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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Oracle Solaris 管理：SAN 配置和多路径 概述了作为 Oracle Solaris OS 一部分的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以前称为 SunStorageTek Traffic Manager 软件。本指南包含有关如何安装
并配置软件和设备的说明。
本指南主要面向创建和维护光纤通道 (Fibre Channel, FC) 存储区域网 (Storage Area
Network, SAN) 和串行连接 SCSI (Serial Attached SCSI, SAS) 域的系统管理员、存储管理员
和网络管理员。要求在管理并维护 SANS 和 SAS 域方面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知识。

阅读本文档之前
在阅读本书之前，请先阅读最新的 Oracle Solaris 11 操作系统 (Operating System, OS) 发
行说明。

本文档的结构
章

说明

第 1 章，Solaris I/0 多路径概述

概述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

第 2 章，光纤通道多路径配置概述

概述如何配置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

第 3 章，配置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

介绍如何为 FC 设备配置多路径功能。

第 4 章，管理多路径设备 (mpathadm)

介绍如何通过 ANSI 标准多路径管理 API 使用 mpathadm 命令
启用多路径管理。

第 5 章，配置 SAN 设备

简要介绍用于配置 SAN 设备的步骤。

第 6 章，配置虚拟光纤通道端口

介绍用于配置 N Port ID 虚拟化 (N Port ID Virtualization,
NPIV) 端口（也称为虚拟光纤通道端口）的步骤。

第 7 章，配置 FCoE 端口

介绍用于配置在标准以太网接口托管的 FCoE 端口的步骤。

第 8 章，配置 SAS 域

简要介绍用于配置 SAS 域的步骤。

第 9 章，配置 IPFC SAN 设备

介绍在配置 IPFC SAN 设备时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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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说明

第 10 章，在 x86 系统上从光纤通道设
备引导 Solaris OS

介绍如何手动在基于 x86 的系统上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第 11 章，磁带设备的持久绑定

介绍如何在 Oracle Solaris OS 中指定磁带绑定，同时还保留自
动搜索基于磁盘的设备的优势。

附录 A，光纤连接的设备的手动配置

介绍如何手动配置光纤连接的设备。

附录 C，多路径设备问题故障排除

对于在使用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时可能出现的潜在问
题，提供了故障排除信息。

获取 Oracle 支持
Oracle 客户可以通过 My Oracle Support 获取电子支持。有关信息，请访问 http://
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或访问 http://www.oracle.com/
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如果您听力受损）。

印刷约定
下表介绍了本书中的印刷约定。
表 P–1

印刷约定

字体或符号

含义

示例

AaBbCc123

命令、文件和目录的名称；计算机屏幕输出 编辑 .login 文件。
使用 ls -a 列出所有文件。
machine_name% you have mail.

AaBbCc123

用户键入的内容，与计算机屏幕输出的显示 machine_name% su
不同
Password:

aabbcc123

要使用实名或值替换的命令行占位符

删除文件的命令为 rm filename。

AaBbCc123

保留未译的新词或术语以及要强调的词

这些称为 Class 选项。
注意：有些强调的项目在联机时
以粗体显示。

新词术语强调

新词或术语以及要强调的词

高速缓存是存储在本地的副本。
请勿保存文件。

《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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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用户指南》的第 6 章。

前言

命令中的 shell 提示符示例
下表显示了 Oracle Solaris OS 中包含的缺省 UNIX shell 系统提示符和超级用户提示
符。请注意，在命令示例中显示的缺省系统提示符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
表 P–2

shell 提示符

shell

提示符

Bash shell、Korn shell 和 Bourne shell

$

Bash shell、Korn shell 和 Bourne shell 超级用户

#

C shell

machine_name%

C shell 超级用户

machine_nam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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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Solaris I/0 多路径概述

本章概述了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以前称为 StorageTek Traffic Manager 软件）。包含
以下主题：
■
■
■

第 11 页中的 “Solaris I/O 多路径中的新增内容”
第 13 页中的 “Solaris I/O 多路径概述”
第 16 页中的 “支持的设备标准”

Solaris I/O 多路径中的新增内容
■

多路径软件包的更改－Oracle Solaris 11 软件包的名称为
system/storage/multipath-utilities。有关安装此软件包的信息，请参见第 21 页
中的 “如何启用多路径”。

■

多路径设备的名称－在系统上安装了 Oracle Solaris 11 发行版并启用了 Solaris I/O 多
路径后，多路径设备名称以 c0 开头。例如：
# mpathadm list lu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54E234013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44E233FCF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74E23424E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34E233F89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64E234212d0s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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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99B94DE2DB34d0s2
.
.
.
■

N_Port ID 虚拟化 (N_Port ID Virtualization, NPIV)－为启用了一个光纤通道适配器
以拥有多个 N 端口 ID 的光纤通道设备。每个 N 端口在 SAN 上都有一个唯一的标
识（端口 WWN 和节点 WWN），可用于区域划分和 LUN 屏蔽。软区域划分是首选
区域划分方法，可用于按端口 WWN 将端口分组。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第 6 章，配置虚拟光纤通道端口。

■

以太网光纤通道 (Fibre Channel over Ethernet, FCoE)－是 INCITS T11 开发的建议标
准。FCoE 协议规范描绘了以太网上的本地光纤通道，独立于以太网传输方案。此
协议通过保留所有光纤通道构件，保持相同的延迟、安全性和 FC 的通信管理属
性，提供了 I/O 整合，同时保留了 FC 工具、培训和 SAN 方面的投资。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第 7 章，配置 FCoE 端口。

■

FCoE 端口重新初始化－您可以使用 fcadm force-lip 命令强制端口链接重新初始
化。注意，FCoE 端口重新初始化可能导致交换机向所有已划分区域的启动器发送
注册状态变更通知 (registered state change notification, RSC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第 56 页中的 “如何强制 FCoE 端口重新初始化”。

■

显示 MPxIO 路径信息－prtconf 命令和 fmdump 均已更新，可提供 MPxIO 路径信
息。
例如，下列输入就是来自带有多路径设备的系统。
# prtconf -v | grep path | more
Paths from multipath bus adapters:
name=’path-class’ type=string items=1
name=’path-class’ type=string items=1
name=’path-class’ type=string items=1
name=’path-class’ type=string items=1
dev_path=/scsi_vhci/disk@g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a
dev_path=/scsi_vhci/disk@g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a,raw
dev_path=/scsi_vhci/disk@g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b
dev_path=/scsi_vhci/disk@g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b,raw
dev_path=/scsi_vhci/disk@g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c
dev_path=/scsi_vhci/disk@g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c,raw
dev_path=/scsi_vhci/disk@g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d
.
.
.

croinfo 命令可显示机箱、插口和磁盘插卡信息或托架插口的磁盘插卡，也可以用
于显示多路径设备名称。例如：
# croinfo -O occupant-compdev
c0t5000C50010420FEBd0
c0t5000C5000940F54Fd0
c0t5000C50007DD498Fd0
c0t5000C50002FB622Fd0
c0t5000C500103C9033d0
c0t5000C5000940F733d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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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驱动程序配置－驱动程序的定制在 /etc/driver/drv 目录中进行，而不像以前
发行版那样在 /kernel/drv 目录中进行。此改进意味着在系统升级时，您的驱动程
序定制不会被覆盖。在升级期间保留 /etc/driver/drv 目录中的文件。对
fp.conf、mpt.conf 或 scsi_vhci.conf 的任何修改均应在 /etc/driver/drv 目录中进
行。

Solaris I/O 多路径概述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为运行 Oracle Solaris OS 的系统启用了多个访问路径。多路径功能
通过使用多路径连接提高了存储设备的可用性。
■
■
■

第 13 页中的 “光纤通道软件功能”
第 14 页中的 “SAS 软件功能”
第 14 页中的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可识别 SAN 或 SAS 域上的存储设备。此软件使您可按环路、光纤
或点对点模式连接光纤通道存储设备。此软件提供了一个可用于管理光纤通道和 SAS
存储的公共界面。
有关如何配置目标和启动器以为多路径做准备的信息，请参见《Oracle Solaris 管理：设
备和文件系统》中的第 14 章 “使用 COMSTAR 配置存储设备”。

光纤通道软件功能
Solaris I/O 多路径提供了以下重要功能：
■

动态存储器搜索－此软件可动态识别设备以及对设备配置所做的任何修改。此功能
使您不必重新引导或手动更改配置文件中的信息，便可在系统上使用设备。

■

持久性设备命名－软件中配置的设备在重新引导或重新配置期间保留其设备命
名。此策略只有一个例外情况，就是 /dev/rmt 中发现的磁带设备，这些设备不会发
生更改，除非将其删除，然后在以后某个日期再重新生成。

■

光纤通道仲裁环路 (Fibre Channel Arbitrated Loop, FCAL) 支持－服务器上使用的
OpenBoot PROM (OBP) 命令可以访问 FCAL 连接的存储，以扫描 FC 环路。

■

结构网络引导－Solaris OS 支持从结构网络设备和非结构网络光纤通道设备执行引
导。带有光纤通道交换机的结构拓扑可提供更高的速度、更多的连接和端口隔离功
能。

■

FC-HBA 库－以前称为存储网络行业协会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 (Storage
Network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Fibre Channel Host Bus Adapter, SNIA FC-HBA) 库，现
在称为 FC-HBA 库。FC-HBA 库应用编程接口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可用来管理 FC HBA，它为可用于收集 FC HBA 信息的其他应用程序（如 Oracle
StorEdge Enterprise Storage Manager）提供了一个基于标准的接口。
有关常见 FC-HBA API 的手册页包含在 libhbaapi(3LIB) 手册页部分中。有关 FC 规
范的附加信息，请参阅 http://www.t11.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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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通道虚拟化－N Port ID 虚拟化 (N Port ID Virtualization, NPIV) 是光纤通道标准
的一个扩展，通过它一个光纤通道端口可在 SAN 上模拟成多个端口。这对虚拟化环
境（如用于 SPARC 的 Oracle VM Server 或用于 x86 的 Oracle VM Server 3.0）很有用。

■

以太网光纤通道 (Fibre Channel over Ethernet, FCoE)－现在可用的一个新 T11 标
准，目的在于通过增强的以太网传输封装的光纤通道帧。Solaris FCoE 是一个经过专
门设计能用于常规以太网控制器的软件实现。

SAS 软件功能
■

动态存储器搜索－Oracle Solaris OS 多路径软件可自动识别设备以及对设备配置所做
的任何修改。此功能使您不必重新引导或手动更改配置文件中的信息，便可在系统
上使用设备。

■

持久性设备命名－Solaris OS 多路径软件中配置的动态存储器搜索设备，在重新引导
或重新配置期间保留其设备命名。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
对于基于 x86 的平台，在缺省情况下启用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此功能对于运行
Oracle Solaris OS 的基于 SPARC 的系统则是可选的。此软件包含下列功能：
■

路径管理－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可动态管理指向它所支持的任何存储设备的路
径。当路径被置于联机状态或从服务中删除时，系统会自动添加或删除指向某个设
备的路径。甚至在启用了多路径功能的情况下，您也可以添加更多的控制器以增加
带宽和 RAS，而不必更改设备名称或修改应用程序。Oracle 存储产品不要求管理配
置文件或将数据库保持为最新状态。对于并非由 Oracle 生产的存储器，请联系您的
存储器供应商，咨询启用支持的方法，确保此产品适合使用 Solaris I/O 多路径功
能。

■

单个设备实例－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完全与 Oracle Solaris OS 集成在一起。多路径
设备显示为单个设备实例，而不是每个路径一个设备或设备链接。此功能使用诸如
format 命令的实用程序或卷管理产品来缩减管理复杂存储体系结构的成本，一个存
储设备您只能看到一个表示，而不是每个路径对应一个单独的设备。

■

故障转移支持－实现更高级别的 RAS 需要具有到存储设备的冗余主机连接。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可管理存储路径故障，同时通过可用的辅助路径保持主机 I/O 的连通
性。
您可以通过使用下列命令确定设备是否支持故障转移：
# mpathadm show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Vendor: Sun Microsystems
Driver Name: scsi_vhci
Default Load Balance: round-robin
Supported Load Balance Types:
round-ro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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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block
Allows To Activate Target Port Group Access: yes
Allows Path Override: no
Supported Auto Failback Config: 1
Auto Failback: on
Failback Polling Rate (current/max): 0/0
Supported Auto Probing Config: 0
Auto Probing: NA
Probing Polling Rate (current/max): NA/NA
Supported Devices:
.
.
.
■

对称/非对称设备支持－支持下列磁盘存储设备：
■

所有 Oracle 磁盘存储产品，无论是对称还是非对称的

■

所有符合 T10/T11 标准的第三方对称磁盘设备

■

许多第三方非对称磁盘阵列

■

对于支持此 T10 标准的非对称设备，增加了 T10 非对称逻辑单元访问
(Asymmetric Logical Unit Access, ALUA) 支持。请联系您的存储器供应商，以确定
您的设备是否受支持。
如果磁盘存储阵列使用 f_asym_lsi 故障转移模块，您需要手动更改
ddi-forceload 部分的序列，方法是将 f_asym_lsi 移到 scsi_vhci.conf 文件的结
尾，类似于如下方式：
ddi-forceload =
"misc/scsi_vhci/scsi_vhci_f_asym_sun",
"misc/scsi_vhci/scsi_vhci_f_asym_emc",
"misc/scsi_vhci/scsi_vhci_f_sym_emc",
"misc/scsi_vhci/scsi_vhci_f_sym_hds",
"misc/scsi_vhci/scsi_vhci_f_sym",
#
"misc/scsi_vhci/scsi_vhci_f_tpgs_tape",
#
"misc/scsi_vhci/scsi_vhci_f_tape",
"misc/scsi_vhci/scsi_vhci_f_tpgs",
"misc/scsi_vhci/scsi_vhci_f_asym_lsi";

■

I/O 负载平衡－除了提供简单的故障转移支持，Solaris 多路径功能还可以使用指向
存储设备的任何活动路径来发送和接收 I/O。由于可通过多个主机连接路由 I/O，可
通过增加主机控制器来增加带宽。此软件使用循环（共享）负载平衡算法，按此算
法，各个 I/O 请求按顺序逐一路由至活动的主机控制器。

■

队列深度－SCSI 存储阵列以逻辑单元号 (Logical unit number, LUN) 形式向系统提供
存储器。LUN 具有一个有限的可用资源集，如可以存储的数据量，以及设备或 LUN
一次可以处理的活动命令数量。在设备阻止后来的 I/O 之前可以发出的活动命令数
量称为队列深度。启用了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时，会为每个 LUN 创建一个队
列，而不考虑 LUN 可能拥有多少个指向主机的不同或单独路径。使用此功能磁盘驱
动程序可为 LUN 维护一个队列并使之平衡，有效地管理了队列深度。没有其他可用
于 Oracle Solaris OS 的多路径软件具有此功能。

■

stmsboot 命令－Oracle Solaris OS 包含 stmsboot 命令，您可以在完成 OS 安装后在引
导设备上启用或禁用 Solaris 多路径功能。此命令对于 SPARC 和 x86 系统均可用，为
SAS 多路径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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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SPARC 和 x86 系统，缺省情况下不会在 Oracle Solaris OS 中启用 SAS 多路径，所
以如果希望启用多路径，需要在安装后使用 stmsboot 命令。
SPARC 系统缺省情况下不会为 FC 设备启用多路径，所以需要在安装后使用
stmsboot 命令。
X86 系统缺省情况下会为 FC 设备启用多路径，所以不要求在安装后使用 stmsboot
命令。
■

动态重新配置－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支持动态重新配置 (Dynamic Reconfiguration,
DR) 操作。

支持的设备标准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基于与设备和设备管理进行通信，确保与其他基于标准设备和软
件的互操作性的开放标准。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支持下列标准：
■
■
■
■
■
■

16

ANSI 标准：信息技术－SNIA 多路径管理 API 规范 (ANSI INCITS 412-2006)
T10 标准，包括 SCSI-3、SAM、FCP、SPC 和 SBC
T11.3 FC 标准，包括 FC-PH、FC-AL、FC-LS 和 FC-GS
T11.5 存储管理标准，包括 FC-HBA
IETF 标准，包括 RFC 2625
串行连接 SCSI-2 (SA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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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2

光纤通道多路径配置概述

本章提供配置光纤通道 (Fibre Channel, FC) 设备和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的相关信
息。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

