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原理及常见故障排查

综合产品支持部——李树兵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历史01

0404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常见故障排查

02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原理介绍

03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在H3C CAS产品中的应用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历史01

0404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常见故障排查

02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原理介绍

03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在H3C CAS产品中的应用



OCFS2共享文件系统的历史
 OCFS2（Oracle Cluster File System2）是一个集群文件系统。能使运行在集群中所有节点并

发的通过标准文件系统接口来访问存储设备。它是Oracle公司开发的一款开源的、高性能、高
可用性的集成在Linux系统中的一款集群文件系统。目前已经完成集成到主流的Linux内核中。

 OCFS1问世于2002年10月，它是Oracle公司为了让RAC(Real Application Cluster)用户避免
必须要与裸设备打交道而开发出来的。

 这个文件系统用来存放数据库相关的文件，比如数据文件，控制文件，在线日志文件，归档日
志文件等。

 OCFS2文件系统开发始于2003年。项目的目标是为数据库提供较高的IO吞吐量，另外一个目
标是提交合并到主线的Linux内核中。在2006年1月被加入到Linux内核中。



 OCFS2 1.2版本于2006年4月发布，当时已经集成到主流的Linux发行版中。包括SLES9、
Novell和Red Hat的RHEL4。

 OCFS2 1.4版本于2008年7月发布。该版本增加了一些新的特性，包括稀疏文件、inline-data
和共享可写的mmap。

 OCFS2 1.6版本发布于2010年。

 OCFS2 1.8版本是目前最新的版本，发布于2012年。增加了很多新的特性，H3C CAS5.0目前
使用的是1.8.4版本，后台可以通过o2cb --version 查看。

OCFS2共享文件系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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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的集群架构，可灵活扩展

支持并行的共享磁盘访问方式，提供单
一的命名空间

提供极高的I/O吞吐

2

3

共享文件系统的优势

允许多用户间共享访问



OCFS2文件系统原理
 OCFS2使用磁盘心跳和网络心跳来确定集群内的节点是否

可用。右侧图显示了一个三个节点的OCFS2集群。红色链
路表示为私有网络连接（类似CAS的管理网），灰色链路
表示共享存储连接（类似CAS的存储网）。每个节点可以
访问共享存储，同时可以使用私有网络互通。

 OCFS2基于磁盘的心跳的工作方式如下。默认每个节点每
2S写入这个block的系统心跳。每个节点会和集群中的其
他节点使用TCP 端口7777的报文来保持心跳，每隔2s发
送一次来检测节点是否可用。集群中的节点会每隔2s去读
这个被其他节点写入的block，如果在这个block块的时间
戳在其他节点改变了，说明其他节点是可以用的。如果没
有响应，超时时间就会开始并且在达到这个超时时间之后
标记这个这个节点没有响应。



OCFS2的特性
 具有分布式、高性能、高扩展的特性

 采用分布式锁及元数据管理，提供高可用的数据访问机制

 采用数据磁盘心跳与主机间心跳方式确定主机的状态，通过主机重启的方式快速剔除故障
节点

 可变的block size及cluster size（文件簇）。Block size 支持512byte~4KB，Cluster 
size（文件簇）支持4KB~1M。

 最大支持232个文件簇。如文件簇大小为4KB，则文件系统最大支持16T容量，如文件簇大
小为1M，则文件系统最大支持4P容量。



OCFS2服务
OCFS2有自己的集群服务结构，叫做O2CB，它包括：

 NM：节点管理器，它对cluster.conf文件中所有节点进行的监控。
 HB：心跳服务（Heart beat service），他在节点离开或加入rac时提示up和down的

消息。
 TCP：控制节点间的通讯。
 DLM：分布式锁管理器，它持续跟踪所有的锁，锁的所有者及状态。
 CONFIGFS：用户配置文件系统驱动空间，挂节点是/config
 DLMFS: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DLM的接口。



OCFS2心跳
 Heartbeat Dead Threshold

主机与存储间心跳。默认配置文件数值为：31。表示超过60s主机与存储间无心跳报文，主机重启。
CAS目前配置为61。即超时120s后重启。

附：O2CB_HEARTBEAT_THRESHOLD = (((timeout in seconds) / 2) + 1)

