Publisher Certificate
(Symantec 受信任软件发行者证书) 的安装选项，以便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驱动程序。
如果选择此安装选项，将在选择进行安装的系统上安装 Symantec 信任证书。
警告：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在执行远程安装时不会
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任何 SFW 驱动程序。在此过程中不会提供任何通知，并
且安装似乎已成功完成，但是因为没有安装驱动程序，稍后可能会出现问题。
如果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进行本地安装并且未选择此选项，则会显示驱
动程序签名弹出式窗口，要求用户进行干预。
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安装时选择此选项，则无需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设置为 Warn (警告) 或 Ignore (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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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安装产品
1

通过自动运行功能启动安装过程，或通过双击 Setup.exe 启动安装过程。将出
现 SFW Select Product (SFW 选择产品) 界面。

2

单击 Storage Foundation HA 5.1 for Windows。

3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 Complete/Custom (完全/自定义) 开始安装。

■

单击 Administrative Console (管理控制台) 链接仅安装客户端组件。

4

阅读 Welcome (欢迎) 界面中的消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5

使用查看窗口中的滚动箭头来阅读 License Agreement (许可协议)。如果同意
许可条款，请单击 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我接受许可
协议条款) 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添加功能许可证密钥之前输入产品许可证密钥。在顶端的字段中输入许可证
密钥，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如果没有许可证密钥，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以使用默认评估许可证密钥。此
许可证密钥仅在有限的评估期内有效。

7

对其他许可证密钥重复上述操作。单击 Next (下一步)
■

要删除某个许可证密钥，请单击该密钥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

要查看许可证密钥的详细信息，请单击该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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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相应的 SFW 产品选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客户端

用于安装 VC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和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控制台。用于安装可
提供有助于配置的信息和向导的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Global Cluster Option

仅用于灾难恢复配置。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仅用于灾难恢复配置：如果您打算使用 VVR 进行复制，
请选择安装 VVR 的选项。

高可用性硬件复制代理

如果您打算使用硬件复制，请选择相应的硬件复制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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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用于安装的域和计算机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Domain (域)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域。
填充域和计算机列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取决于域和
网络的大小、速度和活动。

Computer (计算机)

要添加进行安装的计算机，请从 Computer (计算机) 列
表中选择它或者在 Computer (计算机) 字段中键入该计
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要在添加计算机之后将其删除，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
段中单击该计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单击某台计算机的名称即可查看其说明。

Install Path (安装路径)

（可选）更改安装路径。
■

要更改安装路径，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选择一
台计算机，键入新路径，然后单击 Change (更改)。

■

要还原默认路径，请选择一台计算机，然后单击
Default (默认)。
默认路径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
对于 64 位安装，默认路径为：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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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域控制器和运行安装程序的计算机在不同的子网中，则安装程序可能无法
找到目标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安装程序显示错误消息之后，请手动输入
所缺少计算机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11 安装程序会检查选定计算机是否满足先决条件并显示结果。请查看信息，然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计算机未通过验证，请解决此问题，然后重新进行验证。单击列表中的计
算机以显示有关故障的信息。单击 Validate Again (重新验证) 重新开始执行验
证过程。
12 如果使用的是多个路径并且选择了特定的 DSM，则会收到 Veritas 动态多路
径警告。收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警告时，安装 Veritas 动态多路径 DSM 功能
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安装过程中所连接的物理路径数。要缩短此功能的安装时
间，请在安装过程中仅连接一个物理路径。安装后，请先重新连接其他物理路
径，然后再重新引导系统。
13 单击 OK (确定)。
14 查看这些信息并单击 Install (安装)。如有必要，请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
15 将出现 Installation Status (安装状态) 界面，其中显示安装状态消息和安装进度。
如果安装失败，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查看安装报告并解决导致失败的问题。
您可能必须修复安装或者卸载并重新安装。
16 完成安装后，请查看摘要界面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17 如果在远程节点上进行安装，请单击 Reboot (重新引导)。请注意，此时不能重
新引导本地节点，并且默认取消选中故障节点。单击要重新引导的远程节点旁
边的复选框。
18 节点成功完成重新引导后，Reboot Status (重新引导状态) 中将显示 Online (联
机)，且 Next (下一步) 按钮变为可用。单击 Next (下一步)。
19 查看日志文件并单击 Finish (完成)。
20 单击 Yes (是) 重新引导本地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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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完成安装过程之后，请重新设置每台计算机上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1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单击 System (系统)。

2

单击 Hardware (硬件) 选项卡，然后单击 Driver Signing (驱动程序签名)。

3

在 Driver Signing Option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对话框中，将选项重新设置为
Warn (警告) 或 Block (阻止)。

4

单击 OK (确定)。

5

对每台计算机重复上述操作。

配置集群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SFW HA 后，设置运行集群所需的组件。 VCS 集群配置向导
(VCW) 可以设置集群基础架构 （包括 LLT 和 GAB）以及在集群中配置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该向导还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该组包含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也称为 Web 控制台）、通知和全
局集群的资源。
在创建集群之前，请完成以下任务：
■

确定每个节点都使用静态 IP 地址 （不支持 DHCP）并且为每个节点都配置了
名称解析。

■

设置所需权限：
■

必须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用户帐户必须为域帐户。

■

您必须对选定执行集群操作的所有系统都具有管理访问权限。将该域用户
添加至每个系统的 Local Administrators (本地管理员) 组。

■

如果计划为 VCS Helper 服务创建新用户帐户，必须具有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或者必须是 Domain Account Operators
(域帐户操作员) 组的成员。如果计划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的现有用户
帐户，则必须知道该用户帐户的密码。

■

为 VCS Helper 服务配置用户帐户时，确保用户帐户是域用户。在本地系统
内置帐户的上下文中运行的 VCS HAD 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文
访问网络。此帐户不需要域管理权限。

■

确保 VCS Helper 服务域用户帐户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启用了 Add
Workstations to Domain (向域添加工作站) 权限。

有关 VCS 的完整安装和配置详细信息以及有关删除或修改集群配置的其他说明，
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请确保为辅助站点集群指定的名称与为主站点集群指定的名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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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CS 集群
1

启动 VCS 集群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集群
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Cluster Operations (集群
操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 面板上，选择或键入集群所在域的名称，然后
选择发现选项。

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
■

清除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单击 Next (下一步)。
转至第 498 页上的步骤 8。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 （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
■

■

选中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
列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选择的是检索系统列表，请转至第 497 页上的步骤 6。否则，请转
至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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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键入要添加的每个系统的名称，单击
Add (添加)，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请不要指定属于另一个集群的系统。

转至第 498 页上的步骤 8。
6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指定要形成集群的系统，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请不要选择属于另一个集群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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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系统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将该系统添加到 Selected Systems (选
定系统) 列表中，或者在 Domain Systems (域系统) 列表中单击以选中该系
统，然后单击 > (向右箭头) 按钮。
7

System Report (系统报告) 面板显示之前指定的所有系统的验证状态：
Accepted (已接受) 或 Rejected (已拒绝)。
可能由于以下任一原因而拒绝某个系统：
■

系统无法 ping。

■

在系统上 WMI 访问处于禁用状态。

■

向导无法检索系统体系结构或操作系统。

系统上未安装 VCS 或 VCS 的版本与运行向导的系统上所安装的版本不同。
单击系统名称可以查看验证详细信息。如果希望包括已拒绝的系统，请根据拒
绝原因纠正错误，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操作。
■

8

在 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集群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New
Cluster (创建新集群) 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9

在 Cluster Details (集群详细信息) 面板上，指定集群的详细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Cluster Name
(集群名称)

键入新集群的名称。 Symantec 建议集群名称最多包含 32 个
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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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ID
(集群 ID)

从下拉列表的建议集群 ID 中选择一个集群 ID，或为集群键入
一个唯一的 ID。集群 ID 可以是 0 到 255 之间的任意数字。
警告：如果您在步骤 4 中选择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或要在多个域之
间共享一个专用网络，请确保集群 ID 是唯一的。

Operating System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系统正在运行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

选择将属于集群的系统。
向导会发现选定系统上的 NIC。对于具有所需数量 NIC 的单节
点集群，向导会提示您配置专用链路心跳。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 以配置专用链路心跳。
选中 Select all systems (选择所有系统) 复选框以同时选择所
有系统。

10 向导将验证选定的系统是否为集群的成员。对系统进行验证后，单击 Next (下
一步)。
如果系统未通过验证，请查看与故障关联的消息，并在纠正问题后重新启动
向导。
如果您在第 498 页上的步骤 9 中选择了配置专用链路心跳，请继续下一步。
否则，请转至第 501 页上的步骤 12。
11 在 Private Network Configuration (专用网络配置) 面板上，配置 VCS 专用网
络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配置基于以太网的 VCS 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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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
Symantec 建议为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但是，您可以降低其
中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将低优先级的 NIC 用于公共通信和专用通信。

■

如果在选定的系统上只有两个 NIC，建议您降低至少一个将用于专用
网络通信和公共网络通信的 NIC 的优先级。
要降低某个 NIC 的优先级，请右键单击该 NIC 并从弹出式菜单中选
择 Low Priority (低优先级)。

如果配置中包含成组的 NIC，向导会将其组合成 NIC Group #N (NIC
组 N)，其中 N 表示指定给成组 NIC 的编号。成组 NIC 是逻辑 NIC，
它是通过将几个物理 NIC 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同一组中的所有
NIC 具有相同的 MAC 地址。 Symantec 建议您不要选择成组 NIC 用
于专用网络。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以太网）。
■

■

配置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层的 VCS 专用网络

■

选中 Configure LLT over UDP (配置基于 UDP 的 LLT) 复选框。

■

在 Port number for Link1 (Link1 的端口号) 和 Port number for Link2
(Link2 的端口号) 字段中指定唯一的 UDP 端口。可以使用 49152 到
65535 范围内的端口。默认端口号分别为 50000 和 50001。

■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Symantec 建议为
VCS 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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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每个选定的 NIC，验证所显示的 IP 地址。如果为选定的 NIC 指
定了多个 IP 地址，请双击该字段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IP 地
址。每个 IP 地址可以处于不同的子网中。
IP 地址用于指定 UDP 端口上的 VCS 专用通信。

对于每个选定的 NIC，请双击 Link (链路) 列中各自的字段，并从下
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链路。为每个 NIC 指定不同的链路 （Link1 或
Link2）。每个链路都与之前指定的 UDP 端口关联。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 UDP）。指定的 UDP 端口
将用于专用网络通信。
■

12 在 VCS Helper Service User Account (VCS Helper 服务用户帐户) 面板上，为
VCS Helper 服务指定域用户的名称。 VCS HAD 在本地系统内置帐户的上下文
中运行，它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文访问网络。此帐户不需要域管理
员权限。

■

要指定现有用户，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 Existing user (现有用户)，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用户名。

■

如果您在第 496 页上的步骤 4 中选择不检索用户列表，请在 Specify
User (指定用户) 字段中键入用户名，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要指定新用户，请单击 New user (新用户) 并在 Create New User (创建新
用户) 字段中键入有效用户名，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不要在用户名后追加域名；不要以 DOMAIN\user 或 user@DOMAIN 的格式
键入用户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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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assword (密码) 对话框中，键入指定用户的密码并单击 OK (确定)，然
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3 在 Configure Security Service Option (配置安全服务选项) 面板上，指定集群
的安全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使用单一登录功能

单击 Use Single Sign-on (使用单一登录)。在此模式下， VCS 使用
SSL 加密和基于平台的身份验证。 VCS 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有关集群中安全通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Start Guide for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入门 （针对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

■

如果知道要用作根代理的系统的名称，请单击 Specify root broker
system (指定根代理系统)，键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指定一个集群节点，向导会将该节点配置为根代理，并将其他节
点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身份验证代理比根代理低一个级别，它用作
中间的注册和认证机构。这些代理可对客户端 （如用户或服务）进
行身份验证，但不能对其他代理进行身份验证。身份验证代理具有由
根代理签署的证书。
如果指定集群之外的系统，请确保已将该系统配置为根代理；向导会
将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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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搜索将用作根代理的系统，请单击 Discover the root broker
systems in the domain (发现域中的根代理系统)，并单击 Next (下一
步)。默认情况下，向导将发现整个域中的根代理。

■

如果要定义搜索条件，请单击 Scope (范围)。在 Scope of Discovery
(发现范围) 对话框中，单击 Entire Domain (整个域) 以搜索整个域，
或单击 Specify Scope (指定范围) 并从 Available Organizational
Units (可用组织单元) 列表中选择组织单元，以将搜索限制在指定的
组织单元中。使用 Filter Criteria (筛选条件) 选项可以搜索与特定条
件匹配的系统。
例如，要搜索由用户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管理的系统，请从第一
个下拉列表中选择 Managed by (管理者)，从第二个下拉列表中选择
is (exactly) (为 (精确) )，在相邻字段中键入用户名 Administrator，
单击 Add (添加)，然后单击 OK (确定)。
表 14-4 包含其他更多搜索条件示例。

表 14-4

搜索条件示例

第一个下拉
列表值

第二个下拉
列表值

相邻字段条目

搜索结果

Name (名称)

is (exactly)

*system

显示名称以 system 结尾的所有
系统。

*vcsnode*

显示名称包含 vcsnode 的所有
系统。

*2003*

显示所有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

*Enterprise*

显示所有 Windows Server
Enterprise Edition 系统。

5.*

显示操作系统版本为 5.x 的所有系
统，其中 x 可能为 0、 1、 2 等。

(为 (精确) )
is (exactly)

Name (名称)

(为 (精确) )
Operating
System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版本)

可以添加多个搜索条件；向导将搜索匹配所有指定条件的系统。
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发现并显示所有根代理组成的列表。单
击以选择要用作根代理的系统，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根代理是集群节点，向导会将其他集群节点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如
果根代理在集群之外，向导会将所有集群节点都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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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VCS 用户权限：

■

■

单击 Use VCS User Privileges (使用 VCS 用户权限)。
VCS 管理员的默认用户名为 admin，默认密码为 password。两者都
区分大小写。可以接受 VCS 管理员帐户的默认用户名和密码，或键
入新用户名和密码。 Symantec 建议指定新用户名和密码。
当 VCS 未在安全模式下运行时，借助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台使用此帐户登录到 VCS。
单击 Next (下一步)。

14 查看 Summary (摘要) 面板上的摘要信息，并单击 Configure (配置)。向导将
配置 VCS 专用网络。
如果选定的系统具有 LLT 或 GAB 配置文件，向导会在覆盖这些文件之前显示
信息性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单击 OK (确定) 以覆盖上述文件。或者，单击
Cancel (取消)，退出向导，将现有文件移至其他位置，然后返回向导。
向导将开始运行命令，以配置 VCS 服务。如果操作失败，请单击 View
configuration log file (查看配置日志文件) 查看日志。
15 在 Completing Cluster Configuration (完成集群配置) 面板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以配置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需要使用该服务组来设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台、通知以及全局集群的组件。
要在以后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请单击 Finish (完成)。
在此阶段，向导已收集了设置集群配置所需的信息。向导完成其操作后，无论
是否具有 ClusterService 组组件，集群都能够承载应用程序服务组。在此阶
段，向导还会启动 VCS 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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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配置集群之后，绝不能更改属于该集群的节点的名称。如果希望更改节
点名称，请运行此向导从集群中删除该节点，重命名系统，然后再次运行此向
导将该系统添加到集群中。
无需为此 HA 环境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
台。有关 VC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以及通知资源的完整
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仅当配置灾难恢复环境并且未使用灾难恢复向导时， GCO 选件才适用。“灾难恢
复”各章讨论了如何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 GCO 选件。
16 在 Cluster Service Components (集群服务组件) 面板上，选择要在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中配置的组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选中 Web Console (Web 控制台) 复选框以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此控制台也称为 Web 控制台。
请参见第 506 页上的 “配置 Web 控制台”。

■

选中 Notifier Option (Notifier 选项) 复选框以配置发送给指定收件人的重
要事件通知。
请参见第 507 页上的 “配置通知”。

505

506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设置辅助站点：配置 SFW HA 和设置集群

配置 Web 控制台
本节介绍了配置 VC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 的步骤，此控制
台也称为 Web 控制台。
配置 Web 控制台
1

在 Web Console Network Selection (Web 控制台网络选择) 面板上，指定 Web
控制台资源的网络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
的 IP 地址，或者为 Web 控制台配置新的 IP 地址。

■

如果选择配置新 IP 地址，请键入 IP 地址和关联的子网掩码。

■

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络适配器。请注意，向导会列出公共网
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2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是否在 VCS 启动时使 Web 控制台资源联机，并单击
Configure (配置)。

3

如果选择了配置 Notifier 资源，请转至：
第 507 页上的 “配置通知”。
否则，请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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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通知
本节介绍配置通知的步骤。
配置通知
1

在 Notifier Options (Notifier 选项) 面板上，指定要配置的通知模式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您可以对 VCS 进行配置，以便在指定的服务器上生成 SNMP (V2) 陷阱并且向
指定的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以通知其对某些事件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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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NMP，请指定有关 SNMP 控制台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单击 SNMP Console (SNMP 控制台) 列中的字段并键入控制台的名称或 IP
地址。指定的 SNMP 控制台必须与 MIB 2.0 兼容。

■

单击 Severity (严重性) 列中的对应字段并为控制台选择严重性级别。

■

单击 + 添加字段；单击 - 删除字段。

■

输入一个 SNMP 陷阱端口。默认值为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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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MTP，请指定有关 SMTP 收件人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
一步)。

■

键入 SMTP 服务器的名称。

■

单击 Recipients (收件人) 列中的某个字段，然后输入通知的收件人。输入
admin@example.com 作为收件人。

■

单击 Severity (严重性) 列中的对应字段并为收件人选择严重性级别。VCS
会将具有同等或更高严重性的消息发送给收件人。

■

单击 + 添加字段；单击 - 删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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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Notifier Network Card Selection (Notifier 网卡选择) 面板上，指定网络信
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
的 NIC 资源，或者为通知机制配置新的 NIC 资源。

■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新的 NIC 资源，请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
络适配器。向导将列出公共网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较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5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在 VCS 启动时是否要将通知资源联机。

6

单击 Configure (配置)。

7

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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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在主站点中为 HA 配置了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确保在主站点上对应用程序进行了高可用性配置。如果尚未在主站点上对应用程序
进行高可用性配置，请转到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中的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高可用性 (HA) 配置)，并按所示顺序执行相应步骤。
请参见第 75 页上的第 8 章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要验证配置，请在主站点上使用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并在树视图中
查看服务组的状态。确定所有资源都处于联机状态。
注意：如果正在主站点上设置复制数据集群，请使用复制数据集群说明，而不要使
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提供的高可用性配置步骤。请参见第 325 页上
的第 12 章 “部属复制数据集群：安装新应用程序”。

设置复制环境
灾难恢复向导可以帮助您针对以下复制方法设置复制：
■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

EMC SRDF

■

Hitachi TrueCopy

对于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可以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所支持的任何复制代
理。灾难恢复向导可以帮助配置上面列出的方法。如果选择其他复制方法，则必须
首先运行该向导以完成全局集群的配置；然后再单独配置复制。
请参见第 548 页上的 “仅配置全局集群”。
在使用向导配置复制之前，请确保先设置复制环境先决条件。根据您所使用的复制
方法，请从以下主题中进行选择：
■

第 512 页上的 “配置 VVR 安全服务”

■

第 514 页上的 “EMC SRDF 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的要求”

■

第 516 页上的 “Hitachi TrueCopy 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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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VR 安全服务
如果您使用的是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复制，则必须在主站点和辅助
站点上的所有集群节点上配置 VxSAS 服务。
请完成以下过程为 VVR 配置 VxSAS 服务。
要执行此过程，必须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必须使用管理权限登录用来启动向导的服务器。

■

指定的帐户必须对所有指定主机具有管理权限以及作为服务登录的权限。

■

避免指定空密码。在 Windows Server 环境中，登录服务权限不支持密码为空
的帐户。

■

确保可从本地主机访问要在其上配置 VxSAS 服务的主机。

注意：安装 SFW 或 SFW HA 之后，VxSAS 向导不会自动启动。必须手动启动该向
导来完成 VVR 安全服务配置。有关此必需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配置 VxSAS 服务
1

要启动向导，请依次选择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Configuration Wizards (配置向导) > VVR
Security Service Configuration Wizard (VVR 安全服务配置向导)，或从所需
计算机的命令提示符下运行 vxsascfg.exe。
阅读 Welcome (欢迎) 页上提供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2

填写 Account Information (帐户信息) 面板，如下所示：
Account name
(domain\account)

输入管理帐户名称。

（帐户名 (域\帐户) ）
Password (密码)

指定密码。

如果已经为要成为 RDS 一部分的一个主机配置了 VxSAS 服务，请确保在其他
主机上配置 VxSAS 服务时指定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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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 面板上，选择要配置的主机所属的域：
选择域

Available Domains (可用域) 窗格列出 Windows 网上邻居中
的所有域。
通过双击相应的名称或使用箭头按钮将该名称从 Available
domains (可用域) 列表移到 Selected domains (选定域) 列表。

添加域

如果未显示所需的域名，请单击 Add domain (添加域)。此操
作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指定域名。单击 Add (添
加) 将名称添加到 Selected Domains (选定域) 列表中。

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Host Selection (主机选择) 面板上，选择所需的主机：

选择主机

Available Hosts (可用主机) 窗格列出指定域中的主机。
通过双击相应的主机或使用箭头按钮将该主机从 Available
hosts (可用主机) 列表移到 Selected Hosts (选定的主机) 列表。
将 Shift 键和向上键或向下键结合使用可以选择多个主机。

添加主机

如果未显示所需的主机名，请单击 Add Host (添加主机)。在
Add Host (添加主机) 对话框的 Host Name (主机名) 字段中，指
定所需的主机名或 IP。单击 Add (添加) 将名称添加到 Selected
Hosts (选定的主机) 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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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主机名之后， Configure (配置) 按钮将处于启用状态。单击 Configure (配
置) 继续配置 VxSAS 服务。
5

完成配置后， Configuration Results (配置结果) 页会显示操作是否成功。如果
操作不成功，该页面将显示帐户更新失败原因的详细信息，以及可能的失败原
因和解决故障的建议。
单击 Back (上一步) 可更改先前提供的任何信息。

6

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EMC SRDF 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的要求
灾难恢复向导将配置适用于 EMC SRDF 的 VCS 硬件复制代理所需的设置。该向导
将配置 VCS 应用程序服务组中 SRDF 资源所需的设置。此外，该向导还将配置
Symm 心跳。可选资源设置保留为默认状态。
有关 EMC SRDF 代理功能和配置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for EMC SRDF, Configuration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for EMC SRDF 配置指南》。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之前，请查看以下主题：
■

第 514 页上的 “配置 EMC SRDF 的软件要求”

■

第 515 页上的 “EMC SRDF 的复制要求”

配置 EMC SRDF 的软件要求
EMC SRDF 代理支持 EMC 建议阵列上的固件采用的 SYMCLI 版本。如果主机 /HBA/
阵列组合包含在 EMC 硬件兼容性列表中，该代理将支持所有 Symmetrix 阵列的所有
微代码层上的 SRDF。
要使用灾难恢复向导为 EMC SRDF 配置所需的代理设置，请确保满足以下软件
要求：
■

所有集群节点上均安装了 EMC Solutions Enabler。

■

安装的 SYMCLI 版本支持生成 XML 输出。

■

SYMCLI 版本和微代码层支持动态交换。

■

所有集群节点上均安装了 VCS EMC SRDF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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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C SRDF 的复制要求
向导在执行任何任务之前，将按以下方式验证阵列配置：
■

在主站点上，向导将确认所有设备均不属于 RDF2。

■

在辅助站点上，向导将确认所有设备均不属于 RDF1。

否则，向导将显示配置无效的消息，并且无法继续执行操作。
灾难恢复向导不会启动或停止复制。阵列复制配置不是向导执行存储克隆或服务组
克隆的先决条件。
服务组克隆任务完成后，灾难恢复向导将显示一个界面，说明以下复制要求：
■

SFW 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都必须属于同一设备组。

■

设备组不得跨越多个阵列 （非复合设备组）。

■

设备组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磁盘组。

■

两个站点上都必须启用了动态交换。

■

在主站点上：

■

■

所有设备都必须为 RDF1，并且属于 RDF1 设备组。

■

设备必须具有写访问权限。

在辅助站点上：
■

所有设备都必须为 RDF2，并且属于 RDF2 设备组。

■

必须禁用写访问权限。

建议在继续执行向导操作之前确保满足上述要求。然后，向导将验证阵列复制配置。
如果复制配置正确，向导将使用 SRDF 资源所需的复制设置填充资源配置界面。
如果复制配置不满足要求，向导将使资源配置界面上的字段保留为空。可以选择稍
后在向导中输入资源配置信息及配置阵列复制要求。输入的信息仅应用于 SRDF 资
源，而不会应用于阵列配置。但是，只有在正确配置了复制之后，才能使服务组中
的 SRDF 资源联机。
此外，还应注意以下代理要求：
■

设备组配置在集群的所有节点上都必须相同。

515

516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设置复制环境

Hitachi TrueCopy 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的要求
灾难恢复向导将配置适用于 Hitachi TrueCopy 的 VCS 硬件复制代理所需的设置。
该向导将配置 VCS 应用程序服务组中 HTC 资源所需的设置。可选设置保留为默认
状态。
有关 Hitachi TrueCopy 代理功能和配置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for Hitachi TrueCopy, Configuration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for Hitachi TrueCopy 配
置指南》。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之前，请查看以下主题：
■

第 516 页上的 “Hitachi TrueCopy 的软件要求”

■

第 517 页上的 “Hitachi TrueCopy 的复制要求”

Hitachi TrueCopy 的软件要求
Hitachi TrueCopy 代理支持所有版本的 Hitachi RAID Manager。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for
Hitachi TrueCopy, Configuration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for Hitachi TrueCopy 配置指南》。
要使用灾难恢复向导为 Hitachi TrueCop 配置所需的代理设置，请确保满足以下
要求：
■

RAID Manager 安装在站点内所有节点上的同一位置。

■

在向导的 Hitachi TrueCopy Path Information (Hitachi TrueCopy 路径信息)
面板上，输入 horcm 文件的主站点和辅助站点文件路径。默认位置为：
System Driver\Windows

■

horcm 文件名为 horcmnn.conf （其中， nn 是一个不带前导零的正数，例如
horcm1.conf，而不是 horcm01.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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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achi TrueCopy 的复制要求
向导在执行任何任务之前，将按以下方式验证阵列配置：
■

在主站点上，向导将确认所有设备均属于除 S-SWS 或 SSUS 以外的同一类型。

■

在辅助站点上，向导将确认所有设备均属于除 P-VOL 或 PSUS 以外的同一类型。

否则，向导将显示配置无效的消息，并且不会继续执行操作。
灾难恢复向导不会启动或停止复制。阵列复制配置不是向导执行存储克隆或服务组
克隆的先决条件。
服务组克隆任务完成后，灾难恢复向导将显示一个界面，说明以下复制要求：
■

所有已配置的实例均处于运行状态。

■

SFW 磁盘组中的所有磁盘均未跨越设备组。

■

设备组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磁盘组。

■

设备组未跨越多个阵列。

■

在主站点上，所有设备均为 P-VOL 类型。

■

在辅助站点上，所有设备均为 S-VOL 类型。

■

主站点上的所有设备组在辅助节点上必须处于联机状态，并且两个一组共享一
个 IP 地址。

■

设备组和设备名称仅包含字母数字字符或下划线字符。

建议在继续执行向导操作之前确保满足上述要求。然后，向导将验证阵列复制配置。
如果复制配置正确，向导将使用 HTC 资源所需的复制设置填充资源配置界面。
如果复制配置不满足要求，向导将使资源配置界面上的字段保留为空。可以选择稍
后在向导中输入资源配置信息及配置阵列复制要求。输入的信息仅应用于 HTC 资
源，而不会应用于阵列配置。但是，只有在正确配置了复制之后，才能使服务组中
的 HTC 资源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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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用户权限 （仅限于安全集群）
为了启用远程集群操作，必须在每个集群中使用相同的名称和权限配置 VCS 用户。
在安全集群中指定权限时，必须使用 username@domain 格式指定完全限定用户名。
当 VCS 以安全的模式运行时，不能指定或更改用户密码。
必须将服务组权限指定给应用程序服务组以及除了 RVG 服务组之外的任何相关服
务组。
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在主站点上指定用户权限
1

将配置设置为读取/写入模式：
haconf -makerw

2

添加用户。以 username@domain 格式指定名称。
hauser -add user [-priv <Administrator|Operator>]

3

修改服务组的属性以添加用户。指定应用程序服务组和除 RVG 服务组以外的
所有相关服务组。
hauser -add user [-priv <Administrator|Operator> [-group
service_groups]]

4

将配置重置为只读：
haconf -dump -makero

在辅助站点上指定用户权限
1

将配置设置为读取/写入模式：
haconf -makerw

2

添加用户。以 username@domain 格式指定名称。
hauser -add user [-priv <Administrator|Operator>]

3

将配置重置为只读：
haconf -dump -mak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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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灾难恢复
借助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Wizard (灾难恢复配置向导) （灾难恢复向
导），可以针对所选服务组执行下列任务：
■

克隆存储配置 （VVR 复制）或为安装应用程序而准备临时存储配置 （基于阵
列的硬件复制）

■

克隆服务组

■

■

（可选）配置 VVR 复制或为 EMC SRDF 或 Hitachi TrueCopy 配置 VCS 硬件
复制代理设置
配置全局集群
警告：在未通过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Wizard (灾难恢复配置向
导) 配置的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环境中使用该向导时，必须首先运行向导配置
全局集群，然后再配置复制。

在完成存储克隆任务后需退出向导，以便安装应用程序。逻辑上完成每项任务后，
可以退出向导。
每次重新启动向导时，都要指定主站点系统、服务组、辅助站点系统以及复制方法，
如下面的过程所述。单击 Next (下一步)，进入上次已完成过程之后的下一过程的起
始页。
服务组的灾难恢复向导仅列出包含 MountV 资源的服务组。要列出相关服务组，
父服务组必须也包含 MountV 资源。
警告：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完复制和全局集群后，无法再使用该向导更改复制
方法。
运行灾难恢复向导配置灾难恢复之前，确保符合下列先决条件：
■

在辅助站点上安装了 SFW HA 并对集群进行了配置。确保为辅助站点集群指定
的名称与为主站点集群指定的名称不同。

■

在主站点上为 HA 配置了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并且所需的全部服务在主站
点上均处于运行状态。

■

参与 DR 配置的集群的名称应互不相同。

■

辅助站点上的可用磁盘空间足以复制主站点上的存储配置。

■

针对每个要克隆的应用程序服务组提供一个静态 IP 地址。

■

如果使用 VVR 进行复制，则在每个站点上为集群中运行的每个应用程序实例
都分配了至少一个静态 IP 地址。

■

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均安装了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并且每个站点都
分配了一个静态 IP 地址用于配置 G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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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个集群中配置 VCS 用户时使用的是相同的名称和权限。

■

如果向导和向导需要访问的任何系统之间存在防火墙，则将防火墙设置为允许
在端口 7419 上传入和传出 TCP 请求。

注意：灾难恢复向导不支持包含 Bunker 辅助站点的 VVR 配置。
此外，还应根据您所使用的复制方法来参见以下复制先决条件：
■

第 512 页上的 “配置 VVR 安全服务”

■

第 514 页上的 “EMC SRDF 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的要求”

■

第 516 页上的 “Hitachi TrueCopy 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的要求”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启动灾难恢复配置
1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DR 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
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 选项卡，然后依次单击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灾难恢复配置) > Configure Disaster Recovery (配置灾难恢复) >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Wizard (灾难恢复配置向导)。
注意：根据设计，灾难恢复向导需要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 Lanman 属性的特
定设置。开始配置 DR 之前，向导会检查这些值，如果这些值未按要求进行设
置，则向导将自动设置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这些值。

2

在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查看先决条件并确保符合这些先决条件，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中，填写下列所需信息。
System Name
(系统名称)

输入应用程序联机的主系统的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主机名
(FQHN)。
如果在系统上启动了向导 （其中应用程序在主站点上处于联
机状态），则还可以指定 localhost 以连接到该系统。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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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Service Group Selection (服务组选择) 面板中，选择要克隆到辅助站点的服
务组。
可以通过不选择依赖服务组来选择只克隆父服务组。在 soft、 firm 或 hard 配置
中仅支持 online 和 local 依赖关系。向导只能配置一个依赖关系级别。在 VVR
环境中，向导会为 RVG 服务组配置依赖关系，因此不支持任何其他依赖关系。
该面板仅列出包含 MountV 资源的服务组。
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 Secondary System Selection (辅助系统选择) 面板中，输入要为其配置灾难
恢复的辅助系统的完全限定主机名 (FQHN) 或 IP 地址。
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 Replication Options (复制选项) 面板中，选择复制方法。虽然必须现在选择
复制方法，但复制和全局集群选项可以稍后（在完成服务组克隆后）进行配置。

Configure Veritas Volume
如果要配置 VVR 复制，则选择此选项。
Replicator (VVR) and the
即使计划手动配置 VVR 复制或 GCO 选项，也要选择此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选项。使用向导为 VVR 环境正确配置存储克隆时，需要
(配置 Veritas Volume
此选项。
Replicator (VVR) 和 Global
向导将验证每项配置任务并确认是否已成功完成任务。
Cluster Option (GCO))
不能混合使用复制方法。即，如果主站点使用的是基于
阵列的复制，而您选择 VVR 选项，则向导会发出无法
对灾难恢复站点使用 VVR 复制的警告。
Configure EMC SRDF and the 如果要配置 VCS EMC SRDF 代理的设置，则选择此复制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选项。用于主站点上服务组的所有磁盘都必须属于 EMC
(配置 EMC SRDF 和 Global
SRDF 阵列。
Cluster Option (GCO))
即使计划手动配置 EMC SRDF 复制或 GCO 选项，也要
选择此选项。向导将验证每项配置任务并确认是否已成
功完成任务。
Configure Hitachi TrueCopy 如果要配置 VCS Hitachi TrueCopy 代理的设置，则选择
and the Global Cluster
此复制选项。 用于主站点上服务组的所有磁盘都必须属
Option (GCO) (配置 Hitachi
于 Hitachi TrueCopy 阵列。
TrueCopy 和 Global Cluster 即使手动配置 GCO，也要选择此选项。向导将验证每项
Option (GCO))
配置任务并确认是否已成功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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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e the Global Cluster 选择此选项时，灾难恢复向导不会配置任何复制设置。
Option (GCO) only (仅配置
它将仅配置全局集群选项。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如果要在此向导不支持的基于阵列的复制环境中使用该
向导，则选择此选项。完成向导中的操作后必须手动配
置复制。
如果选择 GCO only (仅 GCO) 选项，灾难恢复向导将在
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环境下的辅助站点上设置存储和服
务组配置。因此，克隆 VVR 复制环境下的存储和服务组
时，不能选择此选项。

单击 Next (下一步)。
7

继续下一个 DR 配置任务。
有关 VVR 复制，请参见第 523 页上的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将存储克隆到辅助
站点上 （VVR 复制选项）”。
有关基于阵列的复制，请参见第 526 页上的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在辅助站点
上创建临时存储 （基于阵列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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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灾难恢复向导将存储克隆到辅助站点上
（VVR 复制选项）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可以将主站点上的存储配置克隆到辅助站点上。为了成功完成此
操作，辅助站点上的系统必须有足够的可用存储空间。如果创建了配置但卷大小不
一致，则该向导可以更正此问题，然后完成配置。
如果您尚未启动该向导，请在继续执行存储克隆过程之前参见以下主题：
第 519 页上的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灾难恢复”。
将存储配置从主站点克隆到辅助站点 （VVR 复制方法）
1

如果尚未执行此操作，则启动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Wizard (灾难
恢复配置向导)，指定有关主站点系统、服务组和辅助站点系统的信息。在
Replication Options (复制选项) 面板中，选择 VVR 复制方法，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2

查看 Storage Validation Results (存储验证结果) 面板中的信息。此面板将辅助
站点上的配置与主站点上的配置进行比较。如果这两个站点的配置相同，则该
面板将显示结果完全相同。否则，该面板将显示配置差异和建议的操作。可以
在摘要视图和详细信息视图之间切换，以查看差异。
详细信息视图将显示以下内容：
Disk Group (磁盘组) 显示需要在辅助站点上创建的磁盘组名。
Volume (卷)

列出需要在辅助站点上创建的卷 （如有必要）。

Size (大小)

显示需要在辅助站点上创建的卷的大小。

Mount (装入)

显示为辅助站点上的卷指定的装入。

Recommended

指示需要在辅助站点上执行的操作以使其配置与主站点的配置
Action (建议的操作) 类似。
■

如果卷不存在，则新建一个卷。

■

如果卷存在，但是小于主站点上的卷，则将该卷扩展为所
需大小。

■

如果卷大于主站点上的卷，则重新创建适当大小的卷。

■

如果卷与主站点上的卷大小相同，则会显示一条消息，指
示卷大小相同且不需要执行任何操作。

摘要视图将显示以下内容：
Disk groups that do 显示在主站点上存在而在辅助站点上不存在的磁盘组的名称。
not exist (不存在的
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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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disk groups 显示辅助站点上需要进行修改以与主站点匹配的磁盘组的名称。
that need
modification (需要
修改的现有磁盘组)
Free disks present
on secondary (辅助
站点上的空闲磁盘)

列出辅助站点上的空闲磁盘连同关于空闲空间的详细信息，以及
总磁盘空间信息。

如果该面板显示一条消息，指示辅助站点上的可用磁盘不足以克隆主站点配置，
则可以释放辅助站点上的某些磁盘或添加更多存储介质。然后单击
Refresh/Validate (刷新/验证)，向导即会更新有关辅助站点存储配置的信息。
之后，继续使用向导针对建议的操作提供信息。在继续配置服务组之前，向导
会确保服务组的磁盘组配置及卷配置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相同。
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Disk Selection for Storage Cloning (为克隆存储进行磁盘选择) 面板中，为
每个不存在的磁盘组或者与主站点上对应磁盘组不同的磁盘组选择磁盘，向导
将使用这些磁盘在辅助站点上创建各个磁盘组。
Selecting Disks
(选择磁盘)

针对每个需要创建的磁盘组，从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窗
格中选择所需的磁盘。双击主机名或使用 >> 选项将主机移动
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 窗格。
在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标签下，可以通过下拉列表按磁
盘阵列名称筛选可用磁盘。默认值为 All (全部)，它将显示所有
磁盘阵列上的所有可用空闲磁盘。

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Volume Layout for Secondary Site Storage (辅助站点存储的卷布局) 面板
中，填写下列所需信息：
Disk Group (磁盘组)

显示卷所属的磁盘组名。

Volume (卷)
（卷大小）

显示需要在辅助站点上创建的卷 （与主站点上的卷对应）的名
称和大小。

Available Disks

选择希望向导在其上创建卷的磁盘。在 Available Disks (可用
磁盘) 窗格中，双击磁盘名称或使用 >> 选项将磁盘移动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的磁盘) 窗格。针对每个磁盘组，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窗格中会列出已属于磁盘组的磁盘。

(可用磁盘)

为要克隆到辅助站点的每个不可用卷选择磁盘。
Layout (布局)

默认情况下，选择为主卷指定的布局。单击 Edit (编辑) 可按照
特定的要求更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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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Disks

列出已从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窗格移入的磁盘。

(选定的磁盘)
View Primary Layout 显示主站点上的卷布局。请参考此信息指定辅助站点布局的详
细信息。
(查看主站点布局)

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 Storage Configuration Cloning Summary (存储配置克隆摘要) 面板中，查
看显示的信息。如果要更改任何选项，请单击 Back (上一步)。否则，单击 Next
(下一步) 允许向导在辅助站点上克隆存储配置。

6

在 Implementation (实现) 面板中，等待所有已完成任务的状态标记为表示成
功完成的勾选符号。等待向导完成克隆存储。进度条会指示任务的状态。如果
某些任务未能成功完成，则标记为 (x) 符号。Information (信息) 列显示有关
任务失败原因的详细信息。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在 Storage Cloning Configuration Result (存储配置克隆结果) 界面中，查看
结果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在 Application Installation (应用程序安装) 面板中，查看相关信息并执行下列
操作之一：
■

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向导并在所需的节点上继续安装应用程序。在开始
安装之前，请确保已导入磁盘组并且已装入卷。如果在主站点上已采用驱
动器路径 （文件夹装入）形式装入了卷，则向导不会在辅助站点上装入
卷。 必须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手动格式化卷并为卷指
定驱动器路径。请使用在主站点上指定的同一盘符和文件夹名称。
安装完应用程序之后，可以再次启动灾难恢复向导。

■

如果已在所需节点上安装了该应用程序，则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克隆
服务组。

■

如果是从远程节点运行灾难恢复向导，则可使向导在该节点上继续保持
运行状态。然后，可将应用程序安装在每个所需节点的本地，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

如果是从本地系统运行灾难恢复向导，并且需要在该系统上安装应用程
序，则在应用程序安装完毕后该系统将重新启动。然后，可以重新启动该
向导。
如果中途退出向导，则重新启动向导时，将从 Welcome (欢迎) 面板开始显示。
继续通过向导指定主站点系统、服务组、辅助站点系统以及复制方法。向导将
进入存储克隆面板。如果向导检测到存储完全相同，则会继续克隆服务组。
■

526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在辅助站点上创建临时存储 （基于阵列的复制）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在辅助站点上创建临时存
储 （基于阵列的复制）
为了使您可以安装应用程序，灾难恢复向导会创建一个临时磁盘组
DR_APP_INSTALL__DG，该磁盘组包含在安装应用程序时使用的卷和装入点。临
时配置使用 500 MB 的卷或主站点上的卷大小，具体取决于哪一个较小。在安装应
用程序后，该向导将删除临时配置。
如果您已在所有节点上都安装了应用程序，则通过取消选中 Storage Cloning (存储
克隆) 面板上的 Perform storage cloning (执行存储克隆) 复选框，可以跳过此存储
克隆步骤。
如果您是首次启动该向导，请在继续执行存储克隆过程之前先参见以下主题：
■

第 519 页上的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灾难恢复”

为应用程序安装创建临时存储 （基于阵列的复制）
1

如果尚未执行此操作，则启动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Wizard (灾难
恢复配置向导)，指定有关主站点系统、服务组和辅助站点系统的信息。

2

在 Replication Options (复制选项) 面板中，选择计划使用的基于阵列的复制
方法，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

EMC SRDF

■

Hitachi TrueCopy

■

仅 Global Cluster Option （如果使用的是其他代理支持的基于阵列的复制
方法，则选择该选项）

如果选择了 Hitachi TrueCopy 复制方法，则会显示 Hitachi TrueCopy File
Paths (Hitachi TrueCopy 文件路径) 面板。如果向导在默认位置找到了文件，
则向导会填充这些字段。否则，将按如下方式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填写文件
路径信息：

RAID Manager bin 路径

指向 RAID Manager 命令行界面的路径
默认值：C:\HORCM\etc
其中 C 是系统驱动器。

HORCM 文件位置

指向 horcm 配置文件 (horcmnn.conf) 的路径
默认值：C:\Windows
其中 C 是系统驱动器
在所有节点上 RAID Manager 均需要 horcm 配置文件；
但向导不会验证该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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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在 Storage Cloning (存储克隆) 面板中，选择下列内容之一：
■

如果尚未在所有节点上安装该应用程序，则保留 Perform storage cloning
(执行存储克隆) 复选框的选中状态，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执行本
过程中的下一个步骤。

■

如果已在所有节点上安装了该应用程序，则取消选中 Perform storage
cloning (执行存储克隆) 复选框，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执行服务
组克隆过程。

Storage Validation Results (存储验证结果) 面板显示向导将在辅助站点上配置
的临时存储配置。单击 Show Summary (显示摘要) 可以切换到摘要视图，单击
Show Details (显示详细信息) 可以切换回详细信息视图。
详细信息视图将显示以下内容：
Disk Group

显示辅助站点上临时存储所需的单个磁盘组的名称：

(磁盘组)

DR_APP_INSTALL__DG

Volume (卷)

显示辅助站点上需要的卷的列表。

Size (大小)

显示辅助站点上需要的卷的大小。

Mount (装入)

显示辅助站点上需要的装入。

Recommended

指示向导将在辅助站点上执行的操作。

Action (建议的操作)

摘要视图将显示以下内容：
Existing
configuration

显示现有辅助站点配置。

(现有配置)
Free disks present
on secondary (辅助
站点上的空闲磁盘)

列出辅助站点上的空闲磁盘连同关于空闲空间的详细信息，以及
总磁盘空间信息。

如果该面板显示一条消息，指示辅助站点上的可用磁盘不足，则可以释放辅助
站点上的某些磁盘或添加更多存储介质。然后单击 Refresh/Validate (刷新/验
证)，向导即会更新有关辅助站点存储配置的信息。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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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Disk Selection for Storage Cloning (为克隆存储进行磁盘选择) 面板中，显
示了为辅助站点上的临时存储选择的默认磁盘。可以通过在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和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窗格之间移动磁盘来更改磁盘选择。
在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标签下，可以通过下拉列表按磁盘阵列名称筛
选可用磁盘。默认值为 All (全部)，它将显示所有磁盘阵列上的所有可用空闲
磁盘。单击 Next (下一步)。

7

Volume Layout for Secondary Site Storage (辅助站点存储的卷布局) 面板显示
了基于主站点卷布局的临时存储的默认卷布局。 （可选）可以更改任何卷的默
认磁盘分配和默认布局：
Disk Group (磁盘组)

显示 DR_APP_INSTALL__DG 磁盘组。

Volume (卷)
（卷大小）

显示要在辅助站点上创建的卷的名称和大小。

Available Disks

显示卷可以使用的磁盘。要选择磁盘，请双击主机名或使用 >>
按钮将主机移动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窗格。

(可用磁盘)
Layout (布局)

默认情况下，选择为主卷指定的布局。单击 Edit (编辑) 可按照
特定的要求更改布局。

Selected Disks

显示已为卷选择的磁盘的列表。要从列表中删除某个磁盘，请
选择该磁盘并单击 << 按钮。

(选定磁盘)

View Primary Layout 显示主站点上的卷布局。
(查看主站点布局)

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在 Storage Configuration Cloning Summary (存储配置克隆摘要) 面板中，查看
显示的信息。如果要更改任何选项，请单击 Back (上一步)。否则，单击 Next
(下一步) 允许向导在辅助站点上克隆临时存储配置。

9

在 Implementation (实现) 面板中，等待所有已完成任务的状态标记为表示成
功完成的勾选符号。等待向导完成克隆存储。进度条会指示任务的状态。如果
某些任务未能成功完成，则标记为 (x) 符号。Information (信息) 列显示有关任
务失败原因的详细信息。单击 Next (下一步)。

10 在 Storage Configuration Cloning Result (存储配置克隆结果) 界面中，查看
结果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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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 Application Installation (应用程序安装) 面板中，查看相关信息并执行下列
操作之一：
■

在开始安装之前，请确保已导入磁盘组并且已装入卷。如果在主站点上已
采用驱动器路径 （文件夹装入）形式装入了卷，则向导不会在辅助站点
上装入卷。必须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手动格式化卷并
为卷指定驱动器路径。请使用在主站点上指定的同一盘符和文件夹名称。

■

如果是从本地系统运行灾难恢复向导，并且需要在该系统上安装应用程
序，则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向导并继续在所需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安装完应用程序之后，可以再次启动灾难恢复向导继续克隆服务组。此时
不再需要临时克隆的存储。在开始克隆服务组之前，向导会显示
Temporary Storage Deletion (临时存储删除) 面板，要求确认是否删除临
时存储。

■

如果是从远程节点运行灾难恢复向导，则可使向导在该节点上继续保持运
行状态。然后可以在每个所需的节点上从本地安装应用程序。
安装完应用程序之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克隆服务组。此时不再需
要临时克隆的存储。在开始克隆服务组之前，向导会显示 Temporary
Storage Deletion (临时存储删除) 面板，要求确认是否删除临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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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和配置应用程序或服务器角色 （辅助站点）
本节介绍安装应用程序之前必须考虑的一些要点。
在安装 SFW HA 的过程中会安装 FileShare 和 PrintShare 等应用程序。要安装其他
应用程序，请参考应用程序附带的文档。

安装 FileShare 应用程序
安装 FileShare 时的注意事项：
■

确保共享存储上存在包含文件服务器共享目录的磁盘组和卷。

■

安装和配置新文件服务器共享目录时，需要在共享存储上创建磁盘组和卷，然
后在共享存储上创建文件共享的目录结构。

■

如果配置中的文件服务器在本地存储上有共享，那么可以按照 Microsoft 建议
的做法将这些共享移至共享存储。

安装 PrintShare 应用程序
安装 PrintShare 时的注意事项：
■

确保已将所需打印机驱动程序添加至集群中要加入打印共享服务组的所有系统。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

确保打印机已连接到网络且配置了 IP 地址。

安装 IIS 应用程序
安装 IIS 时的注意事项：
■

确定已安装 IIS，并且已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对其进行了相同的配置。
确定要监视的站点在共享存储上。

■

在第一个节点上，导入集群磁盘组并装入包含网站数据的卷。

■

如果安装新的 IIS，创建新网站时，需在共享存储上创建站点文件夹，并在该
文件夹内放置站点内容。

■

将要监视的所有 IIS 站点的默认主目录路径更改为共享存储上的某个位置。有
关说明，请参见 IIS 文档。

■

对于现有网站，请停止站点，然后将网站内容移至共享存储上的卷中。还必须
为 IIS 中的网站重新配置主目录位置，然后重新启动该网站。

■

确定分配给 IIS 站点的端口号未被其他应用程序或站点占用。

■

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中同步 II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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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Microsoft Virtual Machine 应用程序
安装 MS Virtual Machine 时的注意事项：
■

确定已安装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并且已在承载服务组的所有节点上对其
进行了相同的配置。

■

安装要使其在虚拟机上具有高可用性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

■

在每台虚拟机上安装和配置虚拟机插件（如果打算为虚拟机资源启用详细信息
监视功能）。

■

确定 Microsoft Virtual Server 配置文件位于每个节点的本地。

■

确保虚拟机名称在集群中是唯一的。

安装其他应用程序
下面是一些安装应用程序的通用注意事项：
■

确保已在节点上装入磁盘组和卷。灾难恢复向导将装入在第一个节点上指定驱
动器盘符的卷。但是，如果主站点使用文件夹装入，则必须格式化该卷并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手动指定驱动器路径。对于每个其他节点，
必须先卸载卷并逐出磁盘组，然后再在其他节点上导入并装入这些卷和磁盘组。

■

VCS 要求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安装在所有节点上同一本地驱动器上。例如，如
果在一个节点上，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安装在驱动器 C 上，那么在所有其他节
点上，这些文件都必须安装在驱动器 C 上。请确保在所有节点上都有相同的驱
动器盘符，并且有足够空间用于安装。

■

数据文件及任何关联文件 （如日志文件）应安装在共享存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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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主站点上的服务组配置克隆到辅助站点
克隆辅助站点上的服务组之前，请确认已在辅助站点上安装了应用程序。
如果您是首次启动该向导，请参见以下主题了解其他信息：
第 519 页上的 “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灾难恢复”
注意：虽然可以在 VCS Java 控制台中查看克隆进度，但在克隆期间请不要保存和
关闭配置。否则，克隆将失败，并且您必须删除辅助站点上的服务组，然后重新运
行向导。
将服务组配置从主站点克隆到辅助站点
1

在主站点上，验证是否已经使应用程序服务组联机。

2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DR 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展开 Solution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
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 选项卡，然后依次单击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灾难恢复配置) > Configure Disaster Recovery (配置灾难恢复) >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Wizard (灾难恢复配置向导)。

3

在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继续通过向导，提供所
需的主站点系统、服务组、辅助站点系统及复制方法的信息。
如果选择的是 VVR 复制方法，则向导将继续执行存储克隆任务，并在检测到
存储相同时发出通知。单击 Next (下一步)，直到进入 Service Group Analysis
(服务组分析) 面板。
如果选择的是基于阵列的复制方法 （EMC SRDF、 HTC 或仅 GCO），则在安装
了应用程序之后不再需要临时存储，向导会提示您确认是否要删除临时存储。

4

（仅限基于阵列的复制方法）在 Temporary Storage Deletion (临时存储删除)
面板中，确认是否要删除克隆的存储：

5

■

如果已经在所需节点上安装了该应用程序，则保留 Delete cloned storage
(删除克隆的存储) 复选框的选中状态，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当向导
提示您确认是否删除共享存储时，单击 Yes (是)。

■

如果要以后手动删除克隆的存储，则取消选中 Delete cloned storage (删
除克隆的存储)，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仅限基于阵列的复制方法）如果选择了删除克隆的存储，则向导将在
Implementation (实现) 面板中显示各项任务的执行进度。如果存储删除操作
失败，向导将显示 Failure Summary (故障摘要) 页。否则，在向导显示任务
已完成时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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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看 Service Group Analysis (服务组分析) 面板中显示的下列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克隆服务组。
Service Group Name ( 列出了主站点集群上与应用程序相关的服务组。
服务组名称)
Service Group Details 显示主站点上服务组的资源属性。这些属性包括：
on the Primary
■
IP 资源：由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组成
Cluster (主集群上的 ■
NIC 资源：即 MAC 地址
服务组详细信息)
Service Group Details 显示消息指示是否已在辅助站点上配置了服务组及相应属性。
on the Secondary
Cluster (辅助集群上
的服务组详细信息)

7

在 Service Group Cloning (服务组克隆) 面板中，指定所需的辅助站点系统
信息。
Service Group Name
(服务组名称)

根据已在主站点上创建的应用程序服务组，以及之后在 Service
Group Selection (服务组选择) 页上所做的选择，向导会显示将
在辅助站点上克隆的服务组名称。

Available Systems

显示辅助集群上尚未选择用于服务组克隆的可用系统列表。

(可用系统)

选择希望向导在其上克隆应用程序服务组配置的其他任何辅助
系统。
双击系统名称或者使用 > 选项将主机移到 Selected Systems (选
定系统) 窗格。
注意：如果要在使用 DR 向导完成克隆服务组配置之后将系统添
加到服务组，则不能通过再次运行 DR 向导执行此操作，而应运
行 VCS 配置向导并编辑现有服务组的系统列表。

Selected Systems
(选定系统)

列出选定系统。默认情况下，会列出之前在向导中选择的辅助
系统。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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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Service Group Attribute Selection (服务组属性选择) 面板中，填写所需的
信息以在辅助站点上创建所需资源。该面板还显示了主站点上的服务组资源名
称及属性信息。
Resource Name

列出了主集群上存在的资源。

(资源名称)
Attribute Name
(属性名)

显示与 Resource Name (资源名称) 列中显示的每个资源关联
的属性名。
如果需要编辑未显示出来的其他属性，则必须在完成服务组
克隆操作之后，在辅助站点服务组上手动编辑这些属性。

Primary Cluster

显示每个所显示属性的主属性值。

(主集群)
Secondary Cluster
(辅助集群)

其默认值与主集群相同。如果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位于同一网
段上，则可以使用同一虚拟 IP 地址。可以根据环境指定不同
的属性。对于 MACAddress 属性，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适当的
公共 NIC。

单击 Next (下一步)。
9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中，查看将要克隆到辅助集群的属性
信息。 要更改任意一个辅助服务组属性，请单击 Back (上一步)。 否则，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在辅助站点上克隆服务组配置。

10 在 Implementation (实现) 面板中，等待所有任务执行完毕。进度条将指示任
务的状态。成功完成的任务将以勾选符号进行标记。如果某项任务未能成功完
成，则该任务将以 (x) 符号进行标记。Information (信息) 列显示有关任务失败
原因的详细信息。单击 Next (下一步)
11 如果克隆失败，请查看故障排除信息。否则，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配置复制
和 GCO，或仅配置 GCO，具体取决于所选选项。
或者，此时先退出向导，稍后再重新启动向导。再次启动向导之后，继续通过
向导指定主站点系统、服务组、辅助站点系统以及复制方法。单击 Next (下一
步) 继续执行复制和/或 GCO 配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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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复制和全局集群
在两个站点上创建相同的服务器组配置后，灾难恢复向导将帮助您设置复制和全
局集群 （GCO 选件）。您可以选择配置使用 VVR 进行复制或支持代理的基于阵列
的硬件复制。
如果该向导不支持您所使用的基于阵列的复制，则只能配置全局集群。在这种情况
下，配置复制之前必须先完成全局集群的配置。
以下主题介绍了每种复制方法所需的步骤：
■

第 535 页上的 “配置 VVR 复制和全局集群”

■

第 542 页上的 “配置 EMC SRDF 复制和全局集群”

■

第 545 页上的 “配置 Hitachi TrueCopy 复制和全局集群”

■

第 548 页上的 “仅配置全局集群”

配置 VVR 复制和全局集群
完成灾难恢复向导中的服务组配置任务后，即可配置 VVR 复制和全局集群。
开始之前，请确保已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确保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已安装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

■

确保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已安装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每个站点中
必须有一个静态 IP 地址可用于配置 GCO。

■

确保 VVR Security Service (VxSAS) 已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进行了配置。请
参见以下主题：
■

第 512 页上的 “配置 VVR 安全服务”

■

确保每个站点上至少有一个静态 IP 地址可用于群集中运行的每个应用程序
实例。

■

对于远程集群配置，确保在每个集群中为同一 VCS 用户配置相同的名称和
权限。

借助灾难恢复向导，使用以下过程配置 VVR 复制和全局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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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VR 复制和 GCO
1

验证是否已经在主站点上使应用程序服务器服务组联机，以及是否在辅助站点
上导入了适当的磁盘组。

2

如果向导在完成服务组克隆任务后仍处于打开状态，则继续执行 Replication
Setup (复制设置) 面板上的操作。否则，请按如下方式启动向导并继续执行
Replication Setup (复制设置) 面板上的操作：
■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DR 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 选项卡，然后依次单击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灾难恢复配置) > Configure Disaster
Recovery (配置灾难恢复) >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Wizard (灾
难恢复配置向导)。

■

在 Welcome (欢迎) 面板上，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继续根据向导，提
供所需的信息。

■

在 Replication Methods (复制方法) 面板上，单击 Configure VVR and the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配置 VVR 和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执行 Replication Setup (复制设置) 面板上的
操作。

3

在 Replication Setup (复制设置) 面板中，查看复制要求。如果满足要求，请
单击 Next (下一步)。否则，请单击 Cancel (取消)，并在满足要求后重新启动
向导。

4

在 Replication Settings for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复制卷组的复制设置)
面板中，指定所需的信息。将 DR 站点添加到现有 DR 配置时，必须与现有设
置匹配的字段 （如 RVG 名称或 RDS 名称）将变成灰色，因此无法进行更改。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配置复制和全局集群

Disk Group (磁盘组)

左侧列将列出磁盘组。根据设计，为每个磁盘组创建
RVG。

RVG Name (RVG 名称)

显示默认 RVG 名称。 如果需要，可将该名称更改为您选
择的名称。

RDS Name (RDS 名称)

显示默认复制数据集 (RDS) 名称。如果需要，可将该名称
更改为您选择的名称。

Available Volumes (可用卷) 显示尚未选择成为 RVG 一部分的可用卷的列表。
双击卷名或者使用 > 选项将卷移动到 Selected RVG
Volumes (选定的 RVG 卷) 窗格。
Selected RVG Volumes
(选定的 RVG 卷)

Primary SRL (主 SRL)

显示已选定属于 RVG 一部分的卷的列表。
要删除选定的卷，请双击卷名或使用 < 选项将卷移动到
Available Volumes (可用卷) 窗格。
如果在主站点上未创建复制器日志卷，请在下拉菜单中单
击 Create New (新建)。在 New Volume (新建卷) 对话框
上，指定名称、大小和磁盘。
否则，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适当的主复制器日志卷并输入适
当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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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SRL (次 SRL)

如果在主站点上未创建复制器日志卷，请在下拉菜单中单
击 Create New (新建)。在 New Volume (新建卷) 对话框
上，参照主 SRL 指定相同的名称和大小。
否则，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适当的辅助复制器日志卷并输入
适当大小。

Add RVG (添加 RVG)

单击该选项可创建新的 RVG。如果要组织不同 RVG 下磁
盘组中的卷，则该选项尤其有用。默认情况下，将向导设
计为组织一个 RVG 下磁盘组中的所有卷。但是可以使用
Add RVG (添加 RVG) 选项，根据特定要求，选择以不同方
式组织卷。

Delete RVG (删除 RVG)