第 17 页中的 “FC 设备配置任务概述”
第 18 页中的 “Solaris I/O 多路径配置注意事项”

FC 设备配置任务概述
本节是对如何为 FC 设备配置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的总体概述。
下表列出了配置任务、每项任务的相关说明以及可从中找到执行每项任务的具体过程
的参考信息。
表 2–1

配置多路径 FC 设备的任务

配置任务

任务说明

参考信息

启用多路径功能

启用多路径的提供情况如下所示：
■
缺省情况下，为 x86/x64 平台上的 FC 设
备提供
■
在 SPARC 平台上通过手动配置提供
■
为 SAS 设备通过手动配置提供

启用多路径的步骤在
第 3 章，配置 Solaris I/O 多路
径功能中进行了概括。

配置 FC 设备

在 Oracle Solaris OS 中，FCAL、光纤和点对
点连接的设备可供主机使用。

第 5 章，配置 SAN 设备

配置虚拟 FC 端口

可配置 N 端口 ID 虚拟化 (N Port ID
Virtualization, NPIV) 端口，专门用于虚拟化
环境。

第 6 章，配置虚拟光纤通道端
口

设置 FC 引导设备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支持 Solaris 服务器从
光纤设备引导。

第 45 页中的 “SAN 设备注意事
项”

17

Solaris I/O 多路径配置注意事项

表 2–1

配置多路径 FC 设备的任务

（续）

配置任务

任务说明

参考信息

配置 IPFC SAN 设备

在 SAN 中，可配置 IPFC 设备的主机识别和 第 9 章，配置 IPFC SAN 设备
IP over FC 的实现。IPFC 的配置取决于 FC 适
配器端口的光纤端口 (Fabric Port, FP) 驱动程
序的实例。

配置 SAS 设备

在 Oracle Solaris OS 中，支持 SAS 设备的多路
径。

Solaris I/O 多路径配置注意事项
配置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之前，请注意以下事项：
■

按照供应商特定文档为存储和交换机配置端口和区域。

■

LUN 屏蔽支持特定 LUN 显示给特定主机。参见用于介绍屏蔽的供应商特定存储文
档。

■

需要为 SAN 上的主机和设备禁用电源管理。有关电源管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poweradm(1M)。

■

STMS 引导实用程序包括在管理 SAN 引导进程的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中。发出
stmsboot 命令允许自动更新 /etc/vfstab 和转储配置，以在启用或禁用多路径软件
时反映设备名称更改。请注意，缺省情况下，该软件对于 SPARC 设备处于禁用状
态，对于 x86 设备处于启用状态。

■

与光纤相连的设备已进行配置，在安装期间和进行引导时可自动供主机使用。
注 – 如果您正在执行升级并希望任何 FC 设备在升级之后不可用，必须使用 cfgadm

-c unconfigure 命令手动取消这些设备的配置。不过，要使这些设备对于系统而言
永久不可用，可能需要考虑使用交换机区域划分或 LUN 屏蔽。由 cfgadm -c
unconfigure 进行的更改在重新引导后将不再存在，除非对 FC 设备的手动配置已经
启用。要了解如何在引导或安装期间禁用 FC 设备发现，请参阅附录 A，光纤连接
的设备的手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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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配置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

本章介绍如何在 Oracle Solaris OS 中为 FC 设备配置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还提供了在
基于 SPARC 的系统上、基于 x86 的系统上、基于每端口和在第三方存储设备上启用或
禁用多路径功能时的注意事项。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
■
■
■
■

第 19 页中的 “配置多路径 I/O 功能”
第 19 页中的 “多路径注意事项”
第 20 页中的 “启用和禁用多路径”
第 23 页中的 “基于每端口启用或禁用多路径”
第 25 页中的 “配置第三方存储设备”
第 28 页中的 “配置自动故障恢复”

配置多路径 I/O 功能
可将 FC 设备的多路径功能配置为控制所有支持的 FC HBA。缺省情况下，在基于
SPARC 的系统上禁用 FC 设备的多路径功能，而在基于 x86 的系统上启用这一功能。对
多路径功能的配置取决于您打算如何使用系统。
注 – 并行 SCSI 设备不能使用多路径功能，但 FC、SAS 和 iSCSI 设备可以使用这一功
能。磁带机和磁带库也支持多路径。

多路径注意事项
在更改多路径配置之前，请注意以下事项。然后按照随后几节中所述的针对您的计算
机体系结构（SPARC 或 x86）的说明进行操作。某些设备需要进行适当配置才能使用多
路径软件。有关您设备的特定于设备的配置详细信息，请参阅您的存储阵列文档。
■

特定于设备及设备名称更改注意事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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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ev 和 /devices 树中，多路径设备会使用可表明其处于多路径控制之下的新名
称。因此，当某个设备处于多路径控制之下时，它会有一个不同于其原始名称的名
称。
禁用多路径时的设备名称：
/dev/dsk/c1t1d0s0

启用多路径时的设备名称：
/dev/dsk/c0t60003BA27D5170003E5D2A7A0007F3D2d0s0

因此，您将多路径配置从禁用更改为启用时，必须将直接使用设备名称的应用程序
配置为使用新名称；反之亦然。
■

对 /etc/vfstab 条目和转储配置的更新
系统的 /etc/vfstab 文件和转储配置也包含对设备名称的引用。在基于 SPARC 和
x86 的系统上，以下各节中所述的 stmsboot 命令会自动用新的设备名称更新
/etc/vfstab 文件和转储配置。如果您的依赖于应用程序的文件系统未在
/etc/vfstab 文件中列出，可使用 stmsboot 命令确定新旧设备路径之间的映射。

注意 – 如果您已经运行 devfsadm -C 或已经执行重新配置引导，则旧的设备路径将不再
存在，stmsboot -L 命令将无法提供此信息。

启用和禁用多路径
可使用 stmsboot 命令为光纤通道 (Fibre Channel, FC) 和 SAS 设备启用或禁用多路
径。stmsboot 命令将更新 /etc/vfstab 文件和转储配置，以在下次重新引导时反映设备
名称更改。您无需手动编辑 fp.conf 或 mpt.conf 文件。
以下注意事项适用于 stmsboot -e、-d 和 -u 选项：
■

运行 stmsboot 命令之后应立即重新引导。

■

确保将 eeprom 引导设备设置为从您的当前引导设备来引导。必须这样做，因为
stmsboot 命令会重新引导计算机以完成该操作。

■

stmsboot 命令会在修改原始 /kernel/drv/fp.conf、/kernel/drv/mpt.conf 和
/etc/vfstab 文件之前，保存它们的副本。如果您在使用 stmsboot 命令时遇到意外
问题，请参见附录 C，多路径设备问题故障排除。

注 – 在先前的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中，stmsboot 命令仅用于为基于 SPARC 的主机在引
导设备上启用或禁用多路径。在当前的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中，该命令用于在串行连
接的 SCSI 设备以及 FC 设备上启用或禁用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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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启用多路径
在基于 SPARC 或 x86 的系统上，执行以下步骤在所有具有多路径功能的设备上启用多
路径。如果您只想在特定的 FC 或 SAS HBA 端口上启用多路径，请参阅第 23 页中的
“基于每端口启用或禁用多路径”。
多路径软件会自动识别 Oracle 支持的设备。如果您想要在第三方设备上启用多路
径，请将 /kernel/drv/scsi_vhci.conf 文件复制到 /etc/d iver/drv，然后如第 19 页中
的 “多路径注意事项”中的“设备名称更改注意事项”所述添加条目。

1

成为管理员。

2

确认多路径软件包是否已安装。
# pkg info system/storage/multipath-utilities
Name: system/storage/multipath-utilities
Summary: Solaris Multipathing CLI
Description: Path Administration Utility for a Solaris Multipathing device
Category: Applications/System Utilities
State: Installed
Publisher: solaris
Version: 0.5.11
Build Release: 5.11
Branch: 0.175.0.0.0.0.0
Packaging Date: Tue Sep 27 01:40:01 2011
Size: 77.29 kB
FMRI: pkg://solaris/system/storage/multipath-utilities@
0.5.11,5.11-0.175.0.0.0.0.0:20110927T014001Z

如果未安装，请进行安装。
# pkg install system/storage/multipath-utilities
3

启用设备多路径。
# stmsboot -e
WARNING: stmsboot operates on each supported multipath-capable controller
detected in a host. In your system, these controllers are
/devices/pci@780/pci@0/pci@8/SUNW,qlc@0/fp@0,0
/devices/pci@780/pci@0/pci@8/SUNW,qlc@0,1/fp@0,0
/devices/pci@7c0/pci@0/pci@1/pci@0,2/LSILogic,sas@1
/devices/pci@7c0/pci@0/pci@1/pci@0,2/LSILogic,sas@1
/devices/pci@7c0/pci@0/pci@1/pci@0,2/LSILogic,sas@2
/devices/pci@7c0/pci@0/pci@9/LSILogic,sas@0
/devices/pci@7c0/pci@0/pci@9/LSILogic,sas@0
If you do NOT wish to operate on these controllers, please quit stmsboot
and re-invoke with -D { fp | mpt } to specify which controllers you wish
to modify your multipathing configuration for.
Do you wish to continue? [y/n] (default: y) y
Checking mpxio status for driver fp
Checking mpxio status for driver mpt
WARNING: This operation will require a reboot.
第 3 章 • 配置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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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want to continue ? [y/n] (default: y) y
The changes will come into effect after rebooting the system.
Reboot the system now ? [y/n] (default: y) y
注 – 在重新引导期间，/etc/vfstab 和转储配置将更新，以反映设备名称更改。
4

▼

可选重新引导之后，如有必要，按第 19 页中的“多路径注意事项”中的“设备名称更改注
意事项”所述，将您的应用程序配置为使用新的设备名称。

如何禁用多路径
在基于 SPARC 或 x86 的系统上，执行以下步骤在所有具有多路径功能的设备上禁用多
路径。如果您只想在特定的 FC 或 SAS HBA 端口上禁用多路径，请参阅第 23 页中的
“基于每端口启用或禁用多路径”。

1

禁用设备多路径。
# stmsboot -d
WARNING: stmsboot operates on each supported multipath-capable controller
detected in a host. In your system, these controllers are
/devices/pci@780/pci@0/pci@8/SUNW,qlc@0/fp@0,0
/devices/pci@780/pci@0/pci@8/SUNW,qlc@0,1/fp@0,0
/devices/pci@7c0/pci@0/pci@1/pci@0,2/LSILogic,sas@1
/devices/pci@7c0/pci@0/pci@1/pci@0,2/LSILogic,sas@1
/devices/pci@7c0/pci@0/pci@1/pci@0,2/LSILogic,sas@2
/devices/pci@7c0/pci@0/pci@9/LSILogic,sas@0
/devices/pci@7c0/pci@0/pci@9/LSILogic,sas@0
If you do NOT wish to operate on these controllers, please quit stmsboot
and re-invoke with -D { fp | mpt } to specify which controllers you wish
to modify your multipathing configuration for.
Do you wish to continue? [y/n] (default: y) y
Checking mpxio status for driver fp
Checking mpxio status for driver mpt
WARNING: This operation will require a reboot.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 [y/n] (default: y) y
The changes will come into effect after rebooting the system.
Reboot the system now ? [y/n] (default: y) y
注 – 在重新引导期间，/etc/vfstab 和转储配置将更新，以反映设备名称更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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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重新引导之后，如有必要，按第 19 页中的“多路径注意事项”中的“设备名称更改注
意事项”所述，将您的应用程序配置为使用新的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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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每端口启用或禁用多路径
可在特定的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 (Host Bus Adapter, HBA) 控制器端口上启用或禁用
多路径。如果在特定的 HBA 控制器端口上启用多路径，则与该控制器端口相连的所有
受支持的设备都将启用多路径操作。
以下过程同时适用于基于 SPARC 和 x86 的计算机。

端口配置注意事项
开始按端口配置软件之前，请注意以下事项：
■

FC 全局和每端口多路径设置已在文件 /kernel/drv/fp.conf 中指定。
每端口多路径设置的优先级高于全局设置。这意味着，如果全局多路径已启用，但
某个特定端口禁用多路径，则该端口在多路径配置中将不可用。相反，即使全局多
路径已禁用，如果特定的端口在相应的 driver.conf 文件中列出，也可启用这些端
口的多路径功能。

■

负载平衡由 /kernel/drv/scsi_vhci.conf 文件中的全局负载平衡属性控制，并不按
端口控制。

■

如果某设备与主机之间有多条路径，则连接设备的所有路径必须均配置为启用或禁
用多路径。

■

按端口配置多路径支持多路径软件与其他多路径解决方案（如 Symantec (VERITAS)
动态多路径 (Dynamic Multipathing, DMP) 或 EMC PowerPath）共存。不过，不应在
多路径软件与其他多路径解决方案之间共享设备和路径。

▼ 如何按端口配置多路径
根据您希望多路径软件所控制的端口数，可全局或针对指定端口来启用或禁用多路
径。
1

成为管理员。

2

确定您希望多路径软件控制的 HBA 控制器端口。
例如，要选择所需的设备，在 /dev/cfg 目录执行 ls -l 命令。以下示例显示 ls -l 命令
输出。
# ls -l
lrwxrwxrwx 1 root root 50 Jan 29 21:33 c0 ->
../../devices/pci@7c0/pci@0/pci@1/pci@0/ide@8:scsi
lrwxrwxrwx 1 root root 61 Jan 29 21:33 c1 ->
../../devices/pci@7c0/pci@0/pci@1/pci@0,2/LSILogic,sas@1:scsi
lrwxrwxrwx 1 root root 61 Jan 29 21:33 c2 ->
../../devices/pci@7c0/pci@0/pci@1/pci@0,2/LSILogic,sas@2:scsi
lrwxrwxrwx 1 root root 53 Jan 29 21:33 c3 ->
../../devices/pci@7c0/pci@0/pci@9/LSILogic,sas@0:sc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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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wxrwxrwx 1 root root 54 Apr 16 20:28 c5 ->
../../devices/pci@780/pci@0/pci@8/SUNW,qlc@0/fp@0,0:fc
lrwxrwxrwx 1 root root 56 Apr 16 20:28 c6 ->
../../devices/pci@780/pci@0/pci@8/SUNW,qlc@0,1/fp@0,0:fc
注 – 控制器 c5 和 c6 是双端口 FC HBA 上的端口 A 和 B。控制器 c1 和 c3 是单端口 SAS

HBA 的端口。控制器 c2 是 Oracle 的 Sun Fire T2000 服务器中的内部 SAS 控制器。
在确定了您想要为其明确启用或禁用多路径的一个或多个端口后，转到下一步。
3

将 /kernel/drv/fp.conf 文件复制到 /etc/driver/drv/fp.conf 文件。

4

选择以下方法之一来启用或禁用特定 FC HBA 端口：
■

在 /etc/driver/drv/fp.conf 中为要启用的每个 FC HBA 端口添加以下行：
name="fp" parent="parent name" port=port-number mpxio-disable="no";

其中 parent name 是端口设备名，port-number 是 FC HBA 端口号。
例如，以下条目将在除两个指定端口外的所有 FC HBA 控制器端口禁用多路径：
mpxio-disable="yes";
name="fp" parent="/pci@6,2000/SUNW,qlc@2" port=0 mpxio-disable="no";
name="fp" parent="/pci@13,2000/pci@2/SUNW,qlc@5" port=0 mpxio-disable="no";
■

为要禁用的每个 FC HBA 端口添加以下行：
name="fp" parent="parent name" port=port-number mpxio-disable="yes";

例如：
name="fp" parent="/pci@6,2000/SUNW,qlc@2" port=0 mpxio-disable="yes";
5

开始重新引导和配置过程。
# stmsboot -u

系统将提示您重新引导。在重新引导期间，/etc/vfstab 文件和转储设备配置将更
新，以反映设备名称更改。
6

24

可选重新引导之后，如有必要，按第 19 页中的“多路径注意事项”中所述，将您的应用
程序配置为使用新的设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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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第三方存储设备
注 – 在配置任何第三方设备之前，确保该设备受到支持。有关正确的供应商和产品
ID、模式以及设备使用多路径软件所必需的各种设置的信息，参阅第三方用户文档或
咨询第三方供应商。

第三方设备配置注意事项
在为第三方设备配置多路径之前，需要了解以下内容：
■

设备必须支持 REPORT_LUNS SCSI 命令和 SCSI-3 INQUIRY 命令 VPD 设备识别页
(0x83)。

■

您需要设备的供应商 ID (vendor ID, VID) 和产品 ID (product ID, PID)。通过在您的系
统上使用后面跟有查询选项的 format 命令，可获得这些内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 format(1M)。