 Network Idle Timeout
主机间心跳超时时间。默认数值为：30s，CAS默认为90s。如果主机间出现心跳报文不通，超过默

认值之后，根据主机重启算法进行重启。

 Network Keepalive Delay
心跳确认时间。默认为2s。CAS默认为：10s

 Network Reconnect Delay
心跳超时重发时间。默认为2s。CAS默认为：2s。



OCFS2心跳配置



• 如果希望对默认配置进行更改，则可以再CAS平台命令行中输入如下命令：
• #dpkg-reconfigure ocfs2-tools

OCFS2心跳配置



管理网络网段为192.168.16.0/24，存储网络网段为192.168.15.0/24。他们分别承载网络心跳 和
存储心跳。
网络心跳抓包：

存储心跳抓包：

节点抓包分析工作原理



OCFS2的Fence机制
 Heartbeat Dead Threshold

主机与存储间心跳。默认配置文件数值为：61。表示超过120s主机与存储间无心跳报文，
主机重启。老版本这个值是31，新版本已经改成了61.

附：O2CB_HEARTBEAT_THRESHOLD = (((timeout in seconds) / 2) + 1)

 Network Idle Timeout

主机间心跳超时时间。默认数值为：30s，建议配置为60s。CAS默认为90s。如果主机间
出现心跳报文不通，超过默认值之后，根据主机重启算法进行重启。

 文件系统异常（读写错误，handle）

共享文件系统出现读写异常，也会导致节点Fence。



OCFS2的fence机制分析

 若主机与存储间无心跳，超120s后主机重启（fence）

 服务器重启好后，若依然未与存储间无心跳，则共享文件系统状态变为不活动。

X

Heartbeat Dead Threshold 超时

存储



OCFS2的Fence机制分析

 使用同一共享存储的主机间心跳超时，分3种情况处理
 主机数量为奇数

- 某主机无法连通的主机数量大于等于（total+1）/2，则该主机Fence，否则不
重启。

- 比如节点A、B、C组成OCFS2集群，挂载了相同的存储池，如果节点B的管理网
发生故障：则节点A或者B都可能发生fence，谁的编号大谁就重启。

 主机数量为偶数

- 某主机无法连通的主机数量大于total/2，则该主机Fence

- 某主机无法连通的主机数量等于total/2，则集群编号为1或与1号连通的主机不
Fence，否则Fence

Network Idle Timeout 超时



集群主机数的判定机制

 集群中共有M台服务器，其中m （1≤m≤M）台服务器挂载同一共享文件系统（均为
“活动状态”），则total=m

 有n （1≤n≤m ）台服务器共享文件系统状态为不活动，则total=m-n

 有p（1≤p≤m）台服务器选择关机或冷重启，则剩余服务器每隔2s同步ocfs2心跳时会
自动去除这些服务器，即此时的total=m-n-p



查看o2cb服务的状态并在各个节点上启动o2cb集群：

启动和查看o2cb服务状态



查看主机的集群配置文件
 查看集群配置文件：



DLM锁
 分布式锁管理器DLM：

在OCFS2中，每一个文件对应一个锁资源，如果节点先打开并读取这个文件，则会成为该
锁资源的master。此时如果其余节点想要去读写该文件时则需要向该节点申请，我们称之为请
求加锁，直到加锁成功才能对该锁资源进行操作。对锁资源的操作主要包括加锁、解锁、锁迁移、
锁恢复等流程。目前集群中通过TCP消息进行交互。

基于OpenDLM实现，为了简化设计，OCFS2使用了其中的三种锁类型：

EX：Exclusive Lock  独占锁

PR：Protected Read 保护读

NL：Null  空锁，不做操作。可以转换为EX和PR，避免分配锁资源对内存进行操作，提高效率。



DLM锁
 锁之间的兼容性如下：

请求锁 当前锁

NL PR EX

NL 是 是 是

PR 是 是 否

EX 是 否 否



DLM锁
 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DLM的接口（DLMFS）：

用于用户空间与内核空间的数据传输交流：类似于procfs、sysfs、debugfs及configfs。
DLMFS主要用于在执行ocfs2-tools相关命令（fsck）操作时，如果文件系统正在挂载，需要将
相应的锁资源的锁加上，以确保修改文件的唯一性，以防止其余节点在操作该文件时造成文件被
写坏。