单击该选项可删除与正在创建的 DR 设置有关的任何现有
RVG。

Start Replication after the 选中此复选框可以在向导完成必要的配置之后自动开始
wizard completes (在向导 复制。
完成后开始复制)
复制配置完毕并且正在运行时，取消选中该复选框不会
停止复制。
■

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指定某些附加复制属性。对话框上选
项按列向从左到右进行描述，有关 VVR 复制选项的其他信息，请参考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Replication Mode
(复制模式)

选择所需的复制模式：Synchronous (同步)、
Asynchronous (异步)、或 Synchronous Override (同步改
写)。默认模式为同步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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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Protection

从列表中选择适当的日志保护。

(日志保护)

当主 RVG 中的所有卷都包含 DCM 日志时，复制器日志溢出
保护默认选定的模式为 AutoDCM。在复制器日志溢出时，
会启用 DCM。
Off (关闭) 选项将禁用复制器日志溢出保护。
Override (改写) 选项将启用日志保护。如果辅助节点仍然处
于连接状态，并且复制器日志将要溢出，则将停止写入，直
到复制器日志中具有预定的 5% 或 20 MB （取两者中较少
者）的空间为止。
如果由于连接中断或者管理操作而使辅助节点处于不活动
状态，则将禁用复制器日志保护，并且复制器日志溢出。
Fail (失败) 选项将启用日志保护。如果日志将要溢出，则将
停止写入，直到复制器日志中具有预定的 5% 或 20 MB
（取两者中较少者）的空间为止。如果主 RVG 和辅助 RVG
之间的连接中断，则对主 RVG 进行的任何新写入操作都将
失败。

Primary RLINK

输入为主 RLINK 选择的名称。如果未指定任何名称，向导
Name (主 RLINK 名) 将分配一个默认名称。
Secondary RLINK

输入为次 RLINK 选择的名称。如果未指定任何名称，向导
Name (次 RLINK 名) 将分配一个默认名称。
Bandwidth (带宽)

默认情况下， VVR 复制使用最大的可用带宽。可以选择
Specify (指定) 来指定带宽限制。
默认单位为兆字节/秒 (Mbps)，允许的最小值为 1 Mbps。

Protocol (协议)

选择 TCP 或 UDP。UDP/IP 是默认的复制协议。

Packet Size
(数据包大小)
（字节）

默认为 1400 字节。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数据传输所需的数
据包大小。数据包大小的默认单位为字节。只有在协议为
UDP/IP 时才可以设置数据包大小。

Latency Protection

默认情况下，延迟保护设置为 Off (关闭)。

(延迟保护)

选择该选项后，便会禁用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和 Low
Mark Value (低标记值)。选择 Fail (失败) 或 Override (改写)
选项可以启用延迟保护。
当辅助站点断开时，Override (改写) 选项的作用类似于 Off
(关闭) 选项；当辅助站点连接时，其作用类似于 Fail (失败)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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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仅当将 Latency Protection (延迟保护) 设置为 Override (改
写) 或 Fail (失败) 时，才会启用此选项。它指定了辅助站点
位于主站点之后所依据的最大挂起更新数。默认值为
10000。
为了确保延迟保护最有效，高标记值和低标记值之间的差
异不能太大。

Low Mark Value
(低标记值)

仅当将 Latency Protection (延迟保护) 设置为 Override (改
写) 或 Fail (失败) 时，才会启用此选项。当复制器日志中的
更新达到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时，继续停止对主站
点上系统的写入，直到复制器日志中挂起的更新数降到
Low Mark Value (低标记值) 为止。默认值为 9950。

Initial
Synchronization

如果进行初始设置，请使用 Auto Synchronous (自动同步)
选项同步辅助站点并开始复制。这是默认值。

(初始同步)

选择此选项后， VVR 将默认执行智能同步，仅复制文件系统
正在使用的卷上的那些块。如有必要，可以禁用智能同步。
如果要使用 Synchronize from Checkpoint (从检查点同步)
方法，必须首先创建检查点。
如果主数据卷中具有大量数据，则可能首先需要针对现有
数据，结合使用检查点和备份还原方法同步辅助站点。还原
完成之后，使用 Synchronize from Checkpoint (从检查点
同步) 选项从检查点开始复制，将辅助站点和执行备份还原
期间发生的写入进行同步。

要对高级设置应用这些更改，请单击 OK (确定)。在 Replication Settings
for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复制卷组的复制设置) 面板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 Replication Attribute Settings (复制属性设置) 面板中，为主站点和辅助站
点上的集群指定所需的复制属性信息。单击箭头图标，展开 RVG 行并显示复
制属性字段。配置其他辅助站点 （多个 DR 站点）时，某些字段将处于禁用
状态。
Disk Group (磁盘组) 显示已配置的磁盘组列表。
RVG Name

显示对应于磁盘组的复制卷组。

(RVG 名称)
IP Address
(IP 地址)

输入将用于复制的复制 IP，一个用于主站点，另一个用于
辅助站点。

Subnet Mask

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输入系统的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配置复制和全局集群

Public NIC

从下拉列表中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系统选择公共 NIC。

(公共 NIC)
Copy (复制)

使您能够跨多个 RLINK 复制 RLINK 属性。必须至少具有两
个 RLINK 才能使用此操作，将 RLINK 属性从当前 RLINK
复制到其他 RLINK。

指定每个 RVG 的复制属性之后，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 Global Cluster Settings (全局集群设置) 面板中，指定广域连接器资源的心跳
信息。必须为主集群和辅助集群指定此信息。可以重复使用任何现有的 WAC 资
源信息。将 DR 站点添加到现有 DR 配置时，因为已经在主站点上配置了 GCO，
所以主站点字段将变为灰色。
Use existing settings 允许您使用主站点或辅助站点上已存在的 WAC 资源。单击
(使用现有设置)
Primary (主站点) 或 Secondary (辅助站点)，具体取决于 WAC
资源所处的站点。
Resource Name

从资源名称列表框中选择现有 WAC 资源名称。

(资源名称)
Create new settings

选择要创建新的 WAC 资源的适当站点：主站点或辅助站点。

(创建新设置)
IP Address (IP 地址)

输入 WAC 资源的虚拟 IP。

Subnet Mask

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输入系统的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
Public NIC

从下拉列表中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 NIC。

(公共 NIC)
Start GCO after

选中此复选框可以使集群服务组联机，并在向导完成必要的配
configuration (配置完 置之后自动启动 GCO。否则，在完成向导后必须手动使服务组
联机和启动 GCO。
成后启动 GCO)
GCO 配置完毕并且正在运行时，取消选中该复选框不会停止
GCO。

7

在 Settings Summary (设置摘要) 面板中，查看显示的信息。如果要更改任何
参数，请单击 Back (上一步)。如果已经安装了打印机，则可以单击位于可滚
动列表底部的打印机图标打印设置。
单击 Next (下一步) 实现设置。

8

在 Implementation (实现) 面板中，等待向导完成创建复制配置和全局集群所
需的 WAC 资源。如果某项任务未能成功完成，则该任务将以 (x) 符号进行标
记。对于所有关键错误，向导都会显示错误消息。对于不是很关键的错误，
Information (信息) 列将显示任务失败的简要说明，并在下一界面显示有关可
以采取的补救措施的其他信息。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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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Finish (完成) 面板中，查看显示的信息。如果某项任务没有成功完成，该
面板便会显示错误消息，其中会列出一些详细的故障原因。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配置 EMC SRDF 复制和全局集群
完成灾难恢复向导中的服务组配置任务后，即可配置复制和全局集群。
该向导将帮助您配置应用程序服务组中 SRDF 资源的相应设置。
确保已满足复制的先决条件。请参见以下主题：
■

第 514 页上的 “EMC SRDF 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的要求”

此外，还要确保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已安装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每个
站点中必须有一个静态 IP 地址可用于配置 GCO。
该向导将配置所需的代理设置以及 SYMM 心跳。并将对可选设置使用默认值。请参
见以下主题：
■

第 544 页上的 “EMC SRDF 的可选设置”

配置 EMC SRDF 复制和 GCO
1

在主站点上验证是否已经使应用程序服务组联机。

2

如果向导在完成服务组克隆任务后仍处于打开状态，则继续执行 Replication
Setup (复制设置) 面板上的操作。否则，请按如下方式启动向导并继续执行
Replication Setup (复制设置) 面板上的操作：

3

■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DR 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展开 Solution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 选项卡，然后依次单击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灾难恢复配置) > Configure Disaster
Recovery (配置灾难恢复) >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Wizard (灾
难恢复配置向导)。

■

在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继续通过向导提供
所需信息。

■

在 Replication Methods (复制方法) 面板中，单击 Configure EMC SRDF
and the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配置 EMC SRDF 和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执行 Replication Setup (复制
设置) 面板上的操作。

在 Replication Setup (复制设置) 面板中，查看复制要求。如果满足要求，请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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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虽然在不满足复制要求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使用向导，但向导将发出配
置无效的警告。如果配置无效，则无法使服务组中的 SRDF 资源联机。
4

在 SRDF Resource Configuration (SRDF 资源配置) 面板中，如果已经配置了
复制，则向导会填充所需的资源字段。否则，必须手动输入所需的资源设置。
Symmetrix Array ID

指定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阵列 ID。

(Symmetrix 阵列 ID) (SID)
Device Group name
(设备组名称)

指定其中包含所选实例磁盘组的磁盘的 Symmetrix 设备
组名称。

Available VMDG Resources

选择与所选应用程序实例关联的磁盘组。

(可用 VMDG 资源)

5

如果要为实例配置附加 SRDF 资源，请单击 Add (添加)。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 Global Cluster Settings (全局集群设置) 面板中，指定广域连接器资源的心
跳信息。必须为主集群和辅助集群指定此信息。可以重复使用任何现有的
WAC 资源信息。将 DR 站点添加到现有 DR 配置时，因为已经在主站点上配
置了 GCO，所以主站点字段将变为灰色。
Use existing settings 允许您使用主站点或辅助站点上已存在的 WAC 资源。单击
(使用现有设置)
Primary (主站点) 或 Secondary (辅助站点)，具体取决于 WAC
资源所处的站点。
Resource Name

从资源名称列表框中选择现有 WAC 资源名称。

(资源名称)
Create new settings

选择要创建新的 WAC 资源的适当站点：主站点或辅助站点。

(创建新设置)
IP Address (IP 地址)

输入 WAC 资源的虚拟 IP。

Subnet Mask

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输入系统的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
Public NIC (公共 NIC) 从下拉列表中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 NIC。
Start GCO after

选中此复选框可以使集群服务组联机，并在向导完成必要的配
configuration (配置完 置之后自动启动 GCO。否则，在完成向导后必须手动使服务组
联机和启动 GCO。
成后启动 GCO)
GCO 配置完毕并且正在运行时，取消选中该复选框不会停止
GCO。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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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Settings Summary (设置摘要) 面板中，查看显示的信息。如果要更改为复
制资源设置或全局集群设置指定的任何参数，请单击 Back (上一步)。
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在 Implementation (实现) 面板中，等待向导完成创建复制配置和全局集群所需
的 WAC 资源，并且出现指示成功完成任务的勾选 (✔) 符号。 (x) 符号表示无法
成功完成的任务。 Information ( 信息 ) 列显示有关任务失败原因的详细信息。
单击 Next (下一步)。

9

在 Finish (完成) 面板中，查看显示的信息。如果某项任务没有成功完成，该面
板便会显示错误消息，其中会列出一些详细的故障原因。单击 Finish (完成) 退
出该向导。

10 如果需要，请继续为 SRDF 资源配置其他可选设置，然后验证灾难恢复配置。

EMC SRDF 的可选设置
该向导将配置 VCS 应用程序服务组中 SRDF 资源所需的设置。
可选设置保留为默认状态。有关配置可选设置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for EMC SRDF, Configuration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for EMC SRDF 配置指南》。
如果更改任何设置，请确保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编辑相应资源。
可选设置使用以下默认值：

选件

默认设置

SymHome

C:\Program Files\EMC\SYMCLI\bin

DevFOTime

每个设备需要 2 秒时间来完成故障切换

AutoTakeover

默认值为 1；在故障切换期间，代理将在处于写操作禁用状态下的
分区设备上启用读写操作 （如果设备一致）。

SplitTakeover

默认值为 1；代理将使服务组在 R2 一端联机，即使设备处于分割状
态也是如此，因为它们已启用了读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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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Hitachi TrueCopy 复制和全局集群
完成灾难恢复向导中的服务组配置任务后，即可配置复制和全局集群。
该向导将帮助您配置应用程序服务组中 HTC 资源的相应设置。
确保已满足相应的先决条件。请参见以下主题：
■

第 516 页上的 “Hitachi TrueCopy 基于阵列的硬件复制的要求”

此外，还要确保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已安装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每个
站点中必须有一个静态 IP 地址可用于配置 GCO。
该向导将配置所需的代理设置。并将对可选设置使用默认值。请参见以下主题：
■

第 547 页上的 “HTC 的可选设置”

配置 Hitachi TrueCopy 复制和 GCO
1

在主站点上验证是否已经使应用程序服务器服务组联机。

2

如果向导在完成服务组克隆任务后仍处于打开状态，则继续执行 Replication
Setup (复制设置) 面板中的操作。否则，请按如下方式启动向导并继续执行
Replication Setup (复制设置) 面板中的操作：

3

■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DR 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展开 Solution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 选项卡，然后依次单击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灾难恢复配置) > Configure Disaster
Recovery (配置灾难恢复) >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Wizard (灾
难恢复配置向导)。

■

在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继续通过向导提供
所需信息。

■

在 Replication Methods (复制方法) 面板中，单击 Configure Hitachi
TrueCopy and the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配置 Hitachi TrueCopy
和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执行
Replication Setup (复制设置) 面板中的操作。

在 Replication Setup (复制设置) 面板中，查看复制要求。如果满足要求，请
单击 Next (下一步)。
警告：虽然在不满足复制要求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使用向导，但向导将发出配
置无效的警告。如果配置无效，则无法使服务组中的 HTC 资源联机。

4

在 HTC Resource Configuration (HTC 资源配置) 面板中，如果已经正确配置
了 horcm 文件，则向导会填充所需的资源字段。如果尚未配置 horcm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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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配置该文件，然后单击 Refresh (刷新) 以填充所需的字段。或者，可以
手动输入所需的资源设置：
Instance ID (实例 ID)

指定设备组的实例编号。
多个设备组可以具有相同的实例编号。

Device Group name
(设备组名称)

指定其中包含所选实例的磁盘组的 Hitachi 设备组名
称。设备组名称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必须相同。

Available VMDG Resources

选择与所选应用程序实例关联的磁盘组。

(可用 VMDG 资源)
Add (添加)、 Remove (删除)、 单击 Add (添加) 或 Remove (删除) 将显示空白字段，以
Reset (重置) 按钮
便可以手动添加或删除附加资源。单击 Refresh (刷新)
将从当前 horcm 文件填充所有字段。

5

如果要为实例配置附加 HTC 资源，请单击 Add (添加)。否则，请单击 Next (下
一步)。

6

在 Global Cluster Settings (全局集群设置) 面板中，指定广域连接器资源的心跳
信息。必须为主集群和辅助集群指定此信息。可以重复使用任何现有的 WAC 资
源信息。将 DR 站点添加到现有 DR 配置时，因为已经在主站点上配置了 GCO，
所以主站点字段将变为灰色。
Use existing settings 允许您使用主站点或辅助站点上已存在的 WAC 资源。单击
(使用现有设置)
Primary (主站点) 或 Secondary (辅助站点)，具体取决于 WAC
资源所处的站点。
Resource Name

从资源名称列表框中选择现有 WAC 资源名称。

(资源名称)
Create new settings

选择要创建新的 WAC 资源的适当站点：主站点或辅助站点。

(创建新设置)
IP Address (IP 地址)

输入 WAC 资源的虚拟 IP。

Subnet Mask

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输入系统的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
Public NIC (公共 NIC) 从下拉列表中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 NIC。
Start GCO after

选中此复选框可以使集群服务组联机，并在向导完成必要的配
configuration (配置完 置之后自动启动 GCO。否则，在完成向导后必须手动使服务组
成后启动 GCO)
联机和启动 GCO。
GCO 配置完毕并且正在运行时，取消选中该复选框不会停止
GCO。

7

在 Settings Summary (设置摘要) 面板中，查看显示的信息。如果要更改为复
制资源设置或全局集群设置指定的任何参数，请单击 Back (上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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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在 Implementation (实现) 面板中，等待向导完成创建复制配置和全局集群所
需的 WAC 资源，并且出现指示成功完成任务的勾选 (✔) 符号。(x) 符号表示无
法成功完成的任务。Information (信息) 列显示有关任务失败原因的详细信息。
单击 Next (下一步)。

9

在 Finish (完成) 面板中，查看显示的信息。如果某项任务没有成功完成，该
面板便会显示错误消息，其中会列出一些详细的故障原因。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10 如果需要，请继续为 HTC 资源配置其他可选设置，然后验证灾难恢复配置。

HTC 的可选设置
该向导将配置 VCS 应用程序服务组中 HTC 资源所需的设置。
可选设置保留为默认状态。有关配置可选设置的信息，请参见Veritas Cluster
Server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for Hitachi TrueCopy, Configuration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for Hitachi TrueCopy 配置
指南》。
可选设置使用以下默认值：
选件

默认设置

LinkMonitor

默认值为 0；如果复制链接已断开，则代理不会定期尝试重新同步
S-VOL 端。如果值为 1，则表明当复制链接断开时，代理将定期尝
试使用 pairresync 命令重新同步 S-VOL 端。

SplitTakeover

默认值为 0；如果复制链接已断开 （也就是说，如果 P-VOL 设备处
于 PSUE 状态下），则代理不允许故障切换到 S-VOL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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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配置全局集群
如果您正在使用的复制方法不是由灾难恢复向导配置的，则必须选择相应的复制选
项来仅配置全局集群。
对于仅 GCO 选件，可以使用该向导完成除复制配置任务以外的所有 DR 任务。配
置复制之前，必须先完成最后一项向导任务，即配置全局集群。
在配置 GCO 之前：
■

确保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均安装了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每个站点
都必须分配了一个静态 IP 地址用于配置 GCO。

■

如果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创建了安全集群，则确保已经使用相同名称和权限
在每个集群中配置了 VCS 用户，并且必须将该用户添加到管理员角色中。

以下过程假定您已经通过向导完成了前面各项任务直至服务组克隆任务，接下来将
执行向导的最后一个步骤，即配置全局集群。
仅配置 GCO
1

如果向导在完成服务组克隆任务后仍处于打开状态，则继续执行 GCO Setup
(GCO 设置) 面板中的操作。否则，请按如下方式启动向导并继续执行 GCO
Setup (GCO 设置) 面板中的操作：
■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DR 配置向导。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展开 Solution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 选项卡，然后依次单击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灾难恢复配置) > Configure Disaster
Recovery (配置灾难恢复) >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Wizard (灾
难恢复配置向导)。

■

在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继续通过向导提供
所需信息。

■

在 Replication Methods (复制方法) 面板中，单击 Configure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only (仅配置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执行 GCO Setup (GCO 设置) 面板中的操作。

2

在 GCO Setup (GCO 设置) 面板中，查看相关要求。如果满足要求，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Global Cluster Settings (全局集群设置) 面板中，指定广域连接器资源的心
跳信息。必须为主集群和辅助集群指定此信息。可以重复使用任何现有的
WAC 资源信息。将 DR 站点添加到现有 DR 配置时，因为已经在主站点上配
置了 GCO，所以主站点字段将变为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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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existing settings 允许您使用主站点或辅助站点上已存在的 WAC 资源。单击
(使用现有设置)
Primary (主站点) 或 Secondary (辅助站点)，具体取决于 WAC
资源所处的站点。
Resource Name

从资源名称列表框中选择现有 WAC 资源名称。

(资源名称)
Create new settings

选择要创建新的 WAC 资源的适当站点：主站点或辅助站点。

(创建新设置)
IP Address (IP 地址)

输入 WAC 资源的虚拟 IP。

Subnet Mask

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输入系统的子网掩码。

(子网掩码)
Public NIC (公共 NIC) 从下拉列表中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 NIC。
Start GCO after

选中此复选框可以使集群服务组联机，并在向导完成必要的配
configuration (配置完 置之后自动启动 GCO。否则，在完成向导后必须手动使服务组
联机和启动 GCO。
成后启动 GCO)
GCO 配置完毕并且正在运行时，取消选中该复选框不会停止
GCO。

4

在 Settings Summary (设置摘要) 面板中，查看显示的信息。如果要更改指定
的任何参数，请单击 Back (上一步)。
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在 Implementation (实现) 面板中，等待向导完成创建复制配置和全局集群所
需的 WAC 资源，并且出现指示成功完成任务的勾选 (✔) 符号。(x) 符号表示无
法成功完成的任务。Information (信息) 列显示有关任务失败原因的详细信息。
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 Finish (完成) 面板中，查看显示的信息。如果某项任务没有成功完成，该
面板便会显示错误消息，其中会列出一些详细的故障原因。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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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灾难恢复配置
验证 DR 配置需要采取的步骤取决于所使用的复制类型。
完成灾难恢复向导操作后，可以通过确认以下内容来验证 DR 配置：
■

对于 VVR 复制，确认已通过灾难恢复向导存储克隆操作在 DR 站点上创建了磁
盘组配置和卷配置。

■

确认已在 DR 集群中创建了应用程序 VCS 服务组，其服务组名称、资源及依赖
关系结构均与主站点的应用程序 VCS 服务组相同。

■

确认应用程序服务组已在主站点上联机。在 DR 站点上，应用程序服务组应保
持脱机状态。

■

对于 VVR 复制：
■

确保 VVR 复制配置。其中包括确保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创建了 RVG，
且这些 RVG 中的卷、复制模式、复制器日志配置以及任何指定的高级选
项均正确。

■

确认复制状态与配置期间指定的状态一致。如果指定为立即启动，请确保
其已启动。如果指定为以后启动，请确保其已停止。

■

确保在主集群和辅助集群中配置了 VVR RVG VCS 服务组，包括与应用程
序服务组的正确依赖关系、用于复制的指定 IP 以及 RVG VCS 服务组中正
确的磁盘组和 RVG 对象。

■

确认 RVG 服务组已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联机。

■

确认 RVG 主资源在主集群的应用程序服务组中联机。如果它们处于脱机
状态，请使其在主站点的集群应用程序服务组中联机。不要使其在辅助站
点应用程序服务组中联机。

■

对于基于阵列的复制，确认已在主集群和辅助集群的应用程序服务组中创建了
所需的阵列资源，并在 VMDg 资源和阵列资源之间设置了依赖关系。

■

对于 EMC SRDF 复制，确认 SRDF 资源在主集群的应用程序服务组中处于联
机状态。如果未联机，则使其联机。

■

对于 Hitachi TrueCopy 复制，确认 HTC 资源在主集群的应用程序服务组中处
于联机状态。如果未联机，则使其联机。

■

对于 Hitachi TrueCopy 复制，为使磁盘组联机，在设置完复制和其他依赖资
源后，必须在所有辅助节点上手动执行 Volume Manager 重新扫描操作。此
操作只能执行一次，之后故障切换将不间断地运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for Hitachi TrueCopy
Installation and Configuration Guide （《Veritas Cluster Server Hardware
Replication Agent for Hitachi TrueCopy 安装和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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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已将应用程序服务组配置为全局服务组。

■

检查以确保两个集群正在通信，并且它们之间的通信状态为 Alive (活跃)。

■

如果使用 VVR 进行复制和配置额外 DR 站点，则验证所有站点间的心跳和复制
配置。

■

如果使用 VVR 进行复制并选择在灾难恢复向导中手动开始复制，为了避免第
一次通过网络复制的数据过大，需要执行从检查点进行同步所需的过程。通常
包括以下几步：
■

开始 VVR 复制检查点

■

执行块级别备份

■

结束 VVR 复制检查点

■

在 DR 站点上还原块级别备份

从 VVR 复制检查点开始复制
有关从检查点开始复制的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

■

在复制了数据而且状态一致且为最新之前，不要尝试广域故障切换。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为基于 VVR 的复制提供了用于测试广域故障切换的防火
练习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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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局集群中建立安全通信 （可选）
默认情况下，全局集群是在非安全模式下创建的。可以继续允许全局集群在非安全
模式下运行，或者选择在集群之间建立安全通信。
在全局集群中建立安全通信需要具备下列先决条件：
■

全局集群中的集群必须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

您必须具有此域的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权限。

将安全通信添加到全局集群需要具备下列信息：
■

全局配置中每个集群的活动主机名或 IP 地址。

■

该配置中各个集群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

如果本地集群未指向同一根代理，则还需要每个根代理的主机名和端口地址。

添加安全通信需要执行下列任务：
■

使 ClusterService 组中的 ClusterService-Proc (wac) 资源在全局环境内的集群
上脱机。

■

将 -secure 选项添加到每个节点上的 StartProgram 属性。

■

如果本地集群未指向同一根代理，则要在根代理之间建立信任。

■

使 ClusterService-Proc (wac) 资源在全局集群中的集群上联机。

使 ClusterService-Proc (wac) 资源在所有集群上脱机
1

通过 Cluster Monitor (集群监视器)，登录到全局集群中的某个集群。

2

在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配置树的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中，
展开 ClusterService 组和 Process 代理。

3

右键单击 ClusterService-Proc 资源，再单击 Offline (脱机)，然后单击菜单中
的相应系统。

4

针对全局集群中的其他集群重复步骤 1 至步骤 3。

将 -secure 选项添加到 StartProgram 资源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配置树的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中，
右键单击 ClusterService 组中 Process 类型下的 ClusterService-Proc 资源。

2

单击 View (视图)，然后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视图。

3

单击 Edit (编辑) 图标以编辑 StartProgram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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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对话框中，将 -secure 开关添加到可执行标量
值的路径中。
例如：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bin\wac.exe"
-secure

5

针对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重复步骤 4。

6

单击 OK (确定) 关闭 Edit Attribute (编辑属性) 对话框。

7

单击工具栏中的 Save and Close Configuration (保存并关闭配置) 图标。

8

针对全局集群中的每个集群重复步骤 1 至步骤 7。

在根代理之间建立信任 （前提是存在多个根代理）
◆

只有当本地集群未指向同一根代理时，才需要在根代理之间建立信任。
登录到每个集群的根代理，然后建立对全局集群中其他根代理的信任。完整的
命令语法如下：
vssat setuptrust --broker <host:port> --securitylevel
<low|medium|high> [--hashfile <filename> | --hash <root
hash in hex>]
例如，要在由指向 RB1 的 Cluster1 和指向 RB2 的 Cluster2 组成的全局集群中
建立具有低安全级别的信任，请执行下列操作：
从 RB1 键入：
vssat setuptrust --broker RB2:14141 --securitylevel low
从 RB2 键入：
vssat setuptrust --broker RB1:14141 --securitylevel low

使 ClusterService-Proc (wac) 资源在所有集群上联机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配置树的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中，
展开 ClusterService 组和 Process 代理。

2

右键单击 ClusterService-Proc 资源，再单击 Online (联机)，然后单击菜单中
相应的系统。

3

针对全局集群中的其他集群重复步骤 1 和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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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多个 DR 站点 （可选）
仅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复制环境中，才可以使用灾难恢复向导添加额外的
辅助 DR 站点。 Veritas Cluster Server 最多可支持四个 DR 站点。在其他复制环境
中，需要手动配置额外的 DR 站点。
运行灾难恢复向导，在 Secondary System Selection (辅助系统选择) 面板上选择新
站点。
在启动向导以执行配置复制和全局集群任务之前，确保已使集群服务组在现有主站
点和辅助站点上联机。这样向导不仅可以在选定的主站点和新的辅助站点之间配置
GCO，而且可以在新站点和以前配置的辅助站点之间配置 GCO。否则，向导将在
执行完全局集群任务之后显示一条警告消息。
使用向导为额外站点配置 VVR 复制设置时，必须与现有设置匹配的字段将变成灰
色，因此无法进行更改。例如，无法更改 Replication Settings (复制设置) 面板上的
RVG 名称或 RVG 布局。同样，在 Global Cluster Settings (全局集群设置) 面板上，
因为已经在主站点上配置了 GCO，因此主站点字段将变为灰色。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创建 DR 环境后可能需要执行的任务：向 VVR 环境添加新的故障切换节点

创建 DR 环境后可能需要执行的任务：
向 VVR 环境添加新的故障切换节点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在运行了灾难恢复环境后向主站点或辅助站点的集群中添加其他
节点。每个站点中的集群的节点数和故障切换配置可以不同。

准备新节点
在新系统中安装 SFW HA，然后将该系统添加至集群。
安装 SFW HA 并将系统添加至集群
1

有关安装说明，请参考第 489 页上的 “安装 SFW HA”。

2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配置向导。依
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或单击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的快捷方式。
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s Center 中，展开 Disaster Recovery
Configuration (灾难恢复配置) > Configure the cluster at the Secondary site
(在辅助站点配置集群)，然后在所显示的界面中单击 Configure the cluster (配
置集群) 将新系统添加至集群。如有必要，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
理指南》了解有关此过程的信息。

准备现有的 DR 环境
如果打算向辅助站点添加故障切换节点，必须临时转换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角色，
以使当前站点成为主站点。该操作将颠倒复制的方向。
准备现有的 DR 环境
1

如果要向主站点的集群中添加故障切换节点，请直接执行步骤 2。如果要向辅
助站点添加故障切换节点，必须转换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角色。该操作将颠倒
复制的方向。
■

在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配置树的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
卡中，右键单击当前主站点上联机的服务组。

■

单击 Switch To (切换至)，再单击 Remote Switch (远程切换)。

■

在 Switch global group (切换全局组) 对话框中，单击要将该组切换到的
辅助节点上的集群。然后单击要使全局应用程序服务组在其上联机的特定
系统。单击 OK (确定)。

2

使全局应用程序服务组在当前主站点上脱机。

3

使 VVR 复制服务组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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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复制和应用程序服务组
向复制和应用程序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添加新故障切换节点。
向系统列表中添加故障切换节点
1

使复制服务组在当前主站点的现有集群节点上联机。

2

使对应的应用程序服务组的 MountV 资源在相同节点上联机。

3

使用卷复制器代理配置向导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Volume Replicator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卷复制器代理配置向导)）
的 Modify an existing replication service group (修改现有复制服务组) 选项
向复制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添加新节点。如有必要，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了解有关此过程
的信息。

4

使用 FileShare、PrintShare、IIS、 MSVirtual Server Machine 配置向导或应
用程序配置向导的 Modify service group (修改服务组) 选项。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相应的配置向导。例如，对于 FileShare，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High Availability (HA) Configuration
(解决方案配置中心高可用性 (HA) 配置) > Configure the Service Group (配置
服务组) > FileShare Configuration Wizard (文件共享配置向导) 向各自的应用
程序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添加新节点。并选中相应复选框以在完成向导操作后
使服务组联机。如有必要，请参考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了解有关此过
程的信息。

5

使应用程序服务组联机后，配置所有应用程序数据库存储，使其在启动时自动
装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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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复制方向
如果在第 555 页上的 “准备现有的 DR 环境”中向原来的辅助站点添加了故障切
换节点并迁移了 RVG，请将全局应用程序服务组移回原来的主站点，并颠倒复制
方向。这些操作会将主站点和辅助站点转换回其原来的角色。
颠倒复制方向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配置树的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
中，右键单击当前主站点上联机的服务组。

2

单击 Switch To (切换至)，再单击 Remote Switch (远程切换)。

3

在 Switch global group (切换全局组) 对话框中：
■

单击要将该组切换到的集群。

■

单击要使全局应用程序服务组在其上联机的特定系统。

■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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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VVR 环境）
本节介绍了 DR 解决方案常规操作过程中的任务，还介绍了恢复过程。

常规操作：监视复制状态
在常规操作情况下，可以使用以下工具监视复制状态：
■

VEA GUI

■

命令行界面 (CLI)

■

Perfmon

■

警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中的 “Monitoring Replication （监视复制）”一章。

执行计划的迁移
为了进行维护或为了测试辅助节点主机是否就绪，可能要将应用程序迁移到辅助节
点主机。以下是可能需要执行的一组常规任务：
■

使 RVG 资源在两个集群上脱机。

■

使用 Migrate (迁移) 选项将主节点主机角色转移到辅助站点的主机。
■

在 VEA 界面上，右键单击主 RVG，然后选择 Migrate (迁移)。

■

选择辅助节点主机并单击 OK (确定)。复制角色即迁移到辅助节点主机。

■

在新主节点主机上为卷指定驱动器盘符。
确保这些驱动器盘符与原始主节点主机的驱动器盘符相同。

■

使 RVG 资源在新辅助节点主机上联机。

■

使应用程序组在新主节点主机上联机。

现在，即可确定应用程序在具有复制数据的新主节点主机上能够正常运行。确定其
正常运行后，可以重复该过程将这些角色还原为最初角色。
注意：在新主节点主机上对数据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将复制到原始主节点主机 （现
在是辅助节点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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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恢复过程
本节提供有关发生灾难时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启动应用程序服务器的信息。另外还介
绍如何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原始主节点主机恢复正常后恢复其主节点主机角色。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启动应用程序
1

在辅助节点主机的 VEA GUI 控制台左窗格中，右键单击复制网络内所需的辅
助 RVG 节点。

2

选择 Takeover (接管)，然后按照说明执行接管操作。可以选择使用以下选项
执行接管：
■

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执行 Takeover (接管)，可以在原
始主节点主机再次可用时轻松还原它。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执行 Takeover (接管) 时，请确保未选择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
动同步) 选项。

不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执行 Takeover (接管)。在这种
情况下，需要使原始主节点主机与新主节点主机完全同步。这可能需要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数据卷的大小。只有在完成同步后，才可以
恢复原始主节点主机的主节点主机角色。
接管后，现有的辅助节点主机变为新的主节点主机。
■

3

在新主节点主机上为卷指定驱动器盘符。确保这些驱动器盘符与原始主节点主
机的驱动器盘符相同。

4

使应用程序组联机。

现在，即可开始在新主节点主机上使用应用程序了。

还原主节点主机
发生灾难后，在原始主节点主机再次可用时，可能要恢复其主节点主机角色。
还原主节点主机
1

使 RVG 资源在两个集群上脱机。

2

根据您在执行 Takeover (接管) 时是否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
项，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执行 Takeover (接管)：
原始主节点主机在恢复后将处于 Acting as secondary (充当辅助节点主机)
状态。如果原始主节点主机不是处于 Acting as secondary (充当辅助节点主
机) 状态，请验证网络连接是否已还原。
要使此原始主节点主机与新主节点主机同步，请使用新主节点主机的上下
文菜单中的 Resynchronize Secondaries (重新同步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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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执行 Takeover (接管)：
在执行无快速故障回退的接管操作后，必须使用 Make Secondary (设为
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将原始主节点主机转换为辅助节点主机。
在执行 Make Secondary (设为辅助节点主机) 操作之前，原始主节点主机
的 RVG 和新主节点主机的 RVG 显示在不同的 RDS 中。但是，执行此操
作后，这些节点将合并在一个 RDS 中。
执行 Make Secondary (设为辅助节点主机) 操作后，原始主节点主机将转
换为辅助节点主机。右键单击此辅助 RVG，然后选择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和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 选项。

3

完成同步后，执行迁移操作将主节点主机角色转移回原始主节点主机。右键单
击主 RVG，然后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 Migrate (迁移)。

4

确保卷的驱动器盘符与发生灾难前相同。

5

使 RVG 资源在辅助节点主机上联机。

6

使应用程序组在原始主节点主机上联机。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服务组依赖关系的恢复过程

服务组依赖关系的恢复过程
服务组依赖关系对于灾难恢复配置和在灾难恢复情况下应采取的操作具有特殊要求
和限制。
请参见第 483 页上的 “支持服务组依赖关系的灾难恢复配置”。
使服务组依赖关系在辅助站点上联机的过程和要求取决于其配置：soft、 firm 或
hard。
通常，如果子服务组或父服务组在主站点上联机，应先使子服务组或父服务组脱
机，然后再在辅助站点上按正确的顺序使其联机。
但是用于 VVR 复制的 RVG 服务组除外，向导使用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
创建该服务组。RVG 组始终在主站点上保持联机，并且应在主站点上持续保持联
机状态。
下表显示了当子服务组或父服务组在主站点上出现故障且无法在主站点上进行故障
切换，因而需要使辅助站点联机的恢复要求。
借助一个父服务组和一个子服务组的示例情况，下表显示了预期结果以及必须针对
online、 local、 soft 依赖关系链接执行的必要操作。
表 14-5

Online、 local、 soft 依赖关系链接

故障情况

结果

子服务组失败

■

父服务组在主站点上保持联机
状态。

1

主站点：手动使父服务组在主站点上脱机。
使 RVG 组保持联机状态。

■

在辅助站点上，仅针对子服务组
发出警报通知。

2

■

RVG 组保持联机状态

辅助站点：按适当的顺序 （即，先是子服务
组，而后是父服务组）使父服务组和子服务
组联机。

■

子服务组在主站点上保持联机
状态。

1

主站点：手动使子服务组在主站点上脱机。
使 RVG 组保持联机状态。

■

在辅助站点上，仅针对父服务组
发出警报通知。

2

辅助站点：按适当的顺序 （即，先是子服务
组，而后是父服务组）使服务组联机。

■

RVG 组保持联机状态。

父服务组失败

所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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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一个父服务组和一个子服务组的示例情况，下表显示了预期结果以及必须针对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链接执行的必要操作。
表 14-6

Online、 local、 firm 依赖关系链接

故障情况

结果

子服务组失败

■

父服务组在主站点上脱机。

■

在辅助站点上，仅针对子服务组
发出警报通知。

■

RVG 组保持联机状态。

■

子服务组在主站点上保持联机
状态。

1

主站点：手动使子服务组在主站点上脱机。
使 RVG 组保持联机状态。

■

在辅助站点上，仅针对父服务组
发出警报通知。

2

辅助站点：按适当的顺序 （即，先是子服务
组，而后是父服务组）使服务组联机。

■

RVG 组保持联机状态。

父服务组失败

所需操作
辅助站点：按适当的顺序 （即，先是子服务组，
而后是父服务组）使服务组联机。
使 RVG 组在主站点上保持联机状态。

借助一个父服务组和一个子服务组的示例情况，下表显示了预期结果以及必须针对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链接执行的必要操作。
表 14-7

Online、 local、 hard 依赖关系链接

故障情况

结果

子服务组失败

■

父服务组在主站点上脱机。

■

在辅助站点上，仅针对子服务组
发出警报通知。

■

RVG 组保持联机状态。

■

子服务组在主站点上保持联机
状态。

1

主站点：手动使子服务组在主站点上脱机。
使 RVG 组保持联机状态。

■

在辅助站点上，仅针对父服务组
发出警报通知。

2

辅助站点：按适当的顺序 （即，先是子服务
组，而后是父服务组）使服务组联机。

■

RVG 组保持联机状态。

父服务组失败

所需操作
辅助站点：按适当的顺序 （即，先是子服务组，
而后是父服务组）使服务组联机。
不要使 RVG 组在主站点上脱机。

15
通过运行防火练习测试应
对故障的能力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563 页上的 “关于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

第 564 页上的 “关于防火练习向导”

■

第 565 页上的 “关于防火练习后脚本”

■

第 566 页上的 “用于配置和运行防火练习的任务”

■

第 567 页上的 “防火练习的先决条件”

■

第 568 页上的 “防火练习向导操作”

■

第 570 页上的 “准备防火练习配置”

■

第 573 页上的 “运行防火练习”

■

第 575 页上的 “重新创建已更改的防火练习配置”

■

第 577 页上的 “将防火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

第 579 页上的 “删除防火练习配置”

关于灾难恢复防火练习
灾难恢复计划应该包括常规环境测试，以确保 DR 解决方案有效并且应该可以抵御
灾难。此测试称为防火练习。 SFW HA 提供了一个防火练习向导，帮助您在使用
VVR 复制的灾难恢复环境中设置和运行防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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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火练习向导
防火练习向导通过模仿从主站点到辅助站点的故障切换来测试灾难恢复配置应对故
障的能力。该向导在执行上述操作时不会停止主站点中的应用程序，也不会中断用
户访问。
该向导通过完成下列步骤为防火练习做好准备：
■

在辅助站点中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防火练习服务组是应用程序服务组的副本，其名称与应用程序服务组的名称相
同，但带有前缀 FDnn。该向导使用前缀 FDnn 重命名防火练习服务组资源，
并根据需要更改属性值以引用 FD 资源。

■

在辅助站点中准备生产数据的副本 （镜像）
运行该向导时，应为镜像卷指定一个或多个磁盘。镜像准备可能会花费一些时
间，因此在开始此步骤之后可以退出该向导，让准备工作在后台继续。

完成这些步骤之后，该向导便可以运行防火练习。运行防火练习时，会将镜像从原
始卷中分离以创建生产数据的即时点快照，它还会使防火练习服务组中的应用程序
在辅助站点中联机。如果需要，应使防火练习服务组在辅助站点中联机，以表明应
用程序服务组可以进行故障切换以及在辅助站点中联机。
由于防火练习服务组不与外部客户端或资源的其他实例交互，因此，即使应用程序
服务组在主站点中处于联机状态，防火练习服务组也可以安全地联机。
运行防火练习时，会在辅助站点中使用应用程序数据快照创建用于测试的防火练习
磁盘组。该向导通过为原始磁盘组名称添加前缀 FDnn 来指定防火练习磁盘组名称。
完成防火练习之后，使用该向导将防火练习配置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很重要。否则，
防火练习服务组将保持联机状态。如果对一个服务组运行了防火练习，请在继续对
其他服务组运行防火练习之前还原该服务组。
警告：如果防火练习服务组仍处于联机状态，则可能会导致环境故障。例如，如果
应用程序服务组故障切换到承载防火练习服务组的节点，可能会发生资源冲突，从
而导致两个服务组出现故障。因此，在对某个服务组完成防火练习测试之后，始终
应使用该向导尽快将防火练习配置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请参见第 577 页上的 “将防火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此外，必须先还原防火练习配置才能将其删除。如果在删除防火练习配置时发生任
何错误，该向导将列出所有未完成的步骤，以便可以手动完成这些步骤。

通过运行防火练习测试应对故障的能力
关于防火练习后脚本

关于防火练习后脚本
可以指定防火练习结束时在辅助站点中运行的脚本。
例如，如果先前在主站点中创建并填充了测试表，则可以创建脚本以验证数据复
制。为使该向导运行脚本，此脚本必须存在于要为防火练习指定的辅助系统上。
注意：该向导不支持使用脚本命令启动用户界面窗口。如果执行该操作，将创建相
应的进程，但不会显示 UI 窗口。
可以指定运行 Windows PowerShell cmdlet（可选）。要运行 cmdlet，请使用以下
条目创建一个 .bat 文件：
%windir%\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PowerShell.exe -command
"$ScriptName"
其中：
ScriptName 为用户输入的 .ps1 脚本 （完全限定） /cmdlet。
例如：
D:\WINDOWS\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PowerShell.exe -command
C:\myTest.ps1
将该 .bat 文件的名称指定为要运行的脚本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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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配置和运行防火练习的任务
防火练习向导可以帮助您配置和运行防火练习。
表 15-1 简要介绍了概括性目标以及完成每个目标所需执行的任务。
表 15-1

用于配置和运行防火练习的任务

目标

任务

第 567 页上的 “防火练习的 验证硬件和软件先决条件
先决条件”
第 570 页上的 “准备防火练 使用该向导准备初始防火练习配置
习配置”
第 573 页上的 “运行防火
练习”

使用该向导运行防火练习
执行您自己的应用程序测试以确认其正常运行
注意：完成防火练习测试之后，应立即使用该向导还原
防火练习系统。还原防火练习系统会使防火练习服务组
脱机。

第 577 页上的 “将防火
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
状态”

使用该向导将防火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以便在
将来进行防火练习，或者为删除防火练习配置做好准备
这是运行防火练习后必须执行的操作。

第 579 页上的 “删除防火练 使用该向导删除防火练习配置
习配置”

通过运行防火练习测试应对故障的能力
防火练习的先决条件

防火练习的先决条件
在配置和运行防火练习之前，确保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必须使用 VVR 复制和全局集群选项完全配置主站点和辅助站点。

■

必须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的所有集群节点上安装 Veritas FlashSnap 选件。

■

计划运行防火练习的辅助系统必须有权访问复制卷。

■

针对复制配置服务组中的所有磁盘组。防火练习向导不支持从复制中排除磁盘
组的配置。但是，可以从复制中排除磁盘组中的单个卷。

■

在辅助站点中，空磁盘必须具有足够的磁盘空间以创建卷的快照镜像。快照镜
像与原始卷占用相同数量的空间。此外，为每个快照镜像创建两个磁盘更改对
象 (DCO) 卷，一个用于源卷，另一个用于快照卷。这两个 DCO 卷必须位于不
同的磁盘上。每个 DCO 卷允许 2 MB 的额外空间。
这些空磁盘必须位于包含 RVG 的同一磁盘组中。如果此磁盘组没有可用的空
磁盘，则在运行该向导之前必须使用 VEA 向此磁盘组中添加磁盘。辅助系统必
须有权访问磁盘或 LUN。

■

对于应用程序服务组中的每个 IP 地址，在辅助站点中必须有一个 IP 地址可用
于防火练习服务组。
该向导可以接受用于一个 IP 地址和 Lanman 资源的输入。如果应用程序服务
组具有多个 IP 地址和 Lanman 资源，则该向导会通知您编辑防火练习服务组
资源以提供这些值。有关编辑服务组资源的信息在 VCS 管理指南中进行介绍。
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

如果希望防火练习向导运行您提供的脚本，请确保在计划运行防火练习的任何
辅助站点节点上此脚本文件均可用。

■

如果集群受保护，则运行防火练习向导使用的登录名必须具有可对集群进行更
改的相应权限。

■

如果向导与其需要访问的任何系统之间存在防火墙，则必须将该防火墙设置为
允许在端口 7419 上传入和传出 TCP 请求。

此外，进行测试时，可能需要从主站点中的活动节点创建并填充新表。运行防火练
习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联机并创建防火练习快照之后，可以检查此表及其数据是否已
复制并存在于防火练习服务组中。可以使用脚本自动执行此过程，并在准备运行防
火练习时将此脚本指定为防火练习后脚本。
可以从集群域中的任何节点运行防火练习向导，前提是此节点上安装有 SFW HA 客
户端。
注意：对于 PrintShare 服务组，该防火练习向导不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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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练习向导操作
运行防火练习向导时，可以从 Fire Drill Mode Selection ( 防火练习模式选择 ) 面板
上的防火练习向导操作菜单中进行选择。这些操作按照它们通常执行的顺序列出。
完成一个操作之后，如果继续执行该向导，则会再次显示此操作菜单。可以选择下
一个操作，或退出该向导，以后再执行下一个操作。
这些操作包括：

准备防火练习

创建运行防火练习所需的配置。此步骤会花费一些时间，因为该向导
将准备快照镜像。
如果该选项不可用，则表明指定系统上已存在防火练习配置。
请参见第 570 页上的 “准备防火练习配置”。
当向导重新创建已更改的防火练习配置时，也会显示此选项。
请参见第 575 页上的 “重新创建已更改的防火练习配置”。

运行防火练习

运行防火练习。该向导将创建卷快照并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联机。可以
指定一个要在防火练习完成之后运行的脚本 （可选）。
如果防火练习已经运行，则在该向导重新启用该选项之前，必须将防
火练习配置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请参见第 573 页上的 “运行防火练习”。
注意：如果所选服务组具有防火练习配置，则该向导将检查资源名称
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找到差异，则该向导可以在运行防火练习之前重
新创建防火练习配置。
请参见第 575 页上的 “重新创建已更改的防火练习配置”。
注意：完成防火练习测试之后，请尽快再次运行该向导，并选择用于
还原配置的选项。否则，防火练习服务组将保持联机状态。请务必先
将一个防火练习服务组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然后再对其他服务组运
行防火练习。

还原到准备好的
状态

还原防火练习配置以进行其他防火练习或者为删除防火练习配置做好
准备。
防火练习已经运行之后，该选项将变得可用。
该向导将对快照镜像进行快照合并以重新挂接到原始卷，并使防火练
习服务组脱机。
请参见第 577 页上的 “将防火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通过运行防火练习测试应对故障的能力
防火练习向导操作

删除防火练习配置

删除防火练习配置以释放磁盘空间。该向导将删除辅助站点中的服务
组并执行快照中止，以删除在辅助站点中创建的用于防火练习的快照
镜像。
如果防火练习已经运行，则在首次将防火练习配置还原到准备好的状
态之前，该选项一直处于禁用状态。这可确保在删除配置之前会重新
挂接镜像并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
请参见第 579 页上的 “删除防火练习配置”。
当向导重新创建已更改的防火练习配置时，也会显示此选项。
请参见第 575 页上的 “重新创建已更改的防火练习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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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防火练习配置
准备防火练习配置时，将在辅助站点的指定节点上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和生产数据
的快照镜像。可以指定要使用的应用程序服务组和辅助系统。每次只能为一个防火
练习准备一个服务组。
注意：快照镜像准备工作将花费一些时间才能完成。
在准备防火练习配置之前，应该验证是否满足先决条件。
请参见第 567 页上的 “防火练习的先决条件”。
准备防火练习
1

打开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
序 )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2

启动防火练习向导 （依次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
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Fire Drill (防火练习) 和 Configure or Run a Fire Drill
(配置或运行防火练习)，然后单击 Fire Drill Wizard (防火练习向导)）。

3

在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查看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中，指定主站点集群中的一个系统，然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所有包含联机全局服务组的系统均可供选择。默认系统是您启动向导时所在的
节点 (localhost) （如果全局服务组在该系统上处于联机状态）。选择系统时，
可以指定完全限定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5

在 Service Group Selection (服务组选择) 面板中，选择要用于防火练习的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每次只能为一个防火练习选择一个服务组。）

6

在 Secondary System Selection (辅助系统选择) 面板中，选择要用于辅助站点
中防火练习的集群和系统，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所选的系统必须有权访问复制数据以及用于将为防火练习创建的快照的磁盘。

7

如果显示 Recreate Fire Drill Configuration (重新创建防火练习配置) 面板，则
表明防火练习配置已存在，但不是最新的。可以选择是运行防火练习，还是先
重新创建此配置使其处于最新状态。如果显示此面板，请参见以下过程：
■

第 575 页上的 “重新创建已更改的防火练习配置”

第 573 页上的 “运行防火练习”
否则，继续下一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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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Fire Drill Mode Selection (防火练习模式选择) 面板中，可用的选项取决于
防火练习服务组是否已存在于此系统上以及是否联机。选择下列选项之一并单
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 Prepare for Fire Drill (准 单击 Prepare for Fire Drill (准备防火练习)，并继续执行
备防火练习) 选项可用，则表 此过程中的其余步骤。
明此系统上不存在防火练习服
务组。
如果 Run Fire Drill (运行防火 无需进一步准备即可运行防火练习。单击 Run Fire Drill
练习) 选项可用，则表明防火 (运行防火练习)，并执行运行防火练习所需的过程。
练习服务组已准备就绪，并且 请参见第 573 页上的 “运行防火练习”。
处于最新状态。
如果 Restore to Prepared
State (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选项可用，则表明上一防火练
习中的防火练习服务组仍处于
联机状态。

9

单击 Restore to Prepared State (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并执行将防火练习配置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所需的过程。
请参见第 577 页上的 “将防火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
状态”。

在 Fire Drill Service Group Settings (防火练习服务组设置) 面板中，指定要用于
将在辅助站点中创建的防火练习服务组的虚拟 IP 地址和虚拟名称（Lanman 名
称）。这些地址和名称必须是当前未使用的地址和名称。
如果服务组包含多个 IP 和 Lanman 资源，则不会显示此面板。创建防火练习服
务组之后，该向导会通知您手动更新防火练习服务组中的 IP 和 Lanman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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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 面板中，查看信息并进行如下选择，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Volume (卷)

选择用于防火练习快照的卷。默认情况下，将选择所有
与服务组关联的卷。如果取消选择一个可能会导致防火
练习服务组无法联机的卷，则该向导会显示警告消息。
注意：当该向导正在重新创建一个添加了卷的防火练习
服务组时，也会显示 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 面板。在
这种情况下，只会显示新卷以供选择。

Disk Group (磁盘组)

显示包含原始卷的磁盘组的名称。仅显示此字段。

Fire Drill DG (防火练习
磁盘组)

显示运行防火练习将在辅助系统上创建的将包含快照的
防火练习磁盘组的名称。仅显示此字段。对于防火练习
磁盘组名称，该向导将在原始磁盘组名称上添加前缀
FDnn。

Disk (磁盘)

单击 Disk (磁盘) 列右侧的加号图标，并指定要用于快照
卷的磁盘。对包含所选卷的每行重复此步骤。
如果生产卷驻留在同一磁盘组中的磁盘上，则可以将多
个快照卷存储在同一磁盘上。
如果没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可以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向磁盘组中添加磁盘。然后，单击向导
中的 Refresh (刷新) 按钮。

Mount Details (装入细节)

显示辅助系统上快照卷的装入细节，这些细节与生产卷
的装入匹配。仅显示此字段。

11 等待该向导完成准备任务。首先，在辅助站点中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但仍处
于脱机状态）。接下来，准备卷的快照镜像，这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当任务
在后台运行时，您可能希望最小化该向导。还可以在 VEA 中跟踪镜像准备进
度。完成时，该向导会显示表明防火练习准备完成的消息。
12 要立即运行防火练习，请选择 Next (下一步)，或者单击 Finish (完成) 以退出
该向导。
如果选择 Finish (完成)，则表明防火练习准备仍在进行中。下次运行该向导
时，请选择主系统、辅助系统和服务组，然后便可继续运行防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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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防火练习
使用防火练习向导完成初始防火练习准备步骤之后，可以立即运行防火练习而无需
退出该向导，或者稍后运行该向导以运行防火练习。运行防火练习会执行下列操作：
■

创建快照

■

拆分防火练习磁盘组

■

启用防火练习资源

■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联机

■

执行指定命令以运行脚本 （可选）
例如，如果先前在主站点中创建并填充了测试表，则可以创建脚本以验证数据复
制。为使该向导运行脚本，此脚本必须存在于要为防火练习指定的辅助系统上。
可以指定一个 Windows PowerShell cmdlet 而不是脚本 （可选）。
注意：该向导不支持使用脚本命令启动用户界面窗口。如果执行该操作，将创
建相应的进程，但不会显示 UI 窗口。

如果防火练习先前已经运行，则在该向导启用该选项以运行其他防火练习之前，必
须将防火练习配置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警告：运行防火练习之后，防火练习服务组仍处于联机状态。验证防火练习结果之
后，请记住尽快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可通过以下方式执行此操作：运行该向
导，然后选择将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的选项。如果防火练习服务组仍处于联机
状态，则可能会导致环境故障。例如，如果应用程序服务组故障切换到承载防火练
习服务组的节点，可能会发生资源冲突，从而导致两个服务组出现故障。
请参见第 577 页上的 “将防火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运行防火练习
1

如果已完成初始准备并且尚未退出该向导，或者要在重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后返回此过程，请转至步骤 8。否则，如果需要重新启动该向导，请继续下一
步骤。

2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防火练习向导 （依次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 Fire Drill (防火
练习) 和 Configure or Run a Fire Drill (配置或运行防火练习)，然后单击 Fire
Drill Wizard (防火练习向导)）。

3

在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中，指定主站点集群中的一个系统，然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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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Service Group Selection (服务组选择) 面板中，选择服务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 Secondary System Selection (辅助系统选择) 面板中，指定先前为辅助站点
中防火练习准备的系统，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防火练习配置处于准备好的状态，则该向导会将防火练习服务组的资源与
应用程序服务组的资源进行比较。

7

如果防火练习配置准备好后应用程序服务组有所更改，则该向导会显示
Recreate Fire Drill Service Group (重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面板，并列出其
中的差异。选择下列操作之一：
■

选中在运行防火练习之前重新创建配置的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在运行防火练习之前完成向导中的其他步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575 页上的“重新创建已更改的防火练习配置”。

■

清除重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的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在 Fire Drill Mode Selection (防火练习模式选择) 面板中，单击 Run Fire Drill
(运行防火练习)，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9

在 Post Fire Drill Script (防火练习后脚本) 面板中，指定该向导在运行防火练
习之后立即在辅助系统上运行的脚本的完整路径 （可选）。此脚本必须已存在
于辅助系统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有关防火练习后脚本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565 页上的“关于防火练习后脚本”。

10 在 Fire Drill Implementation (防火练习实现) 界面中，等待执行完所有的防火
练习任务并显示防火练习成功运行的消息。
11 单击 Finish (完成)。
12 运行您自己的测试以验证防火练习结果。
警告：对某个服务组完成防火练习测试后，始终应立即将此防火练习系统还原
到准备好的状态。
13 再次运行该向导以将防火练习配置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请参见第 577 页上的 “将防火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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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创建已更改的防火练习配置
运行防火练习向导时，所选的应用程序服务组可能已经具有了一个防火练习服务
组。但是，在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之后，该应用程序服务组可能已发生了更改。因
此，该向导将比较这两个服务组的资源名称。如果找到差异，该向导将在 Recreate
Fire Drill Service Group (重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面板上列出这些差异。
可以从 Recreate Fire Drill Service Group ( 重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 面板中进行以
下选择：
■

选中重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的选项。
继续使用该向导重新创建配置以使其与应用程序服务组相匹配。
该向导会删除防火练习配置，但不会删除仍然存在的卷的镜像。然后，它将重
新创建防火练习配置，仅为新卷准备新镜像。
如果已删除卷，则该向导还将显示另一个选项，用于对过时的快照卷执行快照
中止操作，以释放磁盘空间。

■

清除重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的选项。然后，可以继续使用该向导执行以下任
一操作：
■

运行防火练习 （忽略差异）。

■

删除整个防火练习配置。然后，重新开始准备防火练习配置。

注意：该向导不会检查卷属性 （如 MountPath 属性）中的更改。例如，如果您具有
一个 MountV 资源，该资源的一个属性指向驱动器 Y，而您将该属性更改为指向驱
动器 X，则该向导不会识别此更改，也不会提供重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的选项。
可以选择以下处理方式：针对这些更改手动编辑防火练习服务组，然后运行防火练
习，忽略这些差异；或者删除此配置并重新开始。
以下过程介绍了重新创建防火练习配置这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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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创建防火练习配置 （如果服务组已更改）
1

在 Recreate Fire Drill Service Group (重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面板中，选中
在运行防火练习之前重新创建配置的选项。如果已删除卷，则选择对这些卷执
行快照中止操作 （可选）。单击 Next (下一步)。

2

在 Fire Drill Mode Selection (防火练习模式选择) 面板中，选中 Delete Fire Drill
Configuration (删除防火练习配置)。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单击 Yes (是) 确认
此删除操作。

3

Fire Drill Deletion (防火练习删除) 面板将显示删除进度。该向导将保留现有的
防火练习快照卷，以便无需重新准备这些快照镜像。如果已删除卷，并且您选
择了快照中止的选项，则该向导将对这些卷的快照执行快照中止操作。完成所
有任务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警告：如果在删除防火练习配置后关闭了该向导，而没有继续执行防火练习准
备步骤，则有关现有快照卷的信息将会丢失。

4

在 Fire Drill Mode Selection (防火练习模式选择) 面板中，选中 Prepare for Fire
Drill (准备防火练习)。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如果已添加卷，则将针对新卷显示 Disk Selection (磁盘选择) 面板。为添加的
卷指定信息。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没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可以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向磁盘
组中添加磁盘。然后，单击向导中的 Refresh (刷新) 按钮。

6

在该向导重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并开始准备镜像期间，请等待。
镜像创建可能会花费一些时间。当任务在后台运行时，您可能希望最小化该向
导。还可以关闭该向导，并在 VEA 中跟踪镜像准备进度。

7

镜像准备完成后，单击 Next (下一步)。继续运行防火练习。
请参见第 573 页上的 “运行防火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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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防火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运行防火练习并验证结果之后，请尽快使用防火练习向导将辅助站点中的防火练习
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准备好的状态是指在选择 Prepare for Fire Drill (准备防
火练习) 选项之后向导创建的初始防火练习配置。
对于以下任何情况，都必须将防火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