启用多路径之后，多路径存取仍依赖于接受设备的特定于设备 scsi_vhci 故障转移实
现。这种情况自动发生时，缺省方法是在每个故障转移实现中为 scsi_vhci 代码调用
探测函数，从而查找表明设备受支持的第一个探测结果。
探测实现根据 scsi_inquiry(9S) 数据的某些组合来确定支持。包含表明符合 T10 TPGS
(Target-Port-Group-Support, 目标端口组支持) 标准 INQUIRY 数据的设备将使用基于标
准的 TPGS 故障转移实现。对于非符合设备，故障转移实现的探测通常根据 VID/PID
匹配（对照专用编译表）确定支持。
为覆盖探测进程，scsi_vhci.conf 文件支持 scsi-vhci-failover-override 属
性。scsi-vhci-failover-override 的值可用于为探测当前不接受的设备建立支持、覆
盖探测支持或为设备禁用多路径支持。

配置第三方存储设备：新设备
可在第三方对称存储设备上配置多路径。对称存储设备是这样的存储设备，指向该存
储设备的所有路径均已激活，且通过任一路径都可发出 I/O 命令。

▼ 如何配置第三方设备
如果您的系统已启用多路径，请执行以下步骤配置第三方设备。如果您的系统已禁用
多路径，可在启用多路径（如本章前文所述）的同时配置第三方设备。
1

成为管理员。

2

将 /kernel/drv/scsi_vhci.conf 文件复制到 /etc/driver/drv/scsi_vhci.con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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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辑 /etc/driver/drv/scsi_vhci.conf 文件，添加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条目。
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是设备在 SCSI INQUIRY 数据中返回的供应商和产品标识字符
串。供应商 ID 的长度必须为 8 个字符。您必须指定全部 8 个字符，即使结尾字符是空
格。
产品 ID 的长度最多可为 16 个字符。
scsi-vhci-failover-override =
"VendorID1ProductID1", "f_sym",
"VendorID2ProductID2", "f_sym",
...
"VendorIDnProductIDn", "f_sym";

请注意各个条目由 ’,’ 字符分隔开，最后一个供应商/产品条目以 ’;’ 字符结束。
例如，要添加供应商为 "ACME"、产品 ID 为 "MSU" 的设备以及供应商为 "XYZ"、产品
ID 为 "ABC" 的设备，应向 /etc/driver/drv/scsi_vhci.conf 文件中添加以下行：
要添加供应商为 "XYZ"、产品 ID 为 "ABC" 的设备，应添加：
scsi-vhci-failover-override =
"ACME
MSU", "f_sym",
"XYZ
ABC", "f_sym";
4

保存 /etc/driver/drv/scsi_vhci.conf 文件，然后退出。

5

开始重新引导和配置过程。
# stmsboot -u

系统将提示您重新引导。在重新引导期间，/etc/vfstab 文件和转储配置将更新，以反
映设备名称更改。
6

如有必要，按照第 20 页中的“启用和禁用多路径”中所述执行设备名称更新。

配置第三方存储设备：禁用设备
可为查询数据中提供的某个供应商 ID/产品 ID 组合的所有设备禁用多路径。需要在
scsi_vhci.conf 文件中指定这一排除。

▼ 如何禁用第三方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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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为管理员。

2

将 /kernel/drv/scsi_vhci.conf 文件复制到 /etc/driver/drv/scsi_vhci.con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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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辑 /etc/driver/drv/scsi_vhci.conf 文件，添加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条目。
供应商 ID 和产品 ID 是设备在 SCSI INQUIRY 数据中返回的供应商和产品标识字符
串。供应商 ID 的长度必须为 8 个字符。您必须指定全部 8 个字符，即使结尾字符是空
格。产品 ID 的长度最多可为 16 个字符。
scsi-vhci-failover-override =
"VendorID1ProductID1", "NONE",
"VendorID2ProductID2", "NONE",
...
"VendorIDnProductIDn", "NONE";

以上示例中的各个条目由 ’,’ 字符分隔，最后一个供应商/产品条目以 ’;’ 字符结束。例
如，要添加供应商为 "ACME"、产品 ID 为 "MSU" 的设备以及供应商为 "XYZ"、产品 ID
为 "ABC" 的供应商设备，应向 /etc/driver/drv/scsi_vhci.conf 文件中添加以下行：
scsi-vhci-failover-override =
"ACME
MSU", "NONE",
"XYZ
ABC", "NONE";
4

保存 scsi_vhci.conf 文件，然后退出。

5

开始重新引导和配置过程。
# stmsboot -u

系统将提示您重新引导。在重新引导期间，/etc/vfstab 文件和转储配置将更新，以反
映设备名称更改。
6

如有必要，按照第 20 页中的“启用和禁用多路径”中所述执行设备名称更新。

显示设备名称更改
对多路径配置进行更改后，可通过调用带 -e、-d 或 -u 选项的 stmsboot 命令来显示非
多路径与多路径设备名称之间的映射。非多路径和多路径设备名称必须都存在，这样
才能显示映射。
显示所有控制器上设备的映射。例如：
# stmsboot -L
non-STMS device name
STMS device name
---------------------------------------------------------------/dev/rdsk/c2t8d0
/dev/rdsk/c10t500000E01046DEE0d0
/dev/rdsk/c2t0d0
/dev/rdsk/c10t500000E01046B070d0
/dev/rdsk/c2t3d0
/dev/rdsk/c10t20000020372A40AFd0
/dev/rdsk/c2t12d0
/dev/rdsk/c10t500000E01046DEF0d0
/dev/rdsk/c2t11d0
/dev/rdsk/c10t500000E01046E390d0
/dev/rdsk/c3t8d0
/dev/rdsk/c10t500000E01046DEE0d0
/dev/rdsk/c3t0d0
/dev/rdsk/c10t500000E01046B070d0
/dev/rdsk/c3t3d0
/dev/rdsk/c10t20000020372A40AFd0
/dev/rdsk/c3t12d0
/dev/rdsk/c10t500000E01046DEF0d0
/dev/rdsk/c3t11d0
/dev/rdsk/c10t500000E01046E390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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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选项仅显示指定控制器上设备的映射。以下示例显示控制器 3 的映射。
# stmsboot -l3
non-STMS device name
STMS device name
---------------------------------------------------------------/dev/rdsk/c3t8d0
/dev/rdsk/c10t500000E01046DEE0d0
/dev/rdsk/c3t0d0
/dev/rdsk/c10t500000E01046B070d0
/dev/rdsk/c3t3d0
/dev/rdsk/c10t20000020372A40AFd0
/dev/rdsk/c3t12d0
/dev/rdsk/c10t500000E01046DEF0d0
/dev/rdsk/c3t11d0
/dev/rdsk/c10t500000E01046E390d0

配置自动故障恢复
某些存储设备在配置阵列期间已将控制器配置为“主”和“辅助”。辅助路径在运行时，其
性能水平要低于主路径。多路径软件使用主路径与存储设备通信，并使辅助路径处于
待机状态。如果主路径出现故障，多路径软件会自动将所有 I/O 通信引向辅助路径，同
时主路径处于脱机状态。此进程称为“故障转移”操作。如果与主路径关联的故障已经修
复，多路径软件会像先前那样，自动将所有 I/O 通信引向主路径，同时使辅助路径处于
待机状态。此进程称为故障恢复操作。
可禁用自动故障恢复操作，这样多路径软件不会自动故障恢复到主路径。以后，在与
主路径关联的故障修复后，可使用 luxadm 命令执行手动故障恢复操作。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 luxadm(1M)。

▼

如何配置自动故障恢复

1

成为管理员。

2

将 /kernel/drv/scsi_vhci.conf 文件复制到 /etc/driver/drv/scsi_vhci.conf 文件。

3

编辑 /etc/driver/drv/scsi_vhci.conf 文件。

4

通过对 auto-failback 条目进行以下更改，禁用自动故障恢复功能：
auto-failback="disable";

通过对 auto-failback 条目进行以下更改，启用自动故障恢复功能（如果先前已将其禁
用）：
auto-failback="enable";
5

保存并退出该文件。

6

重新引导系统。
# shutdown -g0 -y -i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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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多路径设备 (mpathadm)

使用 mpathadm 命令确定和配置 Solaris OS 多路径支持。mpathadm 命令通过 ANSI 标准多
路径管理 API 启用多路径管理。本章中用来表示路径、启动器端口、目标端口和 LUN
的术语与 T10 规范一致。

管理多路径设备
执行以下任务来管理任何多路径设备。

▼

如何显示多路径支持信息
多路径支持和属性信息用多路径管理 API 插件库名称进行标识。

1

成为管理员。

2

确定系统上的多路径支持。
# mpathadm list mpath-support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3

显示指定 mpath 支持名称的多路径支持属性。
# mpathadm show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Vendor: Sun Microsystems
Driver Name: scsi_vhci
Default Load Balance: round-robin
Supported Load Balance Types:
round-robin
logical-block
Allows To Activate Target Port Group Access: yes
Allows Path Override: no
Supported Auto Failback Config: yes
Auto Failback: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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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lback Polling Rate (current/max): 0/0
Supported Auto Probing Config: 0
Auto Probing: NA
Probing Polling Rate (current/max): NA/NA
Supported Devices:
Vendor: SUN
Product: T300
Revision:
Supported Load Balance Types:
round-robin
Vendor: SUN
Product: T4
Revision:
Supported Load Balance Types:
round-robin
.
.
.

命令输出还会显示多路径支持软件支持的设备产品的列表。缺省情况下，多路径支持
libmpscsi_vhci.so 支持符合 T10 目标端口组的设备。

▼

如何显示特定启动器端口的属性
以下步骤描述如何显示启动器端口的属性。

1

确定启动器端口。
# mpathadm list
Initiator Port:
Initiator Port:
Initiator Port:

2

initiator-port
iqn.1986-03.com.sun:01:ffffffffffff.4e94f9bd,4000002a00ff
210100e08ba41feb
210000e08b841feb

显示特定启动器端口的属性。
# mpathadm show initiator-port 2000000173018713
Initiator Port: 210100e08ba41feb
Transport Type: Fibre Channel
OS Device File: /devices/pci@1,0/pci1022,7450@1/pci1077,141@2,1/fp@0,0

▼

如何显示特定 LUN 信息
使用 mpathadm 命令显示 LUN 列表以及每个 LUN 的属性。显示的 LUN 列表中又包含可
用于显示特定 LUN 的属性的名称。

1

显示多路径 LUN 的列表。
# mpathadm list lu
/dev/rdsk/c0t600144F08069703400004E828EE10004d0s2
Total Path Count: 8
Operational Path Count: 8
/dev/rdsk/c0t600144F08069703400004E8183DF0002d0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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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Path Count: 8
Operational Path Count: 8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54E234013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44E233FCF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74E23424E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
.
.
2

显示特定 LUN 的相关配置信息。
# mpathadm show lu /dev/rdsk/c4t60003BA27D2120004204AC2B000DAB00d0s2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Vendor: SUN
Product: Sun Storage NAS
Revision: 1.0
Name Type: unknown type
Name: 600144f08069703400004e828ee10004
Asymmetric: yes
Current Load Balance: round-robin
Logical Unit Group ID: NA
Auto Failback: on
Auto Probing: NA
Paths:
Initiator Port Name: 210100e08ba41feb
Target Port Name: 2100001b329b6c3f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100e08ba41feb
Target Port Name: 2101001b32bb6c3f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100e08ba41feb
Target Port Name: 2100001b329b793c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
.
.
Target Port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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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0
Explicit Failover: no
Access State: active optimized
Target Ports:
Name: 2100001b329b6c3f
Relative ID: 1
Name: 2101001b32bb6c3f
Relative ID: 2
ID: 1
Explicit Failover: no
Access State: standby
Target Ports:
Name: 2100001b329b793c
Relative ID: 257
Name: 2101001b32bb793c
Relative ID: 256

▼

如何显示与特定目标端口相关联的所有 LUN
使用以下步骤显示通过目标端口的路径。

1

显示 LUN 的列表。
# mpathadm list lu
/dev/rdsk/c0t600144F08069703400004E828EE10004d0s2
Total Path Count: 8
Operational Path Count: 8
/dev/rdsk/c0t600144F08069703400004E8183DF0002d0s2
Total Path Count: 8
Operational Path Count: 8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54E234013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
.
.

2

显示特定 LUN 信息，以确定目标端口。
# mpathadm show lu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54E234013d0s2
Logical Unit: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54E234013d0s2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Vendor: SUN
Product: CSM200_R
Revision: 0660
Name Type: unknown type
Name: 600a0b800029065c00007cf54e234013
Asymmetric: yes
Current Load Balance: round-robin
Logical Unit Group ID: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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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Failback: on
Auto Probing: NA
Paths: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800a0b826d63b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900a0b826d63b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
.
.
Target Port Groups:
ID: 4
Explicit Failover: yes
Access State: standby
Target Ports:
Name: 200800a0b826d63b
Relative ID: 0
Name: 200800a0b826d63c
Relative ID: 0
ID: 14
Explicit Failover: yes
Access State: active
Target Ports:
Name: 200900a0b826d63b
Relative ID: 0
Name: 200900a0b826d63c
Relative ID: 0
3

显示特定的目标端口信息。
# mpathadm list lu -t 20030003ba27d212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54E234013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44E233FCF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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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如何显示特定名称的 LUN
显示有关多路径 LUN 的详细信息，包括路径和目标端口组信息。请注意，信息中的名
称属性表示该 LUN 的标识符，它是从硬件衍生出来的，由该系统使用。如果此名称源
自 SCSI Inquiry 重要产品数据 (Vital Product Data, VPD) 页面 83h，则名称类型属性表示
SCSI 标准定义的一个关联标识符类型。

1

显示多路径 LUN 的列表。
# mpathadm list lu
/dev/rdsk/c0t600144F08069703400004E828EE10004d0s2
Total Path Count: 8
Operational Path Count: 8
/dev/rdsk/c0t600144F08069703400004E8183DF0002d0s2
Total Path Count: 8
Operational Path Count: 8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54E234013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44E233FCF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
.
.

2

显示选定 LUN 的配置信息。
# mpathadm show lu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d0s2
Logical Unit: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d0s2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Vendor: SUN
Product: CSM200_R
Revision: 0660
Name Type: unknown type
Name: 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
Asymmetric: yes
Current Load Balance: round-robin
Logical Unit Group ID: NA
Auto Failback: on
Auto Probing: NA
Paths: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800a0b826d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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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900a0b826d63b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800a0b826d63c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900a0b826d63c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Target Port Groups:
ID: 3
Explicit Failover: yes
Access State: active
Target Ports:
Name: 200800a0b826d63b
Relative ID: 0
Name: 200800a0b826d63c
Relative ID: 0
ID: 13
Explicit Failover: yes
Access State: standby
Target Ports:
Name: 200900a0b826d63b
Relative ID: 0
Name: 200900a0b826d63c
Relative ID: 0
3

显示选定的 LUN 信息。
# mpathadm list lu -n 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

如何为特定多路径支持配置自动故障恢复
对称设备可以自动故障恢复到可能的最优路径。如果在初始路径上发生了故障转
移，则备用路径将成为新的联机路径。通常，备用路径不是最理想的路径。当启用自
动故障恢复时，初始路径会重新联机，并自动故障转移到初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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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为管理员。

2

显示受支持的多路径驱动程序信息。
# mpathadm list mpath-support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3

为受支持的多路径驱动程序启用自动故障恢复支持。
# mpathadm modify mpath-support -a on libmpscsi_vhci.so

4

确认配置更改。
# mpathadm show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Vendor: Sun Microsystems
Driver Name: scsi_vhci
Default Load Balance: round-robin
Supported Load Balance Types:
round-robin
logical-block
Allows To Activate Target Port Group Access: yes
Allows Path Override: no
Supported Auto Failback Config: 1
Auto Failback: on
Failback Polling Rate (current/max): 0/0
Supported Auto Probing Config: 0
Auto Probing: NA
Probing Polling Rate (current/max): NA/NA
Supported Devices:
Vendor: SUN
Product: T300
Revision:
Supported Load Balance Types:
round-robin
Vendor: SUN
Product: T4
Revision:
Supported Load Balance Types:
round-robin
.
.
.
注 – 当系统正在运行时，mpathadm modify 命令设置启动的自动故障恢复显示有效。但
是，要保持更改的设置持久，必须更新 /etc/driver/drv/scsi_vhci.conf 文件。请参阅
第 28 页中的 “配置自动故障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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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故障转移 LUN
此操作仅适用于以下两个类别的设备：

1

■

具有由多路径支持可识别和支持的专用故障转移机制的非对称设备

■

符合 T10 标准目标端口组支持 libmpscsi_vhci.so 并提供了显式模式非对称 LUN 访
问的设备

显示多路径 LUN 的列表。
# mpathadm list lu
/dev/rdsk/c0t600144F08069703400004E828EE10004d0s2
Total Path Count: 8
Operational Path Count: 8
/dev/rdsk/c0t600144F08069703400004E8183DF0002d0s2
Total Path Count: 8
Operational Path Count: 8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54E234013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
.
.