 通过文件系统接口：

该文件系统接口与ext3、ext4类似，就是默认的文件系统接口，如seek、open、rad、
write、iocli、mount、umount等，其形成了一个具体文件系统必要的要素，通过回调注册的
方式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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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安装完之后就会在本地生成/etc/ocfs2的目录和/etc/default/o2cb文件。

OCFS2在H3C CAS系统中的应用



• 之后在主机池中增加共享文件系统，然后再到各个主机上增加。每个节点增加之后只在本节点
生成cluster.conf文件，当有新节点增加共享文件系统，cluster.conf文件也会更新。

OCFS2在H3C CAS系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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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FS2在H3C CAS系统中的应用



• CAS中OCFS2的日志存储在/var/log/syslog和/var/log/ocfs2_shell_xxxxxx.log文件中。

• 如果主机发生重启，可以查看 /var/log/ocfs2_fence_restart.log文件。

• Syslog日志中可以检索start、reboot、timeout、fail等关键字，确认是否因为心跳超时导致重
启。

OCFS2在H3C CAS系统中的应用



• 目前CAS E0501版本开始支持Fence不重启功能。

OCFS2在H3C CAS系统中的应用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历史01

0404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常见故障排查

02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原理介绍

03 OCFS2共享文件系统在H3C CAS产品中的应用



OCFS2系统正常使用需要保证如下几点：

①各个节点的/etc/ocfs2/cluster.conf文件一致。

②多路径环境下各个节点的/etc/multipath.conf文件一致。

③各个节点之后的/etc/default/o2cb文件一致。

④各节点之间clock尽量保持一致。

⑤确保各个节点的/etc/hosts文件正确，能正常解析到集群中其他各节点。

⑥各个节点管理网通信正常，确保中间网络以及防火墙放通心跳端口号，CAS默认使用TCP 7100端
口。

⑦确保各个节点到共享文件系统存储网络通信正常，使用的端口号为TCP 3260.

⑧确保一个存储LUN同时只能被一个主机池管理使用，不能给多个主机池同时使用。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



案例一：存储池无法激活。提示共享文件系统不可用。

原因为主机之间的多路径配置文件不一致导致。

解决方法：

① 通过vim命令修改CVK01、CVK02主机多路径配置文件“/etc/ multipath.conf”，在
blacklist_exceptions字段中增加缺少的wwid信息。

② 执行命令“service multipath-tools restart”重启多路径服务，重启完后在CAS前台重新激
活存储卷即可。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一）



案例二：共享文件系统启动失败，报错“internal error Ocfs2 configuration error，please 
check the network or add the storage again.”。

原因主机为cluster.conf文件丢失或者不一致导致。

解决方法为从其他的节点拷贝正确的cluster.conf文件到本主机内。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二）



案例三：启用共享文件系统失败，报错信息为：“internal error:Ocfs2 configuration 
error,failed to ping other host,please check the network or make sure storage is only 
managed by this CVM.”。

原因为此共享存储lun被多个集群使用或者多个CVM同时管理

解决方法：

Umount挂载错误的存储，保证同时只有一个集群访问并使用此存储LUN。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三）



案例四：CVK主机异常断电导致共享存储池无法正常启动。

原因为CVK主机断电或异常重启，会概率性导致CVK主机的OCFS2日志文件数据错误，CVK主机
启动后，共享文件系统检测该CVK主机的状态异常，并且不能自动修复错误，则禁止此CVK挂载
共享文件系统。

解决方法：

1.在所有节点上关闭虚拟机，暂停共享存储池；

2.在故障CVK节点后台执行命令fsck.ocfs2 -fpy /dev/sdx (/dev/sdx为对应共享存储池挂载点)强
制修复共享文件系统；

3.修复成功后，在每个节点上重新启动共享存储池；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四）



案例五：手动启动存储报错：internal error Child process (/bin/mount -t ocfs2 
/dev/disk/by-id/dm-name-360002ac000000000000000020000a328 -o localalloc=2048 
/vms/opratesystem-data) unexpected exit status 1: mount.ocfs2: Invalid argument while 
mounting /dev/mapper/360002ac000000000000000020000a328 on /vms/opratesystem-
data. Check 'dmesg'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is error.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五）