使辅助系统可用于主站点中应用程序服务组的故障切换。

■

运行其他防火练习。

■

删除防火练习配置。

将防火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时，该向导将完成下列任务：
■

使防火练习服务组脱机

■

禁用防火练习服务组资源

■

导入防火练习磁盘组

■

将防火练习磁盘组与应用程序服务组磁盘组结合

■

对快照镜像进行快照合并以重新挂接到原始卷

将防火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1

如果已完成运行防火练习并且尚未退出该向导，请转至步骤 8。否则，继续下
一步骤。

2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防火练习向导 （依次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 Fire Drill (防火
练习) 和 Configure or Run a Fire Drill (配置或运行防火练习)，然后单击 Fire
Drill Wizard (防火练习向导)）。

3

在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中，指定主站点集群中的一个系统，然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默认系统是您启动向导时所在的节点。

5

在 Service Group Selection (服务组选择) 面板中，选择用于防火练习的服务
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 Secondary System Selection (辅助系统选择) 面板中，指定辅助站点中用于
运行防火练习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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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Fire Drill Mode Selection (防火练习模式选择) 面板中，单击 Restore to
Prepared State (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出现确认消
息时，单击 Yes (是)。
如果已经运行防火练习但尚未还原配置，则这是唯一可用的选项。如果该选项
不可用，则表明配置已还原或者防火练习尚未运行。

8

在 Restore Fire Drill (还原防火练习) 界面中，等待此界面显示还原任务已完成。
如果要删除防火练习配置，请单击 Next (下一步)，或者单击 Finish (完成) 以退
出该向导，使防火练习配置处于准备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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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防火练习配置
如果不再需要防火练习配置，则可以将其删除。删除防火练习配置时，将删除辅助
站点中的防火练习服务组，并对在辅助站点中创建的用于防火练习的快照镜像执行
快照中止操作。此操作将释放快照镜像所用的磁盘空间以用于其他用途。
如果已经运行防火练习并要删除配置，则在该向导启用该选项以删除防火练习配置
之前，必须首先将防火练习配置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请参见第 577 页上的 “将防火练习系统还原到准备好的状态”。
删除防火练习配置
1

如果仅已使用该向导还原防火练习配置而尚未退出该向导，请转至步骤 8。否
则，继续下一步骤。

2

从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启动防火练习向导 （依次展开 Solutions
for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用于其他应用程序的解决方案)、 Fire Drill (防火
练习) 和 Configure or Run a Fire Drill (配置或运行防火练习)，然后单击 Fire
Drill Wizard (防火练习向导)）。

3

在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中，指定主站点集群中的一个系统，然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默认系统是您启动向导时所在的节点。

5

在 Service Group Selection (服务组选择) 面板中，选择用于防火练习的服务组，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 Secondary System Selection (辅助系统选择) 面板中，指定辅助站点中用于
运行防火练习的系统。

7

如果该向导检测到防火练习服务组不同于应用程序服务组，则它将显示 Recreate
Fire Drill Service Group (重新创建防火练习服务组) 面板。清除重新创建防火
练习服务组的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在 Fire Drill Mode Selection (防火练习模式选择) 面板中，依次单击 Delete Fire
Drill Configuration (删除防火练习配置) 和 Next (下一步)，然后单击 Yes (是) 确
认此删除操作。

9

Fire Drill Deletion (防火练习删除) 面板将显示删除进度。等待所有任务完成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在删除防火练习配置时发生错误，该向导将列出所有未完成的步骤，以便
可以手动完成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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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Microsoft 集群解决方案
本部分包括下列各章：
■

Microsoft 集群解决方案概述

■

部署 SFW 和 MSCS

■

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SCS

■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

部署 SFW、 VVR 和 MSCS

■

部署 SFW、 VVR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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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具有高可用性的 Microsoft 集群
Microsoft 集群可以用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为您的应用程
序提供高可用性。
高可用性解决方案使应用程序在计算机出现故障时能够继续运行，该功能通过使用
冗余的软件和硬件来保持数据和应用程序可用。“高可用性”可以指任何具有容错
功能的软件或硬件，但通常是与集群相关联的。
集群，指一组独立的计算机作为单个系统一起运作，以确保关键应用程序和资源的
高可用性。集群作为单一系统进行管理，分享一个公共的命名空间，经过特别设计
可以承受组件故障，并可以对用户透明的方式添加或删除组件。
目前，对于关键应用程序来说，保持数据和应用程序一天 24 小时、一周 7 天正常
运行是极为必要的。集群系统优点众多，包括容错、高可用性、可伸缩性、管理简
便以及支持滚动升级。

关于具有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的 Microsoft 集群
Microsoft 集群可以用于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为您的应用程序提供复制支持。将 VVR 与 Microsoft 集群一
起使用，可以提供应用程序数据的复制备份，以便在出现临时中断或发生灾难后进
行恢复时使用。但是，此种解决方案不提供灾难恢复自动故障切换功能，而将 VVR
与 VCS 一起使用可以实现该功能。

关于具有校园集群的 Microsoft 集群
校园集群即多节点集群，可提供灾难防护。这些集群位于不同的建筑物 （或站点）
中，每个建筑物中都有镜像的 SAN 挂接的存储。典型的校园镜像包括两个站点；
可以使用两个以上的站点获得额外的冗余。
在典型的配置中，每个节点都具有各自的存储阵列，并且包含另一阵列上的存储的
镜像数据。
此环境还可提供更简单的灾难恢复解决方案 （相对带有复制软件的更为精细的
Symantec 灾难恢复环境提供的解决方案而言）；但是，校园集群的伸展距离通常
比与硬件相关的基于复制的解决方案提供的伸展距离要短一些。

Microsoft 集群解决方案概述
关于 SFW-Microsoft 集群-VVR 配置

关于 SFW-Microsoft 集群-VVR 配置
典型的灾难恢复配置要求在主站点上有一个源主机，在辅助站点上有一个目标主
机。将应用程序数据存储在主站点上，并使用诸如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之类
的工具将这些数据复制到辅助站点上。主站点在正常操作过程中提供数据和服务。
如果在主站点上发生灾难且数据被损坏，则辅助节点主机可以接管主节点主机的角
色以便使数据可以访问。可以在该主机上重新启动应用程序。
“灾难恢复”一节将介绍 SFW-Microsoft 集群 -VVR 配置。该配置通过一个通用的
既包括数据也包括数据库日志的数据库应用程序来介绍。
下图显示了 Microsoft 集群环境中的 SFW HA-VVR 配置。对于 SFW-Microsoft 集
群-VVR 配置，至少需要两个磁盘组，一个用于应用程序，一个用于定额资源卷，
后者必须位于单独的磁盘组中，如下图所示。
图 16-1

SFW-Microsoft 集群-VVR 配置

定额卷不是从主站点复制至辅助站点的。每个站点都有各自的定额卷。建议为定额
卷使用 2 路或 4 路镜像，以获得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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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定额设备以获得高可用性
任何用作物理磁盘资源的单一基本磁盘或位于包含三个磁盘的 SFW 集群磁盘组的
卷都可以用作 Microsoft 集群定额设备。
通常，包含一个专用 3 路镜像卷的磁盘组是最理想的定额设备。
在 Microsoft 集群环境中，定额设备配置是否适当，对提供 SFW 存储的最高可用性
至关重要。
将单一磁盘用作定额设备将为本应高度可用的系统添加非冗余组件。将容错卷用
作定额设备所提供的可用性与将集群其余部分用作定额设备所提供的可用性是一
致的。
一个包含用作定额设备的卷的 SFW 集群磁盘组应只包含这一个卷。一旦定额设备
的所有权变动，该磁盘组中任何其他卷均会进行故障切换。
只包含一个 3 路镜像卷的磁盘组是最理想的定额设备。这样的设备既容许磁盘故障
（因为它是镜像的），又容许服务器和互联故障 （因为只要磁盘和至少一个服务器
仍然运行， SFW 就可以将其导入）。
要让某个服务器获得包含集群定额设备的磁盘组的所有权， SFW 必须成功导入该
磁盘组，并在超过一半的磁盘上获得 SCSI 保留。有鉴于此，包含奇数个磁盘的磁
盘组最适合用作定额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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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588 页上的“部署 SFW 和 MSCS (Windows Server 2003) 所需执行的任务”

■

第 590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第 592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第 594 页上的 “配置网络和存储”

■

第 595 页上的 “建立 MSCS 集群”

■

第 596 页上的 “安装 SFW”

■

第 604 页上的 “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

第 612 页上的 “为 MSCS 中的应用程序设置组”

■

第 614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

第 615 页上的 “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

第 616 页上的 “实现动态定额资源”

■

第 619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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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SFW 和 MSCS (Windows Server 2003)
所需执行的任务
本章使用示例双节点主动 / 被动集群配置介绍如何在新安装中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与 MSCS 一起安装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并进行配置。
有关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结合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的信息，请参见：
第 621 页上的第 18 章 “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本示例介绍一个通用数据库应用程序，以提供适用于多个应用程序的一般建议。有
关 SFW-MSCS 集群解决方案的特定示例，请参见以下内容：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and Microsoft Clustering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Exchang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和 Microsoft 集
群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and Microsoft Clustering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和 Microsoft 集
群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SQL 版本））

表 17-1 简要介绍了实施配置的概括性目标以及实现每个目标所需执行的任务。
表 17-1

部署 SFW 和 MSCS 的任务列表

目标

任务

第 590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验证硬件和软件先决条件。

■

查看配置要求。

■

在两个节点上安装操作系统。

■

在两个节点上进行必要的组网设置。

第 595 页上的 “建立 MSCS 集群”

■

有关在 MSCS 下建立集群的说明，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第 596 页上的 “安装 SFW”

■

验证 Windows 2003 系统的驱动程序签名
选项

■

安装 SFW

■

安装用于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
的集群选件

■

还原 Windows 2003 系统的驱动程序签名
选项

第 594 页上的 “配置网络和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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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部署 SFW 和 MSCS 的任务列表 （续）

目标

任务

第 604 页上的“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

■

在节点 A 上的 SFW 中，在存储上至少创建
两个动态集群磁盘组，一个或多个磁盘组
用于应用程序数据文件，一个磁盘组用于
镜像定额。
如果需要，可以稍后创建定额的磁盘组。

第 612 页上的 “为 MSCS 中的应用程序 ■
设置组”
■

在 MSCS 内为应用程序创建组。

第 614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 ■
程序”

在第一个节点的本地驱动器中安装应用程
序的程序文件。

■

在共享存储上安装与数据和日志相关的
文件。

■

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将集群资源移至
第二个节点。

■

确保第二个节点上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
点与第一个节点上的相同。

■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第 615 页上的 “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 ■
序组的设置”

第 616 页上的 “实现动态定额资源”

在组中添加作为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类型资源
的集群磁盘组或用于应用程序的组。

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获取有关创建其资源
的帮助。

■

建立相应的依赖关系。

■

通过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命令将集群
资源移到其他节点，测试应用程序组。

■

为具有镜像卷的定额创建动态磁盘组 （如
果之前未执行此任务）。

■

将该磁盘组设为默认集群组中的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类型的资源。

第 619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

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命令将集群资源
移到第二个节点。然后，再将它们移回到
第一个节点。

■

（可选）通过关闭可以控制集群资源的服务
器的电源来模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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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要求
开始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之前，请确认您的系统满足以下
配置要求：
■

第 590 页上的 “支持的软件”

■

第 591 页上的 “磁盘空间要求”

■

第 591 页上的 “系统要求”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SFW)，带有用于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Failover Cluster 的集群选件。

■

下列任何 Windows Server 2003 操作系统均支持 SFW 5.1：

支持的软件

■

Windows Server 2003（32 位）：Standard Edition、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R2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32 位）：Web Edition（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3：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Edition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R2 Editions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R2 Edition、 Enterprise x64 R2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R2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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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空间要求
为确保正常运行，所有安装都需要 50 MB 的额外磁盘空间。
下表汇总了 SFW 的磁盘空间要求。
表 17-2

磁盘空间要求

安装选件

安装目录/驱动器

SFW + 所有选件 + 客户端组件

1210 MB

SFW + 所有选件

950 MB

客户端组件

354 MB

系统要求
■

所描述的配置要求共享磁盘支持在集群的各节点之间迁移的应用程序。

■

可以使用 SCSI 或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访问共享存储。

■

MSCS 要求每个系统至少有两个网络适配器（一个 NIC 用于将每个系统连接至
公共网络，一个 NIC 用于每个系统中的专用网络）。 Symantec 建议为专用网
络使用两个适配器，并通过单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路由每个专用网络适配器，
以避免出现单一故障点。

■

每个系统要求为 SFW 准备 1 GB 的 RAM。

■

必须将要集群化的系统配置为 Windows Server 2003 域的一部分。MSCS 集群
中的每个系统都必须在同一个域中，并且必须使用同一操作系统版本。

■

要安装和使用 SFW 及 MSCS 软件，必须具有拥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还必须
具有安装 SFW 所需的许可证密钥。

■

极力建议使用公共网卡和专用网卡的静态 IP 地址。不支持 DHCP。需要六个网
络接口卡，每个服务器需要三个 （其中两个用于专用网络，一个用于公共网
络）。还需要一个静态 IP 地址用于集群本身。

注意：请参考 Symantec Support (Symantec 支持) 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上的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列表)，确定 SFW 许可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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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配置
在主动 / 被动配置中具有两台服务器和一个存储阵列的新安装示例是用于集群的典
型配置。在主动/被动配置中，集群的活动节点承载虚拟服务器，第二个节点是一个
专用冗余服务器，它能够在活动节点出现故障时接管和承载虚拟服务器。该示例介
绍一个通用数据库应用程序。
图 17-1

具有 MSCS 和两台服务器的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

该配置不包括 DMP。有关 DMP 和集群的信息，请参见第 67 页上的第 6 章 “将
DMP 添加至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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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配置的要点：
■

必须运行 MSCS 集群，才能安装 SFW。
因此，在安装 SFW 之前，您需要在两个系统中设置硬件和安装操作系统及
MSCS，并建立 MSCS 集群。
安装 SFW 需要进行重新引导，但在活动的集群节点上进行重新引导会导致该
节点发生故障切换。使用“回滚安装”过程先在非活动集群节点上安装 SFW，
然后将活动集群资源移至其他节点，并在当前非活动节点上进行安装。
注意：您可以在非 Microsoft 集群成员的计算机上安装适用于 MSCS/Failover
Cluster 的 SFW 选件。但是，如果该计算机成为 Microsoft 集群中的第一个节
点，则必须手动注册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类型。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
升级指南》。

■

使用 SFW 您可以创建动态镜像的定额。定额资源在恢复日志中维护集群数据
库和关键恢复信息。
在无 SFW 的 MSCS 集群中，定额磁盘是一个单一故障点，因为 MSCS 只支持
一个基本物理磁盘，使您无法镜像定额资源。
SFW 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可为 MSCS 提供动态的镜像定额资源。如果定额磁盘
出现故障，则另一磁盘 （另一 plex）上的镜像将接管，使资源保持联机状态。
对于此配置， Symantec 建议为定额创建一个三路镜像，以提供更强的容错能
力。尽可能不要将指定给定额的磁盘用于其他任何用途。
您可以一直等到环境被配置为将定额磁盘移至动态镜像定额卷；这样可以确定
在添加动态定额卷之前应用程序已在集群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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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络和存储
使用下列过程可以配置存储硬件并验证 DNS 设置。对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重复此过程。
配置硬件
1

安装所需的网络适配器以及 SCSI 控制器或光纤通道 HBA。

2

在每个系统上连接网络适配器。
为防止在专用网络上丢失心跳，以及防止 MSCS 错误声明系统关闭，Symantec
建议您在专用网络适配器上禁用以太网自动协商选项。 有关此过程的详细信
息，请与 NIC 制造商联系。

3

将独立的集线器或交换机用于专用心跳。针对双节点集群，可以使用交叉以太
网电缆。

4

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访问存储设备。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识别挂接的共享磁盘
并且挂接的共享磁盘都可见。

验证所有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2

双击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或者右键单击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再单击 Open (打开)。

3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
■

在 Advanced (高级) 菜单中，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

在 Adapters and Bindings (适配器和绑定) 选项卡中，确定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 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如果需要，可以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至列表的顶部。

■

单击 OK (确定)。

4

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中，双击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
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专用网络配
置的适配器。

5

在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6

在 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
■

选中 Internet Protocol (TCP/IP) (Internet 协议 (TCP/IP)) 复选框。

■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选择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地址)
选项。

8

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的值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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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 Advanced (高级)。

10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选中 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 复选框。
11 确保在 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用于此连接的 DNS 后缀) 字段中输入
了正确的域后缀。
12 单击 OK (确定)。

建立 MSCS 集群
在安装 SFW 之前，必须建立一个 MSCS 集群。本节对任务进行了汇总；有关完整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建立 MSCS 集群 （一般准则）
1

在安装 MSCS 和配置集群之前，确定已创建定额磁盘。 （对于 IA64 系统，必
须使用 MBR 而不是 GPT 来创建定额，否则定额将不可见。）

2

配置共享存储并使用驱动器盘符 Q 为集群定额磁盘创建分区。 使用其他驱动器
盘符可能会导致定额识别问题。为此，必须在共享存储上保留一个基本磁盘。
Microsoft 建议定额磁盘大小为 500 MB；有关特定要求，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3

使用 MSCS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
理器)）创建集群的第一个节点 (SYSTEM1)。确定该节点可以访问共享存储。

4

将第二个节点连接到共享存储。

5

使用该系统上的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添加第二个节点
(SYSTEM2)。

6

通过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命令将集群资源移到第二个节点来测试集群。
SYSTEM2 即成为活动集群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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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FW
本节假设您正在运行 MSCS 集群并且要在不含有任何集群资源的非活动系统上安装
SFW。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滚动安装来安装 SFW。对于滚动安装，必须首先在非活动系
统上安装 SFW。在非活动系统上安装 SFW 之后，将资源组移动到该系统，并使其
他系统处于非活动状态。然后在 MSCS 集群中的其他非活动系统上同时安装 SFW。

SFW 安装任务
安装 SFW 涉及下列任务：
■

执行安装前任务
请参见第 596 页上的 “安装前任务”。

■

安装产品
请参见第 598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

执行安装后任务
请参见第 602 页上的 “安装后任务”。

安装前任务
执行下列安装前任务：
■

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请参见第 596 页上的 “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

移动联机组
请参见第 597 页上的 “移动联机组”。

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某些 Symantec 驱动程序可能未经 Microsoft 签名，具体情况取决于所选安装选项。
当在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3 的系统上安装时，必须将 Windows 驱动程序签名
选项设置为允许进行安装。
注意：产品安装程序提供一个用于安装 Symantec Trusted Software Publisher
Certificate (受 Symantec 信任的软件发行者证书) 的安装选件，以便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驱动程序。此选件会
将受 Symantec 信任的证书安装在选择安装的系统上。如果选择此选项，则您不需
要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Warn (警告) 或 Ignore (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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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描述了安装带有未经签名驱动程序的选件时，本地系统和远程系统上的产品安
装程序行为。
表 17-3

未经签名驱动程序的安装行为

驱动程序签名设置

本地系统上的安装行为

远程系统上的安装行为

Ignore (忽略)

始终允许

始终允许

Warn (警告)

显示警告消息，需要用户干预

继续安装。用户必须从本地登
录到远程系统才能响应该对话
框以完成安装。

Block (阻止)

从不允许

从不允许

在本地系统上，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Ignore (忽略) 或 Warn (警告)。在远程
系统上，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Ignore (忽略)，以允许在不需用户干预的情况
下继续安装。
更改每个系统上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1

从本地登录到系统。

2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单击 System (系统)。

3

单击 Hardware (硬件) 选项卡，然后单击 Driver Signing (驱动程序签名)。

4

在 Driver Signing Option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对话框中，记下当前的设置，
从表中选择 Ignore (忽略) 或另一个将允许继续安装的选项。

5

单击 OK (确定)。

6

对每台计算机都重复上述操作。
如果您不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则在该计算机上的安装可能在验证过程中失
败。安装完成后，请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重新设置到以前的状态。

移动联机组
如果资源组位于要安装 SFW 的系统上，则必须将这些资源组从 SFW 系统移动到集
群中的其他系统上。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
序)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2

右键单击资源组并单击 Move Group (移动组)。
如果有多个资源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移完所有资源组。

3

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控制台中，确认所有者名称已更改。
这证明所有资源组都已经移到另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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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需要将所有资源组移回原始系统，请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来移动所
有资源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可在 MSCS 配置中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安装产品
1

允许自动运行功能启动安装过程，或通过双击 Setup.exe 启动安装过程。

2

选择默认的安装语言，然后单击 OK (确定)。将出现 SFW Select Product (SFW
选择产品) 界面。

3

单击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4

单击 Complete/Custom (完全/自定义) 开始安装。使用 Administrative Console
(管理控制台) 链接可以仅安装 Client (客户端) 组件。

5

阅读 Welcome (欢迎) 界面中的消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使用查看窗口中的滚动箭头来阅读 License Agreement (许可协议)。 如果同意
许可条款，请单击 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我接受许可
协议条款) 单选按钮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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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添加功能许可证密钥之前输入产品许可证密钥。在顶端的字段中输入许可证
密钥，然后单击 Add (添加)。

8

对其他许可证密钥重复上述操作。
要删除某个许可证密钥，请单击该密钥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要查看许可证密钥的详细信息，请单击该密钥。

9

单击 Next (下一步)。

10 指定产品选件：

界面底部将显示安装选件所需的总硬盘空间和对该选件的说明。
■

选择 Cluster Option for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Failover Cluster
(用于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故障切换集群的集群选件)。

■

选择任何其他适用于您的环境的选件。

■

确认已选中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Client
Components)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客户端组件))
复选框，以便安装该客户端组件。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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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用于安装的域和计算机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Domain (域)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域。
填充域和计算机列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取决于域和
网络的大小、速度和活动。

Computer (计算机)

要添加用于安装的计算机，请从 Computer (计算机) 列表
中进行选择，或在 Computer (计算机) 字段中键入该计算
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要在添加计算机之后将其删除，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单击该
计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单击计算机名称即可查看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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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 Path (安装路径)

（可选）更改安装路径。
■

要更改安装路径，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选
择一台计算机，键入新路径，然后单击 Change
(更改)。

■

要还原默认路径，请选择一台计算机，然后单击
Default (默认)。
默认路径是：
C:\Program Files\Veritas
对于 64 位安装，默认路径是：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

12 如果域控制器和运行安装程序的计算机在不同的子网中，则安装程序可能无法
找到目标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安装程序显示错误消息之后，请手动输入
所缺少计算机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13 安装程序会检查选定计算机是否满足先决条件并显示结果。查看信息，然后单
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计算机未通过验证，请解决此问题，然后重新进行验证。单击计算机列表
中的计算机以显示有关故障的信息。单击 Validate Again (重新验证) 重新开始
执行验证过程。
14 阅读验证之后出现的警告框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OK (确定)。
Quorum Arbitration (定额仲裁)
定额仲裁时间设置将调整为确保镜像动态卷上的动态定额资源发挥最佳功能。
定额仲裁最短时间和最长时间设置用于设置 Microsoft 集群允许定额仲裁使用
的时间段的限制。定额仲裁是指当集群的控制节点不再处于活动状态时该集群
中的其他节点尝试获得对定额资源和该集群的控制权的过程。有关设置的信
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理指南》）的 “MSCS 支持
（MSCS Support）”一章。
Dynamic Multi-pathing (动态多路径)
如果使用的是多路径并选择了特定 DSM，则会收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警告。
出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警告时，安装 Veritas 动态多路径 DSM 功能所需的时
间取决于在安装过程中所连接的物理路径数。要缩短此功能的安装时间，请在
安装过程中仅连接一个物理路径。安装后，请先重新连接其他物理路径，然后
再重新引导系统。
15 查看这些信息并单击 Install (安装)。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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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将出现 Installation Status (安装状态) 界面，其中显示安装状态消息和安装
进度。
如果安装失败，则状态界面上将显示失败的安装。单击 Next (下一步) 查看报告，
解决导致失败的问题，并在该计算机上重试此步骤。
如果安装在所有系统上成功完成，则会出现安装报告界面。
如果安全警报提示接受 Veritas 驱动程序软件，请单击 Yes (是)。如果本地计
算机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Warn (警告)，则会出现该警报。如果本地计
算机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Block (阻止)，则安装将失败。
17 查看或打印该报告并查看日志文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仅在本地节点上安装 SFW，请转至步骤 18。

■

如果在本地系统和远程系统上安装 SFW，请转至步骤 20。

18 要完成安装，请单击 Finish (完成)。
19 单击 Yes (是) 重新引导系统并完成安装。
20 重新引导远程节点。不能选择安装失败的计算机和本地计算机。
21 单击希望重新引导的远程节点旁边的复选框并单击 Reboot (重新引导)。
22 节点成功完成重新引导后，Reboot Status (重新引导状态) 中将显示 Online
(联机)，且 Next (下一步) 按钮变为可用。
23 单击 Next (下一步)。
24 单击 Finish (完成)。
25 单击 Yes (是) 重新引导本地节点。

安装后任务
必须执行下列安装后任务：
■

移动联机组
请参见第 603 页上的 “移动联机组”。

■

完成 SFW 安装
请参见第 603 页上的 “完成 SFW 安装”。

■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请参见第 603 页上的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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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联机组
您可以将资源组从系统移回以前安装了 SFW 的系统。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
板)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通过控制台连接到相应的集群。

2

在配置树中，右键单击 Groups (组)，然后单击 Move Group (移动组)。

完成 SFW 安装
必须对 MSCS 集群中的其他系统重复 SFW 安装任务。
请参见第 596 页上的 “SFW 安装任务”。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完成安装过程之后，请重新设置每台计算机上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这样可确保系统环境安全。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1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单击 System (系统)。

2

单击 Hardware (硬件) 选项卡，然后单击 Driver Signing (驱动程序签名)。

3

在 Driver Signing Option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对话框中，将选项重新设置为
Warn (警告) 或 Block (阻止)。

4

单击 OK (确定)。

5

对每台计算机都重复上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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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在共享存储上为应用程序创建磁盘
组和动态卷。动态磁盘组是一个或多个磁盘的集合，工作起来就像单个存储库一样。
在每个磁盘组中，可以具有不同卷布局的动态卷。配置磁盘组和卷涉及以下任务：
■

规划磁盘组和卷

■

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

创建动态卷

规划磁盘组和卷
确定希望组织磁盘组的方式以及要创建的卷的数量和类型。
在创建磁盘组之前，请考虑：
■

所需的卷配置类型。

■

磁盘组需要的 LUN 数。

■

备份和还原操作对磁盘组设置的影响。

■

取决于流量负载的数据库和日志的大小。

■

所需的磁盘组数
磁盘组数取决于应用程序和规划的数据结构。需要在服务器的本地驱动器中安
装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数据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 （如日志）放置在共享存储
上。通常，应用程序中的主要组织单元（如 Microsoft Exchange 中的存储组）
会被包含在单个磁盘组中。您还需要一个包含三个磁盘的磁盘组，用于镜像定
额资源。如果可能，请使用小磁盘。Microsoft 建议使用 500 MB 的定额磁盘。
建议：
■

将镜像卷用于存储日志。

■

将条带卷或镜像条带卷用于存储数据。

下图显示了用于集群数据库应用程序和动态镜像定额资源的共享存储磁盘的典型设
置。日志卷位于单个磁盘上。日志和数据卷位于应用程序动态集群磁盘组中。动态
的镜像定额位于单独的磁盘组中，至少具有两个磁盘，但建议使用三个磁盘，以增
强容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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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2

具有用于数据、日志和定额资源的磁盘的 MSCS 集群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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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按照本节中的步骤为应用程序创建一个或多个磁盘组。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1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打开 VEA 控制台，然后按照
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请展开主机
节点下的树视图，右键单击 Disk Groups (磁盘组) 图标，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
择 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

5

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 的 Welcome (欢迎)
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6

提供有关集群磁盘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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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磁盘组名称 （例如 DG1）。

■

单击 Create cluster group (创建集群组) 复选框。

■

在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磁盘，然后使用 Add (添
加) 按钮将其移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列表中。
（可选）选中 Disk names prefix (磁盘名前缀) 复选框，然后输入磁盘名
前缀为磁盘组中的磁盘指定特定标识符。例如，输入 TestGroup 作为包
含三个磁盘的磁盘组的前缀，从而创建 TestGroup1、 TestGroup2 以及
TestGroup3 作为磁盘组中磁盘的内部名称。

注意：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与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和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产品创建的磁盘组兼容的磁盘组。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通过 Windows 磁盘管理 (LDM) 所创建的类型的
磁盘组。
■

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接受包含选定磁盘的确认界面。

8

单击 Finish (完成) 创建新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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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动态卷
创建磁盘组后，通过创建将存储数据的动态卷使磁盘组内的磁盘变为可用。
创建动态卷
1

如果尚未打开 VEA 控制台，请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然后按照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请展开主机节点下的树视图显示所
有磁盘组。 右键单击某个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New Volume (新
建卷)。
可以右键单击刚创建的磁盘组。

5

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开始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为卷选择磁盘。确保相应的磁盘组名称显示在 Group name (组名) 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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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动磁盘选择为默认设置。要手动选择磁盘，请单击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
动选择磁盘) 单选按钮，然后使用 Add (添加) 和 Remove (删除) 按钮将相应的磁
盘移到 “选定磁盘”列表中。建议您手动选择磁盘。
此外，还可以选中 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卷禁用磁道
对齐。禁用磁道对齐意味着该卷不将数据块与磁盘物理磁道的边界对齐存储。

8

单击 Next (下一步)。

9

指定卷属性。

■

输入卷名。名称中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其中不得包含空格、正斜
杠和反斜杠。

■

选择卷布局类型。要选择镜像条带，请单击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和
Striped (条带) 单选按钮。

■

如果要创建条带卷，则需要在 Columns (列) 框和 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
元大小) 框中设定值。已提供默认值。

■

提供卷的大小。

■

如果单击 Max Size (最大大小) 按钮，则 Size (大小) 框中将显示一个值，
表示动态磁盘组中用于该布局的可能的最大卷大小。

■

在 Mirror Info (镜像信息) 区域中，选择适当的镜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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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为卷指定驱
动器盘符或装入点。必须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都使用相同的驱动器盘符或装
入点。指定驱动器盘符前，请确保已验证其可用性。
■

要指定驱动器盘符，请选择 Assign a Drive Letter ( 指定驱动器盘符 )，并
选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要将卷装入为文件夹，请选择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 Browse (浏览) 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文
件夹。

11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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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建 NTFS 文件系统。

■

确保已选中 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 复选框，然后单击 NTFS。

■

选择分配值或接受默认值。

■

文件系统标签为可选项。SFW 会将卷名作为文件系统标签。

■

如果想节省时间，请选择 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

选择 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以节省
磁盘空间。请注意，压缩过程会占用系统资源并执行加密和解密，这可能
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

单击 Next (下一步)。

13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新卷。
14 重复上述步骤，以创建其他卷。
仅在集群的第一个节点上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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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MSCS 中的应用程序设置组
下一项任务是使用 MSCS 中的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为将包含 SFW
磁盘组 （已为应用程序创建）的应用程序设置组。 SFW 磁盘组将作为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添加至 MSCS 应用程序组。
在两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并在共享存储上放置其附带文件后，通过添加应用程序
本身 （作为一个资源）和所需的任何其他资源，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需要设置
组中资源间的依赖关系。第 615 页上的“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中包
含有关此任务的信息。
设置应用程序组
1

打开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
面板)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
器)）。通过控制台连接到相应的集群。

2

从配置树中，右键单击 Groups (组)，单击 New (新建)，然后单击 Group (组)。

3

当 New Group (新建组) 对话框出现时，指定组的名称 （例如， App_Grp）。

4

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

5

当 Preferred Owners (首选所有者) 对话框出现时，请确保将所有首选所有者
都添加至 Preferred Owners (首选所有者) 列表中。

6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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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磁盘组资源
1

从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配置树中，右键单击已创建的 MSCS 组
(App_Grp) 并单击 New (新建) > Resource (资源)。

2

在 New Resource (新建资源) 对话框中，指定磁盘组资源的名称，如有必要，
指定对该资源的描述。

3

从 Resource type (资源类型) 列表中选择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4

从 Group (组) 列表中选择 App_Grp。

5

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在 Possible Owners (可能的所有者) 对话框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在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对话框中，单击 Next (下一步)。您不需要为磁盘
组资源设置依赖关系。

8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Parameters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参数) 对话
框出现时，选择磁盘组。

9

单击 Finish (完成)。

10 单击 OK (确定)。
11 使资源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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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在所有集群节点上，需要在同一本地驱动器中安装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应用程序
数据和日志文件或与应用程序数据相关的其他文件安装在共享存储上。

在第一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注意事项
■

应用程序可能具有在集群上运行的内置过程。请查阅应用程序文档，确定这些
过程是否可用。

■

有些应用程序 （如 Microsoft SQL Server）同时安装在两个节点上。

■

集群应用程序的所有节点都需要共享同一虚拟名称和 IP 地址。

■

不要接受应用程序数据和日志文件的默认位置。而是将这些文件的路径设置为
在第 608 页上的 “创建动态卷”中所创建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注意事项
■

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命令将集群资源移到第二个节点。

■

确定从第二个节点中可以使用与在第一个节点上创建卷时指定的相同驱动器
盘符或装入点来访问共享存储中的卷。要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请参见
第 614 页上的 “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

如果要安装数据库，则当第二个节点上的安装操作正在使用共享磁盘时，可能
需要停止第一个节点上的数据库服务。安装应用程序后重新启动该服务。

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1

在 VEA 中，右键单击将为其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的卷。

2

选择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
动器盘符和路径)。将显示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窗口。

3

要添加驱动器盘符，请单击 Add (添加) 单选按钮。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
驱动器盘符) 下拉列表变为可用。指定一个驱动器盘符，然后单击 OK (确定)。

4

要更改驱动器盘符，请单击 Modify (修改) 单选按钮。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
定驱动器盘符) 下拉列表变为可用。更改驱动器盘符并单击 OK (确定)。

5

要添加装入点，请依次单击 Add (添加) 单选按钮和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 单选按钮，通过浏览选择一个空文件夹或单
击 New Folder (新建文件夹) 按钮创建新文件夹，然后单击 OK (确定) 装入卷。
注意：装入点又称为 “驱动器路径”。

6

要更改某一装入点，必须先将其删除，再重新创建（步骤 5）。要删除该装入点，
请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窗口中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单选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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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本节中的其他步骤可使应用程序组在 MSCS 中正常工作。需要添加应用程序资源以
及与该应用程序关联的任何其他资源。而且，需要为资源建立依赖关系。本节概括
总结了完成应用程序组设置的过程。
■

在创建应用程序资源之前，请确保其他所有资源（包括磁盘组资源和任何其他
应用程序资源）都处于联机状态。

■

有关创建应用程序资源和所需的其他资源的信息，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除了
以前创建的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外，还将需要创建一个 IP 地址资源
和一个网络名称资源。
请注意，创建应用程序资源时，请在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界面上，从
Available Resources (可用资源) 中选择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并将其添加到 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
系) 中。

■

以下依赖关系图说明了所建立的依赖关系。

图 17-3

应用程序组依赖关系

应用程序组 (App_Grp)

其他资源

应用程序资源

应用程序所需的其他资源

■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测试：在设置应用程序组后，对其进行测试，方法如下：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命令将集群资源移到另一个节点，然后将其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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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动态定额资源
尽管 Symantec 建议实现动态定额资源以充分利用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但这
并不是必需任务：
■

第 616 页上的 “为具有镜像卷的定额资源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

第 617 页上的 “为集群组创建定额资源”

■

第 618 页上的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注意：如果您使用的是 DMP，则必须创建动态定额资源，以便组可以正确进行故
障切换。

为具有镜像卷的定额资源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为定额磁盘创建集群磁盘组。 Symantec 建议将三个小磁盘用于镜像的定额卷；您
至少需要两个磁盘。 Microsoft 建议使用 500 MB 的定额磁盘。
要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中创建三路镜像卷，请选择 Concatenated
(连续) 布局，然后选中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并指定三个镜像。有关创建集群磁
盘组和卷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604 页上的 “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注意：如果将其他卷添加到此磁盘组，则与这些卷的操作相关的任何故障都可能会
中断定额卷的故障切换。如果组中的某个卷遇到较高级别的读/写活动，则 MSCS
对定额卷的延迟访问可能导致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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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群组创建定额资源
为集群组创建定额资源，以便在故障切换期间保护定额。
创建定额资源
1

从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
板)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中，确定 Cluster Group (集群组) 已在创建磁盘组的同一节点中联机。

2

创建定额资源，右键单击 Cluster Group (集群组)，单击 New (新建)，然后单
击 Resource (资源)。

3

在 New Resource (新建资源) 对话框出现时，指定定额资源 (QuorumDG) 的名
称，如有必要，指定对该资源的描述。

4

从 Resource type (资源类型) 列表中选择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5

从 Group (组) 列表中选择 Cluster Group (集群组)。

6

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在 Possible Owners (可能的所有者) 对话框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在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对话框中，单击 Next (下一步)。您不需要为定额
资源设置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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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Parameters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参数) 对话
框出现时，选择磁盘组。

10 单击 Finish (完成)。
11 使新添加的资源联机。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此过程中的最后一步是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的定额。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的定额
1

从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中，右键单击配置树中的集群名称，
然后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2

选择 Properties (属性) 窗口中的 Quorum (定额) 选项卡。

3

选择在第 617 页上的 “为集群组创建定额资源”中添加的动态定额磁盘组的
名称。

4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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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集群配置
完成配置后，确定故障切换能够正常进行。
要检验集群的配置，请移动联机组或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

使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将所有资源组从一个节点移动到另一
个节点。

■

通过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来模拟故障切换。
请不要在生产环境中模拟故障切换。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
管理器)。

2

右键单击资源组并单击 Move Group (移动组)。
如果有多个资源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移完所有资源组。

3

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控制台中，确认所有者名称已更改。
这证明所有资源组都已经移到另一个节点。

4

如果需要将所有资源组移回原始节点，请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1

正常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2

打开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从集群中的任何节点单击 Start (开
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3

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中，确认所有者名称已更改。这证明所
有资源组都已经移到另一个节点。

4

如果需要将所有资源组移回原始节点，请重新启动在步骤 1 中关闭的节点，并
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移动所有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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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622 页上的 “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Windows Server
2008) 所需执行的任务”

■

第 624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第 626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第 627 页上的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

第 629 页上的 “建立故障切换集群”

■

第 631 页上的 “安装 SFW”

■

第 638 页上的 “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

第 646 页上的 “为故障切换集群中的应用程序创建组”

■

第 647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

第 649 页上的 “在故障切换集群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

第 650 页上的 “实现动态定额资源”

■

第 653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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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Windows Server 2008) 所需执行的任务
本章使用双节点主动/被动集群配置为例介绍如何在新安装中将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与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Windows Server 2008) 一起进行安装和
配置。
有关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结合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和
MSCS 的信息，请参见：
第 587 页上的第 17 章 “部署 SFW 和 MSCS”
本示例介绍一个通用数据库应用程序，以提供适用于多个应用程序的一般建议。有
关 SFW-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解决方案的特定示例，请参见以下内容：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and Microsoft Clustering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Exchang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和 Microsoft 集
群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Recovery
and Microsoft Clustering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恢复和 Microsoft 集
群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SQL 版本））

表 18-1 简要介绍了实施配置的概括性目标以及实现每个目标所需执行的任务：
表 18-1

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的任务列表

目标

任务

第 624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验证硬件和软件先决条件。

■

查看配置要求。

■

了解故障切换集群的配置

第 626 页上的 “查看配置”

第 627 页上的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

在两个节点上安装操作系统。

■

在两个节点上进行必要的组网设置。

第 629 页上的 “建立故障切换集群”

■

有关在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下建立集群
的说明，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第 631 页上的 “安装 SFW”

■

安装 SFW

■

安装用于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
的集群选件

第 638 页上的“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

在节点 A 上的 SFW 中，在存储上至少创建
两个动态集群磁盘组，一个或多个磁盘组用
于应用程序数据文件，一个磁盘组用于镜像
定额。

■

如果需要，可以稍后创建定额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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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1

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的任务列表 （续）

目标

任务

第 646 页上的 “为故障切换集群中的应 ■
用程序创建组”
■

在故障切换集群内为应用程序创建组。

第 647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 ■
程序”

在第一个节点的本地驱动器中安装应用程
序的程序文件。

■

在共享存储上安装与数据和日志相关的
文件。

■

将集群资源移至第二个节点。

■

确保第二个节点上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
点与第一个节点上的相同。

■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第 649 页上的 “在故障切换集群中完成 ■
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第 650 页上的 “实现动态定额资源”

第 653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在组中添加作为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类型资源
的集群磁盘组或用于应用程序的组。

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获取有关创建其资
源的帮助。

■

建立相应的依赖关系。

■

通过将集群资源移动到另一个节点来测试
应用程序组。

■

为具有镜像卷的定额创建动态磁盘组 （如
果之前未执行此任务）。

■

将该磁盘组设为默认集群组中的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
盘组) 类型的资源。

■

配置定额资源。

■

将集群资源移至第二个节点。然后，再将
它们移回到第一个节点。

■

（可选）通过关闭可以控制集群资源的服务
器的电源来模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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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要求
开始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之前，请确定您的系统满足以下配置
要求：
■

第 624 页上的 “具有 SFW 的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支持的软件”

■

第 624 页上的 “磁盘空间要求”

■

第 625 页上的 “系统要求”

具有 SFW 的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支持的软件
支持以下软件：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SFW) 包括以下选件以及适用
于您所在环境的任何其他选件：
■

■

Cluster Option for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Failover Cluster
(用于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故障切换集群的集群选件)

Windows Server 2008 （32 位） 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或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8
或

■

用于 AMD 64 或 Intel EM64T 的 Windows Server 2008 x64 Edition：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磁盘空间要求
为确保正常运行，所有安装都需要 50 MB 的额外磁盘空间。
下表汇总了 SFW 的磁盘空间要求。
表 18-2

磁盘空间要求

安装选件

安装目录/驱动器

SFW + 所有选件 + 客户端组件

1210 MB

SFW + 所有选件

950 MB

客户端组件

354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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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

所描述的配置要求共享磁盘支持在集群的各节点之间迁移的应用程序。

■

可以使用 SCSI 或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访问共享存储。

■

Microsoft 集群要求每个系统至少有两个网络适配器 （一个 NIC 用于将每个系
统连接至公共网络，一个 NIC 用于每个系统中的专用网络）。 Symantec 建议
为专用网络使用两个适配器，并通过单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路由每个专用网络
适配器，以避免出现单一故障点。

■

每个系统要求为 SFW 准备 1 GB 的 RAM。

■

必须将要集群化的系统配置为 Windows Server 2008 域的一部分。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都必须在同一个域中，并且必须使用同一操作系统
版本。

■

要安装和使用 SFW 及 Microsoft 集群软件，必须具有拥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
还必须具有安装 SFW 所需的许可证密钥。

■

极力建议使用公共网卡和专用网卡的静态 IP 地址。 VVR 不支持 DHCP。需要
六个网络接口卡，每个服务器需要三个 （其中两个用于专用网络，一个用于公
共网络）。还需要一个静态 IP 地址用于集群本身。

注意：请参考 Symantec Support (Symantec 支持) 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上的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列表)，确定 SFW 许可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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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配置
在主动 / 被动配置中具有两台服务器和一个存储阵列的新安装示例是用于集群的典
型配置。在主动/被动配置中，集群的活动节点承载虚拟服务器，第二个节点是一个
专用冗余服务器，它能够在活动节点出现故障时接管和承载虚拟服务器。该示例介
绍一个通用数据库应用程序。
图 18-1

具有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和两台服务器的 Storage Foundation 配置

该配置不包括 DMP。有关 DMP 和集群的信息，请参见第 67 页上的 “将 DMP 添
加至集群配置”。
有关配置的要点：
■

安装 SFW 之前，必须运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因此，在安装 SFW 之前，您需要在两个系统中设置硬件和安装操作系统，并
且建立故障切换集群。
安装 SFW 需要进行重新引导，但在活动的集群节点上进行重新引导会导致该
节点发生故障切换。使用“回滚安装”过程先在非活动集群节点上安装 SFW，
然后将活动集群资源移至其他节点，并在当前非活动节点上进行安装。

■

使用 SFW 您可以创建动态镜像的定额。定额资源在恢复日志中维护集群数据
库和关键恢复信息。
Microsoft 集群仅支持一个基本物理磁盘，使您无法镜像定额资源。 SFW 的一
项优点在于它可为 Microsoft 集群提供动态的镜像定额资源。如果定额磁盘出
现故障，则另一磁盘 （另一 plex）上的镜像将接管，使资源保持联机状态。对
于此配置，Symantec 建议为定额创建一个三路镜像，以提供更强的容错能力。
尽可能不要将指定给定额的磁盘用于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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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使用以下过程可以配置硬件并验证 DNS 设置。对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重复此过程。
配置硬件
1

安装所需的网络适配器以及 SCSI 控制器或光纤通道 HBA。

2

在每个系统上连接网络适配器。
为防止在专用网络上丢失心跳，以及防止 Microsoft 集群错误声明系统关闭，
Symantec 建议您在专用网络适配器上禁用以太网自动协商选项。有关此过程
的详细信息，请与 NIC 制造商联系。

3

将独立的集线器或交换机用于专用心跳。针对双节点集群，可以使用交叉以太
网电缆。

4

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访问存储设备。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识别挂接的共享磁盘
并且挂接的共享磁盘都可见。

验证所有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2

单击 Network and Internet (网络和 Internet)，再单击 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网络和共享中心)。

3

在 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网络和共享中心) 窗口中，在 Tasks (任务) 下
方的左侧界面上，双击 Manage Network Connections (管理网络连接)。

4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

5

■

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的 Advanced (高级) 菜单中，单
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

在 Adapters and Bindings (适配器和绑定) 选项卡中，确定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 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如果需要，可以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至列表的顶部。

■

单击 OK (确定)。

通过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打开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
■

双击公共网络适配器。

■

右键单击公共网络适配器，再单击 Status (状态)。

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然后在工具栏中单击 View Status of This
Connection (查看此连接的状态)。
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专用网络
配置的适配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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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在 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
■

选中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TCP/IPv4)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TCP/IPv4))
复选框。

■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8

选择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地址)
选项。

9

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的值正确。

10 单击 Advanced (高级)。
11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选中 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 复选框。
12 确保在 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用于此连接的 DNS 后缀) 字段中输入
了正确的域后缀。
要查找域后缀，请单击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 System (系
统)。域后缀列在 Computer Name, Domain, and Workgroup Settings (计算机
名称、域和工作组设置) 部分中。
13 关闭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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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故障切换集群
安装 SFW 之前，您必须先确认已启用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如果新安装了
Windows Server 2008），然后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本节对相关任务进
行了汇总；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启用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1

在 Server Manager (服务器管理器) 中，选择左侧窗格 （树视图）中的
Features (功能)，然后单击 Add Features (添加功能) （屏幕右侧的链接）。

2

在 Add Features Wizard (添加功能向导) 中，选中 Failover Clustering (故障切
换集群) 选项，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单击 Install (安装)。

4

安装完成后，单击 Close (关闭)。

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1

确保已满足故障切换集群的硬件先决条件。您可以运行 Microsoft 向导来验证
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Microsoft 文档。

2

配置共享存储并为集群定额磁盘创建驱动器盘符为 Q 的卷。使用其他驱动器
盘符可能会导致定额识别问题。为此，必须在共享存储上保留一个基本磁盘。
Microsoft 建议定额磁盘最小为 500 MB；有关具体要求，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3

使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Start (开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
集群管理)）创建集群的第一个节点。

4

在操作窗格中，单击 Create a Cluster (创建集群)。将启动 Create Cluster
Wizard (创建集群向导)。
如果这是第一次运行此向导，将出现 Before You Begin (开始之前) 页。查看显
示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您可以在以后使用该向导时隐藏此页；
如果已将此页隐藏，则第一页可能为 Select Servers (选择服务器) 页。

5

在 Select Servers (选择服务器) 面板中，在 Enter Server Name (输入服务器名)
字段中键入第一个节点的名称，并单击 Add (添加)。您还可以使用 Browse (浏
览) 按钮来浏览 Active Directory 来查找要添加的计算机。
对第二个节点重复此步骤。

6

将这两个节点添加到 Selected Servers (选定服务器) 列表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7

根据验证警告界面上的信息，访问硬件配置，并选择其中一个选项。
Symantec 建议您选择 Yes (是)，以启动 Validate a Configuration (验证配置)
向导。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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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Access Point for Administering the Cluster (用于管理集群的接入点) 界面
的 Cluster Name (集群名称) 字段中，键入故障切换集群的名称。这是用于连
接以及管理集群的名称。

9

在网络区域的 Address (地址) 字段中，键入合适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0 在 Confirmation (确认) 界面中，确认集群配置是正确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创建该集群。
11 查看 Summary (摘要) 页，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关闭向导。
注意： 设置集群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本磁盘创建物理磁盘资源。在创建 SFW
集群磁盘组时，如果要使用这些磁盘，则必须先从集群中删除这些物理磁盘资源。
否则，会出现保留冲突。创建 SFW 集群磁盘组后，向集群中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而不是添加物理磁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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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FW
本节假设您正在运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并且要在不含任何集群资源的非活动
系统上安装 SFW。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滚动安装来安装 SFW。对于滚动安装，必须首先在非活动系
统上安装 SFW。我们在示例中使用一个双节点配置，使非活动系统成为第二个节
点。在非活动系统上安装 SFW 之后，将资源组移动到该系统，并使其他系统处于非
活动状态。然后在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中的其他非活动系统上同时安装 SFW。

SFW 安装任务
安装 SFW 涉及下列任务：
■

执行安装前任务
请参见第 631 页上的 “安装前任务”。

■

安装产品
请参见第 632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

执行安装后任务
请参见第 637 页上的 “安装后任务”。

安装前任务
执行下列安装前任务：
■

移动联机组
请参见第 631 页上的 “移动联机组”。

移动联机组
如果资源组位于要安装 SFW 的系统上，则必须将这些资源组从 SFW 系统移动到
集群中的其他系统上。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 （Start (开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
群集管理)）。

2

在左侧窗格的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 下，右键单击某个
资源组，然后单击 Move This Service or Application to Another Node (将此服
务或应用程序移动到其他节点) > Move to Node [Name of Node] (移动到节点 [节
点名称])。
如果有多个资源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移完所有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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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 控制台的中心面板中，
确认当前所有者名称已针对所移动的所有资源组进行了相应更改。这证明了资
源组已经移到另一个系统。

4

如果您需要将资源组移回原始系统，请重复步骤 2。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可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配置中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针对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驱动程序，
产品安装程序提供了安装 Symantec Trusted Software Publisher Certificate (受
Symantec 信任的软件发行者证书) 的选项。
如果选择此安装选项，则会在选择安装的系统上安装受 Symantec 信任的证书。
警告：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在 Windows 2008 上
执行远程安装时不会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任何 SFW 驱动程序。系统不会发
出任何通知，并且会显示安装成功，但之后会出现问题，因为尚未安装驱动程序。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执行本地安装时，如果未选择此选件，则会弹出一个
驱动程序签名窗口，要求用户进行交互。
注意：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之前，请确保该节点处于不活动
状态。
安装产品
1

允许自动运行功能启动安装过程，或通过双击 Setup.exe 启动安装过程。

2

选择默认的安装语言，然后单击 OK (确定)。将出现 SFW Select Product (SFW
选择产品)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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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4

单击 Complete/Custom (完全/自定义) 开始安装。使用 Administrative Console
(管理控制台) 链接可以仅安装 Client (客户端) 组件。

5

阅读 Welcome (欢迎) 界面中的消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使用查看窗口中的滚动箭头来阅读 License Agreement (许可协议)。如果同意
许可条款，请单击 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我接受许可
协议条款) 单选按钮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在添加功能许可证密钥之前输入产品许可证密钥。在顶端的字段中输入许可证
密钥，然后单击 Add (添加)。

8

对其他许可证密钥重复上述操作。
要删除某个许可证密钥，请单击该密钥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要查看许可证密钥的详细信息，请单击该密钥。

9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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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指定产品选件：

界面底部将显示安装选件所需的总硬盘空间和对该选件的说明。
■

选择 Cluster Option for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Failover
Cluster (用于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故障切换集群的集群
选件)。

■

选择任何其他适用于您的环境的选件。

■

确认已选中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Client
Components)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客户端组件))
复选框，以便安装该客户端组件。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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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用于安装的域和计算机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Domain (域)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域。
填充域和计算机列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取决于域和
网络的大小、速度和活动。

Computer (计算机)

要添加用于安装的计算机，请从 Computer (计算机) 列
表中进行选择，或在 Computer (计算机) 字段中键入该
计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要在添加计算机之后将其删除，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单击该
计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单击计算机名称即可查看其说明。

Install Path (安装路径)

（可选）更改安装路径。
■

要更改安装路径，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选择一
台计算机，键入新路径，然后单击 Change (更改)。

■

要还原默认路径，请选择一台计算机，然后单击
Default (默认)。
默认路径是：C:\Program Files\Veritas
对于 64 位安装，默认路径是：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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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域控制器和运行安装程序的计算机在不同的子网中，则安装程序可能无法
找到目标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安装程序显示错误消息之后，请手动输入
所缺少计算机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13 安装程序会检查选定计算机是否满足先决条件并显示结果。查看信息，然后单
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计算机未通过验证，请解决此问题，然后重新进行验证。单击计算机列表
中的计算机以显示有关故障的信息。单击 Validate Again (重新验证) 重新开始
执行验证过程。
14 阅读验证之后出现的警告框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OK (确定)。
Quorum Arbitration (定额仲裁)
定额仲裁时间设置将调整为确保镜像动态卷上的动态定额资源发挥最佳功能。
定额仲裁最短时间和最长时间设置用于设置 Microsoft 集群允许定额仲裁使用
的时间段的限制。定额仲裁是指当集群的控制节点不再处于活动状态时该集群
中的其他节点尝试获得对定额资源和该集群的控制权的过程。有关设置的信
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理指南》）。
Dynamic Multi-pathing (动态多路径)
如果使用的是多路径并选择了特定 DSM，则会收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警告。
出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警告时，安装 Veritas 动态多路径 DSM 功能所需的时
间取决于在安装过程中所连接的物理路径数。要缩短此功能的安装时间，请在
安装过程中仅连接一个物理路径。安装后，请先重新连接其他物理路径，然后
再重新引导系统。
15 查看这些信息并单击 Install (安装)。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
16 将出现 Installation Status (安装状态) 界面，其中显示安装状态消息和安装
进度。
如果安装失败，则状态界面上将显示失败的安装。单击 Next (下一步) 查看报
告，解决导致失败的问题，并在该计算机上重试此步骤。
如果安装在所有系统上成功完成，则会出现安装报告界面。
如果安全警报提示接受 Veritas 驱动程序软件，请单击 Yes (是)。查看或打印
该报告并查看日志文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仅在本地节点上安装 SFW，请转至步骤 17。

■

如果在本地系统和远程系统上安装 SFW，请转至步骤 19。

17 要完成安装，请单击 Finish (完成)。
18 单击 Yes (是) 重新引导系统并完成安装。
19 重新引导远程节点。不能选择安装失败的计算机和本地计算机。
20 单击希望重新引导的远程节点旁边的复选框并单击 Reboot (重新引导)。
21 节点成功完成重新引导后，Reboot Status (重新引导状态) 中将显示 Online (联
机)，且 Next (下一步) 按钮变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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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单击 Next (下一步)。
23 单击 Finish (完成)。
24 单击 Yes (是) 重新引导本地节点。

安装后任务
必须执行下列安装后任务：
■

移动联机组
请参见第 637 页上的 “移动联机组”。

■

完成 SFW 安装
请参见第 637 页上的 “完成 SFW 安装”。

移动联机组
您可以将资源组从当前系统移回以前安装了 SFW 的系统。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 工具。(Start (开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
群集管理)。 )

2

在左侧窗格的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 下，右键单击资源
组，然后单击 Move This Service or Application to Another Node (将此服务
或应用程序移动到其他节点) > Move to Node [Name of Original Node] (移动
到节点 [原始节点名称])。
如果有多个资源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将所有资源组都移回原始节
点为止。

3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 控制台的中心面板中，
确认当前所有者名称已针对所移动的所有资源组进行了相应更改。这证明所有
资源组都已移回原始系统。

完成 SFW 安装
必须对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的其他系统重复 SFW 安装任务。
请参见第 631 页上的 “SFW 安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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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在共享存储上为应用程序创建磁盘组
和动态卷。动态磁盘组是一个或多个磁盘的集合，工作起来就像单个存储库一样。
在每个磁盘组中，可以具有不同卷布局的动态卷。配置磁盘组和卷涉及以下任务：
■

规划磁盘组和卷

■

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

创建动态卷

规划磁盘组和卷
确定希望组织磁盘组的方式以及要创建的卷的数量和类型。
在创建磁盘组之前，请考虑：
■

所需的卷配置类型。

■

磁盘组需要的 LUN 数。

■

备份和还原操作对磁盘组设置的影响。

■

取决于流量负载的数据库和日志的大小。

■

所需的磁盘组数
磁盘组数取决于应用程序和规划的数据结构。需要在服务器的本地驱动器中安
装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数据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 （如日志）放置在共享存
储上。通常，应用程序中的主要组织单元 （如 Microsoft Exchange 中的存储
组）会被包含在单个磁盘组中。
您还需要创建一个包含三个磁盘的磁盘组和一个定额资源的镜像卷。如果可
能，请使用小磁盘。Microsoft 建议使用 500 MB 的定额磁盘。请参见第 650 页
上的 “实现动态定额资源”。
建议：
■

将镜像卷用于存储日志。

■

将条带卷或镜像条带卷用于存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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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用于集群数据库应用程序和动态镜像的定额资源的共享存储磁盘的典型
设置。日志卷位于单个磁盘上。日志和数据卷位于应用程序动态集群磁盘组中。动
态的镜像定额位于单独的磁盘组中，至少具有两个磁盘，但建议使用三个磁盘，以
增强容错能力。
图 18-2 具有用于数据、日志和定额资源的磁盘的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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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按照本节中的步骤为应用程序创建一个或多个磁盘组。
仅在集群的一个节点上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这些卷可以由集群中的其他节点进
行访问，具体方法是首先从当前节点中逐出集群磁盘组，然后在所需的节点上将其
导入。
注意：设置集群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本磁盘创建物理磁盘资源。要将这些磁盘
用于 SFW 集群磁盘组，必须从集群中删除物理磁盘资源。否则，会出现保留冲突。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1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打开 VEA 控制台，然后按照
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请展开主机
节点下的树视图，右键单击 Disk Groups (磁盘组) 图标，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
择 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

5

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 的 Welcome (欢迎)
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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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有关集群磁盘组的信息：

■

输入磁盘组名称 （例如 DG1）。

■

单击 Create cluster group (创建集群组) 复选框。

■

在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磁盘，然后使用 Add (添
加) 按钮将其移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列表中。
（可选）选中 Disk names prefix (磁盘名前缀) 复选框，然后输入磁盘名
前缀为磁盘组中的磁盘指定特定标识符。例如，输入 TestGroup 作为包
含三个磁盘的磁盘组的前缀，从而创建 TestGroup1、 TestGroup2 以及
TestGroup3 作为磁盘组中磁盘的内部名称。

注意：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与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和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产品创建的磁盘组兼容的磁盘组。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通过 Windows 磁盘管理 (LDM) 所创建的类型的
磁盘组。
■

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接受包含选定磁盘的确认界面。

8

单击 Finish (完成) 创建新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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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动态卷
创建磁盘组后，通过创建将存储数据的动态卷使磁盘组内的磁盘变为可用。
创建动态卷
1

如果尚未打开 VEA 控制台，请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然后按照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请展开主机节点下的树视图显示所
有磁盘组。 右键单击某个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New Volume (新
建卷)。
可以右键单击刚创建的磁盘组。

5

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开始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为卷选择磁盘。确保相应的磁盘组名称显示在 Group name (组名) 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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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动磁盘选择为默认设置。要手动选择磁盘，请单击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
动选择磁盘) 单选按钮，然后使用 Add (添加) 和 Remove (删除) 按钮将相应的磁
盘移到 “选定磁盘”列表中。建议您手动选择磁盘。
此外，还可以选中 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卷禁用磁道
对齐。禁用磁道对齐意味着该卷不将数据块与磁盘物理磁道的边界对齐存储。

8

单击 Next (下一步)。

9

指定卷属性。

■

输入卷名。名称中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其中不得包含空格、正斜
杠和反斜杠。

■

选择卷布局类型。要选择镜像条带，请单击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和
Striped (条带) 单选按钮。

■

如果要创建条带卷，则需要在 Columns (列) 框和 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
元大小) 框中设定值。已提供默认值。