2

显示选定 LUN 的配置信息。
# mpathadm show lu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Logical Unit: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Vendor: SUN
Product: CSM200_R
Revision: 0660
Name Type: unknown type
Name: 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
Asymmetric: yes
Current Load Balance: round-robin
Logical Unit Group ID: NA
Auto Failback: on
Auto Probing: NA
Paths: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800a0b826d63b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900a0b826d63b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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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800a0b826d63c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900a0b826d63c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Target Port Groups:
ID: 5
Explicit Failover: yes
Access State: active
Target Ports:
Name: 200800a0b826d63b
Relative ID: 0
Name: 200800a0b826d63c
Relative ID: 0
ID: 15
Explicit Failover: yes
Access State: standby
Target Ports:
Name: 200900a0b826d63b
Relative ID: 0
Name: 200900a0b826d63c
Relative ID: 0
3

手动强制 LUN 故障转移。
# mpathadm failover lu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如果此操作成功，则由于逻辑单元故障转移，设备的目标端口组的访问状态将改变。
4

确认访问状态更改。
# mpathadm show lu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Logical Unit: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Vendor: SUN
Product: CSM200_R
Revision: 0660
Name Type: unknown type
Name: 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
Asymmetric: yes
Current Load Balance: round-robin
Logical Unit Group ID: NA
Auto Failback: on
Auto Probing: NA
Paths: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38

Oracle Solaris 管理：SAN 配置和多路径 • 2012 年 2 月，E26297–03

管理多路径设备

Target Port Name: 200800a0b826d63b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900a0b826d63b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800a0b826d63c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900a0b826d63c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Target Port Groups:
ID: 5
Explicit Failover: yes
Access State: standby
Target Ports:
Name: 200800a0b826d63b
Relative ID: 0
Name: 200800a0b826d63c
Relative ID: 0
ID: 15
Explicit Failover: yes
Access State: active
Target Ports:
Name: 200900a0b826d63b
Relative ID: 0
Name: 200900a0b826d63c
Relative ID: 0

▼

如何启用 LUN 路径
如果 LUN 的路径被禁用，则 enable 命令可将路径重新更改回启用。必须使用启动器端
口名称、目标端口名称和 LUN 指定完整路径。要验证更改，请对逻辑单元运行 show 命
令。

1

显示多路径 LUN 的列表。
# mpathadm list lu
/dev/rdsk/c0t600144F08069703400004E828EE10004d0s2
Total Path Coun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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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al Path Count: 8
/dev/rdsk/c0t600144F08069703400004E8183DF0002d0s2
Total Path Count: 8
Operational Path Count: 8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54E234013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44E233FCF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
.
.
2

显示选定 LUN 的配置信息。
# mpathadm show lu
Logical Unit: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Vendor: SUN
Product: CSM200_R
Revision: 0660
Name Type: unknown type
Name: 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
Asymmetric: yes
Current Load Balance: round-robin
Logical Unit Group ID: NA
Auto Failback: on
Auto Probing: NA
Paths: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800a0b826d63b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900a0b826d63b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800a0b826d63c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900a0b826d63c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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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bled: no
Target Port Groups:
ID: 5
Explicit Failover: yes
Access State: standby
Target Ports:
Name: 200800a0b826d63b
Relative ID: 0
Name: 200800a0b826d63c
Relative ID: 0
ID: 15
Explicit Failover: yes
Access State: active
Target Ports:
Name: 200900a0b826d63b
Relative ID: 0
Name: 200900a0b826d63c
Relative ID: 0
3

启用选定的 LUN 路径。
# mpathadm enable path -i 210000e08b841feb -t 200900a0b826d63b \
-l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

如何禁用 LUN 路径
此操作可使路径对 LUN 不可用，而不管其操作状态为何。
注 – 禁用状态不会在重新引导之间持续存在。如果在下一个引导序列之前路径是可操作
的，则缺省情况下将启用该路径。当给定路径是剩余的最后一个可操作路径时，不允
许执行此操作。

1

显示多路径 LUN 的列表。
# mpathadm list lu
/dev/rdsk/c0t600144F08069703400004E828EE10004d0s2
Total Path Count: 8
Operational Path Count: 8
/dev/rdsk/c0t600144F08069703400004E8183DF0002d0s2
Total Path Count: 8
Operational Path Count: 8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94E2342D4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54E234013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dev/rdsk/c0t600A0B800026D63A0000A4984E234298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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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44E233FCFd0s2
Total Path Count: 4
Operational Path Count: 4
.
.
.
2

显示选定 LUN 的配置信息。
# mpathadm show lu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34E233F89d0s2
Logical Unit: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34E233F89d0s2
mpath-support: libmpscsi_vhci.so
Vendor: SUN
Product: CSM200_R
Revision: 0660
Name Type: unknown type
Name: 600a0b800029065c00007cf34e233f89
Asymmetric: yes
Current Load Balance: round-robin
Logical Unit Group ID: NA
Auto Failback: on
Auto Probing: NA
Paths: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800a0b826d63b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900a0b826d63b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800a0b826d63c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Initiator Port Name: 210000e08b841feb
Target Port Name: 200900a0b826d63c
Override Path: NA
Path State: OK
Disabled: no
Target Port Groups:
ID: 8
Explicit Failover: yes
Access State: standby
Target Ports:
Name: 200800a0b826d63b
Relative ID: 0
Name: 200800a0b826d63c
Relative ID: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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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18
Explicit Failover: yes
Access State: active
Target Ports:
Name: 200900a0b826d63b
Relative ID: 0
Name: 200900a0b826d63c
Relative ID: 0
3

选择启动器端口和目标端口名称。

4

禁用选定的 LUN 路径。
# mpathadm disable path -i 210000e08b841feb -t 200900a0b826d63b \
-l /dev/rdsk/c0t600A0B800029065C00007CF34E233F89d0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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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章

配置 SAN 设备

本章是对用于配置 SAN 设备的步骤的总体概述。在 Oracle Solaris OS 中，FCAL、光纤
和点对点连接的设备可自动供系统使用。此功能与在上一 Solaris 发行版中运行的先前
版本的 SAN Foundation 软件不同。在那些先前版本中，必须执行手动配置步骤才能在
主机上实现光纤连接设备可用性。要查明如何手动配置光纤连接的设备，请参阅附
录 A，光纤连接的设备的手动配置。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
■

第 45 页中的 “SAN 设备注意事项”
第 46 页中的 “添加 SAN 设备”
第 46 页中的 “在 SPARC 上配置光纤引导设备”

SAN 设备注意事项
在配置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之前，请查看以下注意事项。
■

按照供应商特定文档为存储和交换机配置端口和区域。

■

不必再手动配置设备，除非您选择手动设备配置。

■

LUN 屏蔽允许将特定 LUN 显示给特定系统。参见用于介绍屏蔽的供应商特定存储
文档。

■

将阵列和其他存储设备连接到具有或不具有多路径功能的 SAN。Solaris 多路径是一
个关联的应用程序，它与产品名捆绑在一起。

■

STMS 引导实用程序包括在管理 SAN 引导进程的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中。发出
stmsboot 命令允许自动更新 /etc/vfstab 和转储配置，以在启用或禁用多路径软件
时反映设备名称更改。请注意，缺省情况下，该软件对于 SPARC 设备处于禁用状
态，对于 x86 设备处于启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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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SAN 设备
添加和删除 SAN 设备需要了解以下命令的相关知识：
命令

说明

更多信息

cfgadm 和 cfgadm_fp

动态重新配置设备和 FC 设备。这两个命令最常用 cfgadm(1M) 和
cfgadm_fp(1M)
于配置 SAN 上的存储设备。

format

标识与系统相连接的设备并能够为磁盘添加标
记。

format(1M)

luxadm

管理存储设备和 FC_AL 设备。

luxadm(1M)

注 – 如果在启用多路径功能时使用 format 命令，您只能看到每个 LUN 的设备标识符的

一个实例。如果没有启用多路径功能，对于每个路径您将看到一个标识符。

▼

如何添加 SAN 设备

1

在 SAN 设备上创建所需的 LUN。

2

如有必要，在 SAN 设备上为 HBA 控件应用 LUN 屏蔽。

3

将存储设备连接到系统。

4

如必要，为 SAN 设备上的交换机创建基于端口的区域或 WWN 区域。

5

在存储设备的 LUN 或磁盘组上挂载可用的任何现有文件系统。

在 SPARC 上配置光纤引导设备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允许从光纤磁盘设备引导正在运行 Oracle Solaris OS 的 SPARC 服
务器。

光纤引导设备注意事项
光纤引导设备可通过 Oracle Solaris 安装方法来访问，如同在先前的 Solaris OS 发行版中
访问内部引导设备那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Oracle Solaris 安装指南。启用光纤引
导设备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46

通过以下措施将对引导设备的干扰降至最低：

Oracle Solaris 管理：SAN 配置和多路径 • 2012 年 2 月，E26297–03

在 SPARC 上配置光纤引导设备

■
■
■

确保引导设备不是过度订阅的目标或 LUN
避免在目标或 LUN 上安装应用程序和软件
减少主机与光纤设备之间的物理距离及转发数

■

开始光纤引导过程之前，从卷管理器控件移除引导磁盘。

■

确保在系统上为 HBA 装入最新 HBA fcode 和驱动程序。

■

如果引导设备上需要多路径，请使用第 3 章，配置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中介绍的
stmsboot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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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配置虚拟光纤通道端口

本章提供用于配置 N 端口 ID 虚拟化 (N Port ID Virtualization, NPIV) 端口（也称为虚拟
光纤通道端口）的步骤。
■
■
■

第 49 页中的 “什么是 NPIV？”
第 49 页中的 “NPIV 的限制”
第 50 页中的 “创建 NPIV 端口”

什么是 NPIV？
NPIV 是光纤通道工具，它允许一个光纤通道适配器有多个 N 端口 ID。每个 N 端口在
SAN 上都有唯一的标识（端口 WWN 和节点 WWN），可用于区域划分和 LUN 屏蔽
(LUN masking)。软区域划分是首选区域划分方法，可用于按端口 WWN 将端口分组。

NPIV 的限制
下面列出了虚拟化光纤通道端口时 NPIV 的限制：
■

NPIV 端口不能用于引导。

■

NPIV 端口最好用于所含端口（虚拟或物理）相对较少的 SAN 中。另外，NPIV 能够
创建大量端口，但有些目标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处理。存在此限制是因为如果
SAN 上的端口很多，则在 SAN 上处理状态更改通知 (state change notifications, SCN)
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通过使用区域划分，限制可见端口的数量，可解决大型 SAN 上
的这一限制。

■

MPxIO 可与 NPIV 一起使用，但您应该确保不同的路径在物理上是冗余的。

■

仅光纤拓扑中支持 NPIV。FC-AL 或点对点拓扑中不提供支持。

■

并非所有硬件都支持 NPIV。在 SAN 中，交换机和 HBA（尽管不是目标）都必须支
持 NPIV。根据规范，HBA 最多应可支持 255 个虚拟端口，但这要受交换机上资源
的限制。交换机可能必须更新到最新固件级别才能提供 NPIV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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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NPIV 端口
通过使用 fcadm 命令，可为非虚拟化环境配置 NPIV。
fcinfo 和 fcadm 状态命令可用于确定 NPIV 端口的状态，不管这些端口是否通过 fcadm
创建。这两个命令还将报告物理端口与该端口上托管的虚拟端口之间的关系。
其他光纤通道命令（如 luxadm 和 cfgadm）报告 NPIV 信息，尽管虚拟端口与物理端口
之间并无差别。

▼
开始之前

如何创建 NPIV 端口
每个虚拟端口必须具有端口和节点名称。端口名称在 SAN 上必须唯一。您可以手动指
定名称，也可以使用内置随机 WWN 生成器。如果您尝试注册重复的名称，大多数交
换机将在新注册的 WWN 上报告错误状态，同时交换机不注册新 WWN。
有关可接受名称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T11 标准：Fibre Channel Framing and
Signaling（光纤通道框架和信号）(FC-FS 2)。
如果您尝试在不支持 NPIV 的 HBA 上创建 NPIV 端口，将发生错误。如果您尝试在支持
NPIV 的 HBA 上创建 NPIV 端口，但该 HBA 与不支持 NPIV 的交换机相连，也将创建该
端口，但状态为脱机。该状态将在 fcinfo(1M) 输出中报告。

1

成为管理员。

2

创建 NPIV 端口。
# fcadm create-npiv-port -p Virtual_Port_WWN -n Virtual_Node_WWN
PhysicalPort_port_WWN

如果不使用 -p 和 -n 选项，将会为虚拟端口和虚拟节点相应指定随机 WWN。
示例 6–1

创建 NPIV 端口
以下示例将在 WWN 为 210000e08b170f1c 的物理 HBA 端口上创建一个 NPIV 端口，虚
拟端口 WWN 设置为 2000000000000001，虚拟节点 WWN 设置为 2100000000000001。
# fcadm create-npiv-port -p 2000000000000001 -n 2100000000000001 210000e08b170f1c

▼
开始之前
1
50

如何删除 NPIV 端口
可使用 fcinfo hba-port 命令显示 NPIV 端口的最新 WWN 值。
成为管理员。
Oracle Solaris 管理：SAN 配置和多路径 • 2012 年 2 月，E26297–03

创建 NPIV 端口

2

删除 NPIV 端口。
# fcadm delete-npiv-port -p Virtual_Port_WWN -n Virtual_Node_WWN
PhysicalPort_port_WWN

示例 6–2

删除 NPIV 端口
以下示例将删除物理 HBA 端口上 WWN 为 210000e08b170f1c 的 NPIV 端口。
# fcadm delete-npiv-port -p 2000000000000001 -n 2100000000000001 210000e08b170f1c

▼

如何显示 NPIV 端口状态

1

成为管理员。

2

显示当前配置的 NPIV 端口。
# fcinfo hba-port

NPIV 端口列表将显示当前配置的 NPIV 端口的列表。
示例 6–3

显示 NPIV 端口上的状态
以下示例显示 HBA 端口 210000e08b84f7eb 具有一个虚拟端口。
# fcinfo hba-port
HBA Port WWN: 210000e08b84f7eb
Port Mode: Initiator
Port ID: 10100
OS Device Name: /dev/cfg/c7
Manufacturer: QLogic Corp.
Model: 375-3294-01
Firmware Version: 04.04.00
FCode/BIOS Version: BIOS: 1.4; fcode: 1.11; EFI: 1.0;
Serial Number: 0402F00-0549112895
Driver Name: qlc
Driver Version: 20080430-0.00
Type: N-port
State: online
Supported Speeds: 1Gb 2Gb 4Gb
Current Speed: 4Gb
Node WWN: 200000e08b84f7eb
Max NPIV Ports: 63
NPIV port list:
Virtual Port1:
Node WWN: 1110000000000000
Port WWN: 121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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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配置 FCoE 端口

本章介绍用于配置标准以太网接口上托管的 FCoE 端口的步骤。本章不适用于聚合网络
适配器 (Converged Network Adapter, CNA) 上的硬件 FCoE 端口。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
■

第 53 页中的 “什么是 FCoE？”
第 53 页中的 “FCoE 的限制”
第 54 页中的 “配置 FCoE 端口”

什么是 FCoE？
FCoE 是新的 T11 标准，用于通过增强以太网传输封装光纤通道帧。其目的是在数据中
心启用网络聚合和具成本效益的 SAN 扩展。

FCoE 的限制
Solaris FCoE 启动器是完全通过软件实现的，目的在于使用标准以太网控制器。不
过，您必须遵守 Solaris FCoE 实现的以下限制：
■