原因为共享文件系统损坏。

解决方法：

在所有主机上将这个存储池暂停，然后任意一台执行“fsck.fpy /dev/dm-x”  需要确认对应的
dm-x。

鉴于是新开局的环境，如果确保存储池下没有数据的话，可以直接格式化，之后再重新开启此存
储，格式化重新开启之后问题解决。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五）



案例六：格式化报错，报错信息为：“internal error Child process(/dev/disk/by-id/dm-
name-3600d0231000f6a1f27978f6 localalloc=2048 /vms/system status 1:mount 
ocfs2:No sp mounting /dev/mapper/3600d0231000 on /vms/system1.Check’dm 
information on this error.”。

原因为CVK主机到FC存储的之间的网络连接不稳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应该是该共享
存储卷上次格式化的时候没有格式化完全。

解决方法：

确保存储网络正常的情况下手工格式化存储卷。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六）



案例七：主机异常断电导致前后台识别存储卷的NNA号不一致，页面报错“配置多路径失败，请
检查或联系管理员”。

• 原因为后台执行“udevadm info –query=all –name=/dev/sdi”可以具体看到新共享存储卷
的相关信息，包括NNA号、存储卷路径、存储卷类型、存储卷target等信息和前台对比NNA号
不一致。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七）



解决方法：

执行命令“udevadm trigger”强制扫描刷新CVK主机上存储的信息，之后再次执行
“udevadm info –query=all –name=/dev/sdi”检查该新共享存储卷的WWN信息是否前后台
一致；若是一致，则可在该CVK主机上重新添加该共享文件系统。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七）



案例八：存储卷磁盘数据头信息损坏导致共享存储不活动，手动启动提示需要格式化。

原因为执行命令“hexdump –C /dev/dm-0”检查问题存储的磁盘数据文件信息，并与正常的
存储卷dm-1的输出结果进行对比，发现问题存储卷dm-0的磁盘数据丢失了前1M的数据，即磁
盘数据头信息丢失。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八）



解决方法：
步骤1 分别对这两个问题共享存储卷使用“dd”命令来修复其数据头文件信息，对存储卷dm-0执行
“dd if=/dev/dm-1 of=/dev/dm-0 bs=4096 count=2 oflag=direct”从正常存储卷dm-1复制数
据头文件信息来修复dm-0，之后再次使用“hexdump –C /dev/dm-0”来检查其数据头信息是否恢
复正常。

步骤2 待两个问题存储卷的数据头信息都修复成功后，再通过共享文件系统修复命令“fsck.ocfs2 –
fpn /dev/dm-0”分别修复这两个文件系统，修复成功后即可通过CAS界面正常启动这两个共享文件
系统，问题解决。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八）



案例九：同一个集群中新加入的CVK不能和其他节点共同挂载同一共享存储。

原因为此新节点和集群中老节点的/etc/default/o2cb文件不一致导致系统内部认为是两个集群。

解决方法：

手动修改o2cb文件，并重启o2cb服务生效。

修改方法为通过vim编辑o2cb文件并保存退出，然后再输入service o2cb restart 重启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九）



案例十：集群中一台主机无法启动共享文件系统。

原因为此新节点的hostname被更改了，与cluster.conf文件中的节点名称不一致。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十）



解决方法：
第一步：将CVK02上的虚拟机迁移到其他CVK主机上；
第二步：将CVK02主机在CAS集群中删除；
第三步：修改CVK02主机的主机名通过hostname cvknode01，将目前的主机名改成
cvknode01。
第四步：修改CVK02的/etc/hosts文件，将主机名cvknode01 绑定本地127.0.0.1地址，
并确保其他CVK主机上cvknode01的主机名对应是192.168.211.151.
第五步：将这台主机重新加入到CAS集群中，挂载共享文件系统，启动共享文件系统之
后正常。
第六步：将之前迁移出去的虚拟机再迁移回本CVK主机。

H3C CAS系统中常见的OCFS2问题（十）



新华三集团
www.h3c.com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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