■

提供卷的大小。

■

如果单击 Max Size (最大大小) 按钮，则 Size (大小) 框中将显示一个值，
表示动态磁盘组中用于该布局的可能的最大卷大小。

■

在 Mirror Info (镜像信息) 区域中，选择适当的镜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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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为卷指定驱
动器盘符或装入点。必须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都使用相同的驱动器盘符或装
入点。指定驱动器盘符前，请确保已验证其可用性。
■

要指定驱动器盘符，请选择 Assign a Drive Letter ( 指定驱动器盘符 )，并
选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要将卷装入为文件夹，请选择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 Browse (浏览) 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文
件夹。

11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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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建 NTFS 文件系统。

■

确保已选中 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 复选框，然后单击 NTFS。

■

选择分配值或接受默认值。

■

文件系统标签为可选项。SFW 会将卷名作为文件系统标签。

■

如果想节省时间，请选择 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

选择 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以节省
磁盘空间。请注意，压缩过程会占用系统资源并执行加密和解密，这可能
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

单击 Next (下一步)。

13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新卷。
14 重复上述步骤，以创建其他卷。
仅在集群的第一个节点上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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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故障切换集群中的应用程序创建组
为应用程序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之后，应使用故障切换集群管理工具来为该应用
程序设置集群组。
然后，为已针对该应用程序创建的 SFW 磁盘组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将该应用程序安装在两个节点上，并将其附带的文件置于共享存储中后，应执行其
他步骤以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请参见第 649 页上的 “在故障切换集群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设置应用程序集群组
1

通过选择 Start (开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群集管理），启动故障切换群集管理工具。通过控
制台连接到相应的集群。

2

通过从显示在左窗格中的树中选择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
序) 节点来创建新组。单击鼠标右键并选择 More Actions (更多操作) > Create
Empty Service or Application (创建空服务或应用程序)。将创建名为 “新服
务或应用程序”的空组。

3

通过右键单击该组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Rename (重命名)，指定该组的名称。

4

在 Name (名称) 字段中键入新组的名称 （例如 App_Grp）。
现在您可以向该应用程序组中添加卷管理器磁盘组资源。

为应用程序创建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1

如果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已打开，则继续执行
步骤 2。
要启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请依次选择 Start
(开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
障切换集群管理)。

2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的左窗格中，右键单击应
用程序集群组 （例如 App_Grp），然后依次选择 Add a Resource (添加资源) >
More Resources (更多资源) > Add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3

在 Disk Drives (磁盘驱动器) 下的中心面板中，双击 New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新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以打开其 Properties (属性) 对话框。

4

在 Properties (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为资源键入一个名称。
例如，键入 APP_DG_RES。

5

在 Properties (属性) 选项卡上的 Disk Group Name (磁盘组名称) 字段中，键入
以前为应用程序创建的磁盘组的名称 （例如 DG1），然后单击 OK (确定) 关闭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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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右键单击新命名的资源并选择 Bring this Resource Online (使此资源联机)。

7

如果为应用程序创建了多个磁盘组，则重复上述过程为其他磁盘组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将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安装在所有集群节点的同一个本地驱动器上。将应用程序数
据和日志文件或与应用程序数据相关的其他文件安装在共享存储上。

在第一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注意事项
■

应用程序可能具有在集群上运行的内置过程。请查阅应用程序文档，确定这些
过程是否可用。

■

某些应用程序同时安装在两个节点上。

■

集群应用程序的所有节点都需要共享同一虚拟名称和 IP 地址。

■

不要接受应用程序数据和日志文件的默认位置。而是将这些文件的路径设置为
在第 642 页上的 “创建动态卷”中所创建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注意事项
■

在故障切换集群管理工具中，将集群资源移动到第二个节点。

■

确定从第二个节点中可以使用与在第一个节点上创建卷时指定的相同驱动器盘
符或装入点来访问共享存储中的卷。

■

如果要安装数据库，则当第二个节点上的安装操作正在使用共享磁盘时，可能
需要停止第一个节点上的数据库服务。安装应用程序后重新启动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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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1

在 VEA 中，右键单击将为其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的卷。

2

选择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
动器盘符和路径)。将显示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窗口。
可以从以下各项中进行选择：
■

要添加驱动器盘符，请单击 Add (添加)。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
器盘符) 下拉列表变为可用。指定一个驱动器盘符，然后单击 OK (确定)。

■

要更改驱动器盘符，请单击 Modify (修改)。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
动器盘符) 下拉列表变为可用。更改驱动器盘符并单击 OK (确定)。

■

要添加装入点，请依次单击 Add (添加) 和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 单选按钮，通过浏览选择一个空文件夹或单击
New Folder (新建文件夹) 按钮创建新文件夹，然后单击 OK (确定) 以装
入卷。

■

要更改装入点，必须删除该装入点，然后选择 Add (添加) 按钮将其添加回
去。要删除该装入点，请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窗
口中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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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障切换集群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本节中的其他步骤可使应用程序组在故障切换集群中正常工作。需要添加应用程序
资源以及与该应用程序关联的任何其他资源。还需要为资源建立依赖关系。以下列
表概括总结了完成应用程序组设置的过程。
■

在创建应用程序资源之前，请确保其他所有应用程序资源 （包括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和任何其他应用程序资源）都处于联机状态。

■

有关创建应用程序资源和所需的其他资源 （如 IP 地址资源）的信息，请参考
应用程序文档。
创建应用程序资源时，请按照资源依赖关系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

以下依赖关系图说明了所建立的依赖关系。

图 18-3

应用程序组依赖关系

应用程序组 (App_Grp)

其他资源

应用程序资源

应用程序所需的其他资源

■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测试：设置应用程序组之后，通过将集群资源移动到另一个节点，然后再将其
移回对应用程序组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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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动态定额资源
尽管 Symantec 建议实现动态定额资源以充分利用 Storage Foundation 功能，但这
并不是必需任务。要实现动态定额资源，请完成以下任务：
■

第 650 页上的 “为定额资源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和镜像卷”

■

第 651 页上的 “为集群组创建定额资源”

■

第 652 页上的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注意：如果您使用的是 DMP，则必须创建动态定额资源，以便组可以正确进行故障
切换。

为定额资源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和镜像卷
如果您尚未完成此步骤，请使用 SFW 为定额磁盘创建集群磁盘组。Symantec 建
议将三个小磁盘用于镜像的定额卷；您至少需要两个磁盘。 Microsoft 建议使用
500 MB 的定额磁盘。
要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中创建三路镜像卷，请选择 Concatenated
(连续) 布局，然后选中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并指定三个镜像。
有关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638 页上的 “创建 SFW 磁盘
组和卷”。
注意：如果将其他卷添加到此磁盘组，则与这些卷的操作相关的任何故障都可能会中
断定额卷的故障切换。如果组中的某个卷遇到较高级别的读/写活动，则 Microsoft 集
群对定额卷的延迟访问可能导致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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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群组创建定额资源
您必须为定额添加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为定额添加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1

如果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已打开，则继续执行
步骤 2。
要启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请选择 Start (开
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
切换集群管理)。

2

验证集群在创建磁盘组的同一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

3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的左侧窗格中，右键单
击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 并选择 More Actions (更多操
作) > Create Empty Service or Application (创建空服务或应用程序)。

4

右键单击新组并重命名该组，例如重命名为 QUORUM。

5

右键单击 QUORUM 并选择 Add a Resource (添加资源) > More Resources (更多
资源) > Add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6

右键单击中心窗格中的 New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新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并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在 Properties (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的 Resource Name (资
源名称) 字段中，键入资源名称，例如 QUORUM_DG_RES。

8

在 Properties (属性) 选项卡的 Disk Group Name (磁盘组名称) 字段中，键入以
前为定额创建的磁盘组的名称，并单击 OK (确定) 关闭该对话框。

9

右键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定额磁盘组资源 （例如 QUORUM_DG_RES），并选择
Bring this Resource Online (使此资源联机)。
将在定额组 （例如 QUORUM）下创建指定的磁盘组资源 QUORUM_DG_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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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使用以下过程配置集群定额设置，并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将定额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1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中，右键单击配置树中
的集群节点，并选择 More Actions (更多操作) > Configure Cluster Quorum
Settings (配置集群定额设置)。
此时将打开 Configure Cluster Quorum Wizard (配置集群定额向导)。

2

查看屏幕，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选择 Node and Disk Majority (大多数节点与磁盘) 或 No Majority: Disk Only
(非大多数: 仅磁盘) 单选按钮，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4

选择要指定为定额的磁盘证明的存储资源，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这是以前为定额磁盘组 （例如 QUORUM_DG_RES）创建的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5

查看 Confirmation (确认) 界面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单击 Finish (完成) 关闭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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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集群配置
通过在节点之间移动集群组以查看它是否正确进行故障切换，可以验证安装。集群
故障切换功能的最后一项测试包含关闭当前处于联机状态的节点，并在集群故障切
换到其他节点后使其恢复联机状态。
要检验集群的配置，请移动联机组或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

使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将所有资源组从一个
节点移动到另一个节点。

■

通过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来模拟故障切换。
请不要在生产环境中模拟故障切换。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群集管理) 工具（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群集管理)）。

2

在左侧窗格的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 下，右键单击某个
资源组，然后单击 Move This Service or Application to Another Node (将此服
务或应用程序移动到其他节点) > Move to Node [Name of Node] (移动到节点
[节点名称])。
如果有多个资源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移完所有资源组。

3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控制台的中心面板中，
确认当前所有者名称已针对所移动的所有资源组进行了相应更改。这证明了资
源组已经移到另一个系统。

4

如果您需要将资源组移回原始系统，请重复步骤 2。

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1

正常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2

打开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从集群中的任何节点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3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中，确认所有者名称已
更改。这证明所有资源组都已经移到另一个节点。

4

如果您需要将资源组移回原始节点，请重新启动在步骤 1 中关闭的节点，选择
资源组，并使用 Move This Service or Application to Another Node (将此服务
或应用程序移动到其他节点) > Move to Node [Name of Node] (移动到节点 [节
点名称]) 移动该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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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SCS
本章讨论下列主题：
■

第 656 页上的 “在校园集群 (Windows Server 2003) 中部署具有 MSCS 的
SFW 所需执行的任务”

■

第 658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第 660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第 668 页上的 “配置网络和存储”

■

第 670 页上的 “建立 MSCS 集群”

■

第 673 页上的 “安装 SFW”

■

第 681 页上的 “创建磁盘组和卷”

■

第 690 页上的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定额资源”

■

第 693 页上的 “为 MSCS 中的应用程序设置组”

■

第 693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

第 695 页上的 “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

第 696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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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集群 (Windows Server 2003) 中部署具有
MSCS 的 SFW 所需执行的任务
本章提供一个使用双节点集群的 Microsoft 集群 (MSCS) 校园集群示例。操作系统
为 Windows Server 2003。
有关部署 SWF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下运行）的
信息，请参见：
第 697 页上的第 20 章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表 19-1 列出了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SCS 的概括性目标，以及每个目标中的
任务：
表 19-1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SCS 的任务列表

目标

任务

第 658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验证硬件和软件先决条件。

第 660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查看配置要求。

■

MSCS 校园集群概述以及恢复方案

■

为站点 A 安装硬件。将服务器和存储阵列
连接到 SAN。将 NIC 的电缆保持未连接状
态，而且暂且不将交换机连接到站点 B。

■

以相同方式为站点 B 安装硬件。

■

在服务器 A 上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与
MSCS。

■

在站点 A 上配置存储并为集群定额磁盘创
建分区。

■

在服务器 A 上创建集群的第一个节点。

■

在服务器 B 上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与
MSCS。

■

连接这两个节点。

■

在服务器 B 上创建集群的第二个节点。

■

通过将资源移到服务器 B 来测试集群。服
务器 B 将变成活动节点。此时请不要将资
源移回到服务器 A。

■

在节点 A （节点 B 处于活动状态）上安装
SFW。

■

在节点 B （节点 A 处于活动状态）上安装
SFW。

第 668 页上的 “配置网络和存储”

第 670 页上的 “建立 MSCS 集群”

第 673 页上的 “安装 S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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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1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SCS 的任务列表

目标

任务

第 681 页上的 “创建磁盘组和卷”

■

在节点 A 上的 SFW 中，在存储上创建两个
或更多动态集群磁盘组，一个或多个磁盘
组用于应用程序数据文件，一个磁盘组用
于镜像定额。

第 690 页上的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 ■
定额资源”

如果以前未执行此操作，请使用镜像卷为
定额创建动态磁盘组。

■

使该磁盘组成为默认 Cluster Group (集群
组) 中的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类型的资源。

■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第 693 页上的 “为 MSCS 中的应用程序 ■
设置组”
■

在 MSCS 内为应用程序创建组。

第 693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 ■
程序”

在第一个节点的本地驱动器中安装应用
程序的程序文件。

■

在共享存储上安装与数据和日志相关的
文件。

■

将集群资源移至第二个节点。

■

确保卷在第二个节点上的驱动器盘符或装
入点与在第一个节点上的相同。

■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第 695 页上的 “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 ■
序组的设置”

第 696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在组中添加作为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类型资源
的集群磁盘组或用于应用程序的组。

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获取有关创建其资
源的帮助。

■

建立相应的依赖关系。

■

通过将集群资源移动到另一个节点来测试
应用程序组。

■

通过切换服务组或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
群节点来验证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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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要求
查看先决条件和配置可使您大体了解配置及其要求。
请参见以下主题：
■

支持的软件

■

系统要求

■

磁盘空间要求

支持的软件
您可以检查支持网站上的最新新闻信息，以了解对此支持软件列表所做的所有最新
更新。
支持以下软件：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SFW)，带有用于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Failover Cluster 的集群选件。

■

下列操作系统中的任何一个：
■

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支持
SP1，但有些版本无需安装 SP1）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3：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1）

■

用于 Intel Xeon (EM64T) 或 AMD Opteron 的 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系统要求
若要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SCS，您的系统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

一个 CD-ROM 驱动器，可供安装了 MSCS 的每个系统访问。

■

SCSI 或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可用于访问存储。

■

MSCS 要求每个系统至少有两个网络适配器 （一个网络适配器用于将每个系统
连接到公共网络，另一个网络适配器用于每个系统上的专用网络）。Symantec
建议为专用网络使用两个适配器，并通过单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路由每个专用
网络适配器，以避免出现单故障点。

■

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以确定应用程序的磁盘空间要求。

■

每个系统要求具有 1 GB 的 RAM。

■

该配置要求两个站点中每个站点均有一个存储阵列，并且每个站点上用于镜像
卷的磁盘数量相等。

■

存储和网络要求集群之间进行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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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将要集群化的系统配置为 Windows Server 2003 域的一部分。MSCS 集群
中的每个系统都必须在同一个域中，并且必须使用同一操作系统版本。

■

若要安装和使用 SFW 及 MSCS 软件，必须具有拥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还必须
具有安装 SFW 所需的许可证密钥。

■

极力建议使用公共网卡和专用网卡的静态 IP 地址。不支持 DHCP。六个网络接
口卡，每台服务器三个 （两个用于专用网络，一个用于公共网络）。还需要一
个静态 IP 地址用于集群本身。

注意：若要确定 SFW 的许可硬件，请参见 Symantec Support (Symantec 支持) 网
站上的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列表)，网址为：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磁盘空间要求
为确保正常运行，所有安装都需要 50 MB 的额外磁盘空间。
下表汇总了 SFW 的磁盘空间要求。
表 19-2

磁盘空间要求

安装选件

安装目录/驱动器

SFW + 所有选件 + 客户端组件

1210 MB

SFW + 所有选件

950 MB

客户端组件

354 MB

注意：为这两个站点规划相同数量的磁盘，因为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上都应当包
含相同数量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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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配置
此配置示例介绍了双节点校园集群，每个节点位于一个不同的站点中。
有关 MSCS 校园集群的概述，或者有关恢复方案的信息，请参见
■

第 662 页上的 “MSCS 校园集群概述”

■

第 663 页上的 “MSCS 校园集群故障情况”

图 19-1

MSCS 校园集群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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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节点可以相距数英里，并通过单个子网和光纤 SAN 连接。每个节点都有各自
的存储阵列，而且都包含另一个阵列上的存储镜像数据。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上
都应包含相同数量的磁盘用于镜像卷。
MSCS 使用定额体系结构，在该体系结构中，集群数据库驻留在定额资源中。如果
您使用 MSCS 进行集群操作，则向配置中添加 SFW 可防止定额磁盘在集群中成为
单一故障点，因为 SFW 为定额设备上的卷和软件提供动态镜像。为了避免出现单
一故障点，请将定额设备设置为动态镜像设备。此示例包括动态镜像定额，要求在
SFW 中设置两个或多个动态集群磁盘组：一个或多个集群磁盘组用于应用程序和数
据，一个集群磁盘组用于动态镜像定额。
配置示例不包括动态多路径 (DMP)。有关如何将 DMP 添加至集群配置的说明，请
参见 DMP 章节第 67 页上的 “将 DMP 添加至集群配置”。
在同时安装 SFW 和 MSCS 时，请记住以下几点：
■

若要安装 SFW，则 MSCS 集群必须处于运行状态。
在安装 SFW 之前，必须在所有系统上设置硬件并安装操作系统和 MSCS，还需
要建立 MSCS 集群。
安装 SFW 需要进行重新引导，但在活动的集群节点上进行重新引导会导致该
节点发生故障切换。因此，请使用 “回滚安装”过程首先在非活动的集群节点
上安装 SFW。然后将集群资源移到另一个节点上，并在现在处于非活动状态的
节点上进行安装。

■

与单独使用 MSCS 相比，同时使用 SFW 还有其他优点。SFW 允许您为数据卷
添加容错功能。建议您对日志卷进行镜像，并针对数据卷使用条带 RAID 镜像
布局。SFW 还提供如下功能：多个磁盘组、多个镜像、容量管理和自动容量增
长、联机存储迁移、性能优化、热重定位、脏区日志记录、RAID-5 日志记录、
动态多路径和借助于 FlashSnap 实现的增强快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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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S 校园集群概述
图 19-2 显示了具有跨集群的镜像存储和镜像定额资源的 MSCS 校园集群配置。
4 路镜像定额具有额外一组镜像，能够实现更高的冗余度。尽管在不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情况下，设置了 MSCS 的校园集群也可以工作，但是
与单独使用 MSCS 相比，使用 SFW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优点。SFW 使用一个在跨多
个站点的多个磁盘上工作的动态镜像卷，来防止集群中的定额资源成为集群中的单
一故障点。
图 19-2

典型的 MSCS 校园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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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客户都使用硬件 RAID 来保护定额磁盘，但是，当主节点及其挂接的存储因
自然灾害而失效时，这种方法就不起作用。如果集群丢失定额资源，则集群将出现
故障，因为所有集群服务器 （以致最终整个集群）将无法获得对定额资源的控制。
MSCS 无法单独为定额磁盘提供容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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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S 校园集群故障情况
本节重点介绍安装有 SFW 的 MSCS 校园集群的故障和恢复情况。
有关 MSCS 中定额资源和仲裁的信息，请参见第 666 页上的 “MSCS 定额和定额
仲裁”。
表 19-3 列出了故障情况和所出现的结果：
表 19-3

故障情况及其可能结果的列表

故障情况

结果

注释

应用程序故障

故障切换

如果服务因应用程序故障而停止，系统会自
动将应用程序故障切换到另一个站点。

故障切换

对于双节点集群对，一个节点出现故障会导
致一个集群进行故障切换。从故障节点移到
另一个活动节点的集群资源将出现暂时的服
务中断。

服务没有
中断。

非活动站点 （站点 B）出现故障不会中断活
动站点 （站点 A）的服务。

服务没有
中断。

假设每个集群节点都有某种类型的动态多路
径 (DMP) 解决方案，则从单个集群节点中去
掉一条 SAN 光纤电缆应当不会对该节点上运
行的任何集群资源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基础
DMP 解决方案应当能够无缝地处理 SAN 光
纤路径故障切换。

服务没有
中断。

在具有双 NIC 配置的标准集群节点中 （一个
NIC 用于公共集群网络，另一个 NIC 用于专
用心跳网络），如果禁用面向专用心跳网络
的 NIC，应当不会对集群中的软件和资源造
成负面影响，因为集群软件只通过公共网络
路由心跳包。

故障切换。

当公共 LAN 或活动节点上的公共 NIC 出现故
障时，客户端将无法访问活动节点，系统将
进行故障切换。

可能表示用于应用程序的服
务停止、 NIC 失败或数据库
表脱机。
服务器故障 （站点 A）
可能表示电源线断开、系统
挂起或其他导致系统停止响
应的故障。
服务器故障 （站点 B）
可能表示电源线断开、系统
挂起或其他导致系统停止响
应的故障。
部分 SAN 网络故障
可能表示 SAN 光纤通道电缆
已断开与站点 A 或站点 B 存
储的连接。

专用 IP 心跳网络故障
可能表示专用 NIC 或网络电
缆连接出现故障。

公共 IP 网络故障

可能表示公共 NIC 或 LAN 网 镜像继续。
络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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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3

故障情况及其可能结果的列表 （续）

故障情况

结果

公共和专用 IP 或网络故障

注释

服务没有中
断。无法访
可能表示 LAN 网络 （包括专
问公共
用 NIC 连接和公共 NIC 连接）
LAN。
出现故障。
镜像继续。

在 “网络分割”之前拥有定额资源的站点仍
为定额资源的所有者，而且是唯一一个仍正
常运行的集群节点。在另一个集群节点中运
行的集群软件将因已丢失用于定额资源的集
群仲裁而自行终止。

网络连接 (SAN & LAN) 断
开，存储的心跳和连接均出
现故障。

在 “网络分割”之前拥有定额资源的节点/
站点仍为定额资源的所有者，而且是唯一一
个仍正常运行的集群节点。在另一个集群节
点中运行的集群软件将因已丢失用于定额资
源的集群仲裁而自行终止。默认情况下，
MSCS clussvc 服务将尝试每分钟自动启动一
次，因此，在重新建立了 LAN/SAN 通信之
后， MSCS clussvc 将自动启动，而且将能够
重新加入现有的集群。

可能表示所有的网络和 SAN
连接均已断开，例如，如果
建筑物之间对于以太网和存
储使用一个管道。

服务没有中
断。同一节
点中的磁盘
正在运行。
镜像未工作。

站点 A 或站点 B 上的存储阵
列失败

服务没有中
断。同一节
点中的磁盘
可能表示电源线断开，或存储
正在运行。
阵列故障导致阵列停止响应。
镜像未工作。

校园集群在两个站点 （每个站点一个阵列）
之间平均分配。如果一个存储阵列完全失
败，则不会对集群或者当前处于联机状态的
任何集群资源造成影响。但是，在该存储出
现故障之后，您将无法在节点之间移动任何
集群资源，因为任何节点都将无法获得集群
磁盘组中的大部分磁盘。

站点 A 故障 （电源）

如果故障站点中包含拥有定额资源的集群节
点，则整个集群将脱机，若不进行手动干预，
该集群将无法在剩下的活动站点上联机。

表示失去了站点 A （包括服
务器和存储）的所有访问。
站点 B 故障 （电源）
表示失去了站点 B （包括服
务器和存储）的所有访问。

手动故障
切换。

如果故障站点中不包含拥有定额资源的集群
服务没有中
节点，则集群中在站点出现故障之前该节点
断。同一节
上处于联机状态的所有集群资源仍将联机。
点中的磁盘
正在运行。
镜像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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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故障切换情况
总之，在集群服务器出现故障时，站点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
■

如果不拥有定额卷的站点和集群脱机，则定额和数据卷仍在另一个站点上保持
联机状态，其他集群资源仍保持联机状态或者移到另一个站点上。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使拥有所有权的集群节点可以保持联机状态，而且
对定额组中的磁盘拥有 50% 的所有权。

■

如果拥有定额卷的站点脱机，则其余站点无法获得对定额卷的控制，因为它无
法保留定额组中的大部分磁盘。这是一项安全措施，可防止多个节点使它们能
够访问的集群磁盘组的成员联机。

警告：只有在对这两个站点进行协调以确保主服务器确实出现故障之后，才应当在
两个站点之间对集群进行手动故障切换。如果在主服务器仍处于活动状态时将包含
MSCS 定额的集群磁盘组手动导入到辅助 （故障切换）服务器，则将出现裂脑
(split-brain) 情况。在出现裂脑情况时可能会出现数据丢失，这是由于，在将同一
个磁盘组导入到这两个节点上时，镜像卷的每个 plex 都可以独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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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S 定额和定额仲裁
本节说明 MSCS 中的定额和定额仲裁。

定额
定额资源在恢复日志中维护集群数据库以及关键的恢复信息。定额资源必须通过
SCSI 或光纤通道总线可供所有节点使用。单独使用 MSCS 时，定额磁盘必须位于
单个物理磁盘上。但是，如果使用 SFW，则定额磁盘可以是跨多个磁盘和集群节
点的镜像卷。
定额资源还可用来确定集群的所有权。当控制集群的节点脱机时，其他节点将使用
质询/防御协议来确定哪个节点可以控制定额资源和集群。

集群对定额资源的所有权
MSCS 质询/防御协议通过对计算机之间的 SCSI 总线执行低层总线重置来尝试获取
对定额资源的控制。
在重置 SCSI 总线之后，每台服务器曾经保持在定额磁盘上的保留将丢失。每台服
务器将重新建立该保留 （这大概需要 10 秒） ，这会反过来让其他服务器知道它仍
在正常运行，即使其他服务器不一定能够与之通信也是如此。
如果活动集群服务器在该时间限制内未针对定额资源重新建立 SCSI 保留，则服务
器上的应用程序都将转移到第一个建立 SCSI 保留的服务器。现在，为应用程序提
供服务的新服务器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客户端仍将能够获得应用程序服务。 IP
（Internet 协议）地址和网络名称将移动，应用程序将根据所定义的依赖关系重新
构造，客户端仍能获得服务，而集群的状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当定额设备是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磁盘组中的卷时，质询/防御协议
会更复杂。为了使某台服务器获得对包含集群定额设备的磁盘组的所有权，该服务
器上的 SFW 必须成功导入该磁盘组，并在一半多的磁盘上获得 SCSI 保留。由于校
园集群配置中每个站点上的磁盘数为偶数，因此故障切换可能无法自动进行。这
样，在站点出现故障之后，必须使用手动 CLI 命令 vxclus enable 使集群磁盘组在
辅助节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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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clus 实用程序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所提供的 vxclus 命令行实用程序，可以强
制将故障切换到辅助站点。 vxclus enable 命令会在注册表中创建一个条目，以允
许将集群磁盘组在具有少部分磁盘的节点上联机。在运行 vxclus enable 之后，就
可以在 MSCS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中将磁盘组资源联机。在将集群
磁盘组联机之后， vxclus 功能将处于禁用状态。
将集群在具有少数集群磁盘的节点上联机
1

针对集群节点上的每个磁盘组执行下面的 vxclus 命令：
vxclus enable -g<DynamicDiskGroupName>
系统将要求您确认是否使用此命令。

警告：在将具有少数集群磁盘的集群磁盘组联机时，请确保在将该磁盘组联机之前
（和之后），该磁盘组中的大多数磁盘在任何其他集群节点上处于脱机状态。如果
磁盘组中的大多数磁盘在另一个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则可能会损坏数据。
2

如果集群服务因动态定额资源故障而停止，请启动集群服务 (clussvc)。

3

使用 MSCS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将集群磁盘组联机。

有关 vxclus 实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的
“命令行界面”一章。 vxclus 实用程序还为从 SAN 启动提供支持，但是您必须拥
有支持该功能的硬件存储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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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络和存储
使用下列过程可以配置存储硬件并验证 DNS 设置。对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重复此过程。
配置硬件
1

安装所需的网络适配器以及 SCSI 控制器或光纤通道 HBA。

2

在每个系统上连接网络适配器。
为防止在专用网络上丢失心跳，以及防止 MSCS 错误声明系统关闭，Symantec
建议您在专用网络适配器上禁用以太网自动协商选项。 有关此过程的详细信
息，请与 NIC 制造商联系。

3

将独立的集线器或交换机用于专用心跳。针对双节点集群，可以使用交叉以太
网电缆。

4

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访问存储设备。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识别挂接的共享磁盘
并且挂接的共享磁盘都可见。

验证所有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2

双击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或者右键单击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再单击 Open (打开)。

3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
■

在 Advanced (高级) 菜单中，单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

在 Adapters and Bindings (适配器和绑定) 选项卡中，确定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 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如果需要，可以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至列表的顶部。

■

单击 OK (确定)。

4

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中，双击用于公共网络的适配器。
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专用网络配
置的适配器。

5

在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6

在 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
■

选中 Internet Protocol (TCP/IP) (Internet 协议 (TCP/IP)) 复选框。

■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选择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地址)
选项。

8

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的值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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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 Advanced (高级)。

10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选中 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 复选框。
11 确保在 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用于此连接的 DNS 后缀) 字段中输入
了正确的域后缀。
12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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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MSCS 集群
在安装 SFW 之前，必须安装操作系统和 MSCS，然后再建立 MSCS 集群。在 MSCS
下建立了集群之后，可以安装 SFW 并添加 SFW 对 SFW 磁盘组和卷的支持。
注意：本节中概述的步骤是一般步骤，其中不包含具体的详细信息。有关更完整的
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集群的安装任务包括：
■

第 670 页上的 “在服务器 A 上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和 MSCS”

■

第 671 页上的 “配置共享存储并为集群中的定额磁盘创建分区”

■

第 671 页上的 “在服务器 A 上创建集群的第一个节点”

■

第 671 页上的 “在服务器 B 上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和 MSCS”

■

第 671 页上的 “连接两个节点”

■

第 672 页上的 “在服务器 B 上创建集群的第二个节点”

■

第 672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在服务器 A 上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和 MSCS
本主题汇总了在服务器 A 上安装操作系统和配置网络设置的步骤。
在服务器 A 上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和 MSCS
1

在服务器 A 上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3 操作系统。MSCS 作为操作系统的一
部分进行安装。

2

使用 Internet Protocol (Internet 协议) (TCP/IP) 窗口确定集群中公共网络和专
用网络上服务器 A 的静态网络地址。

3

请确保设置了一个可由多个集群节点使用的域，而且这些节点必须属于同一
个域。

4

选择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Active Directory > Users and Computers
(用户和计算机)，并为集群设置集群帐户。Microsoft 建议您单独设置一个可在其
下运行集群的用户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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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共享存储并为集群中的定额磁盘创建分区
配置共享存储并为集群定额磁盘创建分区的操作过程包含以下任务：
■

为挂接到服务器 A 的存储阵列配置磁盘。

■

使用 Disk Management (磁盘管理) 为基本磁盘上的集群定额磁盘创建分区，
在创建第一个集群节点时，基本磁盘将用作定额磁盘。
Microsoft 建议将分区的大小设置为 500 MB，并将整个磁盘用作一个集群资源。

在服务器 A 上创建集群的第一个节点
在服务器 A 上创建集群的第一个节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在服务器 A 上建立了集群之后，请确保您能够从服务器 A 看到存储阵列的磁盘。

在服务器 B 上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和 MSCS
使用与服务器 A 相同的步骤，对服务器 B 重复执行安装。
请参见第 670 页上的 “在服务器 A 上安装和配置操作系统和 MSCS”。

连接两个节点
在两个站点之间建立必要的连接。服务器 A 上集群已经处于活动状态，因此 MSCS
现在能够控制服务器 A 上的集群存储，而且操作系统无法同时访问该存储上的两个
节点。
连接两个节点
1

在两个站点上的三个网卡之间连接相应的电缆。

2

通过存储互联连接两个站点上的两个交换机。

3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测试两个站点间的连接：
■

测试集群中所有网络适配器卡的 IP 地址。

■

打开命令窗口并键入 ping ipaddress，其中 ipaddress 是另一节点中对应
的网络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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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器 B 上创建集群的第二个节点
在服务器 B 上创建集群的第二个节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验证集群配置
在配置完毕之后，请使用以下过程来验证故障切换功能。
要检验集群的配置，请移动联机组或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

使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将所有资源组从一个节点移动到另一
个节点。

■

通过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来模拟故障切换。
请不要在生产环境中模拟故障切换。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
管理器)。

2

右键单击资源组并单击 Move Group (移动组)。
如果有多个资源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移完所有资源组。

3

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控制台中，确认所有者名称已更改。
这证明所有资源组都已经移到另一个节点。

4

如果需要将所有资源组移回原始节点，请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1

正常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2

打开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从集群中的任何节点单击 Start (开
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3

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中，确认所有者名称已更改。这证明所
有资源组都已经移到另一个节点。

4

如果需要将所有资源组移回原始节点，请重新启动在步骤 1 中关闭的节点，并
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移动所有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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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FW
本节假设您正在运行 MSCS 集群并且要在不含有任何集群资源的非活动系统上安装
SFW。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滚动安装来安装 SFW。对于滚动安装，必须首先在非活动系
统上安装 SFW。在非活动系统上安装 SFW 之后，将资源组移动到该系统，并使其
他系统处于非活动状态。然后在 MSCS 集群中的其他非活动系统上同时安装 SFW。

SFW 安装任务
安装 SFW 涉及下列任务：
■

执行安装前任务
请参见第 673 页上的 “安装前任务”。

■

安装产品
请参见第 675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

执行安装后任务
请参见第 679 页上的 “安装后任务”。

安装前任务
执行下列安装前任务：
■

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请参见第 673 页上的 “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

移动联机组
请参见第 674 页上的 “移动联机组”。

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某些 Symantec 驱动程序可能未经 Microsoft 签名，具体情况取决于所选安装选项。
当在运行 Windows Server 2003 的系统上安装时，必须将 Windows 驱动程序签名
选项设置为允许进行安装。
注意：产品安装程序提供一个用于安装 Symantec Trusted Software Publisher
Certificate (受 Symantec 信任的软件发行者证书) 的安装选件，以便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驱动程序。此选件会
将受 Symantec 信任的证书安装在选择安装的系统上。如果选择此选项，则您不需
要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Warn (警告) 或 Ignore (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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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描述了安装带有未经签名驱动程序的选件时，本地系统和远程系统上的产品安
装程序行为。
表 19-4

未经签名驱动程序的安装行为

驱动程序签名设置

本地系统上的安装行为

远程系统上的安装行为

Ignore (忽略)

始终允许

始终允许

Warn (警告)

显示警告消息，需要用户干预

继续安装。用户必须从本地登
录到远程系统才能响应该对话
框以完成安装。

Block (阻止)

从不允许

从不允许

在本地系统上，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Ignore (忽略) 或 Warn (警告)。在远程
系统上，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Ignore (忽略)，以允许在不需用户干预的情况
下继续安装。
更改每个系统上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1

从本地登录到系统。

2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单击 System (系统)。

3

单击 Hardware (硬件) 选项卡，然后单击 Driver Signing (驱动程序签名)。

4

在 Driver Signing Option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对话框中，记下当前的设置，
从表中选择 Ignore (忽略) 或另一个将允许继续安装的选项。

5

单击 OK (确定)。

6

对每台计算机都重复上述操作。
如果您不更改驱动程序签名选项，则在该计算机上的安装可能在验证过程中失
败。安装完成后，请将驱动程序签名选项重新设置到以前的状态。

移动联机组
如果资源组位于要安装 SFW 的系统上，则必须将这些资源组从 SFW 系统移动到集
群中的其他系统上。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
序)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2

右键单击资源组并单击 Move Group (移动组)。
如果有多个资源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移完所有资源组。

3

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控制台中，确认所有者名称已更改。
这证明所有资源组都已经移到另一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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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需要将所有资源组移回原始系统，请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来移动所
有资源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可在 MSCS 配置中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安装产品
1

允许自动运行功能启动安装过程，或通过双击 Setup.exe 启动安装过程。

2

选择默认的安装语言，然后单击 OK (确定)。将出现 SFW Select Product (SFW
选择产品) 界面。

3

单击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4

单击 Complete/Custom (完全/自定义) 开始安装。使用 Administrative Console
(管理控制台) 链接可以仅安装 Client (客户端) 组件。

5

阅读 Welcome (欢迎) 界面中的消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使用查看窗口中的滚动箭头来阅读 License Agreement (许可协议)。 如果同意
许可条款，请单击 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我接受许可
协议条款) 单选按钮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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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添加功能许可证密钥之前输入产品许可证密钥。在顶端的字段中输入许可证
密钥，然后单击 Add (添加)。

8

对其他许可证密钥重复上述操作。
要删除某个许可证密钥，请单击该密钥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要查看许可证密钥的详细信息，请单击该密钥。

9

单击 Next (下一步)。

10 指定产品选件：

界面底部将显示安装选件所需的总硬盘空间和对该选件的说明。
■

选择 Cluster Option for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Failover Cluster
(用于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故障切换集群的集群选件)。

■

选择任何其他适用于您的环境的选件。

■

确认已选中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Client
Components)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客户端组件))
复选框，以便安装该客户端组件。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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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用于安装的域和计算机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Domain (域)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域。
填充域和计算机列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取决于域和
网络的大小、速度和活动。

Computer (计算机)

要添加用于安装的计算机，请从 Computer (计算机) 列表
中进行选择，或在 Computer (计算机) 字段中键入该计算
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要在添加计算机之后将其删除，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单击该
计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单击计算机名称即可查看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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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 Path (安装路径)

（可选）更改安装路径。
■

要更改安装路径，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选
择一台计算机，键入新路径，然后单击 Change
(更改)。

■

要还原默认路径，请选择一台计算机，然后单击
Default (默认)。
默认路径是：
C:\Program Files\Veritas
对于 64 位安装，默认路径是：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

12 如果域控制器和运行安装程序的计算机在不同的子网中，则安装程序可能无法
找到目标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安装程序显示错误消息之后，请手动输入
所缺少计算机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13 安装程序会检查选定计算机是否满足先决条件并显示结果。查看信息，然后单
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计算机未通过验证，请解决此问题，然后重新进行验证。单击计算机列表
中的计算机以显示有关故障的信息。单击 Validate Again (重新验证) 重新开始
执行验证过程。
14 阅读验证之后出现的警告框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OK (确定)。
Quorum Arbitration (定额仲裁)
定额仲裁时间设置将调整为确保镜像动态卷上的动态定额资源发挥最佳功能。
定额仲裁最短时间和最长时间设置用于设置 Microsoft 集群允许定额仲裁使用
的时间段的限制。定额仲裁是指当集群的控制节点不再处于活动状态时该集群
中的其他节点尝试获得对定额资源和该集群的控制权的过程。有关设置的信
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理指南》）的 “MSCS 支持
（MSCS Support）”一章。
Dynamic Multi-pathing (动态多路径)
如果使用的是多路径并选择了特定 DSM，则会收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警告。
出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警告时，安装 Veritas 动态多路径 DSM 功能所需的时
间取决于在安装过程中所连接的物理路径数。要缩短此功能的安装时间，请在
安装过程中仅连接一个物理路径。安装后，请先重新连接其他物理路径，然后
再重新引导系统。
15 查看这些信息并单击 Install (安装)。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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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将出现 Installation Status (安装状态) 界面，其中显示安装状态消息和安装
进度。
如果安装失败，则状态界面上将显示失败的安装。单击 Next (下一步) 查看报告，
解决导致失败的问题，并在该计算机上重试此步骤。
如果安装在所有系统上成功完成，则会出现安装报告界面。
如果安全警报提示接受 Veritas 驱动程序软件，请单击 Yes (是)。如果本地计
算机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Warn (警告)，则会出现该警报。如果本地计
算机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设置为 Block (阻止)，则安装将失败。
17 查看或打印该报告并查看日志文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仅在本地节点上安装 SFW，请转至步骤 18。

■

如果在本地系统和远程系统上安装 SFW，请转至步骤 20。

18 要完成安装，请单击 Finish (完成)。
19 单击 Yes (是) 重新引导系统并完成安装。
20 重新引导远程节点。不能选择安装失败的计算机和本地计算机。
21 单击希望重新引导的远程节点旁边的复选框并单击 Reboot (重新引导)。
22 节点成功完成重新引导后，Reboot Status (重新引导状态) 中将显示 Online
(联机)，且 Next (下一步) 按钮变为可用。
23 单击 Next (下一步)。
24 单击 Finish (完成)。
25 单击 Yes (是) 重新引导本地节点。

安装后任务
必须执行下列安装后任务：
■

移动联机组
请参见第 680 页上的 “移动联机组”。

■

完成 SFW 安装
请参见第 680 页上的 “完成 SFW 安装”。

■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请参见第 680 页上的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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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联机组
您可以将资源组从系统移回以前安装了 SFW 的系统。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
板)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通过控制台连接到相应的集群。

2

在配置树中，右键单击 Groups (组)，然后单击 Move Group (移动组)。

完成 SFW 安装
必须对 MSCS 集群中的其他系统重复 SFW 安装任务。
请参见第 673 页上的 “SFW 安装任务”。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完成安装过程之后，请重新设置每台计算机上的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这样可确保系统环境安全。
重新设置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1

打开控制面板，然后单击 System (系统)。

2

单击 Hardware (硬件) 选项卡，然后单击 Driver Signing (驱动程序签名)。

3

在 Driver Signing Options (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对话框中，将选项重新设置为
Warn (警告) 或 Block (阻止)。

4

单击 OK (确定)。

5

对每台计算机都重复上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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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磁盘组和卷
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可以在集群存储上创建磁盘组和
动态卷，校园集群中的集群存储至少由两个存储阵列组成。
在创建磁盘组和卷之前，请考虑以下各项：
■

所需的卷配置类型

■

磁盘组需要的 LUN 数

■

备份和还原操作对磁盘组设置的影响

■

数据库和日志的大小，取决于通信量

■

每个站点中的磁盘组和磁盘数
注意：对于校园集群，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上都必须包含相同数量的磁盘。

■

所需的卷类型以及每个卷的 plex 在存储阵列中的位置
注意：每个卷都应该是一个镜像卷，该卷的一个 plex 在站点 A 的存储阵列中，
该卷的另一个 plex 在站点 B 的存储阵列中。

在存储上创建两个或多个动态集群磁盘组，一个或多个磁盘组用于应用程序数据文
件，一个磁盘组用于镜像定额。
第 682 页上的图 19-3 显示一个典型的 MSCS 校园集群磁盘设置。此示例中只有一
个将存储阵列跨两个站点分布的应用程序磁盘组。站点 A 上的数据和数据库日志
已镜像到站点 B。每个镜像卷都有两个以上的磁盘，但是磁盘数必须为偶数 （如
四个）。所有的应用程序数据都必须位于具有多个磁盘的大型镜像卷中，但是为了
实现镜像，这两个站点上需要具有相同数量的磁盘。建议将日志卷和数据放在不同
磁盘中。
在第 682 页上的图 19-3 中，定额卷的四路镜像提供额外的冗余。镜像配置中至少应
当包括一个双路镜像。对于定额卷，请尽可能使用小磁盘。对于定额卷， Microsoft
建议使用 500 MB 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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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

MSCS 校园集群的磁盘和磁盘组示例

配置磁盘和卷
请确保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上都包含相同数量的磁盘，而且每个卷都应当是镜像
卷，该卷的一个 plex 在站点 A 的存储阵列中，另一个 plex 在站点 B 的存储阵列中。
在站点 A 上创建动态磁盘组和卷时，要认真记下哪些磁盘和卷已分配。这些以后将
成为镜像的站点 A plex。
请参见以下各节：
■

第 683 页上的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

第 685 页上的 “创建卷”

创建新卷时的注意事项
■

在为校园集群创建新卷时，必须选择 mirrored across enclosures (镜像跨越磁
盘阵列) 选项。

■

如果选择 Mirrored (镜像) 和 mirrored across (镜像跨越) 选项，但是却没有两
个满足要求的磁盘阵列，则可能会导致无法创建新卷。

■

日志会降低性能。

■

Symantec 建议对新卷使用简单镜像 （连续）或条带镜像。与连续镜像相比，
条带镜像可提供更好的性能。
选择条带镜像时，请选择两列，以便对镜像到另一个磁盘阵列的磁盘阵列进行
条带化。

■

不能为镜像选择 RAID-5。

■

建议不要选择 stripe across enclosures (条带跨越磁盘阵列)，因为之后您将需
要四个磁盘阵列 （而非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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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可用磁盘存储
1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打开 VEA 控制台，然后按照
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若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

4

在 VEA 配置树中，展开 hostname > StorageAgent，然后单击 Disks (磁盘)。
此时将显示可供当前系统访问可用存储的磁盘内部名称，以及名称 Harddisk1、
Harddisk2 等。该列表既包括本地系统的内部磁盘，又包括任何可用的外部
存储。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使用以下过程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1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打开 VEA 控制台，然后按照
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请展开主机
节点下的树视图，右键单击 Disk Groups (磁盘组) 图标，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
择 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

5

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 的 Welcome (欢迎)
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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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有关集群磁盘组的信息：

■

输入磁盘组名称 （例如 DG1）。

■

单击 Create cluster group (创建集群组) 复选框。

■

在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磁盘，然后使用 Add (添
加) 按钮将其移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列表中。
（可选）选中 Disk names prefix (磁盘名前缀) 复选框，然后输入磁盘名
前缀为磁盘组中的磁盘指定特定标识符。例如，输入 TestGroup 作为包
含三个磁盘的磁盘组的前缀，从而创建 TestGroup1、 TestGroup2 以及
TestGroup3 作为磁盘组中磁盘的内部名称。

注意：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与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和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产品创建的磁盘组兼容的磁盘组。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通过 Windows 磁盘管理 (LDM) 所创建的类型的
磁盘组。
■

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接受包含选定磁盘的确认界面。

8

单击 Finish (完成) 创建新的磁盘组。

继续在每个磁盘上创建相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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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卷
使用以下过程创建动态卷。
创建动态卷
1

如果 VEA 控制台尚未打开，请在桌面上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
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如果 VEA 已连接至对应主机，请跳至步骤 4。）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选择主机名并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请在主机节点下面展开树视图显
示所有磁盘组。右键单击某个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New Volume
(新建卷)。
可以右键单击刚创建的磁盘组。

5

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开始屏幕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为卷选择磁盘；确保相应的磁盘组名显示在 Group Name (组名) 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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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自动或手动磁盘选择并相应地启用或禁用磁道对齐。
■

自动磁盘选择为默认设置并且建议用于校园集群。SFW 基于下列条件自动
选择磁盘：
■

磁盘端口指定 （选择具有两个不同端口的磁盘）。请注意，在可用磁
盘列表中，每个磁盘名后面的项都以端口号开头。例如，项 P3C0T2L1
中的 P3 表示端口 3。

■

磁盘中的可用空间量。SFW 将选取两个具有最多空间的磁盘 （从每个
阵列中选取一个）。

■

要手动选择磁盘，请单击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 单选按钮，
然后使用 Add (添加) 和 Remove (删除) 按钮将相应的磁盘移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列表中。

■

还可以选中 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卷禁用磁道
对齐。禁用磁道对齐意味着该卷不将数据块与磁盘上物理磁道的边界对
齐存储。

8

单击 Next (下一步)。

9

指定卷属性。

■

为卷输入名称。名称中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其中不得包含空格、
正斜杠和反斜杠。

■

提供卷的大小。

■

如果单击 Max Size (最大大小) 按钮，则 Size (大小) 框中将显示一个值，
表示动态磁盘组中用于该布局的可能的最大卷大小。

■

选择卷布局类型。对于校园集群，选择 Concatenated (连续) 或 Striped (条
带化)。因为校园集群为镜像卷，因此还必须选中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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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创建条带卷，则需要在 Columns (列) 框和 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
元大小 ) 框中设定值。已提供默认值。此外，还要单击 Stripe Across ( 条
带跨越) 复选框，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Ports (端口)。

■

在 Mirror Info (镜像信息) 区域中，选中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后，单击
Mirror Across (镜像跨越)，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Enclosures (磁盘阵列)。

■

确认没有选择 Enable Logging (启用日志记录)，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0 在 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为卷指定驱
动器盘符或装入点。必须在集群的所有系统中都使用相同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
点。指定驱动器盘符前，确保已验证其可用性。
■

要指定驱动器盘符，请选择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并选
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要将卷装入为文件夹，请选择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 Browse (浏览) 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文
件夹。

11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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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建 NTFS 文件系统。

■

确保已选中 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 复选框，然后选择 NTFS。

■

选择分配值或接受默认值。

■

文件系统标签是可选项。SFW 会将卷名作为文件系统的标签。

■

如果想节省时间，请选择 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

选择 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以节省
磁盘空间。请注意，压缩过程会占用系统资源并执行加密和解密，这可能
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单击 Next (下一步)。

13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新卷。
14 重复上述步骤，以创建其他卷。
注意：仅在集群的第一个节点上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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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

在 VEA 控制台中查看具有卷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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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定额资源
组合使用 SFW 与 MSCS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那就是，您可以创建一个为定额
增加容错功能的镜像定额资源，从而防止集群在定额所在的磁盘出现故障时失败。
在下面的过程中，可以将集群的定额资源从物理磁盘资源转换为动态镜像定额资
源。创建镜像定额资源包含下列任务：
■

第 690 页上的 “为镜像定额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

第 691 页上的 “使定额集群磁盘组成为 MSCS 资源”

■

第 692 页上的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为镜像定额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如果您尚未执行此操作，请使用 SFW 为定额创建动态磁盘组。镜像定额最少需要
两个磁盘。 Symantec 建议您针对镜像定额使用四个小磁盘以实现额外的冗余。
请尽可能使用小磁盘，因为该磁盘组将仅用于定额卷，Microsoft 建议使用 500 MB
的磁盘。若要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中创建四路镜像卷，请选择
Concatenated (连续) 布局，单击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然后指定四个镜像。有
关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
第 681 页上的 “创建磁盘组和卷”。
注意：如果将其他卷添加到此磁盘组，则与这些卷的操作相关的任何故障都可能会
中断定额卷的故障切换。如果组中的某个卷遇到较高级别的读/写活动，则 MSCS
对定额卷的延迟访问可能导致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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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定额集群磁盘组成为 MSCS 资源
为定额准备的动态集群磁盘组需要作为资源添加到 MSCS 中的默认集群组。请现在
完成此步骤 （如果之前尚未执行）。
使定额磁盘组成为 MSCS 资源
1

确定在为定额创建了集群磁盘组的节点上 Cluster Group (集群组) 处于联机状态。

2

右键单击该磁盘组，然后选择 New (新建) > Resource (资源)。将出现 New
Resource (新建资源) 窗口。

3

在 New Resource (新建资源) 窗口中，执行以下操作：
■

在 Name (名称) 字段中指定磁盘组资源的名称，如 “QuorumDG”。

■

如有必要，可以在 Description (说明) 字段中添加该资源的说明。

■

通过从 Resource type (资源类型) 字段下拉列表中选择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指定资源类型。

注意：资源名称尚未更改为 Storage Foundation Disk Group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

4

■

通常，应确保未选中 Run this resource in a separate Resource Monitor
(在单独的资源监视程序中运行此资源)。

■

单击 Next (下一步)。

默认情况下，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会作为可能的所有者列在 Possible Owners
(可能的所有者) 界面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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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您不必为磁盘组
资源设置任何依赖关系。）

6

请确保从资源的下拉列表中选择了适当的 SFW 定额集群动态磁盘组，然后单
击 Finish (完成) 完成操作。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使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可以将定额资源从物理磁盘资源更改为
动态磁盘定额资源。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1

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中，右键单击树视图中的集群名称以
显示其上下文菜单。

2

选择 Properties (属性)，将显示 Properties (属性) 窗口。

3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窗口中的 Quorum (定额) 选项卡。

4

选择动态定额磁盘组的名称作为要用于定额资源的资源。

5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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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MSCS 中的应用程序设置组
通过使用 MSCS，可以设置一个应用程序组，该组包含 SFW 磁盘组或为该应用程序
创建的组。
将相应的 SFW 磁盘组作为资源添加到应用程序组中。必须作为以下资源类型添加
SFW 磁盘组：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在将应用程序安装在这两个节点上并将它的随附文件置于共享存储（在本例中为跨
两个存储阵列共享）之后，以资源形式添加应用程序本身并添加所需的任何其他资
源，从而完成对应用程序组的设置。还需要在组中的资源之间设置依赖关系，如第
695 页上的 “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中所述。
直到在这两个节点上都安装该应用程序后，您才能添加应用程序资源。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必须安装在所有集群节点的同一个本地驱动器上。应用程序数
据和日志文件或与应用程序数据相关的其他文件安装在共享存储上。
有关对 MSCS 环境中应用程序的任何特定要求，请参见 Microsoft 文档。

在第一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时的安装清单
■

应用程序可能具有在集群上运行的内置过程。请查阅应用程序文档，确定这些
过程是否可用。

■

某些应用程序 （如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和 Microsoft SQL Server）可
同时安装到这两个节点上。

■

集群应用程序的所有节点都必须共享同一虚拟名称和 IP 地址。

■

安装该应用程序时，请记住不要接受应用程序数据和日志文件的默认位置，而
应通过单击浏览到以前准备的动态卷。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时的安装清单
■

若要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该应用程序，请将集群资源移动到第二个节点。

■

对于共享卷，请确保在从第二个节点访问时所看到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与从
第一个节点访问时看到的相同。要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请参见第 694
页上的 “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

如果要安装数据库，则当第二个节点上的安装操作正在使用共享磁盘时，可能
需要停止第一个节点上的数据库服务。在安装应用程序后，重新启动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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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1

在 VEA 中，右键单击将为其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的卷。

2

选择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3

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窗口中，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
符，或者添加或更改装入点。
■

若要添加驱动器盘符，请单击 Add (添加) 单选按钮。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 下拉列表变为可用。指定驱动器盘符。

■

若要更改驱动器盘符，请单击 Modify (修改) 单选按钮。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 下拉列表变为可用。更改驱动器盘符。

■

要添加装入点，请依次单击 Add (添加) 单选按钮和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 单选按钮，通过浏览选择一个空
文件夹，或者单击 New Folder (新建文件夹) 按钮创建新文件夹。

注意：装入点又称为 “驱动器路径”。
■

若要更改装入点，必须先将之删除，再重新进行添加。（请参见上面的
项。）若要删除该装入点，请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
径) 窗口中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单选按钮。

■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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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为了使应用程序组在 MSCS 中正常工作，需要添加应用程序资源，以及与应用程
序相关联的任何其他资源。此外，还需要为资源建立依赖关系。本节概述应用程序
组的设置过程。
■

在创建应用程序资源之前，请确保已创建的所有其他资源 （包括磁盘组资源
和任何其他应用程序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

若要获得有关创建应用程序资源及可能需要的其他资源的帮助，请参见应用程
序文档。除了以前创建的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
盘组) 资源以外，您可能还需要创建一个 IP 地址资源和一个网络名称资源。
确保选择相应的磁盘组资源作为应用程序资源所依赖的存储资源。

■

第 695 页上的图 19-5 显示应用程序组依赖关系。

图 19-5

应用程序组依赖关系

应用程序组 (App_Grp)

其他资源

应用程序资源

应用程序所需的其他资源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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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集群配置
完成配置后，确认故障切换能够正常进行。
要检验集群的配置，请移动联机组或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

使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将所有资源组从一个节点移动到另一
个节点。

■

通过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来模拟故障切换。
请不要在生产环境中模拟故障切换。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
管理器)。

2

右键单击资源组并单击 Move Group (移动组)。
如果有多个资源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移完所有资源组。

3

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控制台中，确认所有者名称已更改。
这证明所有资源组都已经移到另一个节点。

4

如果需要将所有资源组移回原始节点，请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1

正常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2

打开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从集群中的任何节点单击 Start (开
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3

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中，确认所有者名称已更改。这证明所
有资源组都已经移到另一个节点。

4

如果需要将所有资源组移回原始节点，请重新启动在步骤 1 中关闭的节点，并
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移动所有资源组。

20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698 页上的 “在校园集群 (Windows Server 2008) 中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所需执行的任务”

■

第 700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第 703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第 710 页上的 “配置网络和存储”

■

第 712 页上的 “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

第 714 页上的 “安装 SFW”

■

第 721 页上的 “创建磁盘组和卷”

■

第 730 页上的 “实现动态定额资源”

■

第 732 页上的 “为故障切换集群中的应用程序设置组”

■

第 733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

第 735 页上的 “在集群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

第 736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698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在校园集群 (Windows Server 2008) 中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所需执行的任务

在校园集群 (Windows Server 2008) 中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所需执行的任务
本章提供一个具有双节点校园集群的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示例。本章介绍
Windows Server 2008 上的部署。
下表介绍了一些概括性目标及为实现每个目标执行的任务：
表 20-1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的任务列表

目标

任务

第 700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验证硬件和软件先决条件。

第 703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查看配置要求。

■

使用 Microsoft 集群的校园集群概述以及恢
复方案。

■

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安装并配置硬件。

■

验证所有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

启用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功能。

■

确保已满足故障切换集群的硬件要求。

■

运行 Microsoft 向导以验证配置。

■

使用故障切换集群管理工具创建集群的第
一个节点。

■

创建集群的第二个节点。

■

连接这两个节点。

■

在节点 A （节点 B 处于活动状态）上安装
SFW。

■

在节点 B （节点 A 处于活动状态）上安装
SFW。

第 721 页上的 “创建磁盘组和卷”

■

在节点 A 上的 SFW 中，在存储上创建两个
或更多动态集群磁盘组，一个或多个磁盘
组用于应用程序数据文件，一个磁盘组用
于镜像定额。

第 730 页上的 “实现动态定额资源”

■

如果以前未执行此操作，请使用镜像卷为
定额创建动态磁盘组。

■

为定额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第 732 页上的 “为故障切换集群中的应 ■
用程序设置组”
■

在故障切换集群内为应用程序创建组。

第 710 页上的 “配置网络和存储”

第 712 页上的 “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
换集群”

第 714 页上的 “安装 SFW”

在组中添加作为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类型资源
的集群磁盘组或用于应用程序的组。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在校园集群 (Windows Server 2008) 中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所需执行的任务

表 20-1

在校园集群中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的任务列表

目标

任务

第 733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 ■
程序”

在第一个节点的本地驱动器中安装应用程
序的程序文件。

■

在共享存储上安装与数据和日志相关的文
件。

■

将集群资源移动到第二个节点。

■

确保卷在第二个节点上的驱动器盘符或装
入点与在第一个节点上的相同。

■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第 735 页上的 “在集群中完成应用程序 ■
组的设置”

第 736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获取有关创建其资
源的帮助。

■

建立相应的依赖关系。

■

通过将集群资源移动到另一个节点来测试
应用程序组。

■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来验证集群配置：
即将所有的资源组从一个节点移动到另一
个节点，或通过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
节点来模拟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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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要求
通过查看要求和配置，您可以大体了解配置及其要求。
请参见以下主题：
■

支持的软件

■

系统要求

■

磁盘空间要求

支持的软件
您可以检查支持网站上的最新新闻信息，以了解对此支持软件列表所做的所有最新
更新。
支持以下软件：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SFW) 包括以下选件以及适用
于您所在环境的任何其他选件：
■

■

Cluster Option for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Failover Cluster
(用于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故障切换集群的集群选件)

Windows Server 2008 （32 位） 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或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8
或

■

用于 AMD 64 或 Intel EM64T 的 Windows Server 2008 x64 Edition：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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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

一个 CD-ROM 驱动器，可供安装了 Microsoft 集群的每个系统访问。

■

SCSI 或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可用于访问存储。

■

Microsoft 集群要求每个系统至少有两个网络适配器 （一个网络适配器用于将
每个系统连接到公共网络，另一个网络适配器用于每个系统上的专用网络）。
Symantec 建议为专用网络使用两个适配器，并通过单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路
由每个专用网络适配器，以避免出现单故障点。

■

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以确定应用程序的磁盘空间要求。

■

每个系统要求具有 1 GB 的 RAM。

■

该配置要求两个站点中每个站点有一个存储阵列，并且每个站点上用于镜像卷
的磁盘数量相等。

■

存储和网络要求集群之间进行互联。

■

必须将要集群化的系统配置为 Windows Server 2008 域的一部分。具备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功能的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都必须在同一个域中，并且
必须使用同一操作系统版本。

■

若要安装和使用 SFW 及 Microsoft 集群软件，必须具有拥有管理员权限的帐
户。还必须具有安装 SFW 所需的许可证密钥。

■

极力建议使用公共网卡和专用网卡的静态 IP 地址。不支持 DHCP。六个网络
接口卡，每台服务器三个 （两个用于专用网络，一个用于公共网络）。还需要
一个静态 IP 地址用于集群本身。

注意：请参考 Symantec Support (Symantec 支持) 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上的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性列表)，确定许可的 SFW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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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空间要求
为确保正常运行，所有安装都需要 50 MB 的额外磁盘空间。
下表汇总了 SFW 的磁盘空间要求。
表 20-2