FCoE 端口不能用于引导。

■

不能在 Oracle VM Server for SPARC 或 Oracle VM Server 3.0 for x86 客操作系统中配置
FCoE 端口。

■

光纤和点对点拓扑支持 FCoE。

并非所有硬件都支持 FCoE。FCoE 可与支持 802.3x PAUSE 和巨型帧 (jumbo frame) 且具
有 GLDv3 驱动程序的以太网控制器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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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FCoE 端口
可通过使用 fcadm 命令配置 FCoE 端口。fcinfo 和 fcadm 命令可用于确定 FCoE 端口的
状态。这两个命令还会报告以太网接口与该接口上托管的 FCoE 端口之间的关系。
其他光纤通道命令（如 luxadm 和 cfgadm）报告 FCoE 信息，尽管 FCoE 与本机 FC 端口
之间并无差别。

▼
开始之前

如何创建 FCoE 端口
在开始本过程之前，必须先执行以下任务：
■

在以太网接口上启用 802.3x（也称为 PAUSE）设置。此设置将确保无损以太网传
输。

■

在以太网接口上启用巨型帧（大于 2.5 KB）。光纤通道数据帧可达到 2136 字节。
以太网硬件和驱动程序不同，这些设置也会有所不同。大多数情况下，您必须修改
以太网接口的 driver.conf 文件，然后重新引导。有关如何启用这些功能的详细信
息，请参见以太网接口的 driver.conf 文件。
每个虚拟端口必须具有端口和节点名称。端口名称在 SAN 上必须唯一。您可以手动
指定名称，也可以使用内置 WWN 生成器。如果您尝试注册重复的名称，交换机将
在新注册的 WWN 上报告错误状态，同时交换机不注册新 WWN。有关可接受名称
格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T11 标准：Fibre Channel Framing and Signaling（光纤通道
框架和信号）(FC-FS 2)。
如果您尝试在不支持 FCoE 的网络接口上创建 FCoE 端口，将发生错误，同时不创建
FCoE 端口。

■

启用以下服务：
# svcadm enable svc:/system/fcoe_target:default
# svcadm enable svc:/system/stmf:default

1

成为管理员。

2

创建 FCoE 端口。
# fcadm create-fcoe-port -i -p Port_WWN -n Node_WWN Ethernet_Interface

如果所选以太网接口不支持多重单播地址，将提示您在该接口上明确启用混杂模式。
# fcadm create-fcoe-port -i -f Ethernet_Interface

例如：
# fcadm create-fcoe-port -i nxge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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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之前

如何删除 FCoE 端口
可使用 fcadm list-fcoe-ports 命令显示托管 FCoE 端口的以太网接口。

1

成为管理员。

2

删除 FCoE 端口。
# fcadm delete-fcoe-port network_interface

例如：
# fcadm delete-fcoe-port nxge0

▼

如何显示 FCoE 端口状态

1

成为管理员。

2

显示当前配置的 FCoE 端口的状态。
# fcinfo hba-port -e

例如：
# fcinfo hba-port -e
HBA Port WWN: 200000144fc1f5c8
Port Mode: Initiator
Port ID: 9a0042
OS Device Name: /dev/cfg/c6
Manufacturer: Sun Microsystems, Inc.
Model: FCoE Virtual FC HBA
Firmware Version: N/A
FCode/BIOS Version: N/A
Serial Number: N/A
Driver Name: SunFC FCoEI v20090422-1.00
Driver Version: v20090422-1.00
Type: N-port
State: online
Supported Speeds: 1Gb 10Gb
Current Speed: 10 Gb
Node WWN: 100000144fc1f5c8

此命令检索系统中所有 FCoE 端口的 FC 特定信息的列表。
# fcadm list-fcoe-ports

例如：
# fcadm list-fcoe-ports
HBA Port WWN: 200000144fc1f5c8
Port Type: Initiator
MAC Name: nxge0
第 7 章 • 配置 FCoE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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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U Size: 9194
Primary MAC Address: 00144fc1f5c8
Current MAC Address: 0efc009a0042
Promiscuous Mode: Off

此命令检索系统中所有 FCoE 端口的 FCoE 特定信息的列表。

▼

如何强制 FCoE 端口重新初始化
当 FCoE 端口需要重新初始化时，请使用下面的步骤。在向 FC SAN 添加新设备或由于
SAN 上存在故障设备时，您可能需要强制 FCoE 端口重新初始化。在许多情况下，此操
作可解决 FC-SAN 中的问题。
在目标端口端发出此命令时，重置目标端口。从主机端口端发出此命令时，重置主机
端口。
连接 FC 交换机时，SAN 中的其他 FC 端口会获得远程状态更改通知 (remote state change
notification, RSCN)。此外，在此操作之后，其他启动器将始终重新发现该端口，并将
建立或再次使用 FC 登录会话。此命令将打断 I/O，但 I/O 会继续。它不具备破坏
性，因为它不会导致数据丢失。

1

成为管理员。

2

强制连接到端口的链接重新初始化。
例如：
# fcadm force-lip 200000144fc2d508

配置 FCoE 硬件负载转移
在具有 FCoE 端口的系统上，以下四个可调参数可用于减少 CPU 使用率及改善性
能。Intel 10 Gb 以太网设备支持这些可调参数，并可在 ixgbe.conf 文件中设置它们。
将 /kernel/drv/ixgbe.conf 复制到 /etc/dri er/drv/ixgbe.conf，然后针对您的 FCoE
环境修改可调参数值。
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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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参数

说明

范围

fcoe_txcrc_enable

控制 ixgbe 驱动程序是否为传
送的 FCoE 数据包转移 FC CRC
事务负载。

0－禁用 FC CRC 事务负载转 1
移
1－启用 FC CRC 事务负载转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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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FCoE 硬件负载转移可调参数

（续）

可调参数

说明

范围

缺省值

fcoe_lso_enable

控制 ixgbe 驱动程序是否为传
送的 FCoE 数据包转移 FC 大量
传送事务负载。

0－禁用 FC LSO 事务负载转
移

1

fcoe_rxcrc_enable

fcoe_lro_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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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ixgbe 驱动程序是否为接
收的 FCoE 数据包转移 RC CRC
事务负载。

控制 ixgbe 驱动程序是否为接
收的 FCoE 数据包转移 FC 大量
接收事务负载。

1－启用 FC LSO 事务负载转
移
0－禁用 FC RX CRC 事务负
载转移

1

1－启用 FC RX CRC 事务负
载转移
0－禁用 FC LRO 事务负载转 0
移
1－启用 FC LRO 事务负载转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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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AS 域

本章概述了 SAS 域的注意事项、SAS 设备搜索以及 SAS 引导设备配置。

SAS 多路径注意事项
■

使用捆绑的 mpt 驱动程序时，在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中支持 SAS 多路径。

■

SAS 扩展器在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中不受支持。

■

在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中不支持对 SAS 连接的设备使用 LUN 屏蔽。

■

当一台服务器尝试关闭一个设备而另一台服务器正尝试访问此设备时会出现意外结
果，在连接到 SAS 域的系统上禁用电源管理可防止发生这种情况。有关电源管理的
信息，请参见 poweradm(1M)。

动态搜索 SAS 设备
使用 mpt 驱动程序时可动态添加和删除 SAS 设备。您不再需要编辑 sd.conf 文件，系统
即可检测特定目标和与 mpt 驱动程序连接的 LUN。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mpt(7D) 和
mpt_sas(7D)。
如果您在 SAS 域中添加或删除设备，系统会向 /var/adm/messages 文件写入一条消
息，表明添加或删除了设备。如果已添加了设备，通过 format 命令此设备会变得可见
并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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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AS 引导设备
使用 Solaris 多路径 I/O 功能，运行 Oracle Solaris OS 的系统可从多路径 SAS 设备或连接
到 SAS 控制器的 SATA 设备执行引导。仅捆绑的 mpt 驱动程序支持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
本中的 SAS 多路径。
某些 SAS 和 SATA 设备可能不支持多路径，但仍可作为非多路径设备运行。有关更多信
息，请访问 My Oracle Support 站点。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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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PFC SAN 设备

在主机系统上配置基于光纤通道的 Internet 协议 (Internet Protocol over Fibre Channel,
IPFC) 描述了 SAN 中 IPFC 设备的主机识别和 IP over FC 的实现。IPFC 驱动程序基于
RFC 2625，允许 IP 通信在 FC 上运行。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

第 61 页中的 “IPFC 注意事项”
第 64 页中的 “调用和配置 IPFC”

IPFC 注意事项
下表显示 IPFC 支持的功能。
表 9–1

IPFC（NFS/NAS 和 SNDR）

功能

受支持

级联

是，仅在使用光纤区域时

区域类型

光纤区域，HBA 配置为 F 端口点对点连接

每个区域的最大设备端
口数

253

具有下列限制：
■

Oracle 的 1 GB 交换机上不支持 IPFC。

■

不支持混杂模式。不能使用 snoop 实用程序。

■

仅通过广播支持多播。

■

不能将使用 IPFC 的网卡用作路由器。在 Oracle Solaris 11 发行版中，缺省情况下已
禁用 IP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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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 IPFC 之后，可使用任意标准网络命令。在此环境下使用这些命
令（telnet、ping 或 ftp）的方式与在以太网设置中相同。

确定光纤通道适配器端口实例
本节介绍如何为 IPFC 配置所需的主机系统。包括确定端口实例和检测 IPFC 实例这两
个过程。

▼ 如何确定端口实例
1

确定 HBA PCI 适配器插槽和 I/O 板 PCI 插槽。
您需要这些信息执行第 62 页中的 “确定光纤通道适配器端口实例”中的计算。
例如，假定您有这样一个阵列，HBA 卡位于 PCI 适配器插槽 5，PCI 适配器位于 I/O 板
的插槽 1。

2

确定实例编号。
a. 在 /etc/path_to_inst 文件中搜索 fp 驱动程序绑定名称。
注 – 通过查找服务器硬件手册中所述的硬件路径确定正确的条目。

b. 通过使用步骤 1 中的 I/O 板和插槽信息缩小搜索范围。
注 – 以下通过 HBA 在服务器中的物理位置来得出其设备路径的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

Oracle 的所有 Sun 服务器硬件。
i. 用 PCI 适配器插槽号乘以适配器端口数。
例如，如果 HBA 有两个端口，则乘以 2。使用 HBA 位于 PCI 适配器插槽 5 的阵
列，因此，5 乘以 2 得到 10。
ii. 将 PCI 适配器 I/O 板插槽号加上步骤 i 得到的数值。
使用位于 PCI 适配器插槽 5 中的 HBA，I/O 板在 PCI 插槽 1，用 1 加上 10 得到总
数 11。
iii. 将步骤 ii 中得到的数值转换为十六进制。
数值 11 转换为十六进制中的 "b"。
iv. 搜索带有 pci@ hex 的 fp 条目，其中 hex 是您在步骤 iii 中得到的数值。
下表显示具有以下路径的 PCI 单个 FC 网络适配器设备的设备路径的各个元素：
"/pci@b,2000/SUNW,qlc@2/fp@0,0" 7 "fp"
62

Oracle Solaris 管理：SAN 配置和多路径 • 2012 年 2 月，E26297–03

IPFC 注意事项

设备名

值

物理名称

/pci@b,2000/SUNW,qlc@2/fp@0,0

实例编号

7

驱动程序绑定名称

fp

c. 手动创建各个 FP 实例。
在此示例中，interface-number 的值为 fcip7。
# ipadm create-ip fcip7

如果该命令成功，则控制台及消息文件中都会出现一条消息。例如：
Sep 13 15:52:30 bytownite ip: ip: joining multicasts failed (7) on fcip0 will use link layer brocasts for multicast

▼ 如何创建 IPFC 实例
系统上的每个 FP 实例在 /dev/fc 中都有一个条目。虽然 HBA 已经删除，但可能会存在
一些过时链接。使用以下过程装入和创建 IPFC。
1

针对 /dev/fc 文件中的每个条目，显示通过该 HBA 端口可见的所有设备：

# luxadm -e dump_map /dev/fc/fp0
Pos Port_ID Hard_Addr Port WWN
0
610100 0
210000e08b049f53
1
620d02 0
210000e08b02c32a
2
620f00 0
210000e08b03eb4b
3
620e00 0
210100e08b220713
# luxadm -e dump_map /dev/fc/fp1
No FC devices found. - /dev/fc/fp1
2

Node WWN
200000e08b049f53
200000e08b02c32a
200000e08b03eb4b
200100e08b220713

Type
0x1f
0x1f
0x1f
0x1f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Type)
Type)
Type)
Type,Host Bus Adapter)

根据设备列表，确定哪些目标 HBA 对于您想要与其建立 IPFC 通信的远程主机是可见
的。
在此过程示例中，目标 HBA 的端口 ID 为 610100 和 620d02。原始 HBA 的端口 ID 为
620e00。

3

列出可从中查看目标 HBA 端口的原始 HBA 端口的物理路径，其中 originating-hba-link 是
步骤 2 中确定的链接的变量。
# ls -l /dev/fc/fp originating-hba-link

在下例中，0 是 originating-hba-link 的编号。
# ls -l /dev/fc/fp 0
lrwxrwxrwx 1 root
root
51 Sep 4 08:23 /dev/fc/fp0 ->
../../devices/pci@8,600000/SUNW,qlc@1/fp@0,0:devc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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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搜索在步骤 3 中确定的物理路径。
您必须从路径名称输出中删除前导的 ../../devices。例如：
# grep pci@8,600000/SUNW,qlc@1/fp@0,0 /etc/path_to_inst
"/pci@8,600000/SUNW,qlc@1/fp@0,0" 0 "fp"

5

从步骤 4 的命令输出确定原始 HBA 端口的 fp 实例。
实例编号在输出中 "fp" 的前面。在以下示例输出中，实例编号为 0。
"/pci@8,600000/SUNW,qlc@1/fp@0,0" 0 "fp"

6

使用步骤 5 中的实例编号装入 IPFC 并创建 IPFC 接口。
在此示例中，实例为 0。
# ipadm create-ip fcip 0

调用和配置 IPFC
安装完毕，请立即使用 ipadm 命令手动启动 IPFC。您可对主机进行配置，以便在随后
的重新引导中，IPFC 网络接口自动启动。本节介绍手动启动网络接口及将主机配置为
在重新引导时自动检测的过程。

▼

如何手动启动网络接口
当您想要检测具有特定网络掩码值的 IPFC 并让 IPFC 接口启动和运行时，请使用以下
过程。

1

成为管理员。

2

配置适当的网络接口。
向您的网络管理员申请适当的 IP 地址和网络掩码信息。例如，要启用与 fp 实例 0 和 IP
地址 192.9.201.10 相关联的 IPFC 接口，请键入：
# ipadm create-ip fcip0
# ipadm create-addr -T static -a 192.9.201.10 fcip0/ipv4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ipadm(1M)。
3

确认网络可运行。
# ipadm show-if

▼

如何将主机配置为自动网络配置
系统主机名在 svc:/system/identity:node 服务中设置。例如，主机名为 sys-A，IPFC
网络接口为 fci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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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为管理员。

2

确认已设置主机名。
# svccfg -s identity:node
svc:/system/identity:node> listprop config/nodename
config/nodename astring sys-A

如果需要设置主机名，请使用类似以下的语法：
# svccfg -s identity:node setprop config/nodename = "sys-A"
3

将其他条目添加到 /etc/inet/hosts 文件。
安装程序将以最少条目创建 /etc/inet/hosts 文件。您必须使用文本编辑器手动添加其
他条目。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 hosts(4) 手册页。
/etc/inet/hosts 文件包含主机数据库。此文件包含主机名和主网络接口 IP 地址，以及
附加到系统的其他网络接口和计算机必须了解的任何其他网络接口的 IP 地址。
以下示例所示为 etc/inet/host 文件。
127.0.0.1
localhost
loghost
192.9.200.70 neo1
#This is the local host name
192.9.201.10 fcip0 #Interface to network 192.9.201.10

4

确认已使用 files nis 为主机配置了名称服务 SMF 服务。
# svccfg
svc:> select network/nis/client:default
svc:/network/nis/client:default> select name-service/switch
svc:/system/name-service/switch> listprop config/host
config/host astring
"files nis"
svc:/system/name-service/switch>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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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在 x86 系统上从光纤通道设备引导 Solaris
OS