磁盘空间要求

安装选件

安装目录/驱动器

SFW + 所有选件 + 客户端组件

1210 MB

SFW + 所有选件

950 MB

客户端组件

354 MB

注意：为这两个站点规划相同数量的磁盘，因为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上都应当包
含相同数量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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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配置
此配置示例介绍了双节点校园集群，每个节点位于一个不同的站点中。
有关具备 Microsoft 集群功能的校园集群的概述，或者有关恢复方案的信息，请参
见以下内容：
■

第 705 页上的 “具备 Microsoft 集群功能的校园集群概述”

■

第 706 页上的 “具备 Microsoft 集群功能的校园集群故障情况”

图 20-1

具备 Microsoft 集群功能的校园集群配置示例

这两个节点可以相距数英里，并通过单个子网和光纤 SAN 连接。每个节点都有各
自的存储阵列，而且都包含另一个阵列上的存储镜像数据。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
上都应包含相同数量的磁盘用于镜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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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集群使用定额体系结构，在该体系结构中，集群数据库驻留在定额资源
中。如果您使用 Microsoft 集群，则向配置中添加 SFW 可防止定额磁盘在集群中
成为单一故障点，因为 SFW 为定额设备上的卷和软件提供动态镜像。为了避免出
现单一故障点，请将定额设备设置为动态镜像设备。此示例包括动态镜像定额，要
求在 SFW 中设置两个或多个动态集群磁盘组：一个或多个集群磁盘组用于应用程
序和数据，一个用于动态镜像定额。
该示例配置不包括 DMP。有关如何将 DMP 添加至集群配置的说明，请参见 DMP
章节第 67 页上的 “将 DMP 添加至集群配置”。
在同时安装 SFW 和 Microsoft 集群时，请记住以下几点：
■

必须运行使用 Microsoft 集群功能的集群才能安装 SFW。
在安装 SFW 之前，需要在所有系统上设置硬件并安装操作系统和 Microsoft
集群，还需要建立故障切换集群。
安装 SFW 需要进行重新引导，但在活动的集群节点上进行重新引导会导致该
节点发生故障切换。使用 “回滚安装”过程首先在非活动的集群节点上安装
SFW。然后将集群资源移到另一个节点上，并在现在处于非活动状态的节点
上进行安装。

■

在安装 SFW 之后，使用 SFW 创建一个或多个集群磁盘组，并为您的应用程
序设置卷。同时，可为动态定额资源创建镜像卷。

■

SFW 允许您为数据卷添加容错功能。建议您对日志卷进行镜像，并针对数据卷
使用条带 RAID 镜像布局。SFW 还提供如下功能：多个磁盘组、多个镜像、容
量管理和自动容量增长、联机存储迁移、性能优化、热重定位、脏区日志记录、
RAID-5 日志记录、动态多路径和借助于 FlashSnap 实现的增强快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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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 Microsoft 集群功能的校园集群概述
图 20-2 显示具备 Microsoft 集群功能的校园集群配置。它具有一个跨集群的镜像
存储和一个镜像定额资源。下图显示一个四路镜像定额，该定额具有额外的一组镜
像，能够实现更高的冗余度。尽管在不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的情
况下，设置了 Microsoft 集群的校园集群也可以工作，但是与单独使用 Microsoft
集群相比， SFW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优点。 SFW 通过一个在跨多个站点的多个磁盘
上工作的动态镜像卷，来防止集群中的定额资源成为集群中的单一故障点。
图 20-2

具备 Microsoft 集群功能的典型校园集群配置

ά⦶保

ቢཁ A

ቢཁ B

く广恪㐱

旨⅛␃

1

3

2

4

4 幻旨⅛Ⱖ椩巐㼜
∂ὢ旨⅛㗼㏺

∂ὢ旨⅛㗼㏺

大多数客户都使用硬件 RAID 来保护定额磁盘，但是，当主节点及其挂接的存储因
自然灾害而失效时，这种方法就不起作用。如果集群丢失定额资源，则集群将出现
故障，因为所有集群服务器 （以致最终整个集群）将无法获得对定额资源的控制。
Microsoft 集群无法单独为定额磁盘提供容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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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 Microsoft 集群功能的校园集群故障情况
本节重点介绍安装有 Microsoft 集群和 SFW 的校园集群的故障和恢复情况。
有关 Microsoft 集群中定额资源和仲裁的信息，请参见第 708 页上的 “Microsoft
集群定额和定额仲裁”。
表 20-3 列出了故障情况和所出现的结果：
表 20-3

故障情况及其可能结果的列表

故障情况

结果

注释

应用程序故障

故障切换

如果服务因应用程序故障而停止，系统会自
动将应用程序故障切换到另一个站点。

故障切换

对于双节点集群对，一个节点出现故障会导
致一个集群进行故障切换。对于从故障节点
移到另一个活动节点的集群资源，将暂时中
断服务。

服务没有
中断。

非活动站点 （站点 B）出现故障不会中断活
动站点 （站点 A）的服务。

服务没有
中断。

假设每个集群节点都有某种类型的动态多路
径 (DMP) 解决方案，则从单个集群节点中去
掉一条 SAN 光纤电缆应当不会对该节点上运
行的任何集群资源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基础
DMP 解决方案应当能够无缝地处理 SAN 光
纤路径故障切换。

服务没有
中断。

在具有双 NIC 配置的标准集群节点中 （一个
NIC 用于公共集群网络，另一个 NIC 用于专
用心跳网络），如果禁用面向专用心跳网络
的 NIC，应当不会对集群中的软件和资源造
成负面影响，因为集群软件只通过公共网络
路由心跳包。

故障切换。

当公共 LAN 或活动节点上的公共 NIC 出现故
障时，客户端将无法访问活动节点，系统将
进行故障切换。

可能表示用于应用程序的服
务停止、 NIC 失败或数据库
表脱机。
服务器故障 （站点 A）
可能表示电源线断开、系统
挂起或其他导致系统停止响
应的故障。
服务器故障 （站点 B）
可能表示电源线断开、系统
挂起或其他导致系统停止响
应的故障。
部分 SAN 网络故障
可能表示 SAN 光纤通道电缆
已断开与站点 A 或站点 B 存
储的连接。

专用 IP 心跳网络故障
可能表示专用 NIC 或网络电
缆连接出现故障。

公共 IP 网络故障

可能表示公共 NIC 或 LAN 网 镜像继续。
络出现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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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3

故障情况及其可能结果的列表 （续）

故障情况

结果

公共和专用 IP 或网络故障

注释

服务没有中
断。无法访
可能表示 LAN 网络 （包括专
问公共
用 NIC 连接和公共 NIC 连
LAN。
接）出现故障。
镜像继续。

在 “网络分割”之前拥有定额资源的站点仍
为定额资源的所有者，而且是唯一一个仍正
常运行的集群节点。在另一个集群节点中运
行的集群软件将因已丢失用于定额资源的集
群仲裁而自行终止。

网络连接 (SAN & LAN) 断
开，存储的心跳和连接均出
现故障。

服务没有中
断。同一节
点中的磁盘
正在运行。
镜像未工作。

在 “网络分割”之前拥有定额资源的节点/
站点仍为定额资源的所有者，而且是唯一一
个仍正常运行的集群节点。在另一个集群节
点中运行的集群软件将因已丢失用于定额资
源的集群仲裁而自行终止。默认情况下，
Microsoft 集群 clussvc 服务将尝试每分钟自
动启动一次，因此，在重新建立了 LAN/SAN
通信之后， Microsoft 集群 clussvc 将自动启
动，而且将能够重新加入现有的集群。

服务没有中
断。同一节
点中的磁盘
可能表示电源线断开，或存储
正在运行。
阵列故障导致阵列停止响应。
镜像未工作。

校园集群在两个站点 （每个站点一个阵列）
之间平均分配。如果一个存储阵列完全失
败，则不会对集群或处于联机状态的任何集
群资源造成影响。但是，在该存储出现故障
之后，您无法在节点之间移动任何集群资
源，因为任何节点都将无法获得集群磁盘组
中的大部分磁盘。

站点 A 故障 （电源）

如果故障站点中包含拥有定额资源的集群节
点，则整个集群将脱机，若不进行手动干
预，该集群无法在剩下的活动站点上联机。

可能表示所有的网络和 SAN
连接均已断开；例如，如果
建筑物之间对于以太网和存
储使用一个管道。

站点 A 或站点 B 上的存储阵
列失败

表示失去了站点 A （包括服
务器和存储）的所有访问。
站点 B 故障 （电源）
表示失去了站点 B （包括服
务器和存储）的所有访问。

手动故障
切换。

如果故障站点中不包含拥有定额资源的集群
服务没有中
节点，则集群中在站点出现故障之前该节点
断。同一节
点中的磁盘
上处于联机状态的所有集群资源仍将联机。
正在运行。
镜像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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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故障切换情况
总之，在集群服务器出现故障时，站点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
■

如果不拥有定额卷和集群的站点脱机，则定额和数据卷仍在另一个站点上保持
联机状态，其他集群资源仍保持联机状态或者移到另一个站点上。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允许拥有所有权的集群节点保持联机状态，而且对
定额组中的磁盘拥有 50% 的所有权。

■

如果拥有定额卷的站点脱机，则其余站点无法获得对定额卷的控制，因为它无
法保留定额组中的大部分磁盘。这是一项安全措施，可防止多个节点使它们能
够访问的集群磁盘组的成员联机。

警告：只有在对这两个站点进行协调以确保主服务器确实出现故障之后，才应当在
两个站点之间对集群进行手动故障切换。如果在主服务器仍处于活动状态时将包含
Microsoft 集群定额的集群磁盘组手动导入到辅助 （故障切换）服务器，则将导致
裂脑 (split-brain) 情况。在出现裂脑情况时可能会丢失数据，这是因为在将同一个
磁盘组导入到这两个节点上时，镜像卷的每个 plex 都可以独立更新。

Microsoft 集群定额和定额仲裁
本节介绍 Microsoft 集群中的定额和定额仲裁。

定额
定额资源在恢复日志中维护集群数据库以及关键的恢复信息。所有的节点都必须能
够通过 SCSI 或光纤通道总线访问定额资源。如果仅使用 MSCS，则定额磁盘必须
位于单个物理磁盘上。但是，如果使用 SFW，则定额磁盘可以是跨多个磁盘和集
群节点的镜像卷。
定额资源还可用来确定集群的所有权。当控制集群的节点脱机时，其他节点将使用
质询/防御协议来确定哪个节点可以控制定额资源和集群。

集群对定额资源的所有权
Microsoft 集群质询 / 防御协议通过对计算机之间的 SCSI 总线执行低层总线重置来
尝试获取对定额资源的控制。
在重置 SCSI 总线之后，每台服务器曾经保持在定额磁盘上的保留将丢失。每台服
务器随后将重新建立该保留 （这大概需要 10 秒） ，这会反过来让其他服务器知道
它仍在正常运行，即使其他服务器不一定能够与之通信也是如此。
如果活动集群服务器在该时间限制内未针对定额资源重新建立 SCSI 保留，则服务
器上的所有应用程序都将转移到第一个建立 SCSI 保留的服务器。现在，为应用程
序提供服务的新服务器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客户端仍将能够获得应用程序服务。 IP
（Internet 协议）地址和网络名称将移动，应用程序将根据所定义的依赖关系重新
构造，客户端仍将能够获得服务，而集群的状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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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定额设备是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磁盘组中的卷时，质询/防御协议
会更复杂。为了使某台服务器获得对包含集群定额设备的磁盘组的所有权，该服务
器上的 SFW 必须成功导入该磁盘组，并在一半多的磁盘上获得 SCSI 保留。由于校
园集群配置中每个站点上的磁盘数为偶数，因此故障切换可能无法自动进行。这
样，在站点出现故障之后，必须使用手动 CLI 命令 vxclus enable 使集群磁盘组在
辅助节点上联机。

vxclus 实用程序
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所提供的 vxclus 命令行实用程序，可以强
制将故障切换到辅助站点。 vxclus enable 命令会在注册表中创建一个条目，以允
许将集群磁盘组在具有少部分磁盘的节点上联机。在执行 vxclus enable 之后，
就可以在故障切换集群管理工具中将磁盘组资源联机。在将集群磁盘组联机之后，
vxclus 功能将处于禁用状态。
将集群在具有少部分集群磁盘的节点上联机
1

针对集群节点上的每个磁盘组执行下面的 vxclus 命令：
vxclus enable -g<DynamicDiskGroupName>
系统将要求您确认是否执行此命令。

警告：在将具有少数集群磁盘的集群磁盘组联机时，请确保在将该磁盘组联机之前
（和之后），该磁盘组中的大多数磁盘在任何其他集群节点上处于脱机状态。如果
磁盘组中的大多数磁盘在另一个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则可能发生数据损坏。
2

如果集群服务因动态定额资源故障而停止，请启动集群服务 (clussvc)。

3

然后，使用故障切换集群管理工具将集群磁盘组联机。

有关 vxclus 实用程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的
“命令行界面”一章。 vxclus 实用程序还为从 SAN 启动提供支持，但是您必须拥
有支持该功能的硬件存储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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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络和存储
使用以下过程可以配置硬件并验证 DNS 设置。对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重复此过程。
配置硬件
1

安装所需的网络适配器以及 SCSI 控制器或光纤通道 HBA。

2

在每个系统上连接网络适配器。
为防止在专用网络上丢失心跳，以及防止 Microsoft 集群错误声明系统关闭，
Symantec 建议您在专用网络适配器上禁用以太网自动协商选项。有关此过程
的详细信息，请与 NIC 制造商联系。

3

将独立的集线器或交换机用于专用心跳。针对双节点集群，可以使用交叉以太
网电缆。

4

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访问存储设备。确定每个系统都可以识别挂接的共享磁盘
并且挂接的共享磁盘都可见。

验证所有系统的 DNS 设置和绑定顺序
1

打开控制面板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2

单击 Network and Internet (网络和 Internet)，再单击 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网络和共享中心)。

3

在 Network and Sharing Center (网络和共享中心) 窗口中，在 Tasks (任务) 下
方的左侧界面上，双击 Manage Network Connections (管理网络连接)。

4

确保公共网络适配器是第一个绑定的适配器：

5

■

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的 Advanced (高级) 菜单中，单
击 Advanced Settings (高级设置)。

■

在 Adapters and Bindings (适配器和绑定) 选项卡中，确定公共适配器是
Connections (连接) 列表中的第一个适配器。如果需要，可以使用箭头按
钮将适配器移至列表的顶部。

■

单击 OK (确定)。

通过在 Network Connections (网络连接) 窗口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打开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
■

双击公共网络适配器。

■

右键单击公共网络适配器，再单击 Status (状态)。

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然后在工具栏中单击 View Status of This
Connection (查看此连接的状态)。
启用 DNS 名称解析时，请确保使用公共网络适配器，而不是那些为专用网络
配置的适配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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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Public Status (公共状态)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在 Public Properties (公共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
■

选中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TCP/IPv4) (Internet 协议版本 4 (TCP/IPv4))
复选框。

■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8

选择 Use the following DNS server addresses (使用以下 DNS 服务器地址)
选项。

9

验证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的值正确。

10 单击 Advanced (高级)。
11 在 DNS 选项卡中，确保选中 Register this Connection's Address in DNS (在
DNS 中注册此连接的地址) 复选框。
12 确保在 DNS Suffix for This Connection (用于此连接的 DNS 后缀) 字段中输入
了正确的域后缀。
要查找域后缀，请单击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 System (系
统)。域后缀列在 Computer Name, Domain, and Workgroup Settings (计算机
名称、域和工作组设置) 部分中。
13 关闭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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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安装 SFW 之前，您必须先确认已启用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如果新安装了
Windows Server 2008），然后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本节对相关任务进
行了汇总；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启用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1

在 Server Manager (服务器管理器) 中，选择左侧窗格 （树视图）中的
Features (功能)，然后单击 Add Features (添加功能) （屏幕右侧的链接）。

2

在 Add Features Wizard (添加功能向导) 中，选中 Failover Clustering (故障切
换集群) 选项，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单击 Install (安装)。

4

安装完成后，单击 Close (关闭)。

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1

确保已满足故障切换集群的硬件先决条件。您可以运行 Microsoft 向导来验证
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Microsoft 文档。

2

配置共享存储并为集群定额磁盘创建驱动器盘符为 Q 的卷。使用其他驱动器
盘符可能会导致定额识别问题。为此，必须在共享存储上保留一个基本磁盘。
Microsoft 建议定额磁盘最小为 500 MB；有关具体要求，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3

使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Start (开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
集群管理)）创建集群的第一个节点。

4

在操作窗格中，单击 Create a Cluster (创建集群)。将启动 Create Cluster
Wizard (创建集群向导)。
如果这是第一次运行此向导，将出现 Before You Begin (开始之前) 页。查看显
示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您可以在以后使用该向导时隐藏此页；
如果已将此页隐藏，则第一页可能为 Select Servers (选择服务器) 页。

5

在 Select Servers (选择服务器) 面板中，在 Enter Server Name (输入服务器名)
字段中键入第一个节点的名称，并单击 Add (添加)。您还可以使用 Browse (浏
览) 按钮来浏览 Active Directory 来查找要添加的计算机。
对第二个节点重复此步骤。

6

将这两个节点添加到 Selected Servers (选定服务器) 列表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7

根据验证警告界面上的信息，访问硬件配置，并选择其中一个选项。
Symantec 建议您选择 Yes (是)，以启动 Validate a Configuration (验证配置)
向导。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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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Access Point for Administering the Cluster (用于管理集群的接入点) 界面
的 Cluster Name (集群名称) 字段中，键入故障切换集群的名称。这是用于连
接以及管理集群的名称。

9

在网络区域的 Address (地址) 字段中，键入合适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0 在 Confirmation (确认) 界面中，确认集群配置是正确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创建该集群。
11 查看 Summary (摘要) 页，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关闭向导。
注意： 设置集群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本磁盘创建物理磁盘资源。在创建 SFW
集群磁盘组时，如果要使用这些磁盘，则必须先从集群中删除这些物理磁盘资源。
否则，会出现保留冲突。创建 SFW 集群磁盘组后，向集群中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而不是添加物理磁盘资源。

连接两个节点
在两个站点之间建立必要的连接。服务器 A 上的集群已经处于活动状态，因此
Microsoft 集群现在能够控制服务器 A 上的集群存储，而且操作系统无法同时访问
该存储上的两个节点。
连接两个节点
1

在两个站点上的三个网卡之间连接相应的电缆。

2

通过存储互联连接两个站点上的两个交换机。

3

测试两个站点间的连接。测试集群中所有网络适配器卡的 IP 地址。打开命令窗
口并键入 ping ipaddress，其中 ipaddress 是另一节点中对应的网络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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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FW
本节假设您正在运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并且要在不含任何集群资源的非活动
系统上安装 SFW。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滚动安装来安装 SFW。对于滚动安装，必须首先在非活动系
统上安装 SFW。我们在示例中使用一个双节点配置，使非活动系统成为第二个节
点。在非活动系统上安装 SFW 之后，将资源组移动到该系统，并使其他系统处于非
活动状态。然后在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中的其他非活动系统上同时安装 SFW。

SFW 安装任务
安装 SFW 涉及下列任务：
■

执行安装前任务
请参见第 714 页上的 “安装前任务”。

■

安装产品
请参见第 715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

执行安装后任务
请参见第 720 页上的 “安装后任务”。

安装前任务
执行下列安装前任务：
■

移动联机组
请参见第 714 页上的 “移动联机组”。

移动联机组
如果资源组位于要安装 SFW 的系统上，则必须将这些资源组从 SFW 系统移动到
集群中的其他系统上。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 （Start (开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
群集管理)）。

2

在左侧窗格的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 下，右键单击某个
资源组，然后单击 Move This Service or Application to Another Node (将此服
务或应用程序移动到其他节点) > Move to Node [Name of Node] (移动到节点 [节
点名称])。
如果有多个资源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移完所有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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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 控制台的中心面板中，
确认当前所有者名称已针对所移动的所有资源组进行了相应更改。这证明了资
源组已经移到另一个系统。

4

如果您需要将资源组移回原始系统，请重复步骤 2。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使用产品安装程序，可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配置中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针对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驱动程序，
产品安装程序提供了安装 Symantec Trusted Software Publisher Certificate (受
Symantec 信任的软件发行者证书) 的选项。
如果选择此安装选项，则会在选择安装的系统上安装受 Symantec 信任的证书。
警告：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在 Windows 2008 上
执行远程安装时不会安装未经 Microsoft 认证的任何 SFW 驱动程序。系统不会发
出任何通知，并且会显示安装成功，但之后会出现问题，因为尚未安装驱动程序。
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执行本地安装时，如果未选择此选件，则会弹出一个
驱动程序签名窗口，要求用户进行交互。
注意：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之前，请确保该节点处于不活动
状态。
安装产品
1

允许自动运行功能启动安装过程，或通过双击 Setup.exe 启动安装过程。

2

选择默认的安装语言，然后单击 OK (确定)。将出现 SFW Select Product (SFW
选择产品)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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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4

单击 Complete/Custom (完全/自定义) 开始安装。使用 Administrative Console
(管理控制台) 链接可以仅安装 Client (客户端) 组件。

5

阅读 Welcome (欢迎) 界面中的消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使用查看窗口中的滚动箭头来阅读 License Agreement (许可协议)。如果同意
许可条款，请单击 I accept the terms of the license agreement (我接受许可
协议条款) 单选按钮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在添加功能许可证密钥之前输入产品许可证密钥。在顶端的字段中输入许可证
密钥，然后单击 Add (添加)。

8

对其他许可证密钥重复上述操作。
要删除某个许可证密钥，请单击该密钥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要查看许可证密钥的详细信息，请单击该密钥。

9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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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指定产品选件：

界面底部将显示安装选件所需的总硬盘空间和对该选件的说明。
■

选择 Cluster Option for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Failover
Cluster (用于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故障切换集群的集群
选件)。

■

选择任何其他适用于您的环境的选件。

■

确认已选中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Client
Components)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客户端组件))
复选框，以便安装该客户端组件。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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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选择用于安装的域和计算机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Domain (域)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域。
填充域和计算机列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取决于域和
网络的大小、速度和活动。

Computer (计算机)

要添加用于安装的计算机，请从 Computer (计算机) 列
表中进行选择，或在 Computer (计算机) 字段中键入该
计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要在添加计算机之后将其删除，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单击该
计算机的名称，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单击计算机名称即可查看其说明。

Install Path (安装路径)

（可选）更改安装路径。
■

要更改安装路径，请在 Selected Computers for
Installation (已选定进行安装的计算机) 字段中选择一
台计算机，键入新路径，然后单击 Change (更改)。

■

要还原默认路径，请选择一台计算机，然后单击
Default (默认)。
默认路径是：C:\Program Files\Veritas
对于 64 位安装，默认路径是：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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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域控制器和运行安装程序的计算机在不同的子网中，则安装程序可能无法
找到目标计算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安装程序显示错误消息之后，请手动输入
所缺少计算机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13 安装程序会检查选定计算机是否满足先决条件并显示结果。查看信息，然后单
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计算机未通过验证，请解决此问题，然后重新进行验证。单击计算机列表
中的计算机以显示有关故障的信息。单击 Validate Again (重新验证) 重新开始
执行验证过程。
14 阅读验证之后出现的警告框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OK (确定)。
Quorum Arbitration (定额仲裁)
定额仲裁时间设置将调整为确保镜像动态卷上的动态定额资源发挥最佳功能。
定额仲裁最短时间和最长时间设置用于设置 Microsoft 集群允许定额仲裁使用
的时间段的限制。定额仲裁是指当集群的控制节点不再处于活动状态时该集群
中的其他节点尝试获得对定额资源和该集群的控制权的过程。有关设置的信
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管理指南》）。
Dynamic Multi-pathing (动态多路径)
如果使用的是多路径并选择了特定 DSM，则会收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警告。
出现 Veritas 动态多路径警告时，安装 Veritas 动态多路径 DSM 功能所需的时
间取决于在安装过程中所连接的物理路径数。要缩短此功能的安装时间，请在
安装过程中仅连接一个物理路径。安装后，请先重新连接其他物理路径，然后
再重新引导系统。
15 查看这些信息并单击 Install (安装)。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
16 将出现 Installation Status (安装状态) 界面，其中显示安装状态消息和安装
进度。
如果安装失败，则状态界面上将显示失败的安装。单击 Next (下一步) 查看报
告，解决导致失败的问题，并在该计算机上重试此步骤。
如果安装在所有系统上成功完成，则会出现安装报告界面。
如果安全警报提示接受 Veritas 驱动程序软件，请单击 Yes (是)。查看或打印
该报告并查看日志文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仅在本地节点上安装 SFW，请转至步骤 17。

■

如果在本地系统和远程系统上安装 SFW，请转至步骤 19。

17 要完成安装，请单击 Finish (完成)。
18 单击 Yes (是) 重新引导系统并完成安装。
19 重新引导远程节点。不能选择安装失败的计算机和本地计算机。
20 单击希望重新引导的远程节点旁边的复选框并单击 Reboot (重新引导)。
21 节点成功完成重新引导后，Reboot Status (重新引导状态) 中将显示 Online (联
机)，且 Next (下一步) 按钮变为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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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单击 Next (下一步)。
23 单击 Finish (完成)。
24 单击 Yes (是) 重新引导本地节点。

安装后任务
必须执行下列安装后任务：
■

移动联机组
请参见第 720 页上的 “移动联机组”。

■

完成 SFW 安装
请参见第 720 页上的 “完成 SFW 安装”。

移动联机组
您可以将资源组从当前系统移回以前安装了 SFW 的系统。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 工具。(Start (开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
群集管理)。 )

2

在左侧窗格的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 下，右键单击资源
组，然后单击 Move This Service or Application to Another Node (将此服务
或应用程序移动到其他节点) > Move to Node [Name of Original Node] (移动
到节点 [原始节点名称])。
如果有多个资源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将所有资源组都移回原始节
点为止。

3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 控制台的中心面板中，
确认当前所有者名称已针对所移动的所有资源组进行了相应更改。这证明所有
资源组都已移回原始系统。

完成 SFW 安装
必须对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中的其他系统重复 SFW 安装任务。
请参见第 714 页上的 “SFW 安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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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磁盘组和卷
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可以在集群存储上创建磁盘组和
动态卷，校园集群中的集群存储至少由两个存储阵列组成。
在创建磁盘组和卷之前，请考虑以下各项：
■

所需的卷配置类型

■

磁盘组需要的 LUN 数

■

备份和还原操作对磁盘组设置的影响

■

数据库和日志的大小，取决于通信量

■

每个站点中的磁盘组和磁盘数
注意：对于校园集群，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上都必须包含相同数量的磁盘。

■

所需的卷类型以及每个卷的 plex 在存储阵列中的位置
注意：每个卷都应该是一个镜像卷，该卷的一个 plex 在站点 A 的存储阵列
中，该卷的另一个 plex 在站点 B 的存储阵列中。

在存储上创建两个或多个动态集群磁盘组，一个或多个磁盘组用于应用程序数据文
件，一个磁盘组用于镜像定额。
下图显示一个含有校园集群磁盘设置的典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此示例中只
有一个将存储阵列跨两个站点分布的应用程序磁盘组。站点 A 上的数据和数据库日
志已镜像到站点 B。每个镜像卷都有两个以上的磁盘，但是磁盘数必须为偶数 （如
四个）。所有的应用程序数据都必须位于具有多个磁盘的大型镜像卷中，但是为了
实现镜像，这两个站点上需要具有相同数量的磁盘。建议将日志卷和数据放在不同
磁盘中。
在该示例中，定额卷的四路镜像提供额外的冗余。镜像配置中至少应当包括一个双
路镜像。对于定额卷，请尽可能使用小磁盘。对于定额卷， Microsoft 建议使用
500 MB 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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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3

含有校园集群磁盘和磁盘组的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示例

配置磁盘和卷
请确保每个磁盘组在每个站点上都包含相同数量的磁盘，而且每个卷都应当是镜像
卷，该卷的一个 plex 在站点 A 的存储阵列中，另一个 plex 在站点 B 的存储阵列中。
在站点 A 上创建动态磁盘组和卷时，要认真记下哪些磁盘和卷已分配。这些以后
将成为镜像的站点 A plex。
请参见以下各节：
■

第 723 页上的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

第 725 页上的 “创建卷”

创建新卷时的注意事项
■

在为校园集群创建新卷时，必须选择 mirrored across enclosures (镜像跨越磁
盘阵列) 选项。

■

如果选择 Mirrored (镜像) 和 mirrored across (镜像跨越) 选项，但是却没有两
个满足要求的磁盘阵列，则可能会导致无法创建新卷。

■

日志会降低性能。

■

Symantec 建议对新卷使用简单镜像 （连续）或条带镜像。与连续镜像相比，
条带镜像可提供更好的性能。
选择条带镜像时，请选择两列，以便对镜像到另一个磁盘阵列的磁盘阵列进行
条带化。

■

不能为镜像选择 RAID-5。

■

建议不要选择 stripe across enclosures (条带跨越磁盘阵列)，因为之后您将需
要四个磁盘阵列 （而非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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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可用磁盘存储
1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打开 VEA 控制台，
然后按照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若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在 VEA 配置树中，展开 hostname > StorageAgent，然后单击 Disks (磁盘)。
此时将显示可供当前系统访问可用存储的磁盘内部名称，以及名称 Harddisk1、
Harddisk2 等。该列表既包括本地系统的内部磁盘，又包括任何可用的外部
存储。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使用以下过程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注意：设置集群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本磁盘创建物理磁盘资源。要将这些磁盘
用于 SFW 集群磁盘组，必须从集群中删除物理磁盘资源。否则，会出现保留冲突。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1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打开 VEA 控制台，然后按照
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请展开主机
节点下的树视图，右键单击 Disk Groups (磁盘组) 图标，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
择 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

5

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 的 Welcome (欢迎)
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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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供有关集群磁盘组的信息：

■

输入磁盘组名称 （例如 DG1）。

■

单击 Create cluster group (创建集群组) 复选框。

■

在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磁盘，然后使用 Add (添
加) 按钮将其移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列表中。
（可选）选中 Disk names prefix (磁盘名前缀) 复选框，然后输入磁盘名
前缀为磁盘组中的磁盘指定特定标识符。例如，输入 TestGroup 作为包
含三个磁盘的磁盘组的前缀，从而创建 TestGroup1、 TestGroup2 以及
TestGroup3 作为磁盘组中磁盘的内部名称。

注意：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与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和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产品创建的磁盘组兼容的磁盘组。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通过 Windows 磁盘管理 (LDM) 所创建的类型的
磁盘组。
■

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接受包含选定磁盘的确认界面。

8

单击 Finish (完成) 创建新的磁盘组。

继续在每个磁盘上创建相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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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卷
使用以下过程创建动态卷。
创建动态卷
1

如果 VEA 控制台尚未打开，请在桌面上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
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如果 VEA 已连接至对应主机，请跳至步骤 4。）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选择主机名并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请在主机节点下面展开树视图显
示所有磁盘组。右键单击某个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New Volume
(新建卷)。
可以右键单击刚创建的磁盘组。

5

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开始屏幕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为卷选择磁盘；确保相应的磁盘组名显示在 Group Name (组名) 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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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择自动或手动磁盘选择并相应地启用或禁用磁道对齐。
■

自动磁盘选择为默认设置并且建议用于校园集群。SFW 基于下列条件自动
选择磁盘：
■

磁盘端口指定 （选择具有两个不同端口的磁盘）。请注意，在可用磁
盘列表中，每个磁盘名后面的项都以端口号开头。例如，项 P3C0T2L1
中的 P3 表示端口 3。

■

磁盘中的可用空间量。SFW 将选取两个具有最多空间的磁盘 （从每个
阵列中选取一个）。

■

要手动选择磁盘，请单击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 单选按钮，
然后使用 Add (添加) 和 Remove (删除) 按钮将相应的磁盘移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列表中。

■

还可以选中 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卷禁用磁道
对齐。禁用磁道对齐意味着该卷不将数据块与磁盘上物理磁道的边界对
齐存储。

8

单击 Next (下一步)。

9

指定卷属性。

■

为卷输入名称。名称中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其中不得包含空格、
正斜杠和反斜杠。

■

提供卷的大小。

■

如果单击 Max Size (最大大小) 按钮，则 Size (大小) 框中将显示一个值，
表示动态磁盘组中用于该布局的可能的最大卷大小。

■

选择卷布局类型。对于校园集群，选择 Concatenated (连续) 或 Striped (条
带化)。因为校园集群为镜像卷，因此还必须选中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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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创建条带卷，则需要在 Columns (列) 框和 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
元大小 ) 框中设定值。已提供默认值。此外，还要单击 Stripe Across ( 条
带跨越) 复选框，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Ports (端口)。

■

在 Mirror Info (镜像信息) 区域中，选中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后，单击
Mirror Across (镜像跨越)，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Enclosures (磁盘阵列)。

■

确认没有选择 Enable Logging (启用日志记录)，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0 在 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为卷指定驱
动器盘符或装入点。必须在集群的所有系统中都使用相同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
点。指定驱动器盘符前，确保已验证其可用性。
■

要指定驱动器盘符，请选择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器盘符)，并选
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要将卷装入为文件夹，请选择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 Browse (浏览) 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文
件夹。

11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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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建 NTFS 文件系统。

■

确保已选中 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 复选框，然后选择 NTFS。

■

选择分配值或接受默认值。

■

文件系统标签是可选项。SFW 会将卷名作为文件系统的标签。

■

如果想节省时间，请选择 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

选择 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以节省
磁盘空间。请注意，压缩过程会占用系统资源并执行加密和解密，这可能
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单击 Next (下一步)。

13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新卷。
14 重复上述步骤，以创建其他卷。
注意：仅在集群的第一个节点上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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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4

在 VEA 控制台中查看具有卷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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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动态定额资源
组合使用 SFW 与 Microsoft 集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那就是，您可以创建一
个为定额增加容错功能的镜像定额资源。创建镜像定额资源包含下列任务：
■

第 730 页上的 “为定额资源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和镜像卷”

■

第 730 页上的 “为定额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

第 731 页上的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为定额资源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和镜像卷
如果您尚未完成此步骤，请使用 SFW 为定额磁盘创建集群磁盘组。 Symantec 建
议将四个小磁盘用于镜像的定额卷；您至少需要两个磁盘。 Microsoft 建议使用
500 MB 的定额磁盘。
使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创建四路镜像卷
1

使用四个小磁盘创建集群磁盘组。

2

使用这四个小磁盘创建一个卷。

3

选择 Concatenated (连续) 布局，单击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并指定四个
镜像。
有关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721 页上的 “创建磁盘
组和卷”。
注意：如果将其他卷添加到此磁盘组，则与这些卷的操作相关的任何故障都可
能会中断定额卷的故障切换。如果组中的某个卷遇到较高级别的读/写活动，
则 Microsoft 集群对定额卷的延迟访问可能导致故障切换。

为定额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您必须为定额添加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为定额添加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1

如果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已打开，则继续执行
步骤 2。
要启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请选择 Start (开
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
切换集群管理)。

2

验证集群在创建磁盘组的同一节点上处于联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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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的左侧窗格中，右键单
击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 并选择 More Actions (更多操
作) > Create Empty Service or Application (创建空服务或应用程序)。

4

右键单击新组并重命名该组，例如重命名为 QUORUM。

5

右键单击 QUORUM 并选择 Add a Resource (添加资源) > More Resources (更多
资源) > Add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6

右键单击中心窗格中的 New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新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并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7

在 Properties (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的 Resource Name (资
源名称) 字段中，键入资源名称，例如 QUORUM_DG_RES。

8

在 Properties (属性) 选项卡的 Disk Group Name (磁盘组名称) 字段中，键入以
前为定额创建的磁盘组的名称，并单击 OK (确定) 关闭该对话框。

9

右键单击左侧窗格中的定额磁盘组资源 （例如 QUORUM_DG_RES），并选择
Bring this Resource Online (使此资源联机)。
将在定额组 （例如 QUORUM）下创建指定的磁盘组资源 QUORUM_DG_RES。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使用以下过程配置集群定额设置，并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将定额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1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中，右键单击配置树中
的集群节点，并选择 More Actions (更多操作) > Configure Cluster Quorum
Settings (配置集群定额设置)。
此时将打开 Configure Cluster Quorum Wizard (配置集群定额向导)。

2

查看屏幕，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选择 Node and Disk Majority (大多数节点与磁盘) 或 No Majority: Disk Only
(非大多数: 仅磁盘) 单选按钮，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4

选择要指定为定额的磁盘证明的存储资源，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这是以前为定额磁盘组 （例如 QUORUM_DG_RES）创建的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5

查看 Confirmation (确认) 界面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6

单击 Finish (完成) 关闭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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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故障切换集群中的应用程序设置组
为应用程序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之后，应使用故障切换集群管理工具来为该应用
程序设置集群组。
然后，为已针对该应用程序创建的 SFW 磁盘组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将该应用程序安装在两个节点上，并将其附带的文件置于共享存储中后，应执行其
他步骤以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请参见第 735 页上的 “在集群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设置应用程序集群组
1

通过选择 Start (开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启动故障切换集群管理工具。通过控制台
连接到相应的集群。

2

通过从显示在左窗格中的树中选择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
序) 节点来创建新组。右键单击并选择 More Actions (更多操作) > Create
Empty Service or Application (创建空服务或应用程序)。将创建名为 “新服
务或应用程序”的空组。

3

通过右键单击该组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Rename (重命名)，指定该组的名称。

4

在 Name (名称) 字段中键入新组的名称 （例如 App_Grp）。
现在您可以向该应用程序组中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为应用程序创建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1

如果故障切换集群管理工具已打开，则继续执行步骤 2。
要启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请选择 Start (开
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
切换集群管理)。

2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的左窗格中，右键单击
应用程序集群组 （例如 App_Grp），并选择 Add a resource (添加资源) >
More resources (更多资源) > Add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3

在 Disk Drives (磁盘驱动器) 下的中心面板中，双击 New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新建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以打开其 Properties (属性) 对话框。

4

在 Properties (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键入资源的名称。
例如，键入 APP_DG_RES。

5

在 Properties (属性) 选项卡的 Disk Group Name (磁盘组名称) 字段中，键入之
前为该应用程序创建的磁盘组的名称 （例如 DG1），并单击 OK (确定) 以关闭
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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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右键单击新命名的资源并选择 Bring this resource online (使此资源联机)。

7

如果为该应用程序创建了多个磁盘组，请重复此过程以为另一个磁盘组添加其
他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必须安装在所有集群节点的同一个本地驱动器上。应用程序数
据和日志文件或与应用程序数据相关的其他文件安装在共享存储上。
有关对故障切换集群环境中应用程序的任何特定要求，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在第一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注意事项
■

应用程序可能具有在集群上运行的内置过程。请查阅应用程序文档，确定这些
过程是否可用。

■

某些应用程序同时安装在两个节点上。

■

集群应用程序的所有节点都需要共享同一虚拟名称和 IP 地址。

■

请谨记，不要接受应用程序数据和日志文件的默认位置，而应浏览到之前准备
的动态卷。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注意事项
■

在故障切换集群管理工具中，将集群资源移动到第二个节点。

■

对于共享卷，请确保在从第二个节点访问时所看到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与从
第一个节点访问时看到的相同。

■

如果要安装数据库，则当第二个节点上的安装操作正在使用共享磁盘时，可能
需要停止第一个节点上的数据库服务。在安装应用程序后，重新启动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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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1

在 VEA 中，右键单击将为其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的卷。

2

选择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
动器盘符和路径)。将显示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窗口。
可以从以下各项中进行选择：
■

若要添加驱动器盘符，请单击 Add (添加)。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驱动
器盘符) 下拉列表变为可用。指定一个驱动器盘符，然后单击 OK (确定)。

■

若要更改驱动器盘符，请单击 Modify (修改)。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
驱动器盘符) 下拉列表变为可用。更改驱动器盘符并单击 OK (确定)。

■

若要添加装入点，请依次单击 Add (添加) 和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 单选按钮，通过浏览选择一个空文件夹
或单击 New Folder (新建文件夹) 按钮创建新文件夹，然后单击 OK (确定)
以装入卷。

■

若要更改装入点，必须先将之删除，然后选择 Add (添加) 按钮再将其添加
回去。若要删除该装入点，请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
径) 窗口中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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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群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为了使应用程序组在 Microsoft 集群中正常工作，需要添加应用程序资源，以及与
应用程序相关联的任何其他资源。还需要为资源建立依赖关系。本节概述应用程序
组的设置过程。
■

在创建应用程序资源之前，请确保已创建的所有其他资源（包括磁盘组资源和
任何其他应用程序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

有关创建应用程序资源和可能需要的其他资源的帮助，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
除了以前创建的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 资源
以外，您可能还需要创建一个 IP 地址资源和一个网络名称资源。
确保选择相应的磁盘组资源作为应用程序资源所依赖的存储资源。
以下依赖关系图说明了所建立的依赖关系。

图 20-5

应用程序组依赖关系

应用程序组 (App_Grp)

其他资源

应用程序资源

应用程序所需的其他资源

■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测试：设置应用程序组之后，通过将集群资源移动到另一个节点，然后再将其
移回对其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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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集群配置
完成配置后，确定故障切换能够正常进行。
要检验集群的配置，请移动联机组或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

使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将所有资源组从一个
节点移动到另一个节点。

■

通过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来模拟故障切换。
请不要在生产环境中模拟故障切换。

移动联机组
1

打开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群集管理) 工具（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群集管理)）。

2

在左侧窗格的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 下，右键单击某个
资源组，然后单击 Move This Service or Application to Another Node (将此服
务或应用程序移动到其他节点) > Move to Node [Name of Node] (移动到节点
[节点名称])。
如果有多个资源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移完所有资源组。

3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控制台的中心面板中，
确认当前所有者名称已针对所移动的所有资源组进行了相应更改。这证明了资
源组已经移到另一个系统。

4

如果您需要将资源组移回原始系统，请重复步骤 2。

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1

正常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2

打开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从集群中的任何节点
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3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中，确认所有者名称已
更改。这证明所有资源组都已经移到另一个节点。

4

如果您需要将资源组移回原始节点，请重新启动在步骤 1 中关闭的节点，选择
资源组，并使用 Move This Service or Application to Another Node (将此服务
或应用程序移动到其他节点) > Move to Node [Name of Node] (移动到节点 [节
点名称]) 移动该资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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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SFW、 VVR 和 MSCS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737 页上的 “部署 SFW、 VVR 和 MSCS (Windows Server 2003) 所需执行
的任务”

■

第 741 页上的 “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

第 757 页上的 “第 2 部分：在辅助站点上设置集群”

■

第 759 页上的 “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

第 773 页上的 “第 4 部分：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部署 SFW、 VVR 和 MSCS (Windows Server 2003)
所需执行的任务
本章提供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的新安装中结合使用 SFW、MSCS 集群和 VVR
设置灾难恢复 (DR) 解决方案的步骤。
有关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的新安装中设置具有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的
SFW 和 VVR 的信息，请参见：
第 777 页上的第 22 章 “部署 SFW、 VVR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为了提供适用于 DR 解决方案中应用程序的一般建议，本章中的示例介绍了一个泛
型数据库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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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设置和使用 SFW-MSCS-VVR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

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

第 2 部分：在辅助站点上设置集群

■

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

第 4 部分：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用来设置本指南的 “高可用性”部分中所介绍的 MSCS 集群的步骤是构建该灾难
恢复解决方案的基础 （请参见第 587 页上的第 17 章 “部署 SFW 和 MSCS”）。
针对灾难恢复设置集群的过程与单独针对 HA 设置集群的过程之间的主要区别在
于：您需要确保在安装 SFW 的过程中选择 VVR 选件，并确保在安装完毕之后配
置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Security Service (VxSAS)。在设置辅助站点方面，
集群的设置过程是相似的。
设置这两个集群 （一个在主站点，另一个在辅助站点）后，就可以使用 VVR 启用
从主站点到辅助站点的复制。
表 21-1 详细介绍了此配置的过程。
概括性目标及完成每个配置目标需执行的任务如下所示：
表 21-1

部署 SFW、 MSCS 和 VVR 的任务列表

目标

任务

第 741 页上的 “检查先决条件 ■
和配置”
■

验证硬件和软件先决条件。
查看配置要求。

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第 745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
硬件”

■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设置和配置硬件。

第 745 页上的 “安装
Windows 和配置网络设置”

■

在两个节点上安装操作系统。

■

在两个节点上进行必要的组网设置。

第 746 页上的 “在 MSCS 下建 ■
立集群 （主站点）”

有关在 MSCS 下建立集群的说明，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第 746 页上的 “安装 SFW
（主站点）”

■

在安装程序的 Options (选件) 界面上，选择 VVR
选件。

■

完成配置 VxSAS 的步骤。

第 747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Security
Services (Vx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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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部署 SFW、 MSCS 和 VVR 的任务列表 （续）

目标

任务

第 749 页上的 “创建 SFW 磁
盘组和卷”

■

在主集群节点的 SFW 中，在存储上创建两个或更多
动态集群磁盘组，一个或多个磁盘组用于应用程序
数据文件，一个磁盘组用于镜像定额。

■

如果需要，可以稍后创建定额的磁盘组。

第 750 页上的 “为 MSCS 中的 ■
应用程序设置组”
■

在 MSCS 内为应用程序创建组。

第 752 页上的 “安装应用程序 ■
（主站点）”

在第一个节点的本地驱动器中安装应用程序的程序
文件。

在组中添加作为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类型资源的集群磁盘组
或用于应用程序的组。

■

在共享存储上安装与数据和日志相关的文件。

■

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将集群资源移至第二个
节点。

■

确保第二个节点上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与第一
个节点上的相同。

■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第 752 页上的 “在 MSCS 中完 ■
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获取有关创建其资源的
帮助。

■

建立相应的依赖关系。

■

通过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命令将集群资源
移到其他节点，测试应用程序组。

第 756 页上的 “将定额资源更 ■
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为具有镜像卷的定额创建动态磁盘组 （如果之前
未执行此任务）。

■

使该磁盘组成为默认集群组中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类型的资源。

■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第 756 页上的 “在主站点上测 ■
试集群”

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命令将集群资源移到第
二个节点。然后，再将它们移回到第一个节点。

■

（可选）通过关闭可以控制集群资源的服务器的电
源来模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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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部署 SFW、 MSCS 和 VVR 的任务列表 （续）

目标

任务

第 2 部分：在辅助站点上设置集群
第 758 页上的 “在辅助站点上 任务包括：
重复集群配置步骤”
■
安装和配置硬件
■

安装 Windows 和配置网络设置

■

在 MSCS 下建立集群

■

安装 SFW

■

安装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Security Services
(VxSAS)

■

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

为 MSCS 中的应用程序设置组

■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

完成 MSCS 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定额资源

■

集群的最终测试

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第 760 页上的 “针对 VVR 配
置复制器日志卷”

■

使用 SFW 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第 762 页上的 “针对 VVR 设
置复制数据集 (RDS)”

■

使用 VVR 的复制数据集向导创建复制数据集，并开
始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复制。

第 770 页上的 “创建 RVG 资
源和设置依赖关系”

■

在 MSCS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中，
创建要复制的 RVG 资源。

■

针对该 RVG 资源设置应用程序资源依赖关系。

■

删除对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即 VMDg）资源上应用程序资
源的直接依赖关系。

第 4 部分：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第 773 页上的 “常规操作：
监视复制状态”

■

监视复制情况。

■

执行计划的迁移操作。

第 774 页上的 “灾难恢复
过程”

■

在主站点关闭后，完成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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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本部分提供有关用来在主站点上创建集群的步骤的详细信息。

检查先决条件和配置
本主题介绍软硬件要求并提供有关配置的概述。
注意：在配置集群之前，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了解 MSCS 要求，参考应用程序文
档了解特定于应用程序的要求。

支持的软件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SFW)，带有用于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Failover Cluster 的集群选件和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选件。

■

下列任何操作系统均支持 SFW 5.1：
■

Windows Server 2003（32 位）：Standard Edition、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R2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32 位）：Web Edition（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3：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Edition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R2 Editions （用于 AMD64 或 Intel
EM64T）：Standard x64 R2 Edition、 Enterprise x64 R2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R2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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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

一个 CD-ROM 驱动器，可供安装了 MSCS 的每个系统访问。

■

此处介绍的配置要求共享磁盘支持在每个集群中的节点间迁移的应用程序。

■

可以使用 SCSI 或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访问共享存储。

■

MSCS 要求每个系统至少有两个网络适配器 （一个网络适配器用于将每个系统
连接到公共网络，另一个网络适配器用于每个系统上的专用网络）。Symantec
建议为专用网络使用两个适配器，并通过单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路由每个专用
网络适配器，以避免出现单故障点。

■

每个系统要求为 SFW 准备 1 GB 的 RAM。

■

必须将要集群化的系统配置为 Windows Server 2003 域的一部分。MSCS 集群
中的每个系统都必须在同一个域中，并且必须使用同一操作系统版本。

■

若要安装和使用 SFW 及 MSCS 软件，必须具有拥有域管理员权限的帐户。还
必须具有安装 SFW 所需的许可证密钥。

■

极力建议使用公共网卡和专用网卡的静态 IP 地址。不支持 DHCP。需要六个
网络接口卡，每个服务器需要三个 （其中两个用于专用网络，一个用于公共
网络）。还需要一个静态 IP 地址用于集群本身。因此，每个集群需要七个 IP
地址。

■

此外，为了进行复制，还需要两个 IP 地址，一个用于主站点，一个用于辅助
站点。

注意：请参考 Symantec Support (Symantec 支持) 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上的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列表)，确定 SFW 许可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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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空间要求
为确保正常运行，所有安装都需要 50 MB 的额外磁盘空间。
下表汇总了 SFW 的磁盘空间要求。
表 21-2

磁盘空间要求

安装选件

安装目录/驱动器

SFW + 所有选件 + 客户端组件

1210 MB

SFW + 所有选件

950 MB

客户端组件

354 MB

查看配置
此配置概述重点介绍集群内的主动/被动高可用性以及两个站点间的灾难恢复。在
主动/被动配置中，一个集群中可以有一台或多台应用程序虚拟服务器，但每台服
务器必须由配置了集群中不同的一组节点的服务组管理。
主动 / 被动集群中的故障切换功能是一对一的。例如，如果每个站点上有两个节点
（主站点上有 SYSTEM1 和 SYSTEM2 节点，辅助站点上有 SYSTEM5 和 SYSTEM6
节点） ，则 SYSTEM1 可以故障切换到 SYSTEM2， SYSTEM5 可以故障切换到
SYSTEM6。下图说明了主站点上的集群配置。要查看包括这两个站点的配置，请参
见第 468 页上的 “关于灾难恢复解决方案”一节中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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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DR 配置主站点

此外，该配置还需要其他项目：
■

必须运行 MSCS 集群，才能安装 SFW。
因此，在安装 SFW 之前，需要在每个集群的这两个系统上设置硬件并安装操
作系统及 MSCS，还需要建立 MSCS 集群。
安装 SFW 需要进行重新引导，但在活动的集群节点上进行重新引导会导致该
节点发生故障切换。因此，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 “回滚安装”过程首先在非
活动集群节点上安装 SFW，然后将活动集群资源移到另一个节点上，并在当前
处于非活动状态的节点上进行安装。
注意：您可以在非 Microsoft 集群成员的计算机上安装用于 MSCS/Failover
Cluster 的 SFW 选件。但是，如果该计算机成为 Microsoft 集群中的第一个节
点，则必须手动注册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类型。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安装和
升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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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SFW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具有动态镜像定额。
与单独使用 MSCS 相比，结合使用 SFW 的主要好处在于：MSCS 本身不支持
对定额资源进行镜像；因此，如果仅使用 MSCS，则定额磁盘本身会成为集群
的单点故障。 SFW 为 MSCS 提供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将 SFW 安装在集群节点上后，下一个任务就是使用 SFW 创建一个或多个集群
磁盘组，并为您的应用程序设置卷。与此同时，您可以为动态定额资源创建镜
像卷，但是，您可能希望等到在集群中安装、运行和测试应用程序之后，再将
最初的基本定额磁盘转换为动态定额卷。通过等待从基本物理磁盘定额到动态
镜像卷的转换过程结束，可确保应用程序先处理集群，然后再添加动态定额卷。
不会复制每个站点上的定额磁盘组，因为每个集群都有其各自的定额。

安装和配置硬件
有关硬件设置方面具体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硬件文档和 Microsoft 文档。
Microsoft 建议最佳做法是：等到在第一个节点上建立了集群之后再将第二个节点
连接到存储阵列，以免磁盘上的数据遭到破坏。

安装 Windows 和配置网络设置
本主题总结了安装操作系统和配置网络设置的步骤。有关具体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安装 Windows 和配置网络设置
1

在这两台服务器上安装操作系统和 MSCS。
MSCS 随 Windows Server 2003 一起自动安装。

2

为这两台服务器上的 NIC 和域配置网络设置。
需要为全部六个 NIC （每个系统上有两个专用 NIC 和一个公共 NIC）都设置
静态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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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SCS 下建立集群 （主站点）
在安装 SFW 之前，必须建立一个 MSCS 集群。本节对任务进行了汇总；有关完整
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建立 MSCS 集群 （一般准则）
1

在安装 MSCS 和配置集群之前，确定已创建定额磁盘。 （对于 IA64 系统，必
须使用 MBR 而不是 GPT 来创建定额，否则定额将不可见。）

2

配置共享存储并使用驱动器盘符 Q 为集群定额磁盘创建分区。 使用其他驱动器
盘符可能会导致定额识别问题。为此，必须在共享存储上保留一个基本磁盘。
Microsoft 建议定额磁盘大小为 500 MB；有关特定要求，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3

使用 MSCS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Start (开始)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
理器)）创建集群的第一个节点 (SYSTEM1)。确定该节点可以访问共享存储。

4

将第二个节点连接到共享存储。

5

使用该系统上的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添加第二个节点
(SYSTEM2)。

6

通过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命令将集群资源移到第二个节点来测试集群。
SYSTEM2 即成为活动集群节点。
注意：如果准备以回滚安装方式在节点 A 上安装 SFW， Symantec 建议您此
时保留节点 B 上的集群资源。

安装 SFW （主站点）
在主站点上向集群中添加 SFW 支持的过程所涉及的安装步骤与本章前面介绍的与
设置具有 SFW 和 MSCS 的集群有关的安装步骤相同，但又与之有一个重要区别：
即在添加过程中 VVR 选件是从产品安装程序的 Options (选件) 界面选择的。
有关详细步骤，请参考第 596 页上的 “安装 S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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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Security Services (VxSAS)
请完成以下过程为 VVR 配置 VxSAS 服务。
要执行此过程，必须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必须使用管理权限登录用来启动向导的服务器。

■

指定的帐户必须对所有指定主机具有管理权限以及作为服务登录的权限。

■

避免指定空密码。在 Windows Server 环境中，登录服务权限不支持密码为空
的帐户。

■

确保可从本地主机访问要在其上配置 VxSAS 服务的主机。

注意：安装 SFW 或 SFW HA 之后，VxSAS 向导不会自动启动。必须手动启动该向
导来完成 VVR 安全服务配置。有关此必需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配置 VxSAS 服务
1

要启动向导，请依次选择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Configuration Wizards (配置向导) > VVR
Security Service Configuration Wizard (VVR 安全服务配置向导)，或从所需
计算机的命令提示符下运行 vxsascfg.exe。
阅读 Welcome (欢迎) 页上提供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2

填写 Account Information (帐户信息) 面板，如下所示：
Account name
(domain\account)

输入管理帐户名称。

（帐户名 (域\帐户) ）
Password (密码)

指定密码。

如果已经为要成为 RDS 一部分的一个主机配置了 VxSAS 服务，请确保在其他
主机上配置 VxSAS 服务时指定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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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 面板上，选择要配置的主机所属的域：
选择域

Available Domains (可用域) 窗格列出 Windows 网上邻居中
的所有域。
通过双击相应的名称或使用箭头按钮将该名称从 Available
domains (可用域) 列表移到 Selected domains (选定域) 列表。

添加域

如果未显示所需的域名，请单击 Add domain (添加域)。此操
作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指定域名。单击 Add (添
加) 将名称添加到 Selected Domains (选定域) 列表中。

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Host Selection (主机选择) 面板上，选择所需的主机：

选择主机

Available Hosts (可用主机) 窗格列出指定域中的主机。
通过双击相应的主机或使用箭头按钮将该主机从 Available
hosts (可用主机) 列表移到 Selected Hosts (选定的主机) 列表。
将 Shift 键和向上键或向下键结合使用可以选择多个主机。

添加主机

如果未显示所需的主机名，请单击 Add Host (添加主机)。在
Add Host (添加主机) 对话框的 Host Name (主机名) 字段中，指
定所需的主机名或 IP。单击 Add (添加) 将名称添加到 Selected
Hosts (选定的主机) 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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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主机名之后， Configure (配置) 按钮将处于启用状态。单击 Configure (配
置) 继续配置 VxSAS 服务。
5

完成配置后， Configuration Results (配置结果) 页会显示操作是否成功。如果
操作不成功，该页面将显示帐户更新失败原因的详细信息，以及可能的失败原
因和解决故障的建议。
单击 Back (上一步) 可更改先前提供的任何信息。

6

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下图显示的是一个与具有数据库应用程序的 MSCS VVR 配置相关的典型卷设置。
在该示例中，每个站点上都有一个用于应用程序的磁盘组。
如果您的配置中有多个应用程序磁盘组，请注意，每个磁盘组都额外需要一个复制
器日志卷。在本章所描述的过程中，复制器日志卷是在以后创建的；但是您将需要
为配置所需数量的复制器日志卷留出足够的磁盘空间。定额卷位于一个单独的磁盘
组中，不会复制到另一个站点上。必须在每个站点上创建定额卷，它仅在创建了该
卷的站点上才能正常工作。镜像定额最少需要两个磁盘。 Symantec 建议您将三块
磁盘用于镜像定额以实现额外冗余。
图 21-2

具有数据、日志和定额资源磁盘的 MSCS 集群数据库

请不要将下列类型的卷用作数据和复制器日志卷，因为 VVR 不支持这些类型的卷：
■

SFW （软件） RAID 5 卷

■

卷名中有逗号的卷

有关创建磁盘组和卷的详细步骤，请参见第 8 章中的第 604 页上的 “创建 SFW 磁
盘组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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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MSCS 中的应用程序设置组
在 MSCS 中，使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设置一个应用程序组，该
组将包含 SFW 磁盘组或为该应用程序创建的组。将 SFW 磁盘组作为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添加到 MSCS 应用程序组。
在两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并在共享存储上放置其附带文件后，通过添加应用程序
本身 （作为一个资源）和所需的任何其他资源，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需要设置
组中资源间的依赖关系。第 752 页上的“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中包
含有关此任务的信息。
设置应用程序组
1

在 MSCS 中启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方法是：选择 Start (开
始) > Settings (设置)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
工具) >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确保您已连接至相应的集群。

2

通过从显示在左窗格的树中选择 Groups (组) 节点来创建新组。右键单击以显
示 Groups (组) 菜单。从菜单中选择 New (新建) > Group (组)。
将出现 New Group (新建组) 窗口。

3

在 Name (名称) 字段中指定组的名称 （例如， App_Grp）。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

4

将出现 Preferred Owners (首选所有者) 页面。确保将所有首选所有者都添加到
Preferred Owners (首选所有者) 列表中。

5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组。
现在，即可向组添加资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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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FW 磁盘组作为资源添加到应用程序组
1

右键单击已经为应用程序创建的 MSCS 组，然后选择 New (新建) > Resource
(资源)。将出现 New Resource (新建资源) 窗口。

■

在 Name (名称) 字段中指定磁盘组资源的名称。

■

如果需要，可在 Description (说明) 字段中添加有关资源的说明。 Disk
Group Resource (磁盘组资源) 是比较合适的说明。

通过从 Resource type (资源类型) 字段下拉列表中选择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指定资源类型。
请注意，资源名称尚未更改为 Storage Foundation Disk Group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
■

■

如有必要，请使用下拉列表选择相应的 MSCS 组；应该已选定该组。

通常，应确保未选中 Run this resource in a separate Resource Monitor
(在单独的资源监视程序中运行此资源)。单击 Next (下一步)。
将出现 Possible Owners (可能的所有者) 界面。

■

2

默认情况下，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会作为可能的所有者列出。单击 Next (下
一步)。
将出现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界面。

3

在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无需为磁盘组资源
设置任何依赖关系。

4

在下一个界面上，确保已从资源的下拉列表中选择适当的 SFW 集群磁盘组，
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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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为应用程序设置多个磁盘组，则需重复上述过程。此时还可以按照应用程序
的要求添加更多资源，或者一直等到应用程序安装完毕。直到在这两个节点上都安
装该应用程序后，您才能够添加应用程序资源。

安装应用程序 （主站点）
本节提供有关在主站点的两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软件的详细信息。有关在集群中
安装应用程序的任何说明，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

要求
■

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必须安装在所有节点的同一个本地驱动器上。例如，如果您
将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安装在一个节点上的 C:\Program Files\<application> 中，
则这些文件必须也安装在其他所有节点上的 C:\Program Files\<application> 中。
请确保可以在所有的节点上使用同一个驱动器盘符，而且节点上有足够的安装
空间。

■

数据文件及其任何相关文件（如日志文件）应当安装在共享存储上一个或多个
集群磁盘组下的卷中。

■

若要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请使用 Move Group (移动组) 命令将集群
资源移到第二个节点。

有关此任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614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此时在此过程中，还需要执行其他步骤来使应用程序组在 MSCS 中正常工作。系统
将添加应用程序资源以及与应用程序相关联的任何其他资源，还会为资源建立依赖
关系。
本节概括总结了完成应用程序组设置的过程。
■

创建应用程序资源之前，确保已创建的所有其他资源（即磁盘组资源和其他任
何应用程序资源）处于联机状态。

■

有关创建应用程序资源和可能需要的其他资源的帮助，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
除了以前创建的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以外，可能还需要创建一个 IP 地址资源和一个网络名称资源。
创建应用程序资源时，请在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界面上，从 Available
Resources (可用资源) 中选择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并将其添加到 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系) 中。

■

以下依赖关系图说明了所建立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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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组依赖关系

应用程序组 (App_Grp)

其他资源

应用程序资源

应用程序所需的其他资源

■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测试：在设置应用程序组后，对其进行测试，方法如下：使用 Move Group (移
动组) 命令将集群资源移到另一个节点，然后将其移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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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定额资源
结合使用 SFW 与 MSCS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即可以创建一个镜像定额资源，
以便为定额增加容错功能，从而防止集群在定额所在的磁盘出现故障时也出现故
障。在下面的过程中，将集群的定额资源从物理磁盘资源转换为动态镜像定额资
源。所涉及的任务包括：
■

第 754 页上的 “用镜像卷为定额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

第 754 页上的 “使定额集群磁盘组成为 MSCS 资源”

■

第 756 页上的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用镜像卷为定额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如果之前尚未完成此步骤，请使用 SFW 为定额磁盘创建动态磁盘组。镜像定额最
少需要两个磁盘。 Symantec 建议您将三块小磁盘用于镜像定额以实现额外冗余。
请尽可能使用小磁盘，因为该磁盘组将仅用于定额卷，Microsoft 建议使用 500 MB
的磁盘。要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中创建三路镜像卷，请选择
Concatenated (连续) 布局，单击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然后指定三个镜像。有
关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604 页上的 “创建 SFW 磁盘组
和卷”。
注意：如果将其他卷添加到此磁盘组，则与这些卷的操作相关的任何故障都可能会
中断定额卷的故障切换。如果组中的某个卷遇到较高级别的读/写活动，则 MSCS
对定额卷的延迟访问可能导致故障切换。

使定额集群磁盘组成为 MSCS 资源
为定额准备的动态集群磁盘组需要作为资源添加到 MSCS 中的默认集群组。请现在
完成此步骤 （如果之前尚未执行）。

部署 SFW、 VVR 和 MSCS
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使定额磁盘组成为 MSCS 资源
1

确定在为定额创建了集群磁盘组的节点上 Cluster Group (集群组) 处于联机
状态。

2

右键单击该磁盘组，然后选择 New (新建) > Resource (资源)。将出现 New
Resource (新建资源) 窗口。

■

在 Name (名称) 字段中指定磁盘组资源的名称，如 DynamicQuorum。

■

如有必要，可以在 Description (说明) 字段中添加有关该资源的说明。

■

通过从 Resource type (资源类型) 字段下拉列表中选择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指定资源类型。
请注意，资源名称尚未更改为 Storage Foundation Disk Group (Storage
Foundation 磁盘组)。

通常，应确保未选中 Run this resource in a separate Resource Monitor
(在单独的资源监视程序中运行此资源)。单击 Next (下一步)。
将出现 Possible Owners (可能的所有者) 界面。

■

3

默认情况下，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会作为可能的所有者列出。单击 Next (下
一步)。
将出现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界面。

4

在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无需为磁盘组资源
设置任何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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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下一个界面上，确保已从资源的下拉列表中选择适当的 SFW 定额集群动态
磁盘组，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完成操作。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使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可以将定额资源从物理磁盘资源更改为
已准备好的动态磁盘定额资源。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1

在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 中，右键单击树视图中的集群名称以
显示其上下文菜单。

2

选择 Properties (属性)，将显示 Properties (属性) 窗口。

3

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窗口中的 Quorum (定额) 选项卡。

4

选择动态定额磁盘组的名称作为要用于定额资源的资源。

5

单击 OK (确定)。

在主站点上测试集群
在安装了应用程序和动态镜像定额后，务必先测试集群以确保它能够正常工作，然
后再添加 VVR 组件。
请参见第 619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中有关测试 MSCS 集群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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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在辅助站点上设置集群
在辅助站点上，重复在主站点上所执行的任务，以便创建一个与主站点上的磁盘组
和卷相同的集群。
辅助磁盘组和卷应当与主站点上的磁盘组和卷同名。数据卷应当与主站点上相应
的数据卷的大小相同。辅助站点上的日志卷可以是不同的大小，但是 Symantec 建
议大小相同。在辅助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步骤与在主集群上执行安装的步
骤相同。
图 21-3

DR 配置辅助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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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助站点上重复集群配置步骤
请参考本章中前面提供的指南，以便在安装应用程序之前在辅助站点上完成相同的
任务。
■

第 745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硬件”

■

第 745 页上的 “安装 Windows 和配置网络设置”

■

第 746 页上的 “在 MSCS 下建立集群 （主站点）”

■

第 746 页上的 “安装 SFW （主站点）”

■

第 747 页上的“安装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Security Services (VxSAS)”

■

第 749 页上的 “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

第 750 页上的 “为 MSCS 中的应用程序设置组”

完成这些任务后，按照下一节中有关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说明继续操作。

安装应用程序 （辅助站点）
注意：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应用程序之前，请使主站点上 MSCS 应用程序组中除磁
盘组资源以外的所有资源脱机。
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应用程序与在主站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类似。请参见第 752 页上
的 “安装应用程序 （主站点）”一节。

完成 MSCS 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请参考第 752 页上的 “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定额资源
请参考第 756 页上的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集群的最终测试
请参考第 756 页上的 “在主站点上测试集群”。

配置 VVR 组件之前
在这两个集群 （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各一个）都开始运行之后，即可向配置中添
加 VVR 组件。
注意：在辅助站点上配置 VVR 组件之前，请使应用程序组中除磁盘组资源以外的
所有资源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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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本部分提供有关针对复制配置 VVR 组件的信息。包括下列主题：
■

第 759 页上的 “VVR 组件概述”

■

第 760 页上的 “针对 VVR 配置复制器日志卷”

■

第 762 页上的 “针对 VVR 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

■

第 770 页上的 “创建 RVG 资源和设置依赖关系”

VVR 组件概述
您可以配置以下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组件：

复制卷组 (RVG)

RVG 由 SFW 磁盘组中的一个或多个卷组成。对主节点主机上 RVG
进行的更新将发送到已配置的辅助节点主机。因此，辅助节点主机上
将有一个相应的 RVG，其磁盘组和卷与主节点主机上的同名。 数据
卷的大小也应相同。（可选）要获得更大的冗余性，则可以具有多个
辅助节点主机，使其具有对应的相同 RVG 副本。
磁盘组内的 RVG 是用于复制的容器，因此，如果具有多个磁盘组，
则将需要为每个磁盘组创建单独的 RVG。一个磁盘组中可能有多个
RVG；但是， RVG 不能跨越磁盘组。

复制数据集 (RDS)

主节点主机上的 RVG 和 （一个或多个）辅助节点主机上任何对应的
RVG 构成了复制数据集 (RDS)。

复制器日志卷

每个 RVG 都必须具有与其关联的复制器日志。主站点上的复制器日志
卷保存发送到辅助站点的任何 RVG 更新的副本。保留辅助站点上的复
制器日志，以便可以在主站点不起作用需要辅助站点成为新的主站点
时使用它。这两个站点上的日志卷必须具有相同的名称。Symantec 建
议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使用相同大小的复制器日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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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VVR 配置复制器日志卷
注意：在配置复制器日志卷之前，请确保 MSCS 应用程序组中除磁盘组资源以外的
所有资源均处于脱机状态。必须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都执行此任务。
在每个站点上创建复制器日志卷。创建日志的任务也可以在创建 RDS 的过程中完
成，但是某些存储管理员可能更喜欢手动创建它 （如此处所执行的操作），作为设
置 RDS 的准备步骤。
注意：为了提高写入性能， Symantec 建议您在不同于应用程序数据卷所使用的磁
盘上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针对 VVR 配置复制器日志卷
1

在桌面上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以在主站点的活动
节点上打开 VEA 控制台。

2

为包含存储组数据的磁盘组创建卷：
■

■

在 System (系统) 配置树中，单击将在其中创建日志卷的磁盘组
（Hostname > Disk Groups (磁盘组) > Diskgroupname）。
右键单击包含要复制的卷的磁盘组，然后单击 New Volume (新建卷)。

3

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的 Welcome (欢迎) 页上，单击 Next (下
一步)。

4

为该卷选择磁盘：

5

■

选择组名称。

■

选择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

■

单击磁盘名称。

■

单击 Add (添加)。

■

选择所有必需磁盘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指定卷的参数：
■

输入卷名。

■

输入大小。复制器日志卷的大小在不同环境中会有所不同。若要确定适合
您环境的大小，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

选择卷布局。

■

选择相应的镜像选项。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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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在 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s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请执行下列
操作：
■

单击 Do not assign a drive letter (不指定驱动器盘符)。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在提示您格式化卷时，请执行下列操作：
■

取消选择 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

■

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新卷。

9

如有必要，请重复步骤 2 至步骤 8，为主站点上的其他任何 RVG 创建复制器
日志卷。

10 重复步骤 2 至步骤 8，为辅助站点上的其他磁盘组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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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VVR 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
配置 VVR 涉及在主机上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设置复制数据集。利用 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集向导)，可以为这两个站点配置复制数据集。
创建复制数据集
1

在主站点上导入集群磁盘组的集群节点中，启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

使用 VEA 控制台启动 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
集向导)。
或

■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来启动 VEA。
在 VEA 控制台中，依次单击 View (查看) > Connection (连接) >
Replication Network (复制网络)。

2

右键单击 Replication Network (复制网络) 并选择 Set up Replicated Data Set
(设置复制数据集)。

3

阅读 Welcome (欢迎) 页上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4

指定复制数据集 (RDS) 和复制卷组 (RVG)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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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会将本地主机选择为 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机)。要指定其他主
机名称，请确保所需主机连接到 VEA 控制台并在 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机)
列表中将其选中。
如果所需的主节点主机未连接到 VEA 控制台，则它不会出现在 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机) 字段的下拉列表中。使用 VEA 控制台连接到该主机。
5

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从表中选择将要进行复制的动态磁盘组和数据卷。

要选择多个卷，请在按住 Shift 键或 Ctrl 键的同时使用向上键或向下键。
默认情况下，将针对所有选定卷自动添加镜像 DCM 日志。如果磁盘空间不足
以创建带有两个 plex 的 DCM 日志，则会创建一个 plex。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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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选择或为 Replicator Log (复制器日志) 页创建一个卷，如下所示：

选择现有卷
■

在表 (APP_REPL_LOG) 中选择复制器日志卷。
如果此表中未显示卷，请单击 Back (上一步) 并确认未在前一页中选择复
制器日志卷。

单击 Next (下一步)。
创建新卷
■

■

单击 Create Volume (创建卷) 并在显示的对话框中输入下列信息。
Name (名称)

在 Name (名称) 字段中输入卷的名称。

Size (大小)

在 Size (大小) 字段中输入卷的大小。

Layout (布局)

选择所需的卷布局。

Disk Selection

■

如果希望 VVR 为复制器日志选择磁盘，请选择
Select disks automatically (自动选择磁盘)。

■

选择 Select disks manually (手动选择磁盘)，使用可
用磁盘窗格中的特定磁盘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双击磁盘进行选择，或者选择 Add (添加) 将磁盘移动
到选定磁盘窗格中。

(磁盘选择)

■

单击 OK (确定) 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

在 Select or create a volume for Replicator Log (选择或创建复制器日志
卷) 对话框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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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查看摘要页上的信息并单击 Create Primary RVG (创建主 RVG)。

10 成功创建主 RVG 之后， VVR 会显示以下消息：
RDS with Primary RVG has been created successfully. Do you want
to add Secondary host to this RDS for replication now?

单击 No (否) 将退出 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集向导)
而不添加辅助节点主机。要在以后添加辅助节点主机，请使用 RDS 右键菜单
中的 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
单击 Yes (是) 会将辅助节点主机立即添加到主 RDS。将出现 Specify Secondary
host for replication (为复制指定辅助节点主机) 页面。
11 在 Specify Secondary host for replication (为复制指定辅助节点主机) 页面
上，在 Secondary Host (辅助节点主机) 字段中输入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或 IP
地址。单击 Next (下一步)。如果辅助节点主机未连接到 VEA，则在单击 Next
(下一步) 时向导会尝试将其连接。该向导仅允许指定一台辅助节点主机。可以
使用 RDS 右键菜单中的 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添加其他辅
助节点主机。
等待连接过程完成后，再次单击 Next (下一步)。
12 如果辅助节点主机上只有一个不包含任何数据卷或复制器日志的磁盘组（与主
节点主机上一样），则 VVR 会显示一条消息。请仔细阅读此消息。
仅当磁盘组中的磁盘具备下列条件时，在辅助节点主机上自动创建卷的选项才
可用：
■

拥有与主节点主机上的空间大小相同或更大的空间

拥有足够的空间来创建具有与主节点主机上相同布局的卷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则可通过 RDS 设置向导手动创建所需的卷。
■

■

单击 Yes (是) 将自动创建辅助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

■

单击 No (否) 以使用 Volume Information on the connected hosts (已连接
的主机上的卷信息) 页面手动创建辅助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

13 将出现 Volume Information on the connected hosts (已连接的主机上的卷信
息) 页面。如果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已连接到 VEA，此页面将显示有关
辅助节点上卷的可用性的信息。
如果在主节点主机上可用的全部所需的卷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也可用，则不会出
现此页面。
■

如果尚未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所需的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则此页面会
针对辅助节点主机上的卷名显示相应的消息。

■

如果发生错误或需要创建卷，则会显示带有红色图标和情况说明的卷。要处
理错误或在辅助站点上创建新的复制器日志卷，请单击辅助站点上的卷，再
单击可用任务按钮并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
可能必须创建新卷、重新创建卷或调整卷大小（更改属性）或者删除 DRL
或 DCM 日志，这取决于主站点上的卷和辅助站点上的卷之间的差异。
当所有复制卷都满足复制要求并显示绿色复选标记时，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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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复制的所有数据卷都满足要求，则不会显示此界面。

14 填写 Edit replication settings (编辑复制设置) 页面，为辅助节点主机指定基本
和高级复制设置，如下所示：

■

要修改此页面上列出的各个默认值，请从各个属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
的值。如果不希望修改基本属性，则单击 Next (下一步) 时可使用默认值
启动复制。

Primary side IP
(主端 IP)
Secondary side IP
(辅助端 IP)

输入将用于复制的主 IP 资源的虚拟 IP 地址。如果有多个 IP 地址
可用于复制，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一个。如果列
表中未显示所需的 IP 地址，请编辑该字段以添加 IP 地址。
输入将用于复制的辅助站点的虚拟 IP 地址。如果有多个 IP 地址可
用于复制，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一个。如果列表中
未显示所需的 IP 地址，请编辑该字段以添加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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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cation Mode
(复制模式)

选择所需的复制模式：Synchronous Override (同步改写)、
Synchronous (同步) 或 Asynchronous (异步)。默认模式为同步
改写。
通过 Synchronous Override (同步改写)，可在常规操作条件下进
行同步更新。如果辅助站点与主站点断开连接，并且主站点上发
生写操作，则复制模式会临时切换到 Asynchronous (异步)。
Synchronous (同步) 仅在辅助站点成功接收更新之后才会确定主
站点上应用程序的更新已完成。
Asynchronous (异步) 在 VVR 于复制器日志中更新后确定主站点
上应用程序的更新已完成。此后， VVR 会将数据写入数据卷并将
更新异步复制到辅助站点。
如果将辅助站点设置为同步复制模式并断开其连接，则可能会显
示具有 NTFS 文件系统的主数据卷，其状态为 MISSING (丢失)。

Replicator Log

当主 RVG 中的所有卷都包含 DCM 日志时，复制器日志溢出保护默
Protection (复制器 认选定的模式为 AutoDCM。在复制器日志溢出时，会启用 DCM。
日志保护)
当复制器日志溢出时， DCM 选项会对辅助节点主机启用复制器日
志保护，并且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间的连接将丢失。仅当主 RVG
下的所有数据卷都包含与其关联的 DCM 日志时，此选项才可用。
Off (关闭) 选项将禁用复制器日志溢出保护。
如果是 Bunker 节点，默认情况下，复制器日志保护会设置为 Off
(关闭)。因此，如果由于 Bunker RLINK 致使主 RLINK 溢出，则会
将此 RLINK 分离。
Override (改写) 选项将启用日志保护。 如果辅助节点仍然处于连
接状态，并且复制器日志将要溢出，则将停止写入，直到复制器日
志中具有预定的 5% 或 20 MB （取两者中较少者）的空间为止。
如果由于连接断开或者管理操作而使辅助节点处于不活动状态，则
将禁用复制器日志保护，并且复制器日志将会溢出。
Fail (失败) 选项将启用日志保护。 如果日志将要溢出，则将停止写
入，直到复制器日志中具有预定的 5% 或 20 MB （取两者中较少
者）的空间为止。如果主 RVG 和辅助 RVG 之间的连接中断，则对
主 RVG 进行任何新的写入操作都将失败。
Primary RLINK
Name

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所选的主 RLINK 名称。如果未指定任何名
称， VVR 将分配一个默认名称。

(主 RLINK 名)
Secondary RLINK
Name
(次 RLINK 名)

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所选的次 RLINK 名称。如果未指定任何名
称， VVR 将分配一个默认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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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Next (下一步) 将使用默认设置启动复制。
15 单击 Advanced (高级) 以指定高级复制设置。根据需要编辑辅助节点主机的复
制设置。

Latency protection
(延迟保护)

确定主站点上的写操作延迟时间，以允许辅助站点在进行新写入
操作之前 “赶上”更新。
■

Off (关闭) 为默认选项，可禁用延迟保护功能。

■

Fail (失败) 启用延迟保护功能。如果未完成的写操作数量达
到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在下面介绍），并且辅助
站点处于连接状态，则 VVR 会停止后续写操作，直到未完
成的写操作数量降低到 Low Mark Value (低标记值) （在下
面介绍）为止。如果辅助站点断开连接，则后续写操作会
失败。

■

Override (改写) 启用延迟保护功能。当辅助站点断开连接
时，此选项相当于 Off (关闭) 选项；当辅助站点处于连接状
态时，此选项相当于 Fail (失败) 选项。

警告：控制写操作会影响主站点上的应用程序性能；请根据复制
吞吐量和应用程序的写入模式，仅当必要时才使用此保护功能。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Low Mark Value
(低标记值)

仅当选择 Override (改写) 或 Fail (失败) 延迟保护选项时启用。
该值将触发写操作延迟，并会指定等待复制到辅助站点的未决复
制器日志更新的最大数量。默认值为 10000，此为复制器日志中
允许的最大更新数量。
仅当选择 Override (改写) 或 Fail (失败) 延迟保护选项时启用。
达到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之后，将延迟对复制器日志进
行写操作，直到未决更新的数量降至辅助站点可以 “赶上”主站
点上活动的可接受点为止；此可接受点由 Low Mark Value (低标
记值) 确定。默认值为 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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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当确定延迟保护的高标记值和低标记值时，请选择足够但不要过大的范围以免长
期控制写操作。
Protocol (协议)

UDP/IP 是默认的复制协议。

Packet Size

对辅助站点上主机的更新是以数据包的形式发送的；默认大小是
1400 字节。仅当选择 UDP/IP 协议时才会启用选择数据包大小的
选项。

(数据包大小)

Bandwidth (带宽)

默认情况下，VVR 使用最大的可用带宽。要控制所使用的带宽，
请以 Mbps 为单位指定带宽限制。

单击 OK (确定) 关闭该对话框。
16 单击 Next (下一步)。
17 在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页面上，选择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

如果已创建虚拟 IP，请选择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
同步) 选项，默认情况下建议使用此选项进行初始设置，以开始
同步辅助站点并立即启动复制。
如果尚未创建用于复制的虚拟 IP，则自动同步会保持暂停状态，
并在创建 Replication Service Group (复制服务组) 并使其联机之
后继续进行。
选择此选项后， VVR 将默认执行智能同步，仅复制文件系统正
在使用的卷上的那些块。如果需要，可以禁用智能同步。
注意：智能同步仅适用于包含 NTFS 文件系统的卷，而不适用于
原始卷或包含 FAT/FAT32 文件系统的卷。

Synchronize from
Checkpoint
(从检查点同步)

如果要使用此方法，必须首先创建检查点。
如果主数据卷上包含大量数据，则可能首先需要针对现有数据，
结合使用检查点和备份还原方法同步辅助站点。还原完成之后，
使用 Synchronize from Checkpoint (从检查点同步) 选项从检查
点启动复制，将辅助站点和执行备份还原期间发生的写操作进
行同步。
有关从检查点同步的信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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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添加辅助站点而不启动复制，请取消选择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选
项。以后可以使用辅助 RVG 右键菜单中的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选项
启动复制。
单击 Next (下一步) 可显示 Summary (摘要) 页面。

18 查看信息。
单击 Back (上一步) 可更改已指定的任何信息，单击 Finish (完成) 可将辅助节
点主机添加到 RDS 并退出向导。

创建 RVG 资源和设置依赖关系
本节介绍为完成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配置 MSCS 应用程序服务组而必须执行的
其他任务。任务包括：
■

创建复制卷组 (RVG) 资源

■

设置应用程序资源对 RVG 资源的依赖关系

创建复制卷组 (RVG) 资源
创建 RVG 资源
1

在主站点上，访问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器)，右键单击已创建的应
用程序集群组，然后选择 New (新建) > Resource (资源)。
将出现 New Resource (新建资源) 界面。
■

在 Name (名称) 字段中指定 RVG 资源的名称。例如， RVGResource 就是
一个适合的名称。

■

如果需要，可在 Description (说明) 字段中添加有关资源的说明。

■

通过从 Resource type (资源类型) 字段下拉列表中选择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复制卷组) 来指定资源类型。

■

通过选中 Run this resource in a separate Resource Monitor (在单独的
资源监视程序中运行此资源) 复选框，为 RVG 资源配置一个单独的资源
监视器进程。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将出现 Possible Owners (可能的所有者) 界面。

2

默认情况下，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都会作为可能的所有者列出。单击 Next (下
一步)。
将出现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界面。

3

在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界面上，选择以前为 VVR 创建的 IP 资源，从左
窗格中的 Available Resources (可用资源) 列表中选择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并将其添加到界面右窗格中的
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系) 列表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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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Parameters (复制卷组参数) 界面上，为 RVG 资
源选择磁盘组。单击 Finish (完成)。

5

将 RVG 资源联机。

6

在辅助站点上重复执行上述步骤。

设置应用程序资源对 RVG 资源的依赖关系
应用程序资源直接依赖于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在向应用程序组中添加 RVG 资源时，应用程序的依赖关系将发生改变。应
用程序将直接依赖于 RVG 资源，而后者又依赖于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注意：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表示由 SFW
创建和管理的集群磁盘组。
针对 RVG 资源设置应用程序资源依赖关系
1

在尝试修改依赖关系之前，请确保应用程序资源处于脱机状态。

2

右键单击该应用程序资源，然后选择 Properties (属性) > Dependencies (依赖
关系) 选项卡。这将显示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界面。

3

单击 Modify (修改)。

4

从 Available Resources (可用资源) 列表中选择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复
制卷组) 资源，并将其移到 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系) 列表中。

5

从 Resource Dependencies (资源依赖关系) 列表中删除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单击 OK (确定)。
应用程序资源和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 资源
不再存在直接依赖关系。

6

现在已完成对集群的配置。将主集群上的整个 MSCS 应用程序组联机。

下面的依赖关系图指示已建立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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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VVR 相关资源的依赖关系

应用程序组

其他资源

应用程序资源

应用程序所需的其他资源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复制卷组)”资源

用于复制的 IP 资源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上图仅显示与 VVR 相关的资源。通常，在任何集群应用程序中都会涉及到其他资
源。该图的主要目的是显示 RVG 资源现在依赖于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和 VVR 虚拟 IP 资源。依赖关系已发生改变。应用
程序资源不再直接依赖于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部署 SFW、 VVR 和 MSCS
第 4 部分：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第 4 部分：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本节介绍该解决方案常规操作过程中的任务以及恢复过程。

常规操作：监视复制状态
在常规操作情况下，可以使用以下工具监视复制状态：
■

VEA GUI

■

命令行界面 (CLI)

■

Perfmon

■

警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中的 “Monitoring Replication （监视复制）”一章。

执行计划的迁移
为了进行维护或为了测试辅助节点主机是否就绪，可能要将应用程序迁移到辅助节
点主机。以下是可能需要执行的一组常规任务：
■

使用 Migrate (迁移) 选项将主节点主机角色转移到辅助站点的主机。
■

在 VEA 界面上，右键单击主 RVG，然后选择 Migrate (迁移)。

■

选择辅助节点主机并单击 OK (确定)。复制角色即迁移到辅助节点主机。

■

在新主节点主机上为卷指定驱动器盘符。
确保这些驱动器盘符与原始主节点主机的驱动器盘符相同。

■

使应用程序资源在新主节点主机上联机。

现在，即可确定应用程序在具有复制数据的新主节点主机上能够正常运行。确定其
正常运行后，可以重复该过程将这些角色还原为最初角色。
注意：在新主节点主机上对数据所做任何更改都将复制到原始主节点主机 （现在
是辅助节点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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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恢复过程
本节提供有关发生灾难时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启动应用程序服务器的信息。另外还介
绍如何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原始主节点主机恢复正常后恢复其主节点主机角色。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启动应用程序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启动应用程序
1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 VEA GUI 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右键单击复制网络内所需的
辅助 RVG 节点。选择 Take Over (接管) 选项。此时将显示 Take Over (接管) 对
话框。
■

默认情况下，如果数据卷具有关联的 DCM 日志，则选中 Enable FastFailback Logging (启用快速故障回退日志记录) 选项。您可以使用此选项
来执行对快速故障回退日志记录的接管。
将为快速故障回退日志记录激活 DCM，并将在新主节点主机的 DCM 上标
记新的传入写操作。
如果主节点主机出现故障时，辅助 RVG 的复制状态为 Inactive (不活
动 )，则无法选择 Enable Fast-Failback Logging ( 启用快速故障回退日志
记录) 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执行 Take Over (接管)，而无需使用快速
故障回退日志记录。

■

如果要在原始主节点主机恢复后让新主节点主机和原始主节点主机自动同
步，请选择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 选项。
如果尚未选择此选项，则原始主节点主机在恢复后将处于 Acting as
Secondary (充当辅助节点主机) 状态。若要使此原始主节点主机与
新主节点主机同步，请使用新主节点主机 RVG 的右键单击菜单中的
Resynchronize Secondaries (重新同步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重新同步开
始时，处于 Acting as Secondary (充当辅助节点主机) 状态下的原
始主节点主机将转换为新主节点主机的辅助节点主机。新主节点主机现在
将开始重放 DCM，以使用写入到 DCM 中的写入内容更新辅助节点主机。

2

如果不想使用 Enable Fast-Failback Logging (启用快速故障回退日志记录) 选
项，请清除选中该复选框，并单击 OK (确定) 以便在不使用快速故障回退日志
记录的情况下执行接管。
接管完成后，若要添加原始主节点主机的辅助节点主机作为新主节点主机的辅
助节点主机，请删除原始辅助节点主机的现有 RVG，然后添加它们作为新主节
点主机的一部分。

3

如果已选择在不使用快速故障回退日志记录的情况下执行接管操作，且原始主
节点主机再次可用，请使用 Make Secondary (设为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将其转
换为辅助节点主机。然后，使用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 选项重
新同步原始主节点主机与新主节点主机。根据数据卷的大小，此操作可能需要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只有在完成同步后，才可以恢复原始主节点主机的主节点主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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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后，现有的辅助节点主机变为新的主节点主机。
4

在新主节点主机上为卷指定驱动器盘符。确保这些驱动器盘符与原始主节点主
机的驱动器盘符相同。

5

使应用程序资源联机。

现在，即可开始在新主节点主机上使用应用程序了。

还原主节点主机
发生灾难后，在原始主节点主机再次可用时，可能要恢复其主节点主机角色。
还原主节点主机
1

根据您在执行 Takeover (接管) 时是否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执行 Takeover (接管)：
原始主节点主机在恢复后将处于 Acting as Secondary (充当辅助节点主机)
状态。如果原始主节点主机不是处于 Acting as secondary ( 充当辅助节点
主机) 状态，请验证网络连接是否已还原。
若要使此原始主节点主机与新主节点主机同步，请使用新主节点主机的上
下文菜单中的 Resynchronize Secondaries (重新同步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

■

如果不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执行 Takeover (接管)：
在执行无快速故障回退的接管操作后，必须使用 Make Secondary (设为辅
助节点主机) 选项将原始主节点主机转换为辅助节点主机。

注意：在执行 Make Secondary (设为辅助节点主机) 操作之前，原始主节点主机的
RVG 和新主节点主机的 RVG 显示在不同的 RDS 中。但是，执行此操作后，这些
节点将合并在一个 RDS 中。
执行 Make Secondary (设为辅助节点主机) 操作后，原始主节点主机将转
换为辅助节点主机。右键单击此辅助 RVG，然后选择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和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 选项。
2

完成同步后，执行迁移操作将主节点主机角色转移回原始主节点主机。要执行
上述操作，请右键单击主 RVG，然后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 Migrate (迁移)。

3

确保卷的驱动器盘符与发生灾难前相同。

4

使应用程序资源在原始主节点主机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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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部署 SFW、 VVR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778 页上的 “部署 SFW、 VVR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Windows
Server 2008) 所需执行的任务”

■

第 782 页上的 “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

第 791 页上的 “完成主站点配置”

■

第 792 页上的 “第 2 部分：在辅助站点上设置集群”

■

第 794 页上的 “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

第 809 页上的 “第 4 部分：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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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SFW、 VVR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Windows Server 2008) 所需执行的任务
您可以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上结合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和 VVR 使用 SWF
来设置灾难恢复 (DR) 解决方案。
有关在 Windows Server 2003 上部署 SFW、VVR 和 MSCS 的信息，请参见以下
内容：
第 737 页上的第 21 章 “部署 SFW、 VVR 和 MSCS”
为了提供适用于 DR 解决方案中应用程序的一般建议，本章中的示例介绍了一个泛
型数据库应用程序。
用来设置和使用 SFW-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VVR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过程主要
分为四个部分：
■

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

第 2 部分：在辅助站点上设置集群

■

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

第 4 部分：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本指南的 “高可用性”部分中所介绍的用来设置故障切换集群的步骤是构建该灾
难恢复解决方案的基础 （请参见第 621 页上的第 18 章 “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针对灾难恢复设置集群的过程与单独针对 HA 设置集群的过程之间的主要区别在
于：您需要确保在安装 SFW 的过程中选择 VVR 选件，并确保在安装完毕之后配
置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Security Service (VxSAS)。在设置辅助站点方面，
集群的设置过程是相似的。
设置这两个集群 （一个在主站点，另一个在辅助站点）后，就可以使用 VVR 启用
从主站点到辅助站点的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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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性目标及完成每个配置目标需执行的任务如下所示：
表 22-1

部署具有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的 SFW 和 VVR 所需执行的任务

目标

任务

第 782 页上的 “检查先决条件 ■
和配置”
■

验证硬件和软件先决条件。
查看配置要求。

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第 785 页上的 “安装和配置
硬件”

■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设置和配置硬件。

第 785 页上的 “安装
Windows 和配置网络设置”

■

在两个节点上安装操作系统。

■

在两个节点上进行必要的组网设置。

第 786 页上的 “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主站点）”

■

有关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的说明，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第 787 页上的 “安装 SFW
（主站点）”

■

在安装程序的 Options (选件) 界面中，除了选择
Microsoft Cluster 选件以外，还要选择 VVR 选件。

■

完成配置 VxSAS 的步骤。

■

在主集群节点的 SFW 中，在存储上创建两个或更
多动态集群磁盘组，一个或多个磁盘组用于应用程
序数据文件，一个磁盘组用于镜像定额。

■

如果需要，可以稍后创建定额的磁盘组。

第 787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Security
Services (VxSAS)”
第 790 页上的 “创建 SFW 磁
盘组和卷”

第 646 页上的 “为故障切换集 ■
群中的应用程序创建组”

使用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工具为应用程序
创建一个组。

■

在组中添加作为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类型资源的集群磁盘组
或用于应用程序的组。

第 647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 ■
安装应用程序”

在第一个节点的本地驱动器中安装应用程序的程序
文件。

■

在共享存储上安装与数据和日志相关的文件。

■

将集群资源移至第二个节点。

■

确保第二个节点上卷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与第一
个节点上的相同。

■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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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部署具有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的 SFW 和 VVR 所需执行的任务

（续）
目标

任务

第 649 页上的 “在故障切
换集群中完成应用程序组
的设置”

■

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获取有关创建其资源的帮助。

■

建立相应的依赖关系。

■

通过将集群资源移动到另一个节点来测试应用程
序组。

第 650 页上的 “实现动态定额 ■
资源”

为具有镜像卷的定额创建动态磁盘组 （如果之前未
执行此任务）。

■

使该磁盘组成为默认集群组中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类型的资源。

■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资源。

■

将集群资源移至第二个节点。然后，再将它们移回
到第一个节点。

第 653 页上的 “验证集群
配置”

■

（可选）通过关闭可以控制集群资源的服务器的电
源来模拟故障。

第 2 部分：在辅助站点上设置集群
第 793 页上的 “在辅助站点上 任务包括：
重复集群配置步骤”
■
安装和配置硬件
■

安装 Windows 和配置网络设置

■

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

安装带有 VVR 选件和 Microsoft Cluster 选件的 SFW

■

安装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Security Services
(VxSAS)

■
■

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为故障切换集群管理中的应用程序设置组

■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

在故障切换集群管理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定额资源

■

集群的最终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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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部署具有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的 SFW 和 VVR 所需执行的任务

（续）
目标

任务

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第 795 页上的 “针对 VVR 配
置复制器日志卷”

■

如果早先在为应用程序配置 SFW 磁盘组和卷时没
有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创建复制器日志卷，请使用
SFW 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第 797 页上的 “针对 VVR 设
置复制数据集 (RDS)”

■

使用 VVR 的复制数据集向导创建复制数据集，并开
始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复制。

第 805 页上的 “为 VVR 创建
资源”

■

在故障切换集群管理中，创建要用于 VVR 复制的网
络名称和 IP 资源。

第 806 页上的 “创建 RVG 资
源和设置依赖关系”

■

在故障切换集群管理中，创建要复制的 RVG 资源。

■

针对该 RVG 资源设置应用程序资源依赖关系。

■

删除对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上应用程序资源的直接依赖
关系。

第 4 部分：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第 809 页上的 “常规操作：
监视复制状态”

■

监视复制情况。

■

执行计划的迁移操作。

第 810 页上的 “灾难恢复
过程”

■

在主站点关闭后，完成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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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本部分提供有关用来在主站点上创建集群的步骤的详细信息。

检查先决条件和配置
本主题介绍软硬件要求并提供有关配置的概述。
注意：在配置集群之前，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了解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要求，
参考应用程序文档了解特定于应用程序的要求。

受具有 SFW 的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支持的软件
支持以下软件。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时，还应包括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选件。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SFW) 包括以下选件以及适用
于您所在环境的任何其他选件：
■

■

Cluster Option for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Failover Cluster
(用于 Microsoft Cluster Service (MSCS)/故障切换集群的集群选件)

Windows Server 2008 （32 位） 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或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8
或

■

用于 AMD 64 或 Intel EM64T 的 Windows Server 2008 x64 Edition：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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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要求
■

一个 CD-ROM 驱动器，可供安装了 SFW 的系统访问。

■

此处介绍的配置要求共享磁盘支持在每个集群中的节点间迁移的应用程序。

■

可以使用 SCSI 或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访问共享存储。

■

Microsoft 群集要求每个系统至少有两个网络适配器 （一个网络适配器用于将
每个系统连接到公共网络，另一个网络适配器用于每个系统上的专用网络）。
Symantec 建议为专用网络使用两个适配器，并通过单独的集线器或交换机路
由每个专用网络适配器，以避免出现单故障点。

■

每个系统要求至少具有 1 GB 的 RAM。

■

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都必须在同一个域中，并且必须使用同一操作系统版本。

■

若要安装和使用 SFW 及 Microsoft 集群软件，必须具有拥有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的帐户。还必须具有安装 SFW 所需的许可证
密钥。

■

极力建议使用公共网卡和专用网卡的静态 IP 地址。不支持 DHCP。需要六个
网络接口卡，每个服务器需要三个 （其中两个用于专用网络，一个用于公共
网络）。还需要一个静态 IP 地址用于集群本身。因此，每个集群需要七个 IP
地址。

■

此外，为了进行复制，还需要两个 IP 地址，一个用于主站点，一个用于辅助
站点。

注意：请参考 Symantec Support (Symantec 支持) 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jsp) 上的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性列表)，确定许可的 SFW 硬件。

磁盘空间要求
为确保正常运行，所有安装都需要 50 MB 的额外磁盘空间。
下表汇总了 SFW 的磁盘空间要求。
表 22-2

磁盘空间要求

安装选件

安装目录/驱动器

SFW + 所有选件 + 客户端组件

1210 MB

SFW + 所有选件

950 MB

客户端组件

354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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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配置
此配置概述重点介绍集群内的主动 / 被动高可用性以及两个站点间的灾难恢复。在
主动/被动配置中，一个集群中可以有一台或多台应用程序虚拟服务器，但每台服务
器必须由配置了集群中不同的一组节点的服务组管理。
主动/被动集群中的故障切换功能是一对一的。例如，如果每个站点上有两个节点
（主站点上有 SYSTEM1 和 SYSTEM2 节点，辅助站点上有 SYSTEM5 和 SYSTEM6
节点），则 SYSTEM1 可以故障切换到 SYSTEM2， SYSTEM5 可以故障切换到
SYSTEM6。下图说明了主站点上的集群配置。要查看包括这两个站点的配置，请
参见第 468 页上的 “关于灾难恢复解决方案”一节中的插图。
图 22-1

DR 配置主站点

该配置不包括 DMP。有关 DMP 和集群的信息，请参见第 67 页上的 “将 DMP 添
加至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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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有关配置的一些其他要点：
■

安装 SFW 之前，必须运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安装 SFW 需要进行重新引导，但在活动的集群节点上进行重新引导会导致该
节点发生故障切换。因此，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 “回滚安装”过程首先在非
活动集群节点上安装 SFW，然后将活动集群资源移到另一个节点上，并在当前
处于非活动状态的节点上进行安装。

■

使用 SFW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具有动态镜像定额。定额资源在恢复日志中维
护集群数据库和关键恢复信息。
Microsoft 集群仅支持一个基本物理磁盘，使您无法镜像定额资源。 SFW 的一
项优点在于它可为 Microsoft 集群提供动态的镜像定额资源。如果定额磁盘出
现故障，则另一磁盘 （另一 plex）上的镜像将接管，使资源保持联机状态。对
于此配置，Symantec 建议为定额创建一个三路镜像，以提供更强的容错能力。
尽可能不要将指定给定额的磁盘用于其他任何用途。
将 SFW 安装在集群节点上后，下一个任务就是使用 SFW 创建一个或多个集群
磁盘组，并为您的应用程序设置卷。同时，可为动态定额资源创建磁盘组和镜
像卷。
不会复制每个站点上的定额磁盘组，因为每个集群都有其各自的定额。

安装和配置硬件
有关硬件设置方面具体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硬件文档和 Microsoft 文档。
Microsoft 建议最佳做法是：等到在第一个节点上建立了集群之后再将第二个节点
连接到存储阵列，以免磁盘上的数据遭到破坏。

安装 Windows 和配置网络设置
本主题总结了安装操作系统和配置网络设置的步骤。有关具体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安装 Windows 和配置网络设置
1

安装操作系统并在两个服务器上启用故障切换集群功能。

2

为这两台服务器上的 NIC 和域配置网络设置。
需要为全部六个 NIC （每个系统上有两个专用 NIC 和一个公共 NIC）都设置
静态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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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主站点）
安装 SFW 之前，您必须先确认已启用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如果新安装了
Windows Server 2008），然后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本节对相关任务进
行了汇总；有关完整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启用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1

在 Server Manager (服务器管理器) 中，选择左侧窗格 （树视图）中的
Features (功能)，然后单击 Add Features (添加功能) （屏幕右侧的链接）。

2

在 Add Features Wizard (添加功能向导) 中，选中 Failover Clustering (故障切
换集群) 选项，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单击 Install (安装)。

4

安装完成后，单击 Close (关闭)。

建立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1

确保已满足故障切换集群的硬件先决条件。您可以运行 Microsoft 向导来验证
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Microsoft 文档。

2

配置共享存储并为集群定额磁盘创建驱动器盘符为 Q 的卷。使用其他驱动器
盘符可能会导致定额识别问题。为此，必须在共享存储上保留一个基本磁盘。
Microsoft 建议定额磁盘最小为 500 MB；有关具体要求，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3

使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Start (开始) >
Administrative Tools (管理工具) >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
集群管理)）创建集群的第一个节点。

4

在操作窗格中，单击 Create a Cluster (创建集群)。将启动 Create Cluster
Wizard (创建集群向导)。
如果这是第一次运行此向导，将出现 Before You Begin (开始之前) 页。查看显
示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您可以在以后使用该向导时隐藏此页；
如果已将此页隐藏，则第一页可能为 Select Servers (选择服务器) 页。

5

在 Select Servers (选择服务器) 面板中，在 Enter Server Name (输入服务器名)
字段中键入第一个节点的名称，并单击 Add (添加)。您还可以使用 Browse (浏
览) 按钮来浏览 Active Directory 来查找要添加的计算机。
对第二个节点重复此步骤。

6

将这两个节点添加到 Selected Servers (选定服务器) 列表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7

根据验证警告界面上的信息，访问硬件配置，并选择其中一个选项。
Symantec 建议您选择 Yes (是)，以启动 Validate a Configuration (验证配置)
向导。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

部署 SFW、 VVR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8

在 Access Point for Administering the Cluster (用于管理集群的接入点) 界面
的 Cluster Name (集群名称) 字段中，键入故障切换集群的名称。这是用于连
接以及管理集群的名称。

9

在网络区域的 Address (地址) 字段中，键入合适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0 在 Confirmation (确认) 界面中，确认集群配置是正确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创建该集群。
11 查看 Summary (摘要) 页，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关闭向导。
注意： 设置集群会为共享总线上的所有基本磁盘创建物理磁盘资源。在创建 SFW
集群磁盘组时，如果要使用这些磁盘，则必须先从集群中删除这些物理磁盘资源。
否则，会出现保留冲突。创建 SFW 集群磁盘组后，向集群中添加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而不是添加物理磁盘资源。

安装 SFW （主站点）
在主站点上向集群中添加 SFW 支持的过程所涉及的安装步骤与本章前面介绍的与
设置具有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功能的集群有关的安装步骤相同，但又
与之有一个重要区别：即在添加过程中 VVR 选件是从产品安装程序的 Options (选
件) 界面选择的。
请参见第 631 页上的 “安装 SFW”。

安装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Security Services (VxSAS)
安装 SFW 后，可以为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配置 VxSAS 服务。
请完成以下过程为 VVR 配置 VxSAS 服务。
要执行此过程，必须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必须使用管理权限登录用来启动向导的服务器。

■

指定的帐户必须对所有指定主机具有管理权限以及作为服务登录的权限。

■

避免指定空密码。在 Windows Server 环境中，登录服务权限不支持密码为空
的帐户。

■

确保可从本地主机访问要在其上配置 VxSAS 服务的主机。

注意：安装 SFW 或 SFW HA 之后，VxSAS 向导不会自动启动。必须手动启动该向
导来完成 VVR 安全服务配置。有关此必需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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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xSAS 服务
1

要启动向导，请依次选择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Configuration Wizards (配置向导) > VVR
Security Service Configuration Wizard (VVR 安全服务配置向导)，或从所需
计算机的命令提示符下运行 vxsascfg.exe。
阅读 Welcome (欢迎) 页上提供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2

填写 Account Information (帐户信息) 面板，如下所示：
Account name
(domain\account)

输入管理帐户名称。

（帐户名 (域\帐户) ）
Password (密码)

指定密码。

如果已经为要成为 RDS 一部分的一个主机配置了 VxSAS 服务，请确保在其他
主机上配置 VxSAS 服务时指定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 面板上，选择要配置的主机所属的域：
选择域

Available Domains (可用域) 窗格列出 Windows 网上邻居中
的所有域。
通过双击相应的名称或使用箭头按钮将该名称从 Available
domains (可用域) 列表移到 Selected domains (选定域) 列表。

添加域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未显示所需的域名，请单击 Add domain (添加域)。此操
作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指定域名。单击 Add (添
加) 将名称添加到 Selected Domains (选定域) 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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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Host Selection (主机选择) 面板上，选择所需的主机：

选择主机

Available Hosts (可用主机) 窗格列出指定域中的主机。
通过双击相应的主机或使用箭头按钮将该主机从 Available
hosts (可用主机) 列表移到 Selected Hosts (选定的主机) 列表。
将 Shift 键和向上键或向下键结合使用可以选择多个主机。

添加主机

如果未显示所需的主机名，请单击 Add Host (添加主机)。在
Add Host (添加主机) 对话框的 Host Name (主机名) 字段中，指
定所需的主机名或 IP。单击 Add (添加) 将名称添加到 Selected
Hosts (选定的主机) 列表中。

选择主机名之后， Configure (配置) 按钮将处于启用状态。单击 Configure (配
置) 继续配置 VxSAS 服务。
5

完成配置后， Configuration Results (配置结果) 页会显示操作是否成功。如果
操作不成功，该页面将显示帐户更新失败原因的详细信息，以及可能的失败原
因和解决故障的建议。
单击 Back (上一步) 可更改先前提供的任何信息。

6

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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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下图显示了一个故障切换集群的典型卷设置，在此设置中还涉及 VVR 配置和一个
数据库应用程序。在该示例中，每个站点上都有一个用于应用程序的磁盘组。
如果您的配置中有多个应用程序磁盘组，请注意，每个磁盘组都额外需要一个复制
器日志卷。在本章所描述的过程中，复制器日志卷是在以后创建的；但是您将需要
为配置所需数量的复制器日志卷留出足够的磁盘空间。
定额卷位于一个单独的磁盘组中，不会复制到另一个站点上。必须在每个站点上创
建定额卷，它仅在创建了该卷的站点上才能正常工作。镜像定额最少需要两个磁
盘。 Symantec 建议您将三块磁盘用于镜像定额以实现额外冗余。
图 22-2

具有数据、日志和定额资源磁盘的 Microsoft 集群数据库

请不要将下列类型的卷用作数据和复制器日志卷，因为 VVR 不支持这些类型的卷：
■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软件） RAID 5 卷

■

含有脏区日志 (DRL) 的卷

■

卷名中有逗号的卷

对于复制器日志卷，除了上述类型以外，还应确保卷不具备 DCM。
有关创建磁盘组和卷的详细步骤，请参见第 18 章 “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
换集群”中的第 638 页上的 “创建 SFW 磁盘组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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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主站点配置
主站点配置的其余任务与本章中为用 SFW 配置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以实现高
可用性描述的任务相同：
第 18 章 “部署 SFW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请参见本章中的以下主题以完成主站点的配置：
■

第 646 页上的 “为故障切换集群中的应用程序创建组”

■

第 647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

第 649 页上的 “在故障切换集群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

第 650 页上的 “实现动态定额资源”

■

第 653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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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在辅助站点上设置集群
在辅助站点上，重复在主站点上所执行的任务，以便创建一个与主站点上的磁盘组
和卷相同的集群。
辅助磁盘组和卷应当与主站点上的磁盘组和卷同名。数据卷应当与主站点上相应
的数据卷的大小相同。辅助站点上的日志卷可以是不同的大小，但是 Symantec 建
议大小相同。在辅助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步骤与在主集群上执行安装的步
骤相同。
图 22-3

DR 配置辅助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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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助站点上重复集群配置步骤
在主站点上配置具有 SFW 的集群和应用程序后，请执行配置辅助站点时所遵循的
相同过程。按照任务列表中的说明操作。
请参见第 778 页上的 “部署 SFW、 VVR 和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 (Windows
Server 2008) 所需执行的任务”。
此外，还应注意配置辅助站点的以下特殊要求：
■

■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磁盘组和卷期间，请确保以下各项与主站点上的集群内容完
全相同：
■

集群磁盘组名称

■

卷名称和大小

■

驱动器盘符

在辅助站点上安装应用程序之前，请使主站点上故障切换集群应用程序组中除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以外的所有资源脱机。

在这两个集群 （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各一个）都开始运行之后，即可向配置中添加
VVR 组件。
请参见第 794 页上的 “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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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本部分提供有关针对复制配置 VVR 组件的信息。包括下列主题：
■

第 794 页上的 “VVR 组件概述”

■

第 795 页上的 “针对 VVR 配置复制器日志卷”

■

第 797 页上的 “针对 VVR 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

■

第 805 页上的 “为 VVR 创建资源”

■

第 806 页上的 “创建 RVG 资源和设置依赖关系”

VVR 组件概述
您可以配置以下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组件：

复制卷组 (RVG)

RVG 由 SFW 磁盘组中的一个或多个卷组成。对主节点主机上 RVG
进行的更新将发送到已配置的辅助节点主机。因此，辅助节点主机上
将有一个相应的 RVG，其磁盘组和卷与主节点主机上的同名。 数据
卷的大小也应相同。（可选）要获得更大的冗余性，则可以具有多个
辅助节点主机，使其具有对应的相同 RVG 副本。
磁盘组内的 RVG 是用于复制的容器，因此，如果具有多个磁盘组，
则将需要为每个磁盘组创建单独的 RVG。一个磁盘组中可能有多个
RVG；但是， RVG 不能跨越磁盘组。

复制数据集 (RDS)

主节点主机上的 RVG 和 （一个或多个）辅助节点主机上任何对应的
RVG 构成了复制数据集 (RDS)。

复制器日志卷

每个 RVG 都必须具有与其关联的复制器日志。主站点上的复制器日志
卷保存发送到辅助站点的任何 RVG 更新的副本。保留辅助站点上的复
制器日志，以便可以在主站点不起作用需要辅助站点成为新的主站点
时使用它。这两个站点上的日志卷必须具有相同的名称。Symantec 建
议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使用相同大小的复制器日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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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VVR 配置复制器日志卷
注意：在配置复制器日志卷之前，请确保故障切换集群应用程序组中除磁盘组资源
以外的所有资源均处于脱机状态。必须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都执行此任务。
在每个站点上创建复制器日志卷。创建日志的任务也可以在创建 RDS 的过程中完
成，但是某些存储管理员可能更喜欢手动创建它 （如此处所执行的操作），作为设
置 RDS 的准备步骤。
注意：为了提高写入性能， Symantec 建议您在不同于应用程序数据卷所使用的磁
盘上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针对 VVR 配置复制器日志卷
1

在桌面上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以在主站点的活动
节点上打开 VEA 控制台。

2

为包含存储组数据的磁盘组创建卷：
■

■

在 System (系统) 配置树中，单击将在其中创建日志卷的磁盘组
（Hostname > Disk Groups (磁盘组) > Diskgroupname）。
右键单击包含要复制的卷的磁盘组，然后单击 New Volume (新建卷)。

3

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的 Welcome (欢迎) 页上，单击 Next (下
一步)。

4

为该卷选择磁盘：
■

选择组名称。

■

选择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

■

单击磁盘名称。

■

单击 Add (添加)。

■

选择所有必需磁盘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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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指定卷的参数：
■

输入卷名。

■

输入大小。复制器日志卷的大小在不同环境中会有所不同。要确定适合您
环境的大小，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

选择卷布局。

■

选择相应的镜像选项。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在 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s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请执行下列
操作：
■

单击 Do not Assign a Drive Letter (不指定驱动器盘符)。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在提示您格式化卷时，请执行下列操作：
■

取消选择 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

■

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新卷。

9

如有必要，请重复步骤 2 至步骤 8，为主站点上的其他任何 RVG 创建复制器
日志卷。

10 重复步骤 2 至步骤 8，为辅助站点上的其他磁盘组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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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VVR 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
配置 VVR 涉及在主机上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设置复制数据集。利用 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集向导)，可以为这两个站点配置复制
数据集。
创建复制数据集
1

在主站点上导入集群磁盘组的集群节点中，启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

使用 VEA 控制台启动 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
集向导)。
或

■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来启动 VEA。
在 VEA 控制台中，依次单击 View (查看) > Connection (连接) >
Replication Network (复制网络)。

2

右键单击 Replication Network (复制网络) 并选择 Set up Replicated Data Set
(设置复制数据集)。

3

阅读 Welcome (欢迎) 页上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4

指定复制数据集 (RDS) 和复制卷组 (RVG)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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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会将本地主机选择为 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机)。要指定其他主
机名称，请确保所需主机连接到 VEA 控制台并在 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机)
列表中将其选中。
如果所需的主节点主机未连接到 VEA 控制台，则它不会出现在 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机) 字段的下拉列表中。使用 VEA 控制台连接到该主机。
5

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从表中选择将要进行复制的动态磁盘组和数据卷。

要选择多个卷，请在按住 Shift 键或 Ctrl 键的同时使用向上键或向下键。
默认情况下，将针对所有选定卷自动添加镜像 DCM 日志。如果磁盘空间不足
以创建带有两个 plex 的 DCM 日志，则会创建一个 plex。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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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选择或为 Replicator Log (复制器日志) 页创建一个卷，如下所示：

选择现有卷
■

在表 (APP_REPL_LOG) 中选择复制器日志卷。
如果此表中未显示卷，请单击 Back (上一步) 并确认未在前一页中选择复
制器日志卷。

单击 Next (下一步)。
创建新卷
■

■

单击 Create Volume (创建卷) 并在显示的对话框中输入下列信息。
Name (名称)

在 Name (名称) 字段中输入卷的名称。

Size (大小)

在 Size (大小) 字段中输入卷的大小。

Layout (布局)

选择所需的卷布局。

Disk Selection

■

如果希望 VVR 为复制器日志选择磁盘，请选择
Select disks automatically (自动选择磁盘)。

■

选择 Select disks manually (手动选择磁盘)，使用可
用磁盘窗格中的特定磁盘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双击磁盘进行选择，或者选择 Add (添加) 将磁盘移动
到选定磁盘窗格中。

(磁盘选择)

■

单击 OK (确定) 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

在 Select or create a volume for Replicator Log (选择或创建复制器日志
卷) 对话框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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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查看摘要页上的信息并单击 Create Primary RVG (创建主 RVG)。

10 成功创建主 RVG 之后， VVR 会显示以下消息：
RDS with Primary RVG has been created successfully. Do you want
to add Secondary host to this RDS for replication now?