可在 Solaris 安装程序的磁盘选择部分中选择要从中执行引导的光纤通道 (Fibre Channel,
FC) 设备。
本章介绍了如何在基于 x86 的系统上手动安装 Oracle Solaris OS，并使用 2 Gb 和 4 Gb 光
纤通道 (Fibre Channel, FC) HBA 驱动程序实现 Solaris 多路径 I/O 功能。
注–

Oracle 的 1 Gb HBA 不支持在基于 x86 的系统上通过 SAN 执行引导。Oracle 的 4 Gb HBA
支持在基于 x86 的系统上通过 SAN 执行引导。大多数 2 Gb HBA 都支持在基于 x86 的系
统上通过 SAN 执行引导，以下 HBA 除外：
■
■
■
■
■
■

Oracle 的 StorageTek 2 Gb Enterprise Class 双端口光纤 HBA，SG-XPCI2FC-QF2-Z
Oracle 的 StorageTek 2 Gb PCI 双端口光纤 HBA，SG-XPCI2FC-QF2
Oracle 的 StorageTek 2 Gb FC PCI 单通道网络适配器，X6767A
Oracle 的 StorageTek 2 Gb FC PCI 双通道网络适配器，X6768A
Oracle 的 StorageTek 2 Gb FC PCI–X Enterprise 单端口 HBA，SG-XPCI1FC-QL2
Oracle 的 StorageTek 2 Gb FC PCI 单端口主机适配器，SG-XPCI1FC-QF2

可通过 DVD-ROM 或网络将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在基于 x86 的系统上。
本章包含以下主题：
■
■
■

第 68 页中的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要求”
第 68 页中的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概述”
第 69 页中的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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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Solaris OS 安装要求
要执行安装，您必须具备以下项目。
■

Oracle Solaris OS 11 安装 DVD－可以使用下列安装方法在基于 x86 的系统上配置 FC
设备：
■

自动安装－在网络上安装多个客户机系统。可从用于安装单个系统的介质引
导，但如果您要为多个客户机系统定制安装，需要一台安装服务器。

■

文本安装－从介质或安装服务器安装单个系统。

■

连接到基于 x86 的系统的 FC HBA

■

用于基于网络的 OS 安装的 10/100/1000 兆字节/秒的以太网

Oracle Solaris OS 安装概述
为了成功地完成安装，请在安装过程的磁盘选择部分中使用基于 FC 的设备。在交互式
安装结束时，您必须更改 x86 BIOS 和 FC HBA BIOS 以标识用于从远程多路径磁盘引导
Oracle Solaris 的 FC 启动器。
在安装 OS 之后和重新引导之前，可通过在新安装的逻辑单元号 (logical unit number,
LUN) 上发出 luxadm 命令来收集配置信息。luxadm 命令输出会提供一个从 c#t#d# 到阵
列 WWN 和 LUN 编号的映射。记录 HBA 全球名称 (World Wide Name, WWN) 和阵列
WWN 端口信息。
在重新引导期间，可使用 WWN 和 LUN 编号为每个 HBA 设置 HBA BIOS，将使用此
HBA BIOS 从相同阵列上的每个 LUN 执行引导。将系统 BIOS 从 CD-ROM 或网络引导更
改为从磁盘引导。
注 – 需要访问控制台才能更改 HBA 和系统 BIOS。

另外，在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期间，需要注意下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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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使用的是定制的磁盘布局，不要删除重叠 (s2) 分区。x86 引导安装程序与此分
区相关联。

■

缺省情况下，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使用指向单个引导设备的多个路径来管理 FC 引
导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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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1

安装 HBA 硬件。
请遵循 (http://www.oracle.com/
technetwork/documentation/oracle-storage-networking-190061.html) 上相应 Oracle
HBA 安装指南中的说明。

2

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如果选择自动安装，并且希望在安装期间选择要安装的具体设备，请参见《安装
Oracle Solaris 11 系统》。

▼

如何执行 DVD 或基于网络的 OS 安装
在安装 HBA 后，请执行下列步骤在基于 x86 的系统上对 Oracle Solaris OS 进行 DVD 安
装或基于网络的安装。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安装 Oracle Solaris 11 系统》。

1

如果要从 DVD-ROM 而不是网络进行安装，请将 Oracle Solaris 软件 DVD 插入到 DVD-ROM
驱动器中。

2

初始开机后，提供系统 BIOS 并将其配置为从网络或 DVD-ROM（根据具体情况）引导。

3

通过选择下列一种方法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

自动安装－通过从 x86 系统的 BIOS 中选择网络引导即可开始自动安装。如果选择自
动安装，请跳到第 7 步。

■

文本安装－从介质引导或从安装服务器引导时通过从 GRUB 菜单中选择下列选项即
可开始文本安装。
Oracle Solaris 11 11/11 Text Installer and command line

安装完成后，可退出安装程序并配置设备。
4

文本安装－选择所需的阵列及其关联的 LUN。

5

文本安装－通过从每个安装菜单中选择所需的安装选项继续安装。

6

文本安装－在最后一个安装屏幕中，确认您的选择，然后开始安装 Oracle Solaris OS。

7

在安装完成后，根据是执行自动安装还是文本安装选择下列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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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安装－缺省情况下，由于 /usr/share/auto_install/default.xml 文件中的下列
清单关键字，在安装后系统不会重新引导。这表示您可以在系统重新引导之前配置
您的设备。
<auto_install>
<ai_instance name="default">
.
.
.

如果前一次安装将下列关键字值设置为 true，请将此值更改为 false，以便在系统
重新引导之前配置设备。
<auto_install>
<ai_instance name="default" auto_reboot="true">
.
.
.
■

8

文本安装－安装完成时，选择 "Quit"（退出）选项退出安装程序以配置设备。

在安装完成之后重新引导之前，在安装期间选择的 LUN 上发出 luxadm display 命令。
请参见图 10–1。
# luxadm display /dev/rdsk/c0t600015D0002028000000000000001142d0s2
DEVICE PROPERTIES for disk: /dev/rdsk/c0t600015D0002028000000000000001142d0s2
Vendor:
SUN
Product ID:
SE6920
Revision:
0202
Serial Num:
00500057
Unformatted capacity:
10240.000 MBytes
Read Cache:
Enabled
Minimum prefetch:
0x0
Maximum prefetch:
0xffff
Device Type:
Disk device
Path(s):
/dev/rdsk/c0t600015D0002028000000000000001142d0s2
/devices/scsi_vhci/disk@g600015d0002028000000000000001142:c,raw
Controller
/dev/cfg/c4
Device Address
213600015d207200,0
Host controller port WWN
210100e08b206812
Class
primary
State
ONLINE
Controller
/dev/cfg/c11
Device Address
213600015d207200,0
Host controller port WWN
210100e08b30a2f2
Class
primary
Stat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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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luxadm display 命令和输出

可以使用图中示例中的下列 luxadm 命令输出将基于 MPxIO 的 c#t#d# 映射至 HBA
WWN 和阵列 WWN：
■
■
■

9

MPxIO c#t#d# = c0t600015d00020280000000000000001142d0
阵列 WWN = 213600015d207200，LUN 0
HBA WWN = 210100e08b206812 和 210100e08b30a2f2

在重新引导过程中，注意查看监视器，以便进入 HBA #1 BIOS 屏幕，将引导设备指定为
您刚刚在其中安装了 Oracle Solaris OS 的 FC LUN。
为每个要用于多路径的 HBA 执行此步骤，并将引导设备指定为您在其中安装了 Oracle
Solaris OS 的 FC LUN。请参见图 10–2 和图 10–3。
■

对于 QLogic HBA BIOS，请执行下列步骤。
a. 在主机重新引导期间，按 Ctrl-Q 组合键以显示 HBA BIOS 屏幕。
b. 选择要作为引导设备启用的 HBA 并启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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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配置引导设备：
i. 选择配置设置。
ii. 选择可选引导设置。
iii. 确保 "Selectable Boot"（可选引导）已设置为启用。
在此菜单中，可以按阵列 WWPN 选择引导设备/LUN。
iv. 保存并退出 HBA BIOS 屏幕。
■

对于 Emulex HBA BIOS，请执行下列步骤。
a. 在主机重新引导期间，按 Alt-E 以显示 HBA BIOS 屏幕。
b. 选择要作为引导设备启用的 HBA 并启用引导。
c. 选择 "Configure Boot Devices"（配置引导设备）。
d. 选择引导项。
e. 选择所需引导设备的 WWPN。
f. 键入 LUN 编号。
g. 选择引导 LUN。
h. 选择带有阵列 WWPN 的引导设备。
i. 保存并退出 HBA BIOS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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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某个 HBA WWN 的 HBA BIOS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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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

从 FC LUN 启用引导的 HBA BIOS 屏幕

注–

上图显示了下列修改：
■
■
■
■

74

可选引导 = 已启用
ARRAY WWN = 213600015d207200
ARRAY LUN = 0
HBA WWN = 210100e08b206812

10

为所有 HBA 和所有 LUN 重复相应的修改。

11

键入与供应商访问方法对应的系统 BIOS，并将引导设备指定为您在其中安装了 Oracle
Solaris OS 的 FC LUN。

12

通过使用系统 BIOS 中指定的 FC LUN 重新引导至新安装的 Oracle Solaris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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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设备的持久绑定

为了简化基于 SAN 的数据中心中的服务器管理，在 Solaris OS 中 Oracle 的 StorageTek
SAN Foundation 软件栈会动态检测 SAN 中的设备，并建立关联的 /dev 树条目，而不要
求您编辑配置文件。
在大多数情况下，此过程大大简化了 SAN 管理。但是，对于磁带设备，您可能希望能
够显式指定 /dev 条目的创建方式，并且能够确保 /dev 条目在 SAN 上的多台服务器中
是相同的。本章介绍了如何在 Solaris OS 中指定此磁带绑定，同时又保留自动搜索基于
磁盘的设备的优势。

持久绑定概述
/dev/rmt 目录包含指向磁带设备在 /devices 下的物理设备的链接。系统以 /dev/rmt/
N、/dev/rmt/ Nb 和 /dev/rmt/ Nbn 形式（其中 N 为从 0 开始的整数计数器）用 24 个次
要节点表示它所发现的每个磁带 LUN。此数字在新设备枚举期间由 devfsadm 拾
取。devfsadm 发现的每个新磁带逻辑单元号 (Logical Unit Number, LUN) 在 /dev/rmt 中
都会获得下一个可用的编号。
由于 /dev/rmt 名称依赖于设备在设备树中的显示顺序，所以在不同系统上会有所不
同。对于由两个或更多不同系统发现的特定磁带设备，在其中每个系统上 /dev/rmt 链
接可能都不相同。对于 Symantec (VERITAS) NetBackup（SSO 选项）的最常见用法，这
种不同可能会引起问题。而且，如果更换此驱动器，链接也会发生更改，除非供应商
提供了方法来保留驱动器的端口全球名称 (Port World-Wide Name, PW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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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磁带链接
/etc/devlink.tab 文件被称为缺省的设备表文件。它指定了 devfsadm 用来在 /dev 目录
中创建链接的规则。此文件不包含任何磁带的条目，因为 devfsadm 已经能够为磁带驱
动器创建链接，但可以添加规则，以修改创建磁带链接的缺省行为。有关更多信
息，请参见 devlinks(1M)。
对于 Oracle Solaris OS 可发现但 devlink 文件中未指定的任何磁带驱动器，devfsadm 会
自动指定一个从 0 开始的次要节点号。这些次要节点号可能与 /etc/devlink.tab 中手
动指定的任何较低编号相冲突，所以请务必指定足够大的编号以避免发生冲突。
这种方法容易导致 /dev/rmt 中出现重复的链接。在 /etc/devlink.tab 中指定条目之前
搜索到的任何磁带都已自动创建了链接。在添加了条目并运行 devfsadm 时，原始链接
继续驻留在 /dev/rmt 中，导致出现重复的链接。要删除 /dev/rmt 中的原始链接，请先
运行 rm /dev/rmt/* 命令，之后再运行 devfsadm。
这种方法不能用于连接到多个 HBA 端口的多端口磁带驱动器。如果多个 HBA 端口都连
接到相同的磁带 LUN，系统会检测到两个而不是一个磁带驱动器。prtconf 输出中最后
显示的磁带驱动器会获得 /etc/devlink.tab 生成的链接。
以下示例显示了 devlink.tab 文件中一个样例磁带条目。
type=ddi_byte:tape;addr=PWWN,LUN-number; rmt/rmt-number\M0

按照 /dev/rmt/ N 更改 rmt #。然后更改 PWWN 和 LUN 以与所需磁带设备相匹配。如
下所示，通过在现有的 /dev/rmt/ 链接上运行 ls -l 命令，您可以获得此值。
# ls -l /dev/rmt/4
lrwxrwxrwx 1 root root 69 Oct 6 14:57 /dev/rmt/4 ->
../../devices/pci@1f,700000/SUNW,qlc@2/fp@0,0/st@w5005076300617717,0:

例如，如果您希望 /dev/rmt/ 编号为 40，可在 /etc/devlink.tab 中创建一个如下例所
示的条目：
# type=ddi_byte:tape;addr=w5005076300617717,0; rmt/40\M0

然后可以将此行添加到 SAN 上每台将使用此驱动器的 Solaris 服务器的 devlink 文件
中，这样它便能始终显示为次要编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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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创建磁带设备链接

1

成为管理员。

2

按照第 76 页中的“创建磁带链接”中的描述在 /etc/devlink.tab 中创建条目。
如果 devfsadm 以前已搜索到了设备，您必须通过在现有链接上运行 ls -l 命令来确定
设备地址。
注 – 如上所述，请务必指定 /dev/rmt/ N 编号以避免与任何自动配置的设备发生冲突。

3

通过运行 rm /dev/rmt/* 命令从 /dev/rmt 删除现有的链接。

4

运行 devfsadm。
此命令除了自动为任何未指定的设备创建链接外，还会根据 /etc/devlink.tab 中的条
目创建新链接。

第 11 章 • 磁带设备的持久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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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光纤连接的设备的手动配置

本附录说明如何在 Oracle Solaris OS 中配置和取消配置光纤设备，阐述了如何在启用和
未启用多路径软件的情况下检测并配置主机上的可见光纤设备。
本附录包含以下各节：
■
■
■
■
■

第 79 页中的 “手动配置光纤连接的设备”
第 80 页中的 “配置光纤设备节点”
第 82 页中的 “在未启用多路径的情况下配置设备节点”
第 84 页中的 “在启用 Solaris 多路径的情况下配置设备节点”
第 87 页中的 “取消对光纤设备的配置”

手动配置光纤连接的设备
在 Oracle Solaris 发行版中，光纤连接的设备自动供 Oracle Solaris 系统使用。
如果您希望手动配置光纤连接的设备，请使用以下步骤来更改缺省行为。
注 – 更改缺省行为会使您的所有光纤连接的设备不可用，从而导致必须在引导时可用的
光纤连接的设备发生问题。

▼

如何手动配置光纤连接的设备

1

成为管理员。

2

将 /kernel/drv/fp.conf 文件复制到 /etc/driver/drv/fp.conf 文件。

3

确保取消注释 /etc/driver/drv/fp.conf 文件中的以下行，以启用手动配置。
manual_configuration_onl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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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该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fp(7D) 手册页和 cfgadm_fp(1M) 手册页。
4

重新引导系统。

5

对于要使之可用的每个光纤连接的设备，选择以下任务之一，具体选择哪个任务取决
于您是否使用 Solaris I/O 多路径功能。
■
■

第 82 页中的 “在未启用多路径的情况下配置设备节点”
第 84 页中的 “在启用 Solaris 多路径的情况下配置设备节点”

如果需要光纤连接的设备的原始缺省行为，请参见下一步。
6

确保注释 /etc/driver/drv/fp.conf 文件中的以下行，以禁用手动配置：
# manual_configuration_only=1;

有关该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cfgadm_fp(1M) 和 fp(7d)。
7

重新引导系统。
# init 6

配置光纤设备节点
在直接连接的系统或 SAN 中配置硬件后，必须确保系统识别这些设备。本节介绍主机
对光纤设备（在 SAN 中也称为 24 位 FC 寻址设备）的识别。在 SAN 中配置设备、端口
和区域后，确保系统识别这些设备。在具有 FC 支持的 SAN 中，您最多可以将 1600 万
台光纤设备连接在一起。
本节仅限于从 Oracle Solaris OS 角度需要的操作。不涵盖其他方面，例如，设备可用性
和特定于设备的管理。如果设备由其他软件（如卷管理器）管理，请参阅卷管理器产
品文档，了解更多说明。