单击 No (否) 将退出 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集向导)
而不添加辅助节点主机。要在以后添加辅助节点主机，请使用 RDS 右键菜单
中的 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
单击 Yes (是) 会将辅助节点主机立即添加到主 RDS。将出现 Specify Secondary
host for replication (为复制指定辅助节点主机) 页面。
11 在 Specify Secondary host for replication (为复制指定辅助节点主机) 页面
上，在 Secondary Host (辅助节点主机) 字段中输入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或 IP
地址。单击 Next (下一步)。如果辅助节点主机未连接到 VEA，则在单击 Next
(下一步) 时向导会尝试将其连接。该向导仅允许指定一台辅助节点主机。可以
使用 RDS 右键菜单中的 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添加其他辅
助节点主机。
等待连接过程完成后，再次单击 Next (下一步)。
12 如果辅助节点主机上只有一个不包含任何数据卷或复制器日志的磁盘组（与主
节点主机上一样），则 VVR 会显示一条消息。请仔细阅读此消息。
仅当磁盘组中的磁盘具备下列条件时，在辅助节点主机上自动创建卷的选项才
可用：
■

拥有与主节点主机上的空间大小相同或更大的空间

拥有足够的空间来创建具有与主节点主机上相同布局的卷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则可通过 RDS 设置向导手动创建所需的卷。
■

■

单击 Yes (是) 将自动创建辅助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

■

单击 No (否) 以使用 Volume Information on the connected hosts (已连接
的主机上的卷信息) 页面手动创建辅助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

13 将出现 Volume Information on the connected hosts (已连接的主机上的卷信
息) 页面。如果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已连接到 VEA，此页面将显示有关
辅助节点上卷的可用性的信息。
如果在主节点主机上可用的全部所需的卷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也可用，则不会出
现此页面。
■

如果尚未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所需的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则此页面会
针对辅助节点主机上的卷名显示相应的消息。

■

如果发生错误或需要创建卷，则会显示带有红色图标和情况说明的卷。要处
理错误或在辅助站点上创建新的复制器日志卷，请单击辅助站点上的卷，再
单击可用任务按钮并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
可能必须创建新卷、重新创建卷或调整卷大小（更改属性）或者删除 DRL
或 DCM 日志，这取决于主站点上的卷和辅助站点上的卷之间的差异。
当所有复制卷都满足复制要求并显示绿色复选标记时，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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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复制的所有数据卷都满足要求，则不会显示此界面。

14 填写 Edit replication settings (编辑复制设置) 页面，为辅助节点主机指定基本
和高级复制设置，如下所示：

■

要修改此页面上列出的各个默认值，请从各个属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
的值。如果不希望修改基本属性，则单击 Next (下一步) 时可使用默认值
启动复制。

Primary side IP
(主端 IP)
Secondary side IP
(辅助端 IP)

输入将用于复制的主 IP 资源的虚拟 IP 地址。如果有多个 IP 地址
可用于复制，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一个。如果列
表中未显示所需的 IP 地址，请编辑该字段以添加 IP 地址。
输入将用于复制的辅助站点的虚拟 IP 地址。如果有多个 IP 地址可
用于复制，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一个。如果列表中
未显示所需的 IP 地址，请编辑该字段以添加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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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cation Mode
(复制模式)

选择所需的复制模式：Synchronous Override (同步改写)、
Synchronous (同步) 或 Asynchronous (异步)。默认模式为同步
改写。
通过 Synchronous Override (同步改写)，可在常规操作条件下进
行同步更新。如果辅助站点与主站点断开连接，并且主站点上发
生写操作，则复制模式会临时切换到 Asynchronous (异步)。
Synchronous (同步) 仅在辅助站点成功接收更新之后才会确定主
站点上应用程序的更新已完成。
Asynchronous (异步) 在 VVR 于复制器日志中更新后确定主站点
上应用程序的更新已完成。此后， VVR 会将数据写入数据卷并将
更新异步复制到辅助站点。
如果将辅助站点设置为同步复制模式并断开其连接，则可能会显
示具有 NTFS 文件系统的主数据卷，其状态为 MISSING (丢失)。

Replicator Log

当主 RVG 中的所有卷都包含 DCM 日志时，复制器日志溢出保护默
Protection (复制器 认选定的模式为 AutoDCM。在复制器日志溢出时，会启用 DCM。
日志保护)
当复制器日志溢出时， DCM 选项会对辅助节点主机启用复制器日
志保护，并且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间的连接将丢失。仅当主 RVG
下的所有数据卷都包含与其关联的 DCM 日志时，此选项才可用。
Off (关闭) 选项将禁用复制器日志溢出保护。
如果是 Bunker 节点，默认情况下，复制器日志保护会设置为 Off
(关闭)。因此，如果由于 Bunker RLINK 致使主 RLINK 溢出，则会
将此 RLINK 分离。
Override (改写) 选项将启用日志保护。 如果辅助节点仍然处于连
接状态，并且复制器日志将要溢出，则将停止写入，直到复制器日
志中具有预定的 5% 或 20 MB （取两者中较少者）的空间为止。
如果由于连接断开或者管理操作而使辅助节点处于不活动状态，则
将禁用复制器日志保护，并且复制器日志将会溢出。
Fail (失败) 选项将启用日志保护。 如果日志将要溢出，则将停止写
入，直到复制器日志中具有预定的 5% 或 20 MB （取两者中较少
者）的空间为止。如果主 RVG 和辅助 RVG 之间的连接中断，则对
主 RVG 进行任何新的写入操作都将失败。
Primary RLINK
Name

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所选的主 RLINK 名称。如果未指定任何名
称， VVR 将分配一个默认名称。

(主 RLINK 名)
Secondary RLINK
Name
(次 RLINK 名)

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所选的次 RLINK 名称。如果未指定任何名
称， VVR 将分配一个默认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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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Next (下一步) 将使用默认设置启动复制。
15 单击 Advanced (高级) 以指定高级复制设置。根据需要编辑辅助节点主机的复
制设置。

Latency protection
(延迟保护)

确定主站点上的写操作延迟时间，以允许辅助站点在进行新写入
操作之前 “赶上”更新。
■

Off (关闭) 为默认选项，可禁用延迟保护功能。

■

Fail (失败) 启用延迟保护功能。如果未完成的写操作数量达
到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在下面介绍），并且辅助
站点处于连接状态，则 VVR 会停止后续写操作，直到未完
成的写操作数量降低到 Low Mark Value (低标记值) （在下
面介绍）为止。如果辅助站点断开连接，则后续写操作会
失败。

■

Override (改写) 启用延迟保护功能。当辅助站点断开连接
时，此选项相当于 Off (关闭) 选项；当辅助站点处于连接状
态时，此选项相当于 Fail (失败) 选项。

警告：控制写操作会影响主站点上的应用程序性能；请根据复制
吞吐量和应用程序的写入模式，仅当必要时才使用此保护功能。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Low Mark Value
(低标记值)

仅当选择 Override (改写) 或 Fail (失败) 延迟保护选项时启用。
该值将触发写操作延迟，并会指定等待复制到辅助站点的未决复
制器日志更新的最大数量。默认值为 10000，此为复制器日志中
允许的最大更新数量。
仅当选择 Override (改写) 或 Fail (失败) 延迟保护选项时启用。
达到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之后，将延迟对复制器日志进
行写操作，直到未决更新的数量降至辅助站点可以 “赶上”主站
点上活动的可接受点为止；此可接受点由 Low Mark Value (低标
记值) 确定。默认值为 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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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当确定延迟保护的高标记值和低标记值时，请选择足够但不要过大的范围以免长
期控制写操作。
Protocol (协议)

UDP/IP 是默认的复制协议。

Packet Size

对辅助站点上主机的更新是以数据包的形式发送的；默认大小是
1400 字节。仅当选择 UDP/IP 协议时才会启用选择数据包大小的
选项。

(数据包大小)

Bandwidth (带宽)

默认情况下，VVR 使用最大的可用带宽。要控制所使用的带宽，
请以 Mbps 为单位指定带宽限制。

单击 OK (确定) 关闭该对话框。
16 单击 Next (下一步)。
17 在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页面上，选择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

如果已创建虚拟 IP，请选择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
同步) 选项，默认情况下建议使用此选项进行初始设置，以开始
同步辅助站点并立即启动复制。
如果尚未创建用于复制的虚拟 IP，则自动同步会保持暂停状态，
并在创建 Replication Service Group (复制服务组) 并使其联机之
后继续进行。
选择此选项后， VVR 将默认执行智能同步，仅复制文件系统正
在使用的卷上的那些块。如果需要，可以禁用智能同步。
注意：智能同步仅适用于包含 NTFS 文件系统的卷，而不适用于
原始卷或包含 FAT/FAT32 文件系统的卷。

Synchronize from
Checkpoint
(从检查点同步)

如果要使用此方法，必须首先创建检查点。
如果主数据卷上包含大量数据，则可能首先需要针对现有数据，
结合使用检查点和备份还原方法同步辅助站点。还原完成之后，
使用 Synchronize from Checkpoint (从检查点同步) 选项从检查
点启动复制，将辅助站点和执行备份还原期间发生的写操作进
行同步。
有关从检查点同步的信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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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添加辅助站点而不启动复制，请取消选择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选
项。以后可以使用辅助 RVG 右键菜单中的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选项
启动复制。
单击 Next (下一步) 可显示 Summary (摘要) 页面。

18 查看信息。
单击 Back (上一步) 可更改已指定的任何信息，单击 Finish (完成) 可将辅助节
点主机添加到 RDS 并退出向导。

为 VVR 创建资源
使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工具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
为 VVR 复制创建资源。您需要创建用于 VVR 复制的网络名称资源和 IP 地址资源。
VVR 复制需要单独的有效 IP 地址，因为发生灾难之前在辅助集群上，应用程序 IP
必须处于脱机状态，而 VVR IP 必须处于联机状态。
您可以为主站点创建资源，然后重复该过程，在辅助站点上创建资源。
为 VVR 复制创建网络名称资源和 IP 地址资源
1

右键单击应用程序组，并选择 Add a Resource (添加资源) > Client Access Point
(客户端接入点)。

2

在 New Resource Wizard (新建资源向导) 的 Client Access Point (客户端接入点)
面板中，指定以下内容：
■

在 Name (名称) 字段中，为网络名称资源指定一个名称。默认为所选组的
名称。指定除节点名称和虚拟服务器名称以外的所有名称。为辅助站点创
建资源时分配的网络名称必须不同于主站点的网络名称。

选择该网站并指定相应的 IP 地址。
单击 Next (下一步)。
■

3

在 Confirmation (确认) 面板中，查看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完成配置之后，单击 Finish (完成)。

5

重复相同的过程，在辅助站点上创建 IP 和网络名称资源。

6

使资源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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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RVG 资源和设置依赖关系
本节介绍为完成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配置 Microsoft 故障切换集群应用程序服务
组而必须执行的其他任务。任务包括：
■

创建复制卷组 (RVG) 资源

■

设置应用程序资源对 RVG 资源的依赖关系

创建复制卷组 (RVG) 资源
创建复制卷组 (RVG) 资源
1

在 Failover Cluster Management (故障切换集群管理) 中，展开 Services and
Applications (服务和应用程序)，右键单击已创建的应用程序组，然后依次选
择 Add a Resource (添加资源) > More Resources (更多资源) > Add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添加复制卷组)。
New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新复制卷组) 将出现在 Disk Drives (磁盘驱动
器) 下的中心面板中。

2

右键单击 New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新复制卷组) 并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3

在 Properties (属性) 对话框的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的 Resource Name (资
源名称) 字段中，为 RVG 资源键入名称。

4

5

在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选项卡上，添加 RVG 资源的依赖关系：
■

单击 Click Here to Add a Dependency (单击此处以添加依赖关系) 框

■

从 Resource (资源) 下拉列表中，选择为 RVG 创建的网络名称。单击 Insert
(插入)。

■

单击 Click Here to Add a Dependency (单击此处以添加依赖关系) 框

■

从 Resource (资源) 下拉列表中，选择为应用程序磁盘组创建的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单击 Insert (插入)。

在 Properties (属性) 选项卡上，指定以下信息：
■

在 rvgName 字段中，键入在 General (常规) 选项卡上为 RVG 指定的相同
名称。

■

在 dgName 字段中，键入在 VEA 中为应用程序磁盘组指定的名称。

6

单击 OK (确定) 关闭 Properties (属性) 对话框。

7

右键单击 RVG 资源并单击 Bring this Resource Online (使此资源联机)。

8

重复相同的步骤，在辅助站点上创建 RVG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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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应用程序资源对 RVG 资源的依赖关系
指定资源依赖关系时，您可以控制集群服务使资源联机和脱机的顺序。
应用程序资源直接依赖于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在向应用程序组中添加 RVG 资源时，应用程序的依赖关系将发生改变。应
用程序将直接依赖于 RVG 资源，而后者又依赖于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注意：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表示由 SFW
创建和管理的集群磁盘组。

针对 RVG 资源设置应用程序资源依赖关系
1

在尝试修改依赖关系之前，请确保应用程序资源处于脱机状态。右键单击该资
源，然后单击 Take this resource offline (使此资源脱机)。

2

右键单击该应用程序资源，然后单击 Properties (属性)。

3

在 Properties (属性) 对话框的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选项卡中：

4

■

单击 Click Here to Add a Dependency (单击此处以添加依赖关系) 框。

■

从可用资源的下拉列表中选择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复制卷组) 资源。

■

从 Dependencies (依赖关系) 列表中选择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MDG)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VMDG)) 资源，并单击 Delete (删除)。

单击 OK (确定) 关闭 Properties (属性) 对话框。

现在已完成集群配置。使整个应用程序组在主集群上联机。
下面的依赖关系图指示已建立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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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VVR 相关资源的依赖关系

应用程序组

其他资源

应用程序资源

应用程序所需的其他资源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复制卷组)”资源

用于复制的 IP 资源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资源

上图仅显示与 VVR 相关的资源。通常，在任何集群应用程序中都会涉及到其他资
源。该图的主要目的是显示 RVG 资源现在依赖于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和 VVR 虚拟 IP 资源。依赖关系已发生改变。应用
程序资源不再直接依赖于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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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本节介绍了该解决方案常规操作过程中的任务以及恢复过程。

常规操作：监视复制状态
在常规操作情况下，可以使用以下工具监视复制状态：
■

VEA GUI

■

命令行界面 (CLI)

■

Perfmon

■

警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中的 “Monitoring Replication （监视复制）”一章。

执行计划的迁移
为了进行维护或为了测试辅助节点主机是否就绪，可能要将应用程序迁移到辅助节
点主机。以下是可能需要执行的一组常规任务：
将应用程序迁移到辅助节点主机
1

使应用程序资源在两个集群上脱机。停止应用程序，以使卷处于未使用状态，
而辅助站点是最新的。

2

使用 Migrate (迁移) 选项将主节点主机角色转移到辅助站点的主机。
■

在 VEA 界面上，右键单击主 RVG，然后选择 Migrate (迁移)。

■

选择辅助节点主机并单击 OK (确定)。复制角色即迁移到辅助节点主机。

3

在新主节点主机上为卷指定驱动器盘符。
确保这些驱动器盘符与原始主节点主机的驱动器盘符相同。

4

使应用程序组在新主节点主机上联机。

现在，即可确定应用程序在具有复制数据的新主节点主机上能够正常运行。确定其
正常运行后，可以重复该过程将这些角色还原为最初角色。
注意：在新主节点主机上对数据所做任何更改都将复制到原始主节点主机 （现在
是辅助节点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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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恢复过程
本节提供有关发生灾难时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启动应用程序服务器的信息。另外还介
绍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原始主节点主机恢复正常后如何恢复其主节点主机角色。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启动应用程序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启动应用程序
1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 VEA GUI 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右键单击复制网络内所需的
辅助 RVG 节点。选择 Take Over (接管) 选项。此时将显示 Take Over (接管) 对
话框。
■

默认情况下，如果数据卷具有关联的 DCM 日志，则选中 Enable FastFailback Logging (启用快速故障回退日志记录) 选项。您可以使用此选项
来执行快速故障回退日志记录接管。
将为快速故障回退日志记录激活 DCM，并将在新主节点主机的 DCM 上
标记新的传入写操作。
如果主节点主机出现故障时，辅助 RVG 的复制状态为 Inactive (不活
动)，则无法选择 Enable Fast-Failback Logging (启用快速故障回退日志
记录) 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执行 Take Over (接管)，而无需使用快
速故障回退日志记录。

■

如果要在原始主节点主机恢复后让新主节点主机和原始主节点主机自动同
步，请选择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 选项。
如果尚未选择此选项，则原始主节点主机在恢复后将处于 Acting as
Secondary (充当辅助节点主机) 状态。若要使此原始主节点主机与
新主节点主机同步，请使用新主节点主机 RVG 的右键单击菜单中的
Resynchronize Secondaries (重新同步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重新同步开
始时，处于 Acting as Secondary (充当辅助节点主机) 状态下的原
始主节点主机将转换为新主节点主机的辅助节点主机。新主节点主机现在
将开始重放 DCM，以使用写入到 DCM 中的写入内容更新辅助节点主机。

2

如果您不想使用 Enable Fast-Failback Logging (启用快速故障回退日志记录)
选项，请清除选中该复选框，并单击 OK (确定) 以便在不使用快速故障回退日
志记录的情况下执行接管。
接管完成后，若要添加原始主节点主机的辅助节点主机作为新主节点主机的辅
助节点主机，请删除原始辅助节点主机的现有 RVG，然后添加它们作为新主
节点主机的一部分。

3

如果已选择在不使用快速故障回退日志记录的情况下执行接管操作，且原始主
节点主机再次可用，请使用 Make Secondary (设为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将其转
换为辅助节点主机。然后，使用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 选项
重新同步原始主节点主机与新主节点主机。根据数据卷的大小，此操作可能需
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只有在完成同步后，才可以恢复原始主节点主机的主节点主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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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后，现有的辅助节点主机变为新的主节点主机。
4

在新主节点主机上为卷指定驱动器盘符。确保这些驱动器盘符与原始主节点主
机的驱动器盘符相同。

5

使应用程序资源联机。

现在，即可开始在新主节点主机上使用应用程序了。

还原主节点主机
发生灾难后，在原始主节点主机再次可用时，可能要恢复其主节点主机角色。
还原主节点主机
1

根据您在执行 Takeover (接管) 时是否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
项，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执行 Takeover (接管)：
原始主节点主机在恢复后将处于 Acting as Secondary (充当辅助节
点主机) 状态。如果原始主节点主机不是处于 Acting as Secondary
(充当辅助节点) 状态，请验证网络连接是否已恢复。
要使此原始主节点主机与新主节点主机同步，请使用新主节点主机的上下
文菜单中的 Resynchronize Secondaries (重新同步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

■

如果不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执行 Takeover (接管)：
在执行无快速故障回退的接管操作后，必须使用 Make Secondary (设为
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将原始主节点主机转换为辅助节点主机。

注意：在执行 Make Secondary (设为辅助节点主机) 操作之前，原始主节点主机的
RVG 和新主节点主机的 RVG 显示在不同的 RDS 中。但是，执行此操作后，这些
节点将合并在一个 RDS 中。
执行 Make Secondary (设为辅助节点主机) 操作后，原始主节点主机将转
换为辅助节点主机。右键单击此辅助 RVG，然后选择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 选项与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2

使应用程序资源脱机并停止应用程序。

3

完成同步后，执行迁移操作将主节点主机角色转移回原始主节点主机。要执行
上述操作，请右键单击主 RVG，然后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 Migrate (迁移)。

4

确保卷的驱动器盘符与发生灾难前相同。

5

使应用程序组在原始主节点主机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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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8

服务器合并
本部分着重介绍服务器合并以及将服务器硬件、软件和数据从多个小服务器合并
至少数几个大服务器的操作。本部分还提供两个配置示例。
本部分包括下列各章：
■

服务器合并概述

■

服务器合并配置

814 服务器合并

23
服务器合并概述
本章介绍服务器合并，并着重介绍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如何支持服务器合并解决方案。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815 页上的 “服务器合并定义”

■

第 815 页上的 “实施服务器合并的需求”

■

第 816 页上的 “将服务器合并与 SFW 一起使用的优点”

■

第 818 页上的 “服务器合并过程概述”

服务器合并定义
服务器合并是将服务器硬件、应用程序和数据从多个较小、功能较弱的服务器合并
到少数几个功能较强的服务器。这涉及到在存储池之间共享数据，通常是在存储区
域网络 (SAN) 中进行。

实施服务器合并的需求
服务器合并可以减少服务器数量及其维护和管理成本，从而能够全面降低成本。服
务器合并还可以释放数据中心的空间，通过降低病毒或软件网关风险来提高安全
性，同时改善服务和提高可用性。更大、功能更强的服务器能更好地提供保持业务
未来竞争力所需的计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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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服务器合并与 SFW 一起使用的优点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极为适合支持服务器合并环境。服务器合并后，
SFW 可提供多种能确保容错和提高存储使用率的重要功能。 SFW 的容错功能，如
软件镜像和 RAID-5、动态多路径 (DMP) 以及集群支持，可确保合并后存储的高可
用性，在竞争激烈的业务环境下，保持业务连续性极为必要。
支持服务器合并的 SFW 功能包括：
■

可在异构存储环境中工作
您可以使用的将不仅仅是单一硬件供应商提供的解决方案。

■

通过磁盘组导入和逐出命令轻松迁移数据
如果已在多个服务器上设置 SFW 磁盘组，可以在源服务器上逐出这些磁盘组，
断开挂接的存储，然后在新的大服务器上重新挂接存储，并使用磁盘组导入命
令将磁盘组导入到新服务器。

■

通过软件 RAID 卷将存储虚拟化
在新服务器上合并应用程序和数据后，镜像卷和 RAID-5 卷为关键数据提供容
错功能。条带卷可以增强性能。镜像条带卷既可以增强性能，又可以提供容错
功能。
逻辑 RAID 卷可突破物理磁盘的限制，这是因为这些 RAID 卷可以跨越磁盘甚
至是磁盘阵列，从而确保对存储的更有效使用。卷可以联机进行配置，无需重
启服务器。

■

容量管理和联机容量增长
管理为不同功能分配的空间是一项重要任务，系统管理员必须在合并后的服务
器上执行该任务。SFW 具有一个监视容量的功能，此功能会在卷上已使用的空
间接近其容量时向管理员发出警报，这样卷就可以在保持联机状态的同时实现
容量增长。有了这个功能，就不必为不同目的预先分配存储容量。可以在池中
保留更多的存储，以便仅在需要时使用。可以对 SFW 卷进行配置，使其在达
到一定阈值后自动增长容量。

■

联机存储迁移
如果为了进行维护需要拆卸磁盘或整个磁盘阵列，可以通过 Move Subdisk (移
动子磁盘) 命令联机迁移数据。

■

支持 SAN 中存储的特殊功能
带有主机 ID 保护和专用磁盘组保护的磁盘组的导入和逐出可支持 SAN 中的
存储。

■

动态多路径 (DMP)
通过在通往阵列的多个路径之间分布 I/O， DMP 软件选项可以提高基于 SAN
的磁盘阵列的性能。每条路径都有独立的连接阵列和服务器的主机适配器和电
缆。如果一条路径发生故障，DMP 软件自动将与故障路径相连的存储切换至备
用路径。因此，DMP 软件既可以为路径故障提供容错功能，又可以通过负载平
衡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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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群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支持使用 MSCS 建立集群， Storage
Foundation HA for Windows 包括 Veritas Cluster Server。集群可为服务器
增加容错功能。如果服务器集群组中的一个服务器发生故障，该服务器中的存
储将由集群中的另一台服务器接管。

■

其他容错功能
RAID-5 日志、脏区日志、热重定位和快速重同步 (FR) 可提高 SFW 中镜像和
RAID-5 功能的效率。

■

性能监视
联机性能监视和优化工具可轻松识别和最大限度减少 I/O 瓶颈。通过这些功能，
您可以提高系统中的 I/O 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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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合并过程概述
服务器合并过程并不仅限于实施合并本身，还需要进行预先规划并得到高层管理人
员的批准。下面是部分概括性步骤：
■

初步分析：确定要合并的服务器。
考虑要使用的应用程序和所需涉及的部门。研究硬件和软件需求和成本。

■

设计合并计划并从高层管理人员处获取批准和预算。
计划的主要评判标准是节约成本和应能在当今业务环境中保持竞争力。计划还
应解决合并后服务器的 IT 管理问题。

■

与用户就提议的计划进行沟通，并在实施合并前明确该计划的优势。
将用户纳入规划过程。

■

为该合并进行概念验证。用少量非生产服务器创建合并原型，验证计划能否
运作。
下一节提供两个配置示例，示范合并概念验证。

■

在实际生产服务器上实施合并。

■

■

购买、安装和配置用于迁移的新硬件和软件。

■

迁移数据。

■

进行测试，确保一切运行正常。

■

使合并服务器的新 IT 管理过程生效。

在合并后的几个月内，实施一个过程评估合并的有效性以及合并服务器的 IT
管理过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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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包括下列主题：
■

第 820 页上的 “典型的服务器合并配置”

■

第 821 页上的 “服务器合并配置 1 - 多到一”

■

第 828 页上的 “服务器合并配置 2 - 多到二：添加集群和 DMP”

■

第 835 页上的 “支持服务器合并的 SFW 功能”

■

第 836 页上的 “服务器合并客户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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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服务器合并配置
本章提供两个配置示例，用以验证合并的概念。
此示例显示的是一种典型的服务器合并情况。可以将多达 20 到 40 个服务器合并到
一个或两个服务器。
图 24-1

一般服务器合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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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验证
针对少量服务器测试这些合并步骤，可以了解合并所涉及的问题以及这个过程的工
作方式。在本章介绍的配置中，会将四个服务器合并到一个或两个服务器中。第一
种配置将四个小型服务器合并到一个大型服务器中，并通过镜像提供容错功能。在
第二种配置中，添加了集群和 DMP 以增强容错功能，因此还需要另外一个服务器
以支持集群。在此项概念验证测试中，可以使用新的更大、功能更强的服务器。验
证概念之后，主要的任务就是将生产服务器中的数据迁移到新的大型服务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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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合并配置 1 - 多到一
下面的配置展示的是将多个服务器合并到一个服务器。
图 24-2

概念验证：将四个小型服务器合并到一个大型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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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项配置
在本配置中，会将四个小型服务器合并到一个大型服务器中。该配置还显示了服务
器合并不要求您清除所有现有的直接挂接存储单元并以大型存储阵列进行替换。在
SAN 中设置存储允许使用不同的存储设备组合，将存储从小型服务器迁移到 SAN
后，仍然可以享受 SFW 的存储管理功能带来的好处。

概念验证
四个服务器代表可能在生产环境中出现的不同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软件组合。合并步骤显示在不同组合中准备迁移存储所
需的过程略有不同。
设置服务器合并配置以进行概念验证时，请选择要迁移的具有不同的典型软硬件组
合的服务器，以确定不同组合情况的特殊要求。

阶段性方法：灵活运用存储设备
在此配置示例中，这些步骤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准备合并

■

将数据迁移至大型服务器

■

将数据从直接挂接存储迁移至存储阵列

■

添加存储阵列

■

从其余服务器中迁移存储，完成合并过程

完成示例中的第二个阶段后，所有直接挂接存储单元已从小型服务器中分离，成为
SAN 上的一个存储池，由运行 SFW 的新的大型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进行控
制。可以在此时停下来，同样可享受现在由 SFW 管理的存储的许多好处。如果实际
情况不允许购买大型存储阵列，可以直接使用现有的直接挂接存储。另一种替代方
法是同时使用存储阵列和部分直接挂接存储。在此配置以及服务器合并配置 2 中，
均同时使用了存储阵列和部分直接挂接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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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了有关实施配置的概括性目标及实现每个目标需执行的任务：
表 24-1

多到一配置的服务器合并任务

目标

任务

第 824 页上的 “查看配置要求”

✔ 验证硬件和软件要求。

第 825 页上的 “准备合并”

✔ 确保在继续操作前将小型服务器中的
数据备份。

✔ 设置新的大型服务器并安装操作系统
和 SFW。将其与交换机相连接。

✔ 通过使用 Disk Management （磁盘
管理）或某个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将小型服务器
的磁盘升级到动态磁盘组，从而准备
好每个小型服务器中的数据以备合
并。

✔ 切断所有小型服务器的电源并分离存
储。
第 826 页上的 “将数据迁移至大型 ✔
服务器”

将直接挂接存储与交换机重新挂接。

✔ 在大型服务器中，从直接挂接存储中
导入磁盘组。
现在，直接挂接存储已与 SAN 挂
接，并由运行 SFW 的大型服务器管
理。如果没有大型存储阵列，可以就
此停止。

第 827 页上的 “添加存储阵列”

✔ 如果要使用大型存储阵列，请设置硬
件阵列并将其与交换机连接。

✔ 将数据迁移至大型存储阵列。
第 827 页上的 “完成合并过程”

✔ 从其余服务器中迁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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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配置要求
查看先决条件和配置可使您大体了解配置及其要求。

先决条件
这些过程要求：
■

有设置计算机硬件、交换机和存储阵列的经验

■

熟悉 Windows 操作系统及 SFW/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命令

支持的软件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SFW)
或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5.1 for Windows (SFW HA)

■

下列操作系统之一：
■

Windows Server 2003（32 位）：Standard Edition、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1）

■

Windows Server 2003 R2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3：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1）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Edition （用于 AMD 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Edition （用于 AMD 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R2 Edition、Enterprise x64 R2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R2 Edition

硬件设置
■

带有直接挂接存储的 4 个小型服务器

■

1 个较大、功能较强的服务器

■

光纤交换机及适用于 SAN 的电缆

■

硬件存储阵列

注意：请参考 Symantec 支持网站 （http://entsupport.symantec.com）上的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性列表），确定 SFW 或 SFW HA 的许可
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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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合并
在此阶段，设置大型服务器并准备数据以便迁移。
准备合并
1

确定小型服务器上要作为其子集移至大型服务器的应用程序和数据。您可能希
望用户在进行合并前删除不必要的文件。

2

对来自小型服务器的数据进行备份。
警告：在继续操作前对来自小型服务器的数据进行备份。

3

设置大型服务器并将其与交换机连接。

4

在大型服务器上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3 操作系统和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5

将小型服务器的磁盘升级到动态磁盘组，切断服务器电源，从而准备好每个小
型服务器中的数据以备迁移。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 （未安装 VM 或 SFW）
■

使用 Disk Management （磁盘管理）将基本磁盘升级为动态磁盘。

■

切断服务器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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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迁移至大型服务器
将数据迁移至大型服务器。为每个小型服务器执行这些步骤，一次一个。
将数据迁移至大型服务器
1

将直接挂接存储与小型服务器断开连接。

2

将直接挂接存储与交换机连接，以便大型服务器访问。
注意：所有直接挂接存储设备与大型服务器应在交换机的同一区域。

3

在大型服务器上使用 SFW，重新扫描磁盘。

4

在 SFW 中，从直接挂接存储中导入磁盘组，使其成为大型服务器管理的存储
的一部分。
如果未使用 SFW 创建源磁盘组，则在导入过程中清除主机 ID。为此，在执行
导入命令过程中将弹出一个对话框。

5

为导入的磁盘组指定驱动器盘符。
在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中，默认操作系统设置要求手动指定驱动器盘
符。许多管理员更愿意手动设置驱动器盘符，而不是将其交给操作系统处理。
注意：如果希望系统在导入磁盘组后自动指定驱动器盘符，可以使用
mountvol 命令来更改默认设置。有关如何设置自动指定驱动器盘符的信息，
请参考有关 mountvol 命令的 Microsoft 文档。

6

如果需要，可以将导入的磁盘组更新至最新版本的动态磁盘组类型。
我们建议如此操作，以便在 SFW 中利用 Windows Server 2003 的功能。使用
Upgrade Dynamic Disk Group Version (升级动态磁盘组版本) 命令。

7

测试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上的数据。

此时，如果没有大型存储阵列可用，则可以就此停止。通过在 SAN 上使用直接挂
接存储，仍然可以利用 SFW 的存储管理功能。要享受这些好处，并不一定要求有
大型存储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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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存储阵列
如果有大型存储阵列可用，则也可以将数据迁移至 SAN 中的硬件存储阵列。可以
清除所有的直接挂接存储设备，也可以将其保留以增加存储容量。需要的时候，也
可以将其添加至配置中。
添加存储阵列
1

设置硬件存储阵列并将其与交换机连接。
在交换机上，硬件存储阵列必须与直接挂接存储设备及大型服务器位于同一
区域。

2

通过 RAID-1 对阵列进行配置，使阵列中的一半磁盘为另一半磁盘的镜像。这
样可以为存储提供容错功能。

3

结合阵列存储和直接挂接存储上的磁盘组。可通过 Join Dynamic Disk Group
(结合动态磁盘组) 命令完成此操作。

4

使用 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 命令将含有数据的卷从直接挂接存储移至阵列
存储。您可能希望将部分直接挂接存储保留在 SAN 上，由大型服务器控制。
要访问 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 命令：
■

选择包含要移动的子磁盘的卷。

■

单击窗口右窗格中的 Subdisks (子磁盘) 选项卡。

右键单击 Subdisks (子磁盘) 选项卡中所需的子磁盘，然后从上下文菜单
中选择 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
也可以通过在 Disk View (磁盘视图) 中的磁盘之间拖放子磁盘来执行 Move
Subdisk (移动子磁盘) 命令。使用此方法时应小心谨慎，确保不将子磁盘移至
错误的磁盘。
■

5

测试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上的数据。
至此，已完成从四个小型服务器中迁移存储的过程。

完成合并过程
如果一切运行正常，且对此感到满意，则可以使用本配置示例中介绍的方法从其余
的服务器中迁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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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合并配置 2 - 多到二：添加集群和 DMP
下面的配置通过 MSCS 集群和 DMP 将多个服务器合并到两个服务器。
图 24-3

通过 MSCS 和 DMP 添加容错功能 - 要求使用两个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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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项配置
本配置是对服务器合并配置 1 的升级，以便添加 MSCS 和 DMP。添加新的服务器
和主机适配器、 NIC 和新的交换机。
下表概述了有关实施配置的概括性目标及实现每个目标需执行的任务：
表 24-2

要添加 MSCS 和 DMP 的服务器合并需执行的任务

目标

任务

第 831 页上的 “查看配置要求”

✔ 验证硬件和软件要求。

第 832 页上的 “添加新的硬件”

✔ 添加新的服务器、 HBA、网卡和光纤
交换机。

✔ 将 DMP 的第二条路径与现有服务器
及新服务器断开连接，直到安装过程
的最后再将其连接。
第 832 页上的 “建立 MSCS 集群” ✔

第 833 页上的 “为集群添加 SFW
支持”

有关在 MSCS 环境下建立集群的信
息，请参考 Microsoft 提供的说明。

✔ 将服务器 B 用作活动的集群节点，通
过 Add or Remove Programs (添加或
删除程序) 将 DMP 和 MSCS 支持选
件添加至第一个服务器。

✔ 将服务器 A 用作活动节点，将带有
DMP 和 MSCS 选件的 SFW 安装到服
务器 B。

✔ 将现有磁盘组更改为集群磁盘组。
✔ 为动态镜像定额准备磁盘组。
第 833 页上的 “为应用程序设置
MSCS 集群组”

✔ 如果在要建立集群的服务器上有应用
程序，则为其创建 MSCS 集群组。

第 834 页上的 “在第二台计算机上 ✔
安装应用程序”

将这些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安装在服
务器 B 的本地驱动器上。

第 834 页上的 “在 MSCS 中完成应
用程序组的设置”

通过添加资源和设置依赖关系，完成
集群应用程序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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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要添加 MSCS 和 DMP 的服务器合并需执行的任务

目标

任务

第 834 页上的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
动态定额资源”

■

为具有镜像卷的定额创建动态磁盘组
（如果之前未执行此任务）。

■

将该磁盘组设为默认集群组中的
Volume Manager Disk Group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 类型的
资源。

■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镜像定额
资源。

第 834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

通过将集群资源移动到另一个节点来
测试集群。

第 834 页上的 “启用 DMP”

■

使用 DMP，并使主存储阵列和直接
挂接存储设备 （可选）处于其控制
之下。现在将第二条路径与配置挂
接，并重新扫描。

关于 DMP 路径的详细信息
在此配置中有两条 DMP 路径，一条通往交换机 1，其中包括来自服务器 A 的 HBA
1、来自服务器 B 的 HBA 1、来自第一个直接挂接存储设备的通道 1 和来自第二个
直接挂接存储设备的通道 1。第二条路径包括来自服务器 A 的 HBA 2、来自服务器
B 的 HBA 2、来自第一个直接挂接存储设备的通道 2 和来自第二个直接挂接存储设
备的通道 2。
警告：在安装 DMP 并将存储阵列纳入其控制之前，不要将连接至存储的第二条路
径与 SAN 连接。如果允许在没有 DMP 控制的情况下有两条路径连接至该存储，
则可能损坏数据。
两个交换机将保持路径之间的独立。可以使用一个大型交换机，将其分为两个区
域，一个路径使用一个区域。
在大多数 DMP 配置中，直接挂接存储并未包括在存储阵列中，但在本示例中是包
括的，用以说明可以将直接挂接存储与 DMP 一起使用。
注意：第一次安装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时， DMP 控制未生效。所有
与此系统挂接的阵列显示为被排除。必须包括存储阵列和所有直接挂接存储设备才
能启用 D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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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配置要求
查看先决条件和配置可使您大体了解配置及其要求。

先决条件
这些过程要求：
■

有设置计算机硬件、交换机和存储阵列的经验

■

熟悉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SFW 命令

支持的软件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5.1 for Windows (SFW)
或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HA 5.1 for Windows (SFW HA)

■

下列操作系统之一：
■

Windows Server 2003（32 位）：Standard Edition、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1）

■

Windows Server 2003 R2 （32 位）：Standard Edition、 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

用于 64 位 Itanium (IA64) 的 Windows Server 2003：Enterprise Edition
或 Datacenter Edition （所有版本均需安装 SP1）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Edition （用于 AMD 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Edition、 Enterprise x64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Edition

■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Edition （用于 AMD 64 或 Intel EM64T）：
Standard x64 R2 Edition、Enterprise x64 R2 Edition 或 Datacenter x64
R2 Edition

硬件设置
假定原始配置为一个大型的已经合并的服务器、一个存储阵列和两个直接挂接存储
设备，都与 SAN 连接。
添加：
■

1 个与第一台服务器相同类型的大型服务器

■

光纤交换机

■

2 个 HBA，每台计算机一个 （应 DMP 的要求）

■

6 个网络接口卡，每个服务器 3 个 （2 个用于专用网络， 1 个用于公共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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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参考 Symantec 支持网站 (http://entsupport.symantec.com) 上的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 （硬件兼容性列表），确定 SFW 和 SFW HA 的许可
硬件。
建议
可以只对专用网络使用一个 NIC，但强烈推荐使用两个卡，以避免专用网络成为此
配置中的单点故障。
有关 MSCS 集群的特殊要求，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例如，每个网络接口卡需要
一个静态 IP 地址，集群需要一个静态 IP 地址。两个集群须在同一个域中。
有关设置与 SFW 一起工作的 MSCS 集群的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第 587 页上的
第 17 章 “部署 SFW 和 MSCS”。

添加新的硬件
在服务器 A 和服务器 B 上安装必要的硬件。
添加新的硬件
1

确定已备份来自大型服务器的数据之后，再继续执行操作。

2

在每个服务器上安装两个主机适配器。

警告：此时，不要连接通过每个服务器上的 HBA 2 的第二条路径。
3

在每个服务器上安装这三个网络接口卡。此时，不要连接两个服务器。

4

在没有将第二个交换机与服务器实际连接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必要的配置。

建立 MSCS 集群
通过 MSCS 完成在服务器 A 和服务器 B 上安装集群的必要步骤。有关详细说明，
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一般步骤如下：
■

在服务器 A 上执行必要的网络配置步骤。

■

例如，建立网卡静态 IP 地址，并确保设置一个供集群中两个服务器使用
的域。

■

在服务器 A 中，访问 SFW 并在创建好集群的第一个节点后在要用作定额磁盘
的磁盘上创建一个 500 MB 的分区。可能需要将动态磁盘恢复为基本磁盘才可
实施此步骤。

■

以 Cluster Administrator (集群管理员) 身份在服务器 A 上创建集群的第一个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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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服务器 B 上安装 Windows Server 2003 操作系统，并为服务器 B 执行网络
配置步骤。

■

连接两个站点之间的网络，并验证其连接。

■

将集群的第二个节点添加至服务器 B。

■

通过将集群资源从服务器 A 移至服务器 B 来对集群进行测试。服务器 B 成为
活动节点。此时，保持服务器 B 对集群的控制。

为集群添加 SFW 支持
使用下列步骤为集群添加 SFW 支持。
为集群添加 SFW 支持
1

此时集群的活动节点为服务器 B，可以使用服务器 A 上的添加/删除程序将
MSCS 和 DMP 选件添加至该服务器中的 SFW，并重新引导。然后，将集群资
源移回服务器 A。现在服务器 A 是活动节点。

注意：如果重新引导带有集群活动节点的服务器，它将故障切换至另一个节点。在
进行重新引导之前，将资源移动到另一个节点，可以加强对这种情况的控制。
2

在服务器 B 上，为 SFW 安装 DMP 和 MSCS 选件，并重新引导。

3

在服务器 A 上，即集群现在的活动节点上，使用 SFW 创建一个用于动态定额
的动态集群磁盘组。该磁盘组应包含三个磁盘，建议磁盘大小为 500 MB。需
使用 SFW 在这三个磁盘上创建一个三路镜像卷。也可以只使用两个磁盘，但
三个磁盘可以提供额外的冗余。

4

将服务器 A 上现有的常规 SFW 动态磁盘组更改为集群磁盘组。
通过命令行使用导入磁盘组的命令 vxdg import 以及执行转换操作的 -s 选
项，可以将常规动态磁盘组转换成集群磁盘组。在导入磁盘组之前，需要先将
其逐出。可以通过 GUI Deport Dynamic Disk Group (逐出动态磁盘组) 命令将
磁盘组逐出。

为应用程序设置 MSCS 集群组
如果要建立集群的服务器上有应用程序，则需要为每个应用程序设置一个 MSCS
集群组。在安装应用程序之前应先设置组，这是因为，如果应用程序可以识别集
群，则它可能需要引用集群组。有关设置 MSCS 集群组的详细步骤，请参见第 612
页上的 “为 MSCS 中的应用程序设置组”。
请注意，在将应用程序安装到第二个节点之前，无法完成对该组的资源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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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台计算机上安装应用程序
如果在现有计算机上有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且希望将其数据及相关文件进行集
群，则需要将应用程序安装到新计算机的本地驱动器上。应用程序也许可识别集
群，需要特殊的过程来进行安装。请参考应用程序文档。
有关在 MSCS 环境中安装应用程序的提示，请参见第 614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
安装应用程序”。

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安装好应用程序后，就可以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配置。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615 页上的 “在 MSCS 中完成应用程序组的设置”。

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定额资源
有关将定额资源更改为动态定额资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616 页上的 “实现动
态定额资源”。

验证集群配置
通过在节点之间手动移动集群组可确定集群能够进行故障切换，从而确保其正常工
作。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619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启用 DMP
这些步骤假设已经安装包含 DMP 选件的 SFW。请参见本示例中的第 833 页上的
“为集群添加 SFW 支持”。
启用 DMP
1

在 SFW 位于第一个服务器的情况下，启动 DMP，并使存储阵列中的磁盘和两
个直接挂接存储设备 （可选）处于其控制之下。要使每个存储阵列或直接挂
接存储设备处于 DMP 的控制下：
a

b

执行下列操作，显示要包括的设备的 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 界面：
■

在 Disks (磁盘) 图标下的树视图中，从存储阵列中选择一个磁盘。

■

在右窗格中，单击该磁盘的 Paths (路径) 选项卡。由于该磁盘尚未在
DMP 控制下，所以 Paths (路径) 选项卡中只显示一条路径。

■

右键单击该路径，从弹出的路径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Array Settings (阵
列设置)。

■

显示 Array Settings (阵列设置) 窗口。Exclude (排除) 复选框已选中。

取消选中 Exclude (排除) 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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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适当的电缆，连接服务器 A 至交换机 2 的第二条路径。
a

连接通过服务器 A、 HBA 2、直接挂接存储的通道 2 以及大型存储阵列的
控制器 2 的路径。

b

对交换机进行必要的配置。

3

转到 Actions (操作)，选择 Rescan (重新扫描)，以确定两条路径都显示在
Paths (路径) 选项卡中。这说明一组磁盘有两条路径， DMP 安装正确。

4

在服务器 B 上完成步骤 1 至步骤 3。

MSCS 和 DMP 现已设置好，升级配置步骤已执行完毕。

支持服务器合并的 SFW 功能
借助合并后的服务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提供多种可确保容错和
提高存储使用率的功能。其中大部分功能将在第 816 页上的 “将服务器合并与
SFW 一起使用的优点”一节中重点介绍。
下一节将对其中的某些功能进行详细介绍。该节介绍了如何根据容量创建用于自动
容量增长的脚本，并概括性地介绍了有关支持 SAN 中的存储和性能管理的 SFW 功
能。本节包含下列主题：
■

自动容量增长

■

有关支持 SAN 中存储的功能

■

性能监视

自动容量增长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提供自动容量增长功能，能够监视动态卷的容
量，并在卷的已使用空间达到预定大小时，自动增加卷的大小。
由于空间是按需自动分配的，所以使用此过程可以节省服务器的磁盘空间。在需要
额外磁盘空间的时候，您不必手动分配。

有关支持 SAN 中存储的功能
在 SAN 环境中，保护存储以防一次有多个主机访问该存储非常重要。 SFW 提供专
用动态磁盘组保护功能，可以通过 SCSI 保留来保护磁盘组，从而禁止其他主机访
问数据。有关此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
南》。集群是另一种可以保护 SAN 中存储的方法。它也是通过 SCSI 保留来防止
SAN 中其他主机访问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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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监视
SFW 的统计功能提供的 I/O 统计数据允许对性能进行调节，以便提高磁盘和系统
的总体性能。通过 Online Monitoring (联机监视) 窗口，可以识别热点。热点即 I/
O 活动量较高的区域，可能会引起 I/O 吞吐量瓶颈。如果磁盘上存在此类热点，则
可以考虑将其一个或多个子磁盘移动到另一个 I/O 活动量偏低的磁盘中。有关此主
题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服务器合并客户成功案例
加州山景城的 El Camino 医院 (ECH)，也称作 “硅谷医院”，在 IT 创新和高科技
设备使用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对此医院而言，根本不存在出现问题或将系统脱
机以进行维护或升级的时候。病患危在旦夕时，即使 99% 的时间都运行正常也是
不够的。
El Camino 医院的技术总监 Joe Wagner 表示，“我们的目标是 99.999%，因为那
些临床系统必须随时准备就绪，供医生护士使用。”°有了 Veritas，我们可以全
天候地为所有终端用户提供所有部门、所有应用的服务。我们已看到了立杆见影的
效果和切实的成本节约， 24 个月的投资回报约为 340 万美元。”
在开始寻求既能节省成本又提供高可用性的基于软件的方法之前， El Camino 医院
使用 Veritas 备份产品已有多年。与大多数医院一样， ECH 也在寻找方法合并服务
器，以节省软硬件及维护费用。 Wagner 说，“我们最终认为 Veritas 的高可用性
解决方案同样能够提供我们所需的服务器合并。”
Veritas Consulting 帮助 ECH 设计和实施了一个基于多到一 （多个活动的到一个
备用的）集群策略的解决方案。“有了 Veritas，我们可以让 15 个活动的集群或系
统故障切换至一台计算机。” Wagner 解释道。“与基于硬件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
相比，这意味着可以节约巨大成本。” Veritas 并非特定于平台，这也是选择此方
案的关键原因。
Wagner 透露，该医院的投资回报 “非常惊人”。他解释说，“到现在一年多的时
间里，我们看到了在服务器、存储、操作系统、网络接口卡、主机适配器、端口、
电源、磁盘驱动器和许可证等方面的成本节约， 24 个月的投资回报约为 340 万美
元。”通过成本规避和职员重新部署，还可以节省大量的开支。
除了医院购买的 Veritas 产品对 ROI 进行优化以外， Veritas Consulting 还与医院
职员密切合作，为即将进行的数据中心迁移创建了一个综合的业务连续性计划，无
需中断医院正在进行的关键活动。 Wagner 表示，“Veritas 解决了我们对高可用
性的急切需求，现在，它还在帮助我们解决业务连续性计划中出现的更多问题。”
“Veritas 是我们为 El Camino 医院提供持续、经济高效计算的一站式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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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署灾难恢复：手动实现
本章介绍如何在全新安装中结合使用 SFW HA 与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VVR)
和 Global Cluster Option (GCO) 来设置灾难恢复 (DR) 解决方案所需执行的步骤。该
示例介绍一个通用数据库应用程序。
注意：本章介绍部署灾难恢复的手动方法。较新的方法使用 Solutions Configuration
Center 和灾难恢复 (DR) 向导来克隆存储配置和服务组并设置复制。请参见第 473
页的第 14 章 “部署灾难恢复：安装新应用程序”。
有关特定应用程序的 SFW HA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示例，请参见此版本附带的其
他解决方案指南：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Exchange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南 （Microsoft Exchange 版本）》）和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Solutions Guide for Microsoft
SQL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解决方案指
南 （Microsoft SQL 版本）》）。
设置和使用 SFW-VVR 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过程由五部分组成：
■

第 844 页上的 “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

第 888 页上的 “第 2 部分：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并行环境”

■

第 889 页上的 “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

第 905 页上的 “第 4 部分：添加用于广域恢复的 GCO 组件”

■

第 911 页上的 “第 5 部分：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840 部署灾难恢复：手动实现

下表详细概述了用于此配置的 DR 过程。
表 A-1

部署灾难恢复的任务列表

目标

任务

第 842 页上的 “查看配置”

■

了解 DR 配置

“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第 844 页上的 “安装 SFW
HA”

■

为系统验证驱动程序签名选项。

■

安装 SFW HA
■

选择安装 VVR 的选项。

■

为 VCS 选择 Global Cluster Option，以
启用广域故障切换。

第 845 页上的 “配置 VVR
安全服务”

■

完成配置 VxSAS 的步骤

第 848 页上的 “配置集群”

■

验证为每个节点配置的静态 IP 地址和名称
解析。

■

使用 Veritas Cluster Server 配置向导配置集
群组件。

■

为集群设置安全通信。

第 866 页上的 “配置磁盘
组和卷”

■

创建磁盘组。

■

创建卷。

第 874 页上的 “在集群节
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

在第一个节点的本地驱动器中安装应用程序
的程序文件。

■

在共享存储上安装与数据和日志相关的文件。

■

逐出第一个节点上的磁盘组，然后在第二个
节点上导入它们。

■

确保卷在第二个节点上时与在第一个节点上
时具有相同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第 876 页上的 “创建 VCS
服务组”

■

使用适当的方法为应用程序创建 VCS 服务组。

第 887 页上的 “验证集群
配置”

■

将服务组切换到第二个节点。

■

再将其切换回第一个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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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部署灾难恢复的任务列表 （续）

目标

任务

“第 2 部分：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并行环境。”
■

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并行环境需执行下列操作：
■

查看要求

■

安装和配置硬件

■

配置网络设置

■

安装 SFW HA

■

配置 VVR 安全服务

■

配置磁盘组和卷

■

配置集群

■

安装应用程序

■

配置应用程序的 VCS 服务组

■

验证集群配置

“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第 890 页上的 “针对 VVR
配置复制器日志卷”

■

使用 SFW 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创建复制器
日志卷。

第 892 页上的 “针对 VVR
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

■

使用 VVR 的复制数据集向导创建复制数据集，
并开始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复制。

第 900 页上的 “创建 VVR
RVG 服务组”

■

为复制卷组创建 VVR RVG 服务组。

“第 4 部分：添加用于广域恢复的 GCO 组件。”
第 906 页上的 “通过添加
远程集群链接集群”

■

通过命令 Add/Delete Remote Cluster (添加/
删除远程集群) 将第一个集群添加至第二个集
群，以创建全局集群。

第 907 页上的 “将本地服
务组转换为全局组”

■

将所有集群公用的服务组转换为全局服务组。

“第 5 部分：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第 911 页上的 “常规操作：
监视复制状态”

■

监视复制

■

执行计划的迁移

第 912 页上的 “灾难恢复
过程”

■

在主站点关闭后，完成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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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配置
此配置概述介绍了集群内的主动/被动高可用性以及两个站点之间的灾难恢复。在
主动/被动配置中，一个集群中可以有一台或多台应用程序虚拟服务器，但每台服
务器必须由配置了集群中不同的一组节点的服务组管理。
主动/被动集群中的故障切换功能是一对一的。例如，如果每个站点上有两个节点（主
站点上为 SYSTEM1 和 SYSTEM2，辅助站点上为 SYSTEM5 和 SYSTEM6） ，那么
SYSTEM1 可以故障切换到 SYSTEM2，而 SYSTEM5 可以故障切换到 SYSTEM6。
下图说明了主站点上的集群配置。
图 A-1

DR 配置主站点

下图显示了辅助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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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DR 配置辅助站点

设置这两个集群 （一个在主站点，另一个在辅助站点）后，就可以使用 VVR 启用
从主站点到辅助站点的复制。
Global Cluster Option 允许这两个集群成为全局集群，并可彼此进行故障切换。一
般情况下，两个独立集群不能彼此进行故障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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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在主站点上设置集群
本部分详细介绍在主站点上创建集群的步骤。
本指南中 “高可用性”一节介绍的集群设置步骤是此灾难恢复解决方案的基础。
请参见第 75 页的第 8 章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
为灾难恢复 （而不是仅为 HA）设置集群的过程中的主要差异是，需要确保在安装
SFW HA 过程中选择了 VVR 和 GCO 选件。还需要在完成安装后配置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Security Service (VxSAS)。

安装 SFW HA
要在主站点上准备并安装 SFW HA，请使用第 8 章 “为获得高可用性而部署 SFW
HA：新安装”中的以下说明：
■

第 78 页上的 “查看要求”

■

第 84 页上的 “配置存储硬件和网络”

■

第 87 页上的 “安装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for
Windows”
确保在安装 SFW HA 期间选择了 VVR 和 GCO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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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VVR 安全服务
如果您使用的是 VVR 复制，则必须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的所有集群节点上配置
VxSAS 服务。您可以等到配置了辅助站点时同时完成两个站点的配置过程，也可以
现在配置主站点，以后再配置辅助站点。
请完成以下过程为 VVR 配置 VxSAS 服务。
要执行此过程，必须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必须使用管理权限登录用来启动向导的服务器。

■

指定的帐户必须对所有指定主机具有管理权限以及作为服务登录的权限。

■

避免指定空密码。在 Windows Server 环境中，登录服务权限不支持密码为空
的帐户。

■

确保可从本地主机访问要在其上配置 VxSAS 服务的主机。

注意：安装 SFW 或 SFW HA 之后，VxSAS 向导不会自动启动。必须手动启动该向
导来完成 VVR 安全服务配置。有关此必需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配置 VxSAS 服务
1

要启动向导，请依次选择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Configuration Wizards (配置向导) > VVR
Security Service Configuration Wizard (VVR 安全服务配置向导)，或从所需
计算机的命令提示符下运行 vxsascfg.exe。
阅读 Welcome (欢迎) 页上提供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2

填写 Account Information (帐户信息) 面板，如下所示：
Account name
(domain\account)

输入管理帐户名称。

（帐户名 (域\帐户) ）
Password (密码)

指定密码。

如果已经为要成为 RDS 一部分的一个主机配置了 VxSAS 服务，请确保在其他
主机上配置 VxSAS 服务时指定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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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 面板上，选择要配置的主机所属的域：
选择域

Available Domains (可用域) 窗格列出 Windows 网上邻居中
的所有域。
通过双击相应的名称或使用箭头按钮将该名称从 Available
domains (可用域) 列表移到 Selected domains (选定域) 列表。

添加域

如果未显示所需的域名，请单击 Add domain (添加域)。此操
作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指定域名。单击 Add (添
加) 将名称添加到 Selected Domains (选定域) 列表中。

单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Host Selection (主机选择) 面板上，选择所需的主机：

选择主机

Available Hosts (可用主机) 窗格列出指定域中的主机。
通过双击相应的主机或使用箭头按钮将该主机从 Available
hosts (可用主机) 列表移到 Selected Hosts (选定的主机) 列表。
将 Shift 键和向上键或向下键结合使用可以选择多个主机。

添加主机

如果未显示所需的主机名，请单击 Add Host (添加主机)。在
Add Host (添加主机) 对话框的 Host Name (主机名) 字段中，指
定所需的主机名或 IP。单击 Add (添加) 将名称添加到 Selected
Hosts (选定的主机) 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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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主机名之后， Configure (配置) 按钮将处于启用状态。单击 Configure (配
置) 继续配置 VxSAS 服务。
5

完成配置后， Configuration Results (配置结果) 页会显示操作是否成功。如果
操作不成功，该页面将显示帐户更新失败原因的详细信息，以及可能的失败原
因和解决故障的建议。
单击 Back (上一步) 可更改先前提供的任何信息。

6

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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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集群
使用安装程序安装 SFW HA 后，设置运行集群所需的组件。 VCS 配置向导可以设
置集群基础架构 （包括 LLT 和 GAB）以及在集群中配置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该向导还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该组包含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也称为 Web 控制台）、通知和全局集群的
资源。灾难恢复解决方案需要使用 GCO 选件。因此，完成本节介绍的集群配置步
骤后，请继续完成下一节中的步骤，以配置 GCO 选件。
在创建集群之前，请完成以下任务：
■

确定每个节点都使用静态 IP 地址 （不支持 DHCP）并且为每个节点都配置了
名称解析。

■

设置所需权限：
■

必须对运行向导的系统具有管理员权限。用户帐户必须为域帐户。

■

您必须对选定执行集群操作的所有系统都具有管理访问权限。将该域用户
添加至每个系统的 Local Administrators (本地管理员) 组。

■

如果计划为 VCS Helper 服务创建新用户帐户，必须具有 Domain
Administrator (域管理员) 权限或者必须是 Domain Account Operators
(域帐户操作员) 组的成员。如果计划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的现有用户
帐户，则必须知道该用户帐户的密码。

有关 VCS 的完整安装和配置详细信息以及有关删除或修改集群配置的其他说明，
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配置 VCS 集群
1

启动 VCS 集群配置向导。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集群
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上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Cluster Operations (集群
操作)，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部署灾难恢复：手动实现
配置集群

4

在 Domain Selection (域选择) 面板上，选择或键入集群所在域的名称，然后
选择发现选项。

发现有关域中所有系统和用户的信息：
■

清除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单击 Next (下一步)。
转至第 851 页上的步骤 8。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名 （建议针对大型域执行此操作）：
■

■

选中 Specify systems and users manually (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 复选框。
此外，还可以通过选中相应的复选框来指示向导检索域中系统和用户的
列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选择检索系统列表，请转至第 850 页上的步骤 6。 否则请转
至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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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键入要添加的每个系统的名称，单击
Add (添加)，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请不要指定属于另一个集群的系统。

转至第 851 页上的步骤 8。
6

在 System Selection (系统选择) 面板上，指定要形成集群的系统，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请不要选择属于另一个集群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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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系统的名称，然后单击 Add (添加) 将该系统添加到 Selected Systems (选
定系统) 列表中，或者在 Domain Systems (域系统) 列表中单击以选中该系统，
然后单击 > （向右箭头）按钮。
7

System Report (系统报告) 面板显示验证状态，表明是 Accepted (接受) 还是
Rejected (拒绝) 之前指定的所有系统。
可能会出于以下任一原因拒绝系统：
■

无法 ping 到系统。

■

系统已禁用 WMI 访问。

■

向导无法检索系统体系结构或操作系统。

系统上未安装 VCS，或 VCS 的版本与运行向导的系统上所安装的版本
不同。
单击系统名称可以查看验证详细信息。如果要包括遭到拒绝的系统，请根据拒
绝原因纠正错误，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操作。
■

8

在 Cluster Configuration Options (集群配置选项) 面板上，单击 Create New
Cluster (创建新集群)，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9

在 Cluster Details (集群详细信息) 面板上，指定集群的详细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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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uster Name
(集群名称)
Cluster ID
(集群 ID)

键入新集群的名称。Symantec 建议集群名称最多包含 32 个
字符。
从下拉列表的建议集群 ID 中选择一个集群 ID，或为集群键入
一个唯一的 ID。集群 ID 可以是 0 到 255 之间的任意数字。
警告：如果您在步骤 4 中选择手动指定系统和用户或要在多个域之
间共享一个专用网络，请确保集群 ID 是唯一的。

Operating System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系统正在运行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Available Systems
(可用系统)

选择将属于集群的系统。
向导会发现选定系统中的 NIC。对于具有所需数量 NIC 的单节
点集群，向导会提示您配置专用链路心跳。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 以配置专用链路心跳。
选中 Select all systems (选择所有系统) 复选框以同时选择所
有系统。

10 向导将验证选定的系统是否为集群的成员。对系统进行验证后，单击 Next (下
一步)。
如果系统未通过验证，请检查与故障关联的消息，并在纠正问题后重新启动
向导。
如果您在第 851 页上的步骤 9 中选择了配置专用链路心跳，请继续下一步。否
则，请转至第 855 页上的步骤 12。
11 在 Private Network Configuration (专用网络配置) 面板上，配置 VCS 专用网
络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配置基于以太网的 VCS 专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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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
Symantec 建议为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但是，您可以降低其
中一个 NIC 的优先级并将低优先级的 NIC 用于公共通信和专用通信。

■

如果在选定系统上只有两个 NIC，则建议至少降低一个将用于专用网
络通信和公共网络通信的 NIC 的优先级。
要降低某个 NIC 的优先级，请右键单击该 NIC 并从弹出菜单中选择
Low Priority (低优先级)。

如果您的配置中包含成组的 NIC，向导会将它们组合为 NIC Group
#N (NIC 组 N)，其中 N 表示指定给成组 NIC 的编号。成组 NIC 是逻
辑 NIC，它是通过将几个物理 NIC 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同一组中的
所有 NIC 具有相同的 MAC 地址。 Symantec 建议您不要选择成组
NIC 用于专用网络。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以太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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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基于用户数据报协议 (UDP) 层的 VCS 专用网络

■

选中 Configure LLT over UDP (配置基于 UDP 的 LLT) 复选框。

■

在 Port number for Link1 (Link1 的端口号) 和 Port number for Link2
(Link2 的端口号 ) 字段中指定唯一的 UDP 端口。可以使用 49152 到
65535 范围内的端口。默认端口号分别为 50000 和 50001。

■

选中要指定给专用网络的两个 NIC 旁边的复选框。Symantec 建议为
VCS 专用网络专门保留两个 NIC。

■

对于选定的每个 NIC，确定所显示的 IP 地址。如果为选定的 NIC 指
定了多个 IP 地址，请双击该字段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 IP 地
址。每个 IP 地址可以位于不同的子网中。
该 IP 地址将通过指定的 UDP 端口进行 VCS 专用通信。

对于选定的每个 NIC，双击 Link (链路) 列中的各个字段并从下拉列表
中选择一个链路。为每个 NIC 指定不同的链路 （Link1 或 Link2） 。
每个链路均与之前指定的 UDP 端口关联。
向导将在选定的网络适配器上配置 LLT 服务 （基于 UDP）。指定的 UDP 端口
将用于专用网络通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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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 VCS Helper Service User Account (VCS Helper 服务用户帐户) 面板上，为
VCS Helper 服务指定域用户的名称。VCS HAD 在本地系统内置帐户的上下文
中运行，它使用 VCS Helper 服务用户上下文访问网络。此帐户不需要域管理
员权限。

■

要指定现有用户，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 Existing user (现有用户)，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用户名。

■

如果在第 849 页上的步骤 4 中选择了不检索用户列表，请在 Specify
User (指定用户) 字段中键入用户名，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要指定新用户，请单击 New user (新用户) 并在 Create New User (创建新
用户) 字段中键入有效用户名，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不要在用户名后追加域名；不要以 DOMAIN\user 或 user@DOMAIN 的格式
键入用户名。

■

■

在 Password (密码) 对话框中，键入指定用户的密码并单击 OK (确定)，然
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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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 Configure Security Service Option (配置安全服务选项) 面板上，指定集群
的安全选项，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使用单一登录功能

单击 Use Single Sign-on (使用单一登录)。在此模式中， VCS 使用
SSL 加密和基于平台的身份验证。VCS 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在安全模式下运行。
有关集群中安全通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Quick Start Guide for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nd High
Availability Solutions 快速入门 （针对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

如果知道要用作根代理的系统的名称，请单击 Specify root broker
system (指定根代理系统)，键入系统名称，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指定一个集群节点，向导会将该节点配置为根代理，而将其他节点配
置为身份验证代理。身份验证代理比根代理低一个级别，它用作中间的注
册和认证机构。这些代理可对客户端 （如用户或服务）进行身份验证，但
不能对其他代理进行身份验证。身份验证代理具有由根代理签署的证书。
如果指定集群之外的系统，请确保已将该系统配置为根代理；向导会将集
群中的所有节点都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