确保 LUN 级别信息可见
▼ 如何确保 LUN 级别信息可见
1

成为管理员。

2

确定 LUN 级别信息。
# cfgadm -al -o show_SCSI_LUN

如果您在系统引导之后立即发出 cfgadm -al -o show_SCSI_LUN controller-ID 命令，则输
出可能不显示光纤通道协议 (Fibre Channel Protocol, FCP) SCSI LUN 级别信息。之所以
不显示此信息是因为存储设备驱动程序（例如，ssd 和 st 驱动程序）还没有装入正在
运行的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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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是否装入了这些驱动程序。
例如：
# modinfo | grep ssd

装入驱动程序后，LUN 级别信息便会显示在 cfgadm 输出中。

▼ 如何检测系统上的可见光纤设备
本节提供了使用 FC 主机端口 c0 和 c1 检测光纤设备的过程示例。此过程还给出了使用
cfgadm 命令显示的设备配置信息。
注 – 在以下示例中，仅列出了故障转移路径连接点 ID (Ap_Id)。系统上显示的 Ap_Id 取

决于系统配置。
1

成为管理员。

2

显示有关系统上的连接点的信息。
# cfgadm -l
Ap_Id
c0
c1

Type
fc-fabric
fc-private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dition
un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在本例中，c0 表示一个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c1 表示一个专用的循环连接的主机端
口。使用 cfgadm 命令管理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上的设备配置。
缺省情况下，专用的循环连接的主机端口上的设备配置由运行 Oracle Solaris OS 的系统
管理。
3

显示有关主机端口及其连接设备的信息。
# cfgadm -al
Ap_Id
Type
c0
fc-fabric
c0::50020f2300006077 disk
c0::50020f23000063a9 disk
c0::50020f2300005f24 disk
c0::50020f2300006107 disk
c1
fc-private
c1::220203708b69c32b disk
c1::220203708ba7d832 disk
c1::220203708b8d45f2 disk
c1::220203708b9b20b2 disk

附录 A • 光纤连接的设备的手动配置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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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cfgadm -l 命令显示有关 FC 主机端口的信息。您还可以使用 cfgadm -al 命令来显示

FC 设备的相关信息。与 c0 相关联的 Ap_Id 字段中包含端口全球名称 (world wide name,
WWN) 的行表示光纤设备。使用 cfgadm configure 和 unconfigure 命令管理这些设
备，并使这些设备对使用 Oracle Solaris OS 的系统可用。c1 下具有端口 WWN 的 Ap_Id
设备表示通过 c1 主机端口配置的专用循环设备。

在未启用多路径的情况下配置设备节点
本节介绍没有启用多路径的系统上的光纤设备配置任务。
本节中的过程显示如何检测系统上的可见光纤设备，以及如何配置这些设备使其对运
行 Oracle Solaris OS 的系统可用。本节中的过程以特定设备为例说明如何使用 cfgadm 命
令来检测和配置光纤设备。
由您提供并使用 cfgadm 命令显示的设备信息取决于系统配置。

▼

如何在不使用多路径的情况下手动配置 FC 设备
以下样例过程介绍如何配置连接到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 c0 的光纤设备。

1

成为管理员。

2

确定要配置的设备。
# cfgadm -al
Ap_Id
Type
c0
fc-fabric
c0::50020f2300006077 disk
c0::50020f23000063a9 disk
c0::50020f2300005f24 disk
c0::50020f2300006107 disk
c1
fc-private
c1::220203708b69c32b disk
c1::220203708ba7d832 disk
c1::220203708b8d45f2 disk
c1::220203708b9b20b2 disk

3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配置光纤设备。
# cfgadm -c configure c0::50020f2300006077

4

检验是否配置了选定光纤设备。
# cfgadm -al
Ap_Id
Type
Receptacle Occupant
c0
fc-fabric connected configured
c0::50020f2300006077 disk
connected config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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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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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0020f23000063a9
c0::50020f2300005f24
c0::50020f2300006107
c1
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a7d832
c1::220203708b8d45f2
c1::220203708b9b20b2

disk
disk
disk
fc-private
disk
disk
disk
disk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请注意，c0 和 c0::50020f2300006077 的 Occupant 列均显示为 configured，表明 c0 端口
配置了一个插卡并配置了 c0::50020f2300006077 设备。
5

显示多 LUN SCSI 设备的 FCP SCSI LUN 信息。
以下代码示例显示通过 Ap_Id c0:50020f2300006077 连接的物理设备配置了四个 LUN。
# cfgadm -al -o show_SCSI_LUN c0
Ap_Id
Type
Receptacle
c0
fc-fabric
connected
c0::50020f2300006077,0 disk
connected
c0::50020f2300006077,1 disk
connected
c0::50020f2300006077,2 disk
connected
c0::50020f2300006077,3 disk
connected

Occupant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此设备目前在运行 Oracle Solaris OS 的系统上可用。路径表示 c0::50020f2300006077 所
代表的物理设备中的每个 SCSI LUN。

▼

如何在没有使用多路径的情况下配置多个 FC 设备
确保先使用第 80 页中的 “确保 LUN 级别信息可见”过程确定系统中的可见设备。以下过
程介绍如何配置所有连接到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的未配置光纤设备。用作示例的端口
为 c0。

1

成为管理员。

2

确定要配置的设备。
# cfgadm -al
Ap_Id
c0
c0::50020f2300006077
c0::50020f23000063a9
c0::50020f2300005f24
c0::50020f2300006107
c1
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a7d832
c1::220203708b8d45f2
c1::220203708b9b20b2

3

Type
fc-fabric
disk
disk
disk
disk
fc-private
disk
disk
disk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配置选定端口上的所有未配置设备。
# cfgadm -c configure c0
附录 A • 光纤连接的设备的手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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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此操作将对 c0 上的所有设备重复单个设备的 configure 操作。如果 c0 上的设备数

量巨大，此操作可能很耗时。
4

检验是否配置了 c0 上的所有设备。
# cfgadm -al
Ap_Id
c0
c0::50020f2300006077
c0::50020f23000063a9
c0::50020f2300005f24
c0::50020f2300006107
c1
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a7d832
c1::220203708b8d45f2
c1::220203708b9b20b2

5

Type
fc-fabric
disk
disk
disk
disk
fc-private
disk
disk
disk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显示多 LUN SCSI 设备的 FCP SCSI LUN 信息。
以下代码示例显示 c0::50020f2300006077 和 c0::50020f2300006107 所表示的物理设备
分别配置了四个 LUN。c0::50020f23000063a9 和 c0::50020f2300005f24 所表示的物理
设备分别配置了两个 LUN。
# cfgadm -al -o show_SCSI_LUN
Ap_Id
Type
c0
fc-fabric
c0::50020f2300006077,0 disk
c0::50020f2300006077,1 disk
c0::50020f2300006077,2 disk
c0::50020f2300006077,3 disk
c0::50020f23000063a9,0 disk
c0::50020f23000063a9,1 disk
c0::50020f2300005f24,0 disk
c0::50020f2300005f24,1 disk
c0::50020f2300006107,0 disk
c0::50020f2300006107,1 disk
c0::50020f2300006107,2 disk
c0::50020f2300006107,3 disk

c0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在启用 Solaris 多路径的情况下配置设备节点
本节介绍如何对已启用多路径功能的系统执行光纤设备配置步骤。
缺省情况下，不配置连接到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的设备，因此系统无法使用这些设
备。使用 cfgadm configure 和 cfgadm unconfigure 命令来管理光纤设备的设备节点创
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cfgadm_fp(1M)。本节中的过程说明如何检测系统上的可见
光纤设备，以及如何将这些设备配置为多路径设备使其对系统可用。
由您提供并使用 cfgadm 命令显示的设备信息取决于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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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配置单个多路径 FC 设备
以下样例过程使用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 c0 和 c2 来在已启用多路径软件的系统上将光纤
设备配置为多路径设备。
不论是否启用了多路径，cfgadm -c configure 命令对于光纤设备的效果都是相同的。

1

成为管理员。

2

确定要配置为多路径设备的设备的端口 WWN。
在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上查找标记为 fc -fabric 的设备。您可以使用 cfgadm -c
configure 命令来配置这些设备。
# cfgadm -al
Ap_Id
c0
c0::50020f2300006077
c0::50020f23000063a9
c1
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a7d832
c1::220203708b8d45f2
c1::220203708b9b20b2
c2
c2::50020f2300005f24
c2::50020f2300006107

Type
fc-fabric
disk
disk
fc-private
disk
disk
disk
disk
fc-fabric
disk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在上例中，c0::50020f2300006077 和 c2::50020f2300006107 Ap_Id 表示存储设备控制器
的端口 WWN 不同的同一存储设备。c0 和 c2 主机端口启用了多路径。
3

配置光纤设备并使这些设备对系统可用。
# cfgadm -c configure c0::50020f2300006077 c2::50020f2300006107

4

检验是否配置了选定的设备。
# cfgadm -al
Ap_Id
Type
c0
fc-fabric
c0::50020f2300006077 disk
c0::50020f23000063a9 disk
c1
fc-private
c1::220203708b69c32b disk
c1::220203708ba7d832 disk
c1::220203708b8d45f2 disk
c1::220203708b9b20b2 disk
c2
fc-fabric
c2::50020f2300005f24 disk
c2::50020f2300006107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figured
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请注意，c0 和 c0::50020f2300006077 的 Occupant 列指定 configured，这表明 c0 端口至
少配置了一个插卡并配置了 c0::50020f2300006077 设备。在 c2 和
c2::50020f2300006107 中已进行了相同的更改。
附录 A • 光纤连接的设备的手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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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成功完成了配置操作，系统上即创建了多路径设备。如果 c0::50020f2300006077
和 c2::50020f2300006107 表示的物理设备配置了多个 SCSI LUN，则每个 LUN 都配置为
一个多路径设备。下例显示通过 c0::50020f2300006077 和 c2::50020f2300006107 配置
了两个 LUN。每个 Ap_Id 与多路径设备的一个路径相关联。
# cfgadm -al -o show_SCSI_LUN
Ap_Id
Type
c0::50020f2300006077,0 disk
c0::50020f2300006077,1 disk
c2::50020f2300006107,0 disk
c2::50020f2300006107,1 disk

c0::50020f2300006077\ c2::50020f2300006107
Receptacle Occupant
Condition
connected
configured unknown
connected
configured unknown
connected
configured unknown
connected
configured unknown

上例表示为 c0::50020f2300006077 和 c2::50020f2300006107 表示的设备创建了以下两
个多路径设备：

▼

如何配置多个多路径 FC 设备
在配置或删除设备节点之前，请务必先使用第 80 页中的 “确保 LUN 级别信息可见”过程
确定光纤设备。
在本例中，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上的 Ap_Id 是多路径设备的路径。例如，将配置路径通
过 c2 的所有设备，而不配置任何路径通过 c0 的设备。c2 是从系统到光纤的连接点，而
c2::50020f2300006107 是从存储到光纤的连接点。系统会检测其配置所针对的光纤中的
所有存储设备。
在已经通过一个 Ap_Id 配置的设备上配置另一个 Ap_Id 会导致先前配置的设备出现一条
附加路径。此时，不会创建新设备节点。只有首次配置相应设备的 Ap_Id 时才会创建设
备节点。

1

成为管理员。

2

确定要配置的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
# cfgadm -al
Ap_Id
c0
c0::50020f2300006077
c0::50020f23000063a9
c1
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a7d832
c1::220203708b8d45f2
c1::220203708b9b20b2
c2
c2::50020f2300005f24
c2::50020f23000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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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
fc-fabric
disk
disk
fc-private
disk
disk
disk
disk
fc-fabric
disk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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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取消对光纤设备的配置

由 Ap_Id c0::50020f2300006077 和 c2::50020f2300006107 表示的设备是已经配置了
c0::50020f2300006077 的同一物理设备的两个路径。配置选定端口上的未配置设备。此
操作将对 c2 上的所有设备重复单个设备的 configure 命令。如果 c2 上的设备数量巨
大，此操作可能很耗时。
# cfgadm -c configure c2
3

检验是否配置了 c2 上的所有设备。
# cfgadm -al
Ap_Id
c0
c0::50020f2300006077
c0::50020f23000063a9
c1
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a7d832
c1::220203708b8d45f2
c1::220203708b9b20b2
c2
c2::50020f2300005f24
c2::50020f2300006107

Type
fc-fabric
disk
disk
fc-private
disk
disk
disk
disk
fc-fabric
disk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请注意，c2 的 Occupant 列和 c2 下的所有设备均被标记为 configured。
show_SCSI_LUN 命令显示多个 LUN SCSI 设备的 FCP SCSI LUN 信息。以下代码示例显示
通过 c2::50020f2300006107 和 c2::50020f2300005f24 连接的物理设备分别配置了两个
LUN。
# cfgadm -al -o show_SCSI_LUN c2
Ap_Id
Type
Receptacle
c2
fc-fabric connected
c2::50020f2300005f24,0 disk
connected
c2::50020f2300005f24,1 disk
connected
c2::50020f2300006107,0 disk
connected
c2::50020f2300006107,1 disk
connected

Occupant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取消对光纤设备的配置
本节提供有关取消配置光纤设备的多路径功能的信息。

取消对光纤设备的配置
在取消对光纤设备的配置之前，请停止设备的所有活动并卸载光纤设备上的所有文件
系统。有关卸载说明，请参见 Oracle Solaris 管理文档。如果设备受任何卷管理器的控
制，请在取消对设备的配置之前先参见卷管理器文档。
附录 A • 光纤连接的设备的手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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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手动取消对 FC 设备的配置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取消配置连接到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 c0 的光纤设备。
1

成为管理员。

2

确定要取消配置的设备。
只能取消配置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上的设备。
# cfgadm -al
Ap_Id
c0
c0::50020f2300006077
c0::50020f23000063a9
c1
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a7d832

3

Type
fc-fabric
disk
disk
fc-private
disk
disk

Receptacle Occupant
connected
configured
connected
configured
connected
configured
connected
configured
connected
configured
connect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取消对光纤设备的配置。
# cfgadm -c unconfigure c0::50020f2300006077

4

检验是否取消了对选定光纤设备的配置。
# cfgadm -al
Ap_Id
Type
c0
fc-fabric
c0::50020f2300006077 disk
c0::50020f23000063a9 disk
c1
fc-private
c1::220203708b69c32b disk
c1::220203708ba7d832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 如何取消配置 FC 主机端口上的所有 FC 设备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取消配置连接到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的所有已配置光纤设备。
1

成为管理员。

2

确定要取消配置的光纤设备。
只能取消配置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上的设备。
# cfgadm -al
Ap_Id
Type
c0
fc-fabric
c0::50020f2300006077 disk
c0::50020f23000063a9 disk
c1
fc-private
c1::220203708b69c32b disk
c1::220203708ba7d832 disk

3

Receptacle Occupant
connected
configured
connected
configured
connected
configured
connected
configured
connected
configured
connected
configured

停止选定端口上的各光纤设备的所有活动，并卸载每个光纤设备上的所有文件系统。
如果设备受任何卷管理器的控制，请在取消对设备的配置之前先参见卷管理器文档。
# cfgadm -c unconfigure 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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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known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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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known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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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消配置选定端口上的所有已配置光纤设备。
注 – 此操作将对 c0 上的所有设备重复单个设备的 unconfigure 操作。如果 c0 上的设备

数量巨大，此过程可能很耗时。
5

检验是否取消了对 c0 上的所有设备的配置。
# cfgadm -al
Ap_Id
c0
c0::50020f2300006077
c0::50020f23000063a9
c1
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a7d832

Type
fc-fabric
disk
disk
fc-private
disk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请注意，c0 的 Occupant 列和与其连接的所有光纤设备显示为 unconfigured。

▼ 如何取消对多路径 FC 设备的配置
以下过程显示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 c0 和 c2，说明如何取消配置与多路径设备关联的光
纤设备。
1

成为管理员。

2

确定要取消配置的光纤设备的端口 WWN。
# cfgadm -al
Ap_Id
c0
c0::50020f2300006077
c0::50020f23000063a9
c1
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a7d832
c2
c2::50020f2300005f24
c2::50020f2300006107

Type
fc-fabric
disk
disk
fc-private
disk
disk
fc-fabric
disk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ditio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在本例中，c0::50020f2300006077 和 c2::50020f2300006107 Ap_Id 表示与某一多路径设
备相关联的同一设备的不同端口 WWN。启用了 c0 和 c2 主机端口。
3