■

■

如果要发现将用作根代理的系统，请单击 Discover the root broker
systems in the domain (发现域中的根代理系统) 并单击 Next (下一
步)。默认情况下，向导将发现整个域中的根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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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定义搜索条件，请单击 Scope (范围)。在 Scope of Discovery
(发现范围) 对话框中，单击 Entire Domain (整个域) 以搜索整个域，
或单击 Specify Scope (指定范围) 并从 Available Organizational
Units (可用组织单元) 列表中选择组织单元，以将搜索限制在指定的
组织单元中。使用 Filter Criteria (筛选条件) 选项可以搜索与特定条
件匹配的系统。
例如，要搜索由 Administrator (管理员) 管理的系统，请从第一个下
拉列表中选择 Managed by (管理者)，从第二个下拉列表中选择 is
(exactly) (为 (精确) )，在相邻字段中键入用户名 Administrator，单
击 Add (添加)，然后单击 OK (确定)。
表 A-2 包含了更多的搜索条件示例。

表 A-2

搜索条件示例

第一个下拉列
表的值

第二个下拉列
表的值

相邻字段的
输入

搜索结果

Name (名称)

is (exactly)

*system

显示名称以 system 结尾的所有系统。

*vcsnode*

显示名称包含 vcsnode 的所有系统。

*2003*

显示所有 Windows Server 2003 系
统。

*Enterprise*

显示所有 Windows Server
Enterprise Edition 系统。

5.*

显示操作系统版本为 5.x 的所有系
统，其中 x 可能为 0、 1、 2 等。

(为 （精确） )
is (exactly)

Name (名称)

(为 （精确） )
Operating
System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
is (exactly)

Operating
System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is (exactly)
(为 （精确） )

(操作系统版本)

可以添加多个搜索条件；向导将搜索匹配所有指定条件的系统。
单击 Next (下一步)。向导将发现并显示所有根代理构成的列表。单击
以选择要用作根代理的系统，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根代理是集群节点，向导会将其他集群节点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如
果根代理在集群之外，向导会将所有集群节点都配置为身份验证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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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VCS 用户权限

■

■

单击 Use VCS User Privileges (使用 VCS 用户权限)。
VCS 管理员的默认用户名为 admin，默认密码为 password。两者都
区分大小写。您可以接受 VCS 管理员帐户的默认用户名和密码，也
可以键入新用户名和密码。Symantec 建议指定新用户名和密码。
当 VCS 未在安全模式下运行时，使用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或 Web 控制台并使用此帐户登录到 VCS。
单击 Next (下一步)。

14 查看 Summary (摘要) 面板上的摘要信息，然后单击 Configure (配置)。
向导将配置 VCS 专用网络。如果选定的系统具有 LLT 或 GAB 配置文件，向导
会在覆盖这些文件之前显示信息性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单击 OK ( 确定 ) 以
覆盖上述文件。或者，单击 Cancel (取消)，退出向导，将现有文件移到其他位
置，然后重新运行向导。
向导将开始运行命令来配置 VCS 服务。如果操作失败，请单击 View
configuration log file (查看配置日志文件) 查看日志。
15 在 Completing Cluster Configuration (完成集群配置) 面板中，单击 Next (下
一步) 以配置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需要使用该组来设置 Web 控制台、通知
以及全局集群的组件。
要在以后配置 ClusterService 组，请单击 Finish (完成)。
在此阶段，向导已收集了设置集群配置所需的信息。向导完成其操作后，无论
是否具有 ClusterService 组组件，集群都能够承载应用程序服务组。在此阶段，
向导还会启动 VCS 引擎 (HAD) 和 Veritas Command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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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配置集群之后，不得更改属于该集群的节点的名称。如果要更改节点名
称，请运行此向导从集群中删除该节点，重命名系统，然后再次运行此向导将
该系统添加到集群中。
16 在 Cluster Service Components (集群服务组件) 面板上，选择要在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中配置的组件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选中 Web Console (Web 控制台) 复选框以配置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此控制台也称为 Web 控制台。

■

选中 Notifier Option (Notifier 选项) 复选框以配置发送给指定收件人的重
要事件通知。

■

选中 GCO Option (GCO 选件) 复选框，以便为全局集群配置广域连接器
(WAC) 过程。WAC 过程是进行集群内通信所必需的。
仅当在配置灾难恢复环境并且未使用灾难恢复向导时，GCO 选件才适用。
“灾难恢复”各章讨论了如何使用灾难恢复向导配置 GCO 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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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Web 控制台
本节介绍了配置 VCS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的步骤，此控
制台也称为 Web 控制台。
配置 Web 控制台
1

在 Web Console Network Selection (Web 控制台网络选择) 面板上，指定 Web
控制台资源的网络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
的 IP 地址，或者为 Web 控制台配置新的 IP 地址。

■

如果选择配置新 IP 地址，请键入 IP 地址和关联的子网掩码。

■

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络适配器。向导将列出公共网络适配器
以及指定了较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2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是否在 VCS 启动时使 Web 控制台资源联机，然后单击
Configure (配置)。

3

如果选择配置 Notifier 资源，请转至第 861 页上的 “配置通知”。
如果选择配置全局集群组件，请转至第 864 页上的 “为全局集群配置广域连
接器进程”。
否则，请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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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通知
本节介绍配置通知的步骤。
配置通知
1

在 Notifier Options (Notifier 选项) 面板上，指定要配置的通知模式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您可以对 VCS 进行配置，以便在指定的服务器上生成 SNMP (V2) 陷阱并且向
指定的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以通知其对某些事件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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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NMP，请指定有关 SNMP 控制台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
一步)。

■

在 SNMP Console (SNMP 控制台) 列中单击某个字段，然后输入该控制台
的名称或 IP 地址。指定的 SNMP 控制台必须与 MIB 2.0 兼容。

■

单击 Severity (严重性) 列中的对应字段并为控制台选择严重性级别。

■

单击 + 添加字段；单击 - 删除字段。

■

输入一个 SNMP 陷阱端口。默认值为 162。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 SMTP，请指定有关 SMTP 收件人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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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键入 SMTP 服务器的名称。

■

单击 Recipients (收件人) 列中的某个字段，然后输入通知的收件人。输入
admin@example.com 作为收件人。

■

单击 Severity (严重性) 列中的对应字段并为收件人选择严重性级别。VCS
会将具有同等或更高严重性的消息发送给收件人。

■

单击 + 添加字段；单击 - 删除字段。

在 Notifier Network Card Selection (Notifier 网卡选择) 面板上，指定网络信
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
的 NIC 资源，或者为通知机制配置新的 NIC 资源。

■

如果您选择的是配置新的 NIC 资源，请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
络适配器。请注意，向导会列出公共网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低优先级的适
配器。

5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是否在 VCS 启动时使通知资源联机，然后单击 Configure
(配置)。

6

如果选择配置全局集群组件，请转至第 864 页上的 “为全局集群配置广域连
接器进程”。否则，请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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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局集群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
本节介绍为全局集群配置所需的广域连接器资源的步骤。
为全局集群配置广域连接器进程
1

在 GCO Network Selection (GCO 网络选择 ) 面板中，指定网络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

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服务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
的 IP 地址，也可以配置新的 IP 地址。

■

如果您选择配置新 IP 地址，请输入 IP 地址和关联的子网掩码。请确保指
定的 IP 地址有一个 DNS 条目。

■

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络适配器。请注意，向导会列出公共网
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2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是否在 VCS 启动时使资源联机，然后单击 Configure
(配置)。

3

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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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全局集群组件
下一个任务是为广域连接器确定集群间通信所需的 IP 资源。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的 IP 地址，也可以配置新的 IP
地址。
此任务不设置全局集群环境。该过程将在以后进行，第 905 页上的 “第 4 部分：
添加用于广域恢复的 GCO 组件”中对其进行了介绍。
为 GCO 配置 IP 资源
1

在 GCO Network Selection (GCO 网络选择) 面板中，指定网络信息：

■

如果为集群配置了 ClusterService 组，则可以使用在该服务组中配置的 IP
地址，也可以配置新的 IP 地址。

■

如果您选择配置新 IP 地址，请输入 IP 地址和关联的子网掩码。
确保指定的 IP 地址具有 DNS 项。

■

为集群中的每个节点都选择一个网络适配器。请注意，向导会列出公共网
络适配器以及指定了低优先级的适配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2

查看摘要信息并选择在 VCS 启动时是否要将资源联机。

3

单击 Configure (配置)。

4

单击 Finish (完成) 退出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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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磁盘组和卷
下图显示了用于数据库应用程序的 VCS 灾难恢复配置的典型卷设置。在该示例
中，每个站点上有一个磁盘组。
图 A-3

VCS 集群化数据库卷、 DB 日志和复制器日志

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在共享存储上为应用程序创建集群
磁盘组和动态卷。动态磁盘组是一个或多个磁盘的集合，工作起来就像单个存储库
一样。在每个磁盘组内，可以包含 RAID 布局不同的动态卷。
注意：如果存储设备与 SCSI-3 兼容，且希望使用 SCSI-3 持久性组保留 (PGR)，则
必须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 Control Panel (控制面板) System Settings (系统设置)）启用 SCSI-3 支持。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配置磁盘组和卷涉及以下任务：
■

第 867 页上的 “规划磁盘组和卷”

■

第 866 页上的 “配置磁盘组和卷”

■

第 870 页上的 “创建动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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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磁盘组和卷
确定希望组织磁盘组的方式以及要创建的卷的数量和类型。以下是一些注意事项：
■

所需的磁盘组数
磁盘组数取决于应用程序和规划的数据结构。 VCS 要求在服务器的本地驱动
器上安装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数据文件和其他相关文件 （如日志）放置在
共享存储上。通常，应用程序中的主要组织单元 （如 Microsoft Exchange 中
的存储组）会包含在单个磁盘组中。

■

要创建的卷类型
■

镜像卷和 RAID-5 卷可以为关键数据提供容错功能。

■

条带卷可以增强性能。

■

镜像条带卷既可以增强性能，又可以提供容错功能。

注意：如果计划使用复制软件 （如 VVR），请不要使用 RAID-5 卷。这一规
则不适用于硬件 RAID-5。而且， VVR 不支持名称中包含逗号的卷。
建议：
■

将镜像卷用于存储日志。

■

将条带卷或镜像条带卷用于存储数据。

■

备份和还原操作对磁盘组设置的影响。

■

数据库和日志的大小，取决于流量负载。

下图显示了用于具有共享存储的集群化数据库应用程序的典型磁盘设置。日志卷使
用单个磁盘。用于存储数据和相关文件的卷使用其余磁盘。由于您具有动态卷，因
此卷可以跨越多个磁盘。您可以具有镜像条带卷，它使用日志磁盘之外的其他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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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4

具有数据和日志磁盘的 VCS 集群化数据库

创建动态集群磁盘组
按照本节中的步骤为应用程序创建一个或多个磁盘组。
创建动态 （集群）磁盘组
注意：属于 Microsoft 磁盘管理磁盘组的动态磁盘不支持集群磁盘组。
1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打开 VEA 控制台，然后按照
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请展开主机
节点下的树视图，右键单击 Disk Groups (磁盘组) 图标，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
择 New Dynamic Disk Group (新建动态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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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New Dynamic Disk Group Wizard (新建动态磁盘组向导) 的 Welcome (欢迎)
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6

提供有关集群磁盘组的信息：

■

输入磁盘组名称 （例如 DG1）。

■

单击 Create cluster group (创建集群组) 复选框。

■

在 Available disks (可用磁盘) 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磁盘，然后使用 Add (添
加) 按钮将其移到 Selected disks (选定磁盘) 列表中。
（可选）选中 Disk names prefix (磁盘名前缀) 复选框，然后输入磁盘名
前缀为磁盘组中的磁盘指定特定标识符。例如，输入 TestGroup 作为包
含三个磁盘的磁盘组的前缀，从而创建 TestGroup1、 TestGroup2 以及
TestGroup3 作为磁盘组中磁盘的内部名称。

注意：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与使用 Windows 磁盘管理和早期版本的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产品创建的磁盘组兼容的磁盘组。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Disk Management Compatible
Dynamic Disk Group 将创建通过 Windows 磁盘管理 (LDM) 所创建的类型的
磁盘组。
■

单击 Next (下一步)。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接受包含选定磁盘的确认界面。

8

单击 Finish (完成) 创建新的磁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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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动态卷
创建磁盘组后，通过创建将存储数据的动态卷使磁盘组内的磁盘变为可用。
创建动态卷
1

如果尚未打开 VEA 控制台，请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然后按照提示选择配置文件。

2

单击 Connect to a Host or Domain (连接到主机或域)。

3

在 Connect (连接) 对话框中，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主机名，然后单击 Connect
(连接)。
要连接到本地系统，请选择 localhost。按照提示提供用户名、密码和域名。

4

要启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请展开主机节点下的树视图显示所
有磁盘组。 右键单击某个磁盘组，然后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 New Volume (新
建卷)。
可以右键单击刚创建的磁盘组。

5

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开始界面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为卷选择磁盘。确保相应的磁盘组名称显示在 Group name (组名) 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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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动磁盘选择为默认设置。要手动选择磁盘，请单击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
动选择磁盘) 单选按钮，然后使用 Add (添加) 和 Remove (删除) 按钮将相应的磁
盘移到 “选定磁盘”列表中。建议您手动选择磁盘。
此外，还可以选中 Disable Track Alignment (禁用磁道对齐)，以对卷禁用磁道
对齐。禁用磁道对齐意味着该卷不将数据块与磁盘物理磁道的边界对齐存储。

8

单击 Next (下一步)。

9

指定卷属性。

■

输入卷名。名称中最多包含 18 个 ASCII 字符，其中不得包含空格、正斜
杠和反斜杠。

■

选择卷布局类型。要选择镜像条带，请单击 Mirrored (镜像) 复选框和
Striped (条带) 单选按钮。

■

如果要创建条带卷，则需要在 Columns (列) 框和 Stripe unit size (条带单
元大小) 框中设定值。已提供默认值。

■

提供卷的大小。

■

如果单击 Max Size (最大大小) 按钮，则 Size (大小) 框中将显示一个值，
表示动态磁盘组中用于该布局的可能的最大卷大小。

■

在 Mirror Info (镜像信息) 区域中，选择适当的镜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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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为卷指定驱
动器盘符或装入点。必须在集群中的所有系统上都使用相同的驱动器盘符或装
入点。指定驱动器盘符前，请确保已验证其可用性。
■

要指定驱动器盘符，请选择 Assign a Drive Letter ( 指定驱动器盘符 )，并
选择一个驱动器盘符。

■

要将卷装入为文件夹，请选择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并单击 Browse (浏览) 在共享磁盘上查找一个空文
件夹。

11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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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创建 NTFS 文件系统。

■

确保已选中 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 复选框，然后单击 NTFS。

■

选择分配值或接受默认值。

■

文件系统标签为可选项。SFW 会将卷名作为文件系统标签。

■

如果想节省时间，请选择 Perform a quick format (执行快速格式化)。

■

选择 Enable file and folder compression (启用文件和文件夹压缩) 以节省
磁盘空间。请注意，压缩过程会占用系统资源并执行加密和解密，这可能
会导致系统性能下降。

■

单击 Next (下一步)。

13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新卷。
14 重复上述步骤，以创建其他卷。
仅在集群的第一个节点上创建集群磁盘组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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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VCS 要求在所有集群节点的相同本地驱动器上安装应用程序的程序文件，并要求
在共享存储上安装应用程序数据和日志文件或与应用程序数据相关的其他文件。

在第一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注意事项
■

应用程序可能具有在集群上运行的内置过程。请查阅应用程序文档，确定这些
过程是否可用。

■

确保在安装应用程序之前导入磁盘组和卷以便在服务器上装入它们。

■

如果刚创建磁盘组和卷，则它们将被装入而且可以访问。创建磁盘组后，将在
该节点上自动导入它。如果在服务器的 VEA GUI 中可以看到磁盘组和卷的图
标，则可确定该磁盘组和卷可以使用。

■

集群应用程序的所有节点都需要共享同一虚拟名称和 IP 地址。

■

请牢记，在安装应用程序时，不要接受应用程序数据和日志文件的默认位置。
而应通过单击浏览到以前准备的动态卷。

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的注意事项
■

要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请从第一个节点中逐出所有磁盘组，然后在
第二个节点上导入它们。第 875 页上的 “逐出和导入磁盘组”一节包含逐出
和导入磁盘组的步骤。

■

需要确保在第二个节点上访问共享卷时，共享卷具有与在第一个节点上访问时
相对应的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要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请参见第 875
页上的 “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一节中的说明。

■

如果要安装数据库，则当第二个节点上的安装操作正在使用共享磁盘时，可能
需要停止第一个节点上的数据库服务。然后，可在应用程序安装完成后重新启
动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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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出和导入磁盘组
本主题介绍为了在第二个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而逐出和导入磁盘组的步骤。
逐出第一个节点上的磁盘组
1

如果 SFW 尚未运行，请启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2

导航到当前在其上导入动态磁盘组的节点上的 dynamic disk groups (动态磁
盘组)。

3

右键单击要逐出的动态磁盘组，然后单击 Deport (逐出)。

在第二个节点上导入动态磁盘组
1

启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
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2

导航到要将动态磁盘组导入到其中的节点上的 dynamic disk groups (动态磁
盘组)。

3

右键单击要导入的动态磁盘组，然后单击 Import (导入)。
第一次将动态卷导入计算机时，可能没有与现有动态卷关联的驱动器盘符。可
根据需要使用 SFW 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确保在第二个节点上卷的驱动器
盘符或装入点与第一个节点上所用的相同。

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或装入点
1

在 SFW 中，右键单击将为其添加或更改驱动器盘符的卷。

2

选择 File System (文件系统)，然后单击 Change Drive Letter and Path (更改驱
动器盘符和路径)。将显示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窗口。

3

要添加驱动器盘符，请单击 Add (添加) 单选按钮。 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
驱动器盘符) 下拉列表变为可用。指定一个驱动器盘符，然后单击 OK (确定)。

4

要更改驱动器盘符，请单击 Modify (修改) 单选按钮。Assign a drive letter (指定
驱动器盘符) 下拉列表变为可用。选择新的驱动器盘符，然后单击 OK (确定)。

5

要添加装入点，请依次单击 Add (添加) 单选按钮和 Mount as an Empty NTFS
Folder (作为空 NTFS 文件夹装入) 单选按钮，通过浏览选择一个空文件夹或单击
New Folder (新建文件夹) 按钮创建新文件夹，然后单击 OK (确定) 以装入卷。
装入点又称为 “驱动器路径”。

要更改某一装入点，必须先将其删除，再重新创建 （步骤 5）。要删除该装入点，
请在 Drive Letter and Paths (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窗口中将其选中，然后单击
Remove (删除) 单选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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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VCS 服务组
有关 VCS 服务组的这一节首先对 VCS 服务组进行了介绍，然后提供了使用通用数
据库应用程序创建服务组的示例。

关于 VCS 服务组
为了使 VCS 能够监视和故障切换集群中的应用程序，必须将该应用程序包括在
VCS 服务组中。
服务组是指协同工作、为客户端提供应用服务的一组资源。它还可能与不包含特定
应用程序的打印或文件共享相关。活动节点上出现应用程序故障或服务器故障时，
服务组的资源将作为一个组故障切换到其他集群节点。
VCS 包含一系列已定义的资源类型。对于每种类型， VCS 都具有对应的代理，该
代理可提供用以控制资源的类型特定逻辑。捆绑代理随程序提供，适用于应用程序
常用的一组资源。
VCS 提供了多种用于创建服务组的方法。同时还为某些应用程序和服务器角色提
供了相应的向导。此外，还可以使用 VCS Java 控制台和应用程序配置向导。也可
以使用命令行界面来创建服务组。
所有这些不同的方法都可以达到同一目的：
■

定义集群资源及其属性。

■

设置其依赖关系；例如， NIC 资源依赖于 IP 资源。

■

将资源逻辑地组合在一起。

■

提供监视服务组和使其联机或脱机的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下一节介绍如何使用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应用程序配置) 向导创建 VCS 服
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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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通用数据库应用程序的服务组示例
以下步骤显示为通用数据库应用程序创建服务组的示例。

应用程序描述
假定应用程序是作为 Windows 服务运行的数据库应用程序。下图显示了该应用程
序的资源及其依赖关系。
图 A-5

用于服务组的数据库应用程序资源示例

■

Lanman 资源使该应用程序可供客户端使用。它依赖于与其关联的其他资源。

■

虚拟 IP 资源可以标识集群并允许集群通过网络进行通信。它依赖于为使其正
常工作而配置的 NIC。

■

MountV 资源可装入 SFW 磁盘组卷，它依赖于 VMDg 资源，该资源包括
SFW 磁盘组。

■

RegRep 资源可复制活动集群节点的注册表，它依赖于 RepMountV 资源和
VMDg 资源。

该图底部的资源必须先于上面与其相链接的资源可用或联机。当集群关闭时，资源
需要以相反顺序（从上至下）关闭。使用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
程序配置向导) 创建服务组时，它会建立这些资源。

877

878 部署灾难恢复：手动实现
创建 VCS 服务组

先决条件
■

确定要配置的应用程序的二进制文件位于要对其上的服务组进行配置的节点上。

■

确定已装入应用程序所需的共享驱动器。

■

运行该向导之前，确保已准备好下列信息：
■

要为其配置资源的应用程序的类型。

■

应用程序所使用的共享存储。

■

注册表复制信息。

■

网络信息。

使用应用程序配置向导创建服务组
本节中介绍的步骤可能不是为每个数据库应用程序创建服务组时需要的确切步骤。
这些步骤只作为一个典型示例，用以说明为数据库应用程序创建 VCS 服务组时可
能涉及的内容。
为应用程序数据库建立服务组
1

选择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2

阅读 Welcome (欢迎) 面板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service group (创建服务
组)，以向集群中添加新服务组。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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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在 Service Group Configuration (服务组配置) 面板中完成以下操作：

■

在 Service Group Name (服务组名称) 字段中输入服务组的名称。指定的
名称应可以传达所创建服务组的相关信息。

■

从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列表中选择配置服务组所在
的系统，并将其添加至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列表。以与其在集群中的位置相匹配的顺序排列这些系统。系统优先级定
义服务组故障切换到系统的顺序。列表顶部的系统优先级最高。

■

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

向导将验证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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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随后出现的 Applications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 Create (创建) 以为应用程序创建服务组。

■

选择用于使应用程序联机或脱机并监视其状态的代理类型。
对于此示例，由于数据库应用程序作为 Windows 服务运行，因此将选择
GenericService。
如果应用程序不作为通用服务运行，则此处应选择 Process 代理。
Service Monitor 代理不控制应用程序。它可用来监视应用程序可能依赖
的资源。它不能使应用程序联机或脱机。它可以监视服务、启动用户定义
的脚本并解释该脚本的退出代码。

■

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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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Generic Service Options (通用服务选项) 面板中，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服务名称。
单击 Service Name (服务名称) 输入框右侧的图标，打开 Windows 服务
列表并单击所需服务。在此示例中，会选择用于数据库的服务。

■

提供服务的启动参数 （如果适用）。

■

在 Delay After Online (联机后延迟) 字段中，指定代理在服务联机后、监
视例程启动之前等待的秒数。

■

在 Delay After Offline (脱机后延迟) 字段中，指定代理在服务脱机后、监
视例程启动之前等待的秒数。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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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User Details (用户详细信息) 窗口中进行必要设置：

■

选择 This Account (此帐户)，以使服务组在集群中运行。

■

指定以下有关该用户的详细信息。

■

■

在 Domain Name (域名) 列表框中选择域。

■

在 User Name (用户名) 列表框中指定用户。

■

在 Password (密码) 字段中输入用户的密码。

单击 Next (下一步)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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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Shared Storage Option (共享存储选项) 窗口中，通过单击一个或多个共享
驱动器旁边的复选框来选择 GenericService 资源所需的共享存储。单击 Next
(下一步)。

向导从所指示存储判定涉及 SFW 集群磁盘组，因此将 VMDg 资源和 MountV
资源添加至服务组。
10 在 Application Resource Summary (应用程序资源摘要) 面板中，查看
GenericService 资源的摘要。单击 Back (上一步) 进行更改。否则，请单击
Next (下一步)。
11 此时将出现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选中 Configure Other
Components (配置其他组件) 单选按钮，以为服务组配置其他资源，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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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s (应用程序组件) 窗口中，选中 Registry Replication
Component (注册表复制组件) 和 Network Component (网络组件) 复选框，以
将用于复制注册表的资源以及 NIC、 IP 和 Lanman 资源添加至服务组。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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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 Registry Replication (注册表复制) 窗口中，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来指定要复
制的注册表项：
■

在记录注册表更改的共享磁盘中指定目录。

■

单击 Add (添加)。

■

在 Registry Keys (注册表项) 面板中，选择要复制的注册表项。

■

单击 OK (确定)。

■

所选注册表项将被添加至 Registry Key List (注册表项列表) 框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RegRep 和 MountV 资源将被添加至服务组。

14 在 Virtual Computer Configuration (虚拟计算机配置) 面板中，指定与网络相
关的信息：
输入一个唯一的虚拟计算机名称，其他节点将根据此名称来识别该节点。
请注意，虚拟名称不能超过 15 个字符。
如果在 Application Components (应用程序组件) 面板中未选择 Lanman
Component (Lanman 组件) ，则不会显示 Virtual Computer Name (虚拟计算
机名称) 字段。
■

■

为虚拟服务器输入一个唯一的虚拟 IP 地址。

■

输入虚拟服务器所属的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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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集群中的每个系统，选择公共网络适配器名称。要查看与系统关联的
适配器，请单击 Adapter Name (适配器名称) 字段，然后单击箭头。
向导将显示系统中已启用 TCP/IP 的所有适配器，包括专用网络适配器 （如果
适用）。确定您选择的是分配给公用网络而非专用网络的适配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Lanman 资源、虚拟 IP 资源和 NIC 资源将添加至服务组。
■

15 在 Application Options (应用程序选项) 面板中，单击 Configure application
dependency and create service group (配置应用程序依赖关系并创建服务组)，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16 在 Service Group Summary (服务组摘要) 面板中，查看您的配置：

■

如果需要，则请更改资源的名称。该向导将为资源指定唯一的名称。单击
资源名称以对其进行编辑。查看您的配置，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

在 Confirmation (确认) 对话框中，单击 No (否)，以查看您的设置。否则，
请单击 Yes ( 是 )。该向导将开始运行相应的命令来创建服务组。系统会显
示各种消息，指示这些命令的状态。执行完命令后，将显示完成面板。

17 如果要在本地系统中使服务组联机，请在 completion (完成) 对话框中单击
Bring the service group online (使服务组联机) 复选框。单击 Finish (完成)，
以退出 Application Configuration wizard (应用程序配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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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集群配置
要验证集群的配置，请移动联机组或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

使用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将所有服务组从一个节点切换
至另一个节点。

■

通过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来模拟本地集群故障切换。

切换服务组
1

在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中，单击配置树中的集群，单击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然后在视图面板中右键单击服务组的图标。
■

单击 Switch To (切换至)，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节点。

■

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此时选定的服务组将在原始节点上脱机，而
在选定的节点上联机。
如果有多个服务组，则必须不断重复此步骤，直到切换了所有服务组为止。

2

验证服务组是否在切换至的节点 （在步骤 1 中选择）上联机。

3

要将所有资源移回原始节点，请针对每个服务组重复步骤 1。

关闭处于活动状态的集群节点
1

正常关闭或重新启动服务组在上面处于联机状态的集群节点。

2

在其他节点上的 Veritas Cluster Manager （Java 控制台）中，连接到集群。

3

验证服务组是否已成功进行故障切换，并在系统列表中的下一节点上联机。

4

如果需要将所有服务组移回原始节点，请执行下列操作：
■

重新启动在步骤 1 中关闭的节点。

■

单击 Switch To (切换至)，然后在菜单中单击相应的节点。

■

在对话框中，单击 Yes (是)。
此时选定的服务组将脱机并在选定的节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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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并行环境
您可以在辅助站点上设置几乎相同的配置。请参见以下主题：
■

第 844 页上的 “安装 SFW HA”

■

第 845 页上的 “配置 VVR 安全服务”

■

第 848 页上的 “配置集群”

■

第 866 页上的 “配置磁盘组和卷”
在辅助站点上创建与主站点上相同的磁盘组和卷设置。辅助站点上的数据卷应
与主站点上的对应数据卷大小相同。辅助站点上的日志卷可以是不同的大小，
但是 Symantec 建议大小相同。磁盘、磁盘组和卷的名称必须相同。卷需要属
于相同的卷类型。

■

第 874 页上的 “在集群节点上安装应用程序”

■

第 876 页上的 “创建 VCS 服务组”
注意：如果主站点上的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则不要使该服务组联机。

■

第 887 页上的 “验证集群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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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本节提供有关针对复制配置 VVR 组件的信息。包括下列主题：
■

第 889 页上的 “VVR 组件概述”

■

第 890 页上的 “针对 VVR 配置复制器日志卷”

■

第 892 页上的 “针对 VVR 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

■

第 900 页上的 “创建 VVR RVG 服务组”

VVR 组件概述
本节中频繁地使用以下术语：复制卷组 (RVG)、复制器日志和复制数据集 (RDS)。
其定义如下：

复制卷组 (RVG)
RVG 由 SFW 磁盘组中的一个或多个卷组成。对主节点主机上 RVG 进行的更新将
发送到已配置的辅助节点主机。因此，存在一个对应的 RVG，它具有同名磁盘组和
同名卷。数据卷的大小应该相同，但是复制器日志卷的大小可以不同。（可选）要
获得更大的冗余性，则可以具有多个辅助节点主机，它们都有与主节点主机上 RVG
相同且对应的副本。
磁盘组内的 RVG 是用于复制的容器，因此，如果具有多个磁盘组，则将需要为每
个磁盘组创建单独的 RVG。一个磁盘组中可能有多个 RVG；但是， RVG 不能跨越
磁盘组。

复制数据集 (RDS)
主节点主机上的 RVG 和（一个或多个）辅助节点主机上任何对应的 RVG 构成了复
制数据集 (RDS)。

复制器日志
每个 RVG 都必须具有与其关联的复制器日志。主站点上的复制器日志卷保存发送
到辅助站点的任何 RVG 更新的副本。保留辅助站点上的复制器日志，以便可以在
主站点不起作用需要辅助站点成为新的主站点时使用它。这两个站点上的日志必须
同名；不过，日志的大小可以各不相同。 Symantec 建议在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上使
用相同大小的复制器日志卷。
本节介绍的过程涉及为主站点上将具有复制卷的每个 SFW 磁盘组设置 RDS，然后
创建链接到应用程序服务组的 VVR 服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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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VVR 配置复制器日志卷
在每个站点上创建复制器日志卷。创建日志的任务也可以在创建 RDS 的过程中完
成，但是某些存储管理员可能更喜欢手动创建它 （如此处所执行的操作），作为设
置 RDS 的准备步骤。
注意：为了提高写入性能， Symantec 建议您在不同于应用程序数据卷所使用的磁
盘上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针对 VVR 配置复制器日志卷
1

在桌面上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以在主站点的活动
节点上打开 VEA 控制台。

2

为包含存储组数据的磁盘组创建卷：
■

在系统配置树中，单击将要在其中创建日志卷的磁盘组 （Hostname >
Disk Groups (磁盘组) > Diskgroupname。

■

右键单击要复制的卷所属的磁盘组，然后单击 New Volume (新建卷)。

3

在 New Volume wizard (新建卷向导) 的 Welcome (欢迎) 面板上，单击 Next
(下一步)。

4

为卷选择磁盘：

5

■

选择组名称。

■

选择 Manually select disks (手动选择磁盘)。

■

单击磁盘名称。

■

单击 Add (添加)。

■

选择所有必需磁盘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指定卷的参数：
■

输入卷名。

■

输入大小。复制器日志卷的大小在不同环境中会有所不同。要确定适合您
环境的大小，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

选择卷布局。

■

选择相应的镜像选项。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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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在 Add Drive Letter and Paths (添加驱动器盘符和路径) 对话框中，请执行下
列操作：
■

单击 Do not assign a drive letter (不指定驱动器盘符)。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在提示您格式化卷时，请执行下列操作：
■

取消选择 Format this volume (格式化此卷)。

■

单击 Next (下一步)。

8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创建新卷。

9

如有必要，请重复步骤 2 至步骤 8，为主站点上的其他任何 RVG 创建复制器
日志卷。

10 重复步骤 2 至 步骤 8，为辅助站点上的每个 RVG 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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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VVR 设置复制数据集 (RDS)
配置 VVR 涉及在主机上为主站点和辅助站点设置复制数据集。利用 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集向导)，可以为这两个站点配置复制
数据集。
创建复制数据集
1

在主站点上导入集群磁盘组的集群节点中，启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

使用 VEA 控制台启动 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
集向导)。
或

■

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序) > Symantec >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来启动 VEA。
在 VEA 控制台中，依次单击 View (查看) > Connection (连接) >
Replication Network (复制网络)。

2

右键单击 Replication Network (复制网络) 并选择 Set up Replicated Data Set
(设置复制数据集)。

3

阅读 Welcome (欢迎) 页上的信息并单击 Next (下一步)。

4

指定复制数据集 (RDS) 和复制卷组 (RVG)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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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会将本地主机选择为 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机)。要指定其他主
机名称，请确保所需主机连接到 VEA 控制台并在 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机)
列表中将其选中。
如果所需的主节点主机未连接到 VEA 控制台，则它不会出现在 Primary Host
(主节点主机) 字段的下拉列表中。使用 VEA 控制台连接到该主机。
5

单击 Next (下一步)。

6

从表中选择将要进行复制的动态磁盘组和数据卷。

要选择多个卷，请在按住 Shift 键或 Ctrl 键的同时使用向上键或向下键。
默认情况下，将针对所有选定卷自动添加镜像 DCM 日志。如果磁盘空间不足
以创建带有两个 plex 的 DCM 日志，则会创建一个 plex。
7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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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选择或为 Replicator Log (复制器日志) 页创建一个卷，如下所示：

选择现有卷
■

在表 (APP_REPL_LOG) 中选择复制器日志卷。
如果此表中未显示卷，请单击 Back (上一步) 并确认未在前一页中选择复
制器日志卷。

单击 Next (下一步)。
创建新卷
■

■

单击 Create Volume (创建卷) 并在显示的对话框中输入下列信息。
Name (名称)

在 Name (名称) 字段中输入卷的名称。

Size (大小)

在 Size (大小) 字段中输入卷的大小。

Layout (布局)

选择所需的卷布局。

Disk Selection

■

如果希望 VVR 为复制器日志选择磁盘，请选择
Select disks automatically (自动选择磁盘)。

■

选择 Select disks manually (手动选择磁盘)，使用可
用磁盘窗格中的特定磁盘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双击磁盘进行选择，或者选择 Add (添加) 将磁盘移动
到选定磁盘窗格中。

(磁盘选择)

■

单击 OK (确定) 创建复制器日志卷。

■

在 Select or create a volume for Replicator Log (选择或创建复制器日志
卷) 对话框中，单击 Next (下一步)。

部署灾难恢复：手动实现
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9

查看摘要页上的信息并单击 Create Primary RVG (创建主 RVG)。

10 成功创建主 RVG 之后， VVR 会显示以下消息：
RDS with Primary RVG has been created successfully. Do you want
to add Secondary host to this RDS for replication now?

单击 No (否) 将退出 Setup Replicated Data Set Wizard (设置复制数据集向导)
而不添加辅助节点主机。要在以后添加辅助节点主机，请使用 RDS 右键菜单
中的 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
单击 Yes (是) 会将辅助节点主机立即添加到主 RDS。将出现 Specify Secondary
host for replication (为复制指定辅助节点主机) 页面。
11 在 Specify Secondary host for replication (为复制指定辅助节点主机) 页面
上，在 Secondary Host (辅助节点主机) 字段中输入辅助节点主机的名称或 IP
地址。单击 Next (下一步)。如果辅助节点主机未连接到 VEA，则在单击 Next
(下一步) 时向导会尝试将其连接。该向导仅允许指定一台辅助节点主机。可以
使用 RDS 右键菜单中的 Add Secondary (添加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添加其他辅
助节点主机。
等待连接过程完成后，再次单击 Next (下一步)。
12 如果辅助节点主机上只有一个不包含任何数据卷或复制器日志的磁盘组（与主
节点主机上一样），则 VVR 会显示一条消息。请仔细阅读此消息。
仅当磁盘组中的磁盘具备下列条件时，在辅助节点主机上自动创建卷的选项才
可用：
■

拥有与主节点主机上的空间大小相同或更大的空间

拥有足够的空间来创建具有与主节点主机上相同布局的卷
如果不满足上述条件，则可通过 RDS 设置向导手动创建所需的卷。
■

■

单击 Yes (是) 将自动创建辅助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

■

单击 No (否) 以使用 Volume Information on the connected hosts (已连接
的主机上的卷信息) 页面手动创建辅助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

13 将出现 Volume Information on the connected hosts (已连接的主机上的卷信
息) 页面。如果主节点主机和辅助节点主机已连接到 VEA，此页面将显示有关
辅助节点上卷的可用性的信息。
如果在主节点主机上可用的全部所需的卷在辅助节点主机上也可用，则不会出
现此页面。
■

如果尚未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创建所需的数据卷和复制器日志，则此页面会
针对辅助节点主机上的卷名显示相应的消息。

■

如果发生错误或需要创建卷，则会显示带有红色图标和情况说明的卷。要处
理错误或在辅助站点上创建新的复制器日志卷，请单击辅助站点上的卷，再
单击可用任务按钮并按照向导的说明进行操作。
可能必须创建新卷、重新创建卷或调整卷大小（更改属性）或者删除 DRL
或 DCM 日志，这取决于主站点上的卷和辅助站点上的卷之间的差异。
当所有复制卷都满足复制要求并显示绿色复选标记时，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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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复制的所有数据卷都满足要求，则不会显示此界面。

14 填写 Edit replication settings (编辑复制设置) 页面，为辅助节点主机指定基本
和高级复制设置，如下所示：

■

要修改此页面上列出的各个默认值，请从各个属性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
的值。如果不希望修改基本属性，则单击 Next (下一步) 时可使用默认值
启动复制。

Primary side IP
(主端 IP)
Secondary side IP
(辅助端 IP)

输入将用于复制的主 IP 资源的虚拟 IP 地址。如果有多个 IP 地址
可用于复制，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一个。如果列
表中未显示所需的 IP 地址，请编辑该字段以添加 IP 地址。
输入将用于复制的辅助站点的虚拟 IP 地址。如果有多个 IP 地址可
用于复制，则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使用的一个。如果列表中
未显示所需的 IP 地址，请编辑该字段以添加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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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cation Mode
(复制模式)

选择所需的复制模式：Synchronous Override (同步改写)、
Synchronous (同步) 或 Asynchronous (异步)。默认模式为同步
改写。
通过 Synchronous Override (同步改写)，可在常规操作条件下进
行同步更新。如果辅助站点与主站点断开连接，并且主站点上发
生写操作，则复制模式会临时切换到 Asynchronous (异步)。
Synchronous (同步) 仅在辅助站点成功接收更新之后才会确定主
站点上应用程序的更新已完成。
Asynchronous (异步) 在 VVR 于复制器日志中更新后确定主站点
上应用程序的更新已完成。此后， VVR 会将数据写入数据卷并将
更新异步复制到辅助站点。
如果将辅助站点设置为同步复制模式并断开其连接，则可能会显
示具有 NTFS 文件系统的主数据卷，其状态为 MISSING (丢失)。

Replicator Log

当主 RVG 中的所有卷都包含 DCM 日志时，复制器日志溢出保护默
Protection (复制器 认选定的模式为 AutoDCM。在复制器日志溢出时，会启用 DCM。
日志保护)
当复制器日志溢出时， DCM 选项会对辅助节点主机启用复制器日
志保护，并且主站点和辅助站点之间的连接将丢失。仅当主 RVG
下的所有数据卷都包含与其关联的 DCM 日志时，此选项才可用。
Off (关闭) 选项将禁用复制器日志溢出保护。
如果是 Bunker 节点，默认情况下，复制器日志保护会设置为 Off
(关闭)。因此，如果由于 Bunker RLINK 致使主 RLINK 溢出，则会
将此 RLINK 分离。
Override (改写) 选项将启用日志保护。 如果辅助节点仍然处于连
接状态，并且复制器日志将要溢出，则将停止写入，直到复制器日
志中具有预定的 5% 或 20 MB （取两者中较少者）的空间为止。
如果由于连接断开或者管理操作而使辅助节点处于不活动状态，则
将禁用复制器日志保护，并且复制器日志将会溢出。
Fail (失败) 选项将启用日志保护。 如果日志将要溢出，则将停止写
入，直到复制器日志中具有预定的 5% 或 20 MB （取两者中较少
者）的空间为止。如果主 RVG 和辅助 RVG 之间的连接中断，则对
主 RVG 进行任何新的写入操作都将失败。
Primary RLINK
Name

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所选的主 RLINK 名称。如果未指定任何名
称， VVR 将分配一个默认名称。

(主 RLINK 名)
Secondary RLINK
Name
(次 RLINK 名)

通过此选项，可以指定所选的次 RLINK 名称。如果未指定任何名
称， VVR 将分配一个默认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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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Next (下一步) 将使用默认设置启动复制。
15 单击 Advanced (高级) 以指定高级复制设置。根据需要编辑辅助节点主机的复
制设置。

Latency protection
(延迟保护)

确定主站点上的写操作延迟时间，以允许辅助站点在进行新写入
操作之前 “赶上”更新。
■

Off (关闭) 为默认选项，可禁用延迟保护功能。

■

Fail (失败) 启用延迟保护功能。如果未完成的写操作数量达
到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在下面介绍），并且辅助
站点处于连接状态，则 VVR 会停止后续写操作，直到未完
成的写操作数量降低到 Low Mark Value (低标记值) （在下
面介绍）为止。如果辅助站点断开连接，则后续写操作会
失败。

■

Override (改写) 启用延迟保护功能。当辅助站点断开连接
时，此选项相当于 Off (关闭) 选项；当辅助站点处于连接状
态时，此选项相当于 Fail (失败) 选项。

警告：控制写操作会影响主站点上的应用程序性能；请根据复制
吞吐量和应用程序的写入模式，仅当必要时才使用此保护功能。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Low Mark Value
(低标记值)

仅当选择 Override (改写) 或 Fail (失败) 延迟保护选项时启用。
该值将触发写操作延迟，并会指定等待复制到辅助站点的未决复
制器日志更新的最大数量。默认值为 10000，此为复制器日志中
允许的最大更新数量。
仅当选择 Override (改写) 或 Fail (失败) 延迟保护选项时启用。
达到 High Mark Value (高标记值) 之后，将延迟对复制器日志进
行写操作，直到未决更新的数量降至辅助站点可以 “赶上”主站
点上活动的可接受点为止；此可接受点由 Low Mark Value (低标
记值) 确定。默认值为 9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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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当确定延迟保护的高标记值和低标记值时，请选择足够但不要过大的范围以免长
期控制写操作。
Protocol (协议)

UDP/IP 是默认的复制协议。

Packet Size

对辅助站点上主机的更新是以数据包的形式发送的；默认大小是
1400 字节。仅当选择 UDP/IP 协议时才会启用选择数据包大小的
选项。

(数据包大小)

Bandwidth (带宽)

默认情况下，VVR 使用最大的可用带宽。要控制所使用的带宽，
请以 Mbps 为单位指定带宽限制。

单击 OK (确定) 关闭该对话框。
16 单击 Next (下一步)。
17 在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页面上，选择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

如果已创建虚拟 IP，请选择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
同步) 选项，默认情况下建议使用此选项进行初始设置，以开始
同步辅助站点并立即启动复制。
如果尚未创建用于复制的虚拟 IP，则自动同步会保持暂停状态，
并在创建 Replication Service Group (复制服务组) 并使其联机之
后继续进行。
选择此选项后， VVR 将默认执行智能同步，仅复制文件系统正
在使用的卷上的那些块。如果需要，可以禁用智能同步。
注意：智能同步仅适用于包含 NTFS 文件系统的卷，而不适用于
原始卷或包含 FAT/FAT32 文件系统的卷。

Synchronize from
Checkpoint
(从检查点同步)

如果要使用此方法，必须首先创建检查点。
如果主数据卷上包含大量数据，则可能首先需要针对现有数据，
结合使用检查点和备份还原方法同步辅助站点。还原完成之后，
使用 Synchronize from Checkpoint (从检查点同步) 选项从检查
点启动复制，将辅助站点和执行备份还原期间发生的写操作进
行同步。
有关从检查点同步的信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TM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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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添加辅助站点而不启动复制，请取消选择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选
项。以后可以使用辅助 RVG 右键菜单中的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选项
启动复制。
单击 Next (下一步) 可显示 Summary (摘要) 页面。

18 查看信息。
单击 Back (上一步) 可更改已指定的任何信息，单击 Finish (完成) 可将辅助节
点主机添加到 RDS 并退出向导。

创建 VVR RVG 服务组
从包含应用程序服务组的系统中运行该向导。
先决条件：
■

确定已将磁盘组导入要创建复制服务组的节点上。

■

通过在要运行 Volume Replicator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 卷复制器代理
配置向导) 的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来确定 VCS 正在运行。
> hasys -state

创建复制服务组
1

在主站点中集群的活动节点中，依次单击 Start (开始) > All Programs (所有程
序) > Symantec > Veritas Cluster Server > Configuration Tools (配置工具) >
Volume Replicator Agent Configuration Wizard (卷复制器代理配置向导) 来
启动配置向导。

2

查看 Welcome (欢迎) 页上的要求，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单击 Create a new replication service
group (创建新的复制服务组)，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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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指定服务组名称和系统优先级列表，如下所示：

■

输入服务组名称。

■

在 Available Cluster Systems (可用集群系统) 框中，单击要在其上配置
服务组的节点，然后单击向右箭头图标将所选节点移动到服务组的系统列
表中。请确保为复制服务组选择的节点集与为应用程序的服务组选择的节
点集相同，或者前者是后者的父集。请确保这些节点的优先级顺序相同。

■

要从服务组的系统列表中删除某个节点，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级排列的系统) 框中单击该节点，然后单击向左箭头图标。

■

要更改系统列表中节点的优先级，请在 Systems in Priority Order (按优先
级排列的系统 ) 框中单击该节点，然后单击向上箭头图标或向下箭头图
标。位于列表顶部的节点具有最高优先级。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将出现一则消息，指示配置将从 Read Only (只读) 更改为 Read/Write (读/写)。
单击 Yes (是) 继续操作。

901

902 部署灾难恢复：手动实现
第 3 部分：针对复制添加 VVR 组件

6

7

在 Disk Group and Replicated Volume Group Configuration (磁盘组和复制卷
组配置) 面板中，进行以下选择：

■

选择 Configure RVGPrimary resource for selected RVG (为选定的 RVG
配置 RVGPrimary 资源)。
如果要将设置配置为在主集群出现故障时能够自动启用接管功能，则需要
使用此资源。RVGPrimary 资源是在应用程序服务组中创建的，将替换
VMDg 资源。

■

选择要为其配置 RVG 主资源的复制卷组。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在 IP Resource Options (IP 资源选项) 面板中，选择 Create a New IP
Resource (创建新的 IP 资源)，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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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Network Configuration (网络配置) 面板中，输入网络信息，如下所示：

■

验证或输入虚拟 IP 地址，使用在配置 RDS 时指定为主 IP 地址的 IP 地址。

■

指定子网掩码。

■

为配置中的每个系统指定适配器。

■

单击 Next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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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查看服务组配置的摘要，如下所示：

Resources (资源) 框中列出了已配置的资源。单击某个资源可在 Attributes
(属性) 框中查看其属性以及所配置的属性值。
■

如有必要，请更改资源名称；该向导会根据资源各自的命名规则为其指定
唯一的名称。

■

要编辑某个资源名，请单击该资源名并对其进行修改。编辑完每个资源名
称后按 Enter。要取消对某个资源名称所做的编辑，请按 Esc。

■

单击 Next (下一步) 创建复制服务组。

10 显示一条警告，通知将创建服务组。出现提示时，请单击 Yes (是) 以创建
服务组。
11 单击 Finish (完成) 以使复制服务组联机。
12 检查先决条件，然后在辅助站点上重复执行向导，指定适当的值。
应用程序服务组的名称必须在两个站点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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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添加用于广域恢复的 GCO 组件
为广域灾难恢复管理全局集群时，需要使用 Global Cluster Option。创建全局集群
环境的过程涉及以下任务：
■

通过将远程集群添加至本地集群来连接独立集群。

■

将所有集群公用的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服务组。

使用 VCS Java 控制台或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 （单集群模式）（也称为
Web 控制台）可以执行全局集群操作，本指南只提供了用于 Java 控制台的过程。
有关可从 Java 控制台和 Web 控制台执行的 GCO 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本节包含以下主题：
■

第 905 页上的 “全局集群环境的先决条件”

■

第 906 页上的 “通过添加远程集群链接集群”

■

第 907 页上的 “将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组”

■

第 910 页上的 “其他全局集群管理任务”

全局集群环境的先决条件
创建全局集群环境要求具备以下条件：
■

所有服务组的配置正确且能够将其置入联机状态。

■

要充当全局组的服务组，在所有要应用到的集群中都使用相同且唯一的名称。

■

集群必须使用同一版本的 VCS。

■

这些集群必须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

■

集群应是独立的，且不能已属于某个全局集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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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添加远程集群链接集群
VCS Java 控制台提供了一个向导，可通过链接独立集群或将独立集群添加到现有
全局环境来创建全局集群。
■

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两个独立集群创建全局集群环境，请从主站点上的集群或
者辅助站点上的集群运行向导。

■

如果要将一个独立集群添加到现有的全局集群环境，则从全局集群环境中已有
的集群运行向导。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中的 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
集群配置向导) 需要以下信息：
■

全局配置中各个集群的活动主机名或 IP 地址，以及要添加到该配置的集群的
活动主机名或 IP 地址。

■

该配置中各个集群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

要添加到该配置的集群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注意：Symantec 不支持添加已属于某个全局集群环境的集群。若要将某个全
局集群环境中的集群 （如集群 A 和集群 B）与另一个全局集群环境中的集群
（如集群 C 和集群 D）合并，应先将集群 C 和集群 D 分隔成独立集群，然后再
将它们逐个添加到包含集群 A 和集群 B 的环境。

在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中添加远程集群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中，单击 Edit (编辑) 菜单上的 Add/Delete
Remote Cluster (添加/删除远程集群)。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配置树中，右键单击该集群名称，然后单击
Add/Delete Remote Clusters (添加/删除远程集群)。

2

查看 Remote Cluster Configuration Wizard (远程集群配置向导) 所需的信息，
然后单击 Next (下一步)。

3

在 Wizard Options (向导选项) 面板中，单击 Add Cluster (添加集群)，然后单
击 Next (下一步)。

4

在 New Cluster Details (新集群详细信息) 面板中，按照以下方式输入新集群的
详细信息：
如果集群没有以安全的模式运行：
■

输入集群系统的主机名、集群系统的 IP 地址或要加入到全局环境的集群
的 IP 地址。

■

如有必要，请更改默认端口号。

■

输入用户名。

■

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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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Next (下一步)。
如果集群以安全的模式运行：
■

■

输入集群系统的主机名、集群系统的 IP 地址或要加入到全局环境的集群
的 IP 地址。

■

验证端口号。

■

选择借助当前集群连接使用的凭据连接到远程集群，或者输入新凭据，包
括用户名、密码和域。

■

如果已通过向导连接到远程集群，则可以使用以前连接的凭据。

■

单击 Next (下一步)。

5

单击 Finish (完成)。运行完向导之后，所有相关集群的配置都会处于读写模式；
且向导不会关闭这些配置。

6

验证集群之间的心跳连接是否处于活动状态。在命令窗口中输入
hahb -display。输出中的状态属性将显示为 alive (活动)。
如果状态为 unknown (未知)，则应先使 ClusterService 组脱机，然后再使其
联机。

将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组
链接集群后，使用 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全局组配置向导) 将全局
集群公用的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组。还可以通过此向导将全局组转换为本地组。
管理全局组要求具备以下条件：
■

要充当全局组的组必须对所有要应用到的集群使用相同的名称。

■

必须知道该配置中各个集群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使用 VCS Java 控制台或 Cluster Management Console（单集群模式）（也称为 Web
控制台）使全局组联机、使全局组脱机或切换远程集群上的全局组，下一节介绍了
从 Java 控制台执行的过程。有关从 Java 控制台和 Web 控制台进行全局集群操作的
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注意：对于远程集群操作，用户必须与登录本地集群的用户具有相同的名称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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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本地服务组转换为全局组
1

在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中，单击 Edit (编辑) 菜单上的 Configure
Global Groups (配置全局组)。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配置树中，右键单击集群，然后单击
Configure Global Groups (配置全局组)。
或
在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配置树中，右键单击服务组，然后单击
Configure As Global (配置为全局)，然后继续执行步骤 3b。

2

查看 Global Group Configuration Wizard (全局组配置向导) 所需的信息，然后
单击 Next (下一步)。

3

输入要修改的服务组的详细信息：
■

单击要从本地组转换为全局组的服务组名称，或要执行相反转换的服务组
名称。

■

在 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集群) 框中，单击该组可在其上联机的集群。
单击向右箭头将集群名称移到 Clusters for Service Group (服务组集群)
框中；如果要从全局集群转换为本地集群，则单击向左箭头将集群名称移
回到 Available Clusters (可用集群) 框中。优先级编号 （从 0 开始）表示
该组将尝试在其上联机的集群的优先级。如有必要，请双击 Priority (优
先级) 列中的项并输入新值。

■

按照如下所示选择集群故障切换的策略：

■

4

Manual (手动)

防止组自动故障切换到其他集群。

Auto ( 自动 )

在组无法在集群内进行故障切换或整个集群出现故障时，
使组自动故障切换到其他集群。

Connected ( 连接 )

在组无法在集群内进行故障切换时，使组自动故障切换到
其他集群。

单击 Next (下一步)。

输入或查看各个集群的连接详细信息。单击 Configure (配置) 图标以查看每个
集群的远程集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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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未处于安全
模式中

集群处于安全模式中

5

■

输入远程集群的 IP 地址、集群系统的 IP 地址或集群系统
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输入用户名。

■

输入密码。

■

单击 OK (确定)。

■

对全局环境中的每个集群重复这些步骤。

■

输入远程集群的 IP 地址、集群系统的 IP 地址或集群系统
的主机名。

■

验证端口号。

■

选择借助当前集群连接使用的凭据连接到远程集群，或者
输入新凭据，包括用户名、密码和域。

■

如果已通过向导连接到远程集群，则可以使用以前连接的
凭据。

■

单击 OK (确定)。

■

对全局环境中的每个集群重复这些步骤。

单击 Next (下一步)，然后单击 Finish (完成)。
此时，您必须通过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使全局服务组联机。

通过 Cluster Explorer (集群管理器) 使远程全局服务组联机
1

在配置树的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中，右键单击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集群，再单击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然后右键单击
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依次单击 Online (联机) 和 Remote online (远程联机)。

3

在 Online global group (联机全局组) 对话框中：
■

单击要使组联机的远程集群。

■

单击指定系统或者单击 Any System (任意系统)，以使相应的组联机。

■

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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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全局集群管理任务
本节提供以下全局集群管理任务：
■

第 910 页上的 “使远程全局服务组脱机”

■

第 910 页上的 “切换远程全局服务组”

有关全局集群的详细信息和相关过程，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管理指南》
中的 “全局集群”一节。

使远程全局服务组脱机
使远程全局服务组脱机
1

在配置树的 Service Groups(服务组) 选项卡上，右键单击该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集群，再单击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然后右键单击
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依次单击 Offline (脱机) 和 Remote offline (远程脱机)。

3

在 Offline global group (使全局组脱机) 对话框中：
■

单击要使组脱机的远程集群。

■

单击特定系统或单击 All Systems (所有系统) 使相应的组脱机，然后单击
OK (确定)。

切换远程全局服务组
切换远程全局服务组
1

在配置树的 Service Groups(服务组) 选项卡上，右键单击该服务组。
或
单击配置树中的集群，再单击 Service Groups (服务组) 选项卡，然后右键单击
视图面板中的服务组图标。

2

单击 Switch To (切换至)，再单击 Remote switch (远程切换)。

3

在 Switch global group (切换全局组) 对话框中：
■

单击要切换该组的集群。

■

单击特定系统或单击 Any System (任意系统) 使相应的组脱机，然后单击
OK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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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维护：常规操作和恢复过程
本节介绍了 DR 解决方案常规操作过程中的任务，还介绍了恢复过程。

常规操作：监视复制状态
在常规操作情况下，可以使用以下工具监视复制状态：
■

VEA GUI

■

命令行界面 (CLI)

■

Perfmon

■

警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中的 “Monitoring Replication （监视复制）”一章。

执行计划的迁移
为了进行维护或为了测试辅助节点主机是否就绪，可能要将应用程序迁移到辅助节
点主机。以下是可能需要执行的一组常规任务：
■

使 RVG 资源在两个集群上脱机。

■

使用 Migrate (迁移) 选项将主节点主机角色转移到辅助站点的主机。
■

在 VEA 界面上，右键单击主 RVG，然后选择 Migrate (迁移)。

■

选择辅助节点主机并单击 OK (确定)。复制角色即迁移到辅助节点主机。

■

在新主节点主机上为卷指定驱动器盘符。
确保这些驱动器盘符与原始主节点主机的驱动器盘符相同。

■

使 RVG 资源在新辅助节点主机上联机。

■

使应用程序组在新主节点主机上联机。

现在，即可确定应用程序在具有复制数据的新主节点主机上能够正常运行。确定其
正常运行后，可以重复该过程将这些角色还原为最初角色。
注意：在新主节点主机上对数据所做任何更改都将复制到原始主节点主机 （现在
是辅助节点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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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恢复过程
本节提供有关发生灾难时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启动应用程序服务器的信息。另外还介
绍如何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原始主节点主机恢复正常后恢复其主节点主机角色。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启动应用程序
1

在辅助节点主机上 VEA GUI 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右键单击复制网络内所需的
辅助 RVG 节点。

2

选择 Takeover (接管)，然后按照说明执行接管操作。可以选择使用以下选项
执行接管操作：
■

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执行 Takeover (接管)，可以在原
始主节点主机再次可用时轻松还原它。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执行 Takeover (接管) 时，请确保未选择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
动同步) 选项。

不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执行 Takeover (接管)。在这种
情况下，需要使原始主节点主机与新主节点主机完全同步。这可能需要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数据卷的大小。只有在完成同步后，才可以
恢复原始主节点主机的主节点主机角色。
接管后，现有的辅助节点主机变为新的主节点主机。
■

3

在新主节点主机上为卷指定驱动器盘符。确保这些驱动器盘符与原始主节点主
机的驱动器盘符相同。

4

使应用程序组联机。

现在，即可开始在新主节点主机上使用应用程序了。

还原主节点主机
发生灾难后，在原始主节点主机再次可用时，可能要恢复其主节点主机角色。
还原主节点主机
1

使 RVG 资源在两个集群上脱机。

2

根据您在执行 Takeover (接管) 时是否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执行 Takeover (接管)：
原始主节点主机在恢复后将处于 Acting as secondary (充当辅助节点主机)
状态。如果原始主节点主机不是处于 Acting as secondary (充当辅助节点
主机) 状态，请验证网络连接是否已还原。
要使此原始主节点主机与新主节点主机同步，请使用新主节点主机的上下
文菜单中的 Resynchronize Secondaries (重新同步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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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使用 Fast-failback (快速故障回退) 选项执行 Takeover (接管)：
在执行无快速故障回退的接管操作后，必须使用 Make Secondary (设为
辅助节点主机) 选项将原始主节点主机转换为辅助节点主机。
在执行 Make Secondary (设为辅助节点主机) 操作之前，原始主节点主机
的 RVG 和新主节点主机的 RVG 显示在不同的 RDS 中。但是，执行此操
作后，这些节点将合并在一个 RDS 中。
执行 Make Secondary (设为辅助节点主机) 操作后，原始主节点主机将转
换为辅助节点主机。右键单击此辅助 RVG，然后选择 Start Replication
(启动复制) 和 Synchronize Automatically (自动同步) 选项。

3

完成同步后，执行迁移操作将主节点主机角色转移回原始主节点主机。右键单
击主 RVG，然后从显示的菜单中选择 Migrate (迁移)。

4

确保卷的驱动器盘符与发生灾难前相同。

5

使 RVG 资源在辅助节点主机上联机。

6

使应用程序组在原始主节点主机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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