停止选定端口上的各光纤设备的所有设备活动，并卸载各光纤设备上的所有文件系
统。
如果设备受任何卷管理器的控制，请参见卷管理器文档以维护光纤设备。

4

取消配置与设备相关联的光纤设备。
只能通过 cfgadm -c unconfigure 命令取消配置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上的设备。
# cfgadm -c unconfigure c0::50020f2300006077 c2::50020f2300006107
附录 A • 光纤连接的设备的手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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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您最多可以分别从八个路径删除一台设备，例如，命令 cfgadm -c unconfigure
c0::1111, c1::2222, c3::3333，依此类推。也可以从主机删除整组路径，如 cfgadm -c
unconfigure c0 示例所示。
5

检验是否取消了对选定设备的配置。
# cfgadm -al
Ap_Id
Type
c0
fc-fabric
c0::50020f2300006077 disk
c0::50020f23000063a9 disk
c1
fc-private
c1::220203708b69c32b disk
c1::220203708ba7d832 disk
c2
fc-fabric
c2::50020f2300005f24 disk
c2::50020f2300006107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请注意，Ap_Id c0::50020f2300006077 和 c2::50020f2300006107 的配置已被取消。c0 和
c2 的 Occupant 列仍将这些端口显示为 configured，因为它们已配置了其他插卡。
系统将不再可以使用与 Ap_Id c0::50020f2300006077 和 c2::50020f2300006107 相关联的
多路径设备。以下两个设备已从系统中删除：
/dev/rdsk/c6t60020F20000061073AC8B52D000B74A3d0s2
/dev/rdsk/c6t60020F20000061073AC8B4C50004ED3Ad0s2

▼ 如何取消配置多路径 FC 设备的一个路径
与前一节中的过程相反，本过程显示如何取消配置与 c2::50020f2300006107 相关联的
一个设备，同时保留配置另一个设备 (50020f2300006077)。通过 cfgadm unconfigure 命
令只能取消配置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上的设备。
1

成为管理员。

2

确定要取消配置的多路径设备的 Ap_Id。
# cfgadm -al
Ap_Id
c0
c0::50020f2300006077
c0::50020f23000063a9
c1
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a7d832
c2
c2::50020f2300005f24
c2::50020f2300006107

Type
fc-fabric
disk
disk
fc-private
disk
disk
fc-fabric
disk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ditio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configured unknown

在本例中，c0::50020f2300006077 和 c2::50020f2300006107 Ap_Id 表示同一设备的不同
端口 W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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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消配置与设备相关联的 Ap_Id。
注 – 如果 Ap_Id 表示设备的最后一个已配置路径，请停止该路径的所有活动，并卸载其
上的所有文件系统。如果多路径设备受任何卷管理器的控制，请参见卷管理器文档以
维护光纤设备。

在随后的示例中，表示为 c2::50020f2300006107 的路径被取消配置，而
c0::50020f2300006077 仍处于配置状态，显示了如何仅取消配置某一多路径设备的其中
一个路径。
# cfgadm -c unconfigure c2::50020f2300006107
4

检验选定路径 c2::50020f2300006107 是否已取消配置。
# cfgadm-al
Ap_Id
c0
c0::50020f2300006077
c0::50020f23000063a9
c1
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a7d832
c2
c2::50020f2300005f24
c2::50020f2300006107

Type
fc-fabric
disk
disk
fc-private
disk
disk
fc-fabric
disk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系统仍可通过另一个路径（表示为 c0::50020f2300006077）使用与该 Ap_Id 相关联的设
备。一台设备可以连接到多个 Ap_Id，一个 Ap_Id 可以连接到多台设备。
/dev/rdsk/c6t60020F20000061073AC8B52D000B74A3d0s2
and
/dev/rdsk/c6t60020F20000061073AC8B4C50004ED3Ad0s2

▼ 如何取消对所有多路径 FC 设备的配置
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上的一个 Ap_Id 是多路径设备的一个路径。
当多路径设备连接了多个 Ap_Id 时，在您取消对 Ap_Id 的配置之后，系统仍可使用该设
备。在取消最后一个 Ap_Id 的配置后，不再保留任何其他路径，因此系统无法使用该设
备。只能取消配置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上的设备。
1

成为管理员

2

确定要取消配置的设备。
# cfgadm -al
Ap_Id
c0
c0::50020f2300006077
c0::50020f23000063a9
c1

Type
fc-fabric
disk
disk
fc-priv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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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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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9b20b2
c2
c2::50020f2300005f24
3

disk
disk
fc-fabric
disk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取消配置选定端口上的所有已配置设备。
# cfgadm -c unconfigure c2
注 – 此操作将对 c2 上的所有设备重复单个设备的 unconfigure 命令。如果 c2 上的设备
数量巨大，此过程可能很耗时。

4

检验 c2 上的所有设备是否已取消配置。
# cfgadm -al
Ap_Id
c0
c0::50020f2300006077
c1
c1::220203708b69c32b
c1::220203708ba7d832
c2
c2::50020f2300005f24
c2::50020f2300006107

Type
fc-fabric
disk
fc-private
disk
disk
fc-fabric
disk
disk

Receptacle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connected

Occupant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unconfigured

Conditio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unknown

请注意，Occupant 列将 c2 和连接到 c2 的所有设备列为 unconfig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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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持的 FC-HBA API

本附录包含受支持的和不受支持的 FC-HBA 接口的列表。有关 API 的更多信息，请参
阅第 13 页中的 “Solaris I/O 多路径概述”。

受支持的光纤通道 HBA API
表 B–1

受支持的和不受支持的 FC-HBA 接口

FC-HBA 接口

Solaris I/O 多路径支持

HBA_GetVersion

受支持

HBA_LoadLibrary

受支持

HBA_FreeLibrary

受支持

HBA_GetNumberofAdapters

受支持

HBA_GetAdapterName

受支持

HBA_OpenAdapter

受支持

HBA_CloseAdapter

受支持

HBA_GetAdapterAttributes

受支持

HBA_GetAdapterPortAttributes

受支持

HBA_GetDiscoveredPortAttributes

受支持

HBA_GetPortAttributesbyWWN

受支持

HBA_SendCTPassThru

受支持

HBA_SendCTPassThruV2

受支持

HBA_RefreshInformation

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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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持的和不受支持的 FC-HBA 接口

（续）

FC-HBA 接口

Solaris I/O 多路径支持

HBA_GetFcpTargetMapping

受支持

HBA_SendScsiInquiry

受支持

HBA_SendReportLuns

受支持

HBA_SendReadCapacity

受支持

HBA_GetPortStatistics

受支持

HBA_ResetStatistics

不支持

HBA_GetFcpPersistentBinding

不支持

HBA_GetEventBuffer

不支持

HBA_SetRNIDMgmtInfo

受支持

HBA_GetRNIDMgmtInfo

受支持

HBA_SendRNID

受支持

HBA_SendRNIDV2

受支持

HBA_ScsiInquiryV2

受支持

HBA_ScsiReportLUNsV2

受支持

HBA_ScsiReadCapacityV2

受支持

HBA_OpenAdapterByWWN

受支持

HBA_RefreshAdapterConfiguration

受支持

HBA_GetVendorLibraryAttributes

受支持

HBA_GetFcpTargetMappingV2

受支持

HBA_SendRPL

不支持

HBA_SendRPS

不支持

HBA_SendSRL

不支持

HBA_SendLIRR

不支持

HBA_SendRLS

受支持

HBA_RemoveCallback

受支持

HBA_RegisterForAdapterEvents

受支持

HBA_RegisterForAdapterAddEvents

受支持

HBA_RegisterForAdapterPortEvents

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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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支持的和不受支持的 FC-HBA 接口

（续）

FC-HBA 接口

Solaris I/O 多路径支持

HBA_RegisterForAdapterPortStatEvents

不支持

HBA_RegisterForTargetEvents

受支持

HBA_RegisterForAdapterLinkEvents

不支持

HBA_RegisterForAdapterTargetEvents

受支持

HBA_GetFC4Statistics

不支持

HBA_GetFCPStatistics

不支持

HBA_GetBindingCapability

不支持

HBA_GetBindingSupport

不支持

HBA_SetBindingSupport

不支持

HBA_SetPersistentBindingV2

不支持

HBA_GetPersistentBindingV2

不支持

HBA_RemovePersistentBinding

不支持

HBA_RemoveAllPersistentBindings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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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径设备问题故障排除

本附录提供了运行多路径功能时可能会发生的潜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本附录包含以下各节：
■
■

第 97 页中的 “在 stmsboot 期间系统无法引导”
第 97 页中的 “在 stmsboot 期间系统崩溃”

在 stmsboot 期间系统无法引导
如果系统在 stmsboot 启用 (-e)、禁用 (-d) 或更新 (-u) 操作之后无法引导，请执行以下
步骤，在单用户模式中进行恢复。

▼

如何在单用户模式中恢复引导故障

1

键入超级用户口令并进入单用户模式。

2

重新启动 mpxio-upgrade 服务。
# svcadm restart svc:/system/device/mpxio-upgrade:default

如果此命令不成功，请按照下节中的说明恢复原始配置。

在 stmsboot 期间系统崩溃
如果在 stmsboot 启用 (-e)、禁用 (-d) 或更新 (-u) 操作之后，系统挂起、出现紧急情况
或无法引导，请执行以下步骤恢复原始多路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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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何从系统崩溃中恢复
从其他可引导的磁盘、安装 DVD 或网络引导系统。
■

SPARC：如果从安装介质或网络上的安装服务器进行引导，请选择文本安装。如果
从安装服务器进行引导，请使用以下命令：
ok boot net:dhcp

■

x86：如果从安装介质或网络上的安装服务器进行引导，请从 GRUB 菜单选择以下
文本安装选项：
Oracle Solaris 11 11/11 Text Installer and command line

■

从以下菜单选择 3 Shell 选项：
1
2
3
4
5

Install Oracle Solaris
Install Additional Drivers
Shell
Terminal type (currently sun-color)
Reboot

Please enter a number [1]: 3
To return to the main menu, exit the shell
2

导入您的 ZFS 根池。
# zpool import -f rpool

3

挂载根 BE。
# mkdir /a
# beadm mount solaris /a

4

如下所示恢复原始 fp.conf 文件（对于 FC 多路径）或 mpt.conf（对于 SAS 多路径）。
■

如果您运行了 stmsboot -e 命令或 stmsboot -d 命令：
– 对于 SAS 多路径：
# cp /a/etc/mpxio/mpt.conf /a/etc/driver/drv/mpt.conf

– 对于 FC 多路径：
# cp /a/etc/mpxio/fp.conf /a/etc/driver/drv/fp.conf
■

5

如果您运行了 stmsboot -u 命令，并修改了 fp.conf 文件或 mpt.conf，请编辑
/a/etc/driver/drv/fp.conf 或 /a/etc/driver/drv/mpt.conf 文件，撤消对该文件所
做的更改。

在运行 stmsboot 命令之前，先撤消对多路径配置所做的所有其他更改。
例如，如果您修改了 scsi_vhci.conf 文件，则编辑 /a/etc/driver/drv/scsi_vhci.conf
文件，撤消对该文件所做的更改。
如果您修改了存储阵列的设备设置，请恢复其原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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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恢复原始 /etc/vfstab 文件：
# cp /a/etc/mpxio/vfstab /a/etc/vfstab

/a/etc/mpxio/vfstab 文件是 stmsboot 命令在更新 vfstab 文件之前保存的原始
/etc/vfstab 文件的副本。如果 stmsboot 命令没有修改 vfstab 文件，则
/a/etc/mpxio/vfstab 文件将不存在。
7

如果系统在基于 x86 的系统上的 Oracle Solaris OS 上运行，请执行以下步骤：
a. 恢复原始 /boot/solaris/bootenv.rc 文件。
# cp /a/etc/mpxio/bootenv.rc /a/boot/solaris/bootenv.rc

/a/etc/mpxio/bootenv.rc 文件是 stmsboot 命令在更新 bootenv.rc 文件之前保存的
原始 /boot/solaris/bootenv.rc 文件的副本。如果 stmsboot 命令没有修改
bootenv.rc 文件，则 /a/etc/mpxio/bootenv.rc 文件将不存在。
b. 更新引导归档文件。
# bootadm update-archive -R /a
8

禁用 mpxio-upgrade 服务：
# /usr/sbin/svccfg -f /a/etc/mpxio/svccfg_recover

9

卸载 BE。
# beadm umount solaris

10

重新引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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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gadm -al -o show_SCSI_LUN, 80
cfgadm -c unconfigure, 89
cfgadm(1M), 81
cfgadm configure, 82
cfgadm_fp(1M), 84

F
fc-fabric, 85
FCAL, 13
FCoE
报告端口状态, 55–56
创建端口, 54
配置端口, 54–56
删除端口, 55
限制, 53

M
modinfo, 81
mpathadm 命令, 29–43
禁用路径, 41–43
具有特定名称的逻辑单元, 34
逻辑单元
故障转移, 37–39
属性和关联路径, 30
与目标端口相关联, 32
配置自动故障恢复, 35
启动器端口
属性, 30
启用路径, 39–41
自动故障恢复, 配置, 35
mpt 驱动程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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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磁

NPIV 端口, 配置, 49–51

磁带设备的持久绑定, 75–77

O

存

Oracle Solaris 基于 x86 的系统 FC OS 引导过
程, 67–74

存储设备, 28

多
R
REPORT LUNS 命令, 25

S
SAS 设备
动态搜索, 59
多路径注意事项, 59
配置, 60
sd 驱动程序, 59
show_SCSI_LUN, 83, 87
snoop(1M), 61
ssd 驱动程序, 80
st 驱动程序, 80
stmsboot 命令, 20
SAN 设备注意事项, 45
启用和禁用多路径, 16
确定设备路径, 20
系统崩溃, 97
引导注意事项, 47
注意事项, 18

多路径
mpathadm 命令, 29–43
SAS 引导设备配置, 60
SAS 注意事项, 59
功能, 14
故障排除, 97–99
光纤设备节点配置, 80
基于每端口启用和禁用, 23–24
配置第三方存储设备, 25–28
配置设备节点, 84–87
配置自动故障恢复, 28
启用和禁用, 20–22
手动配置, 79–80
已禁用, 多个设备配置, 83–84
已禁用, 设备节点配置, 82
引导注意事项, 47
支持, 29–43
多路径, 启用和禁用, 20–22
多路径管理 API 插件
库, 29
属性, 29

故
故障排除, 多路径, 97–99

T
T10 标准, 29–43
T11 标准, 13

光

串
串行连接 SCSI, 请参见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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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连接的主机端口, 81, 85
光纤设备配置, 82
光纤通道
HB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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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通道 （续）
IPFC 注意事项, 61–64
多路径配置, 19–20
列出 LUN 级别信息, 80–82
配置 IPFC SAN 设备, 61–65
配置概述, 17–18
启用和禁用多路径, 20–22
确定适配器端口实例, 62–64
受支持的 HBA 接口, 93–95
引导 Oracle Solaris 基于 x86 的系统, 67–74
仲裁环路, 13
光纤通道端口, 配置, 49–51

广
广播, 61

混
混杂模式, 61

基
基于光纤通道的 Internet 协议, 请参见IPFC

禁
禁用, 多路径, 20–22

每
每端口配置
启用和禁用多路径, 23–24
注意事项, 23–24

配置 （续）
NPIV 端口, 49–51
SAN 设备, 45–47
SAS 设备, 60
第三方设备, 25
多路径, 19–20
多路径功能, 19, 45–47
光纤连接设备, 45–47
光纤设备, 82
光纤通道概述, 17–18
任务, 17
设备, 81
手动, 79–80
虚拟光纤通道端口, 49–51
转储, 20
自动故障恢复, 28

启
启动器端口, 显示属性, 30
启用, 多路径, 20–22

设
设备
存储, 15
非对称, 15
配置, 82
设备, 持久性命名, 磁带, 13
设备管理, 16

搜
搜索
SAS 设备, 59
动态, 59

配
配置
FCoE, 54–56

物
物理设备,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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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限制, FCoE, 53

引
引导, 13
引导磁盘, 47

注
注意事项
IPFC, 61–64
SAN 设备, 45
SAS 设备, 59
stmsboot 命令, 18
StorageTek Traffic Manager, 18
第三方设备配置, 25
多路径, 19–20
光纤引导设备, 46–47
每端口配置, 23–24
设备名称更改, 19
特定于设备, 19

自
自动故障恢复, 配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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