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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常用信息查看

PART 01

1



管理界面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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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S Manager管理页面右上角有告警信息显示，当系
统有告警时，告警图标会显示告警个数

告警信息查看：

实时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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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具体告警信息后会弹出“查看告警详细信息”，提示告警原因和排查恢复方法，
也可手动编辑维护经验。

实时告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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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主机状态
点击“主机”-“主机管理”，查看集群中是否有异常主机，也可点击主机名查看详
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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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主机运行时间
在主机的“概要”界面下查看主机的运行时间，运行时间较短，有可能主机出现过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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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主机性能监控
在主机的“性能监控”界面下查看主机的CPU、内存、IO吞吐量等性能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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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硬件监控信息
在主机的“硬件监控”页面，查看该主机的CPU、内存、电源等硬件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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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主机下的虚拟机
在主机的“虚拟机”页面，查看该主机下的虚拟机列表，包含虚拟机的运行状态、
CPU、内存使用率等，也可点击“界面定制”，在列表中显示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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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虚拟机状态
点击具体的虚拟机名称，查看虚拟机状态是否有异常，查看虚拟机的CPU、内存占用率是

否正常（安装CAStools才能正确获取）。

12



13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1313

存储状态概览
点击“存储”页签，查看存储状态概览，包括存储健康度、使用率、IOPS等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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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健康度信息

主机健康度

显示状态正常的主机占所有主机的百分比，硬盘故障、监控进
程故障灯都可能导致主机状态异常。

磁盘健康度

显示状态正常的磁盘（osd）占所有磁盘的百分比，硬盘故障、
网络故障、osd进程异常等都可能导致磁盘健康度异常。

数据健康度

显示的是正常虚节点（active+clean状态的PG）占全部虚节
点的比例，虚节点（PG：Placement Group）处于活动且清
洁状态，表明此时虚节点中的数据可以被读写，且虚节点中的
所有对象都已经被复制了规定的副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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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常见状态（1）

PG初始化状态

Creating：PG正在被创建

Peering：持有同一个PG的OSD之间互相比较数据的过程，peering过程中，PG不可

读写

PG正常工作状态

Active：PG中的数据可以被读写，对该PG的操作请求都将会被处理

Clean：PG中的所有对象都已经被复制了规定的副本数量

Scrubbing：PG在做不一致性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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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常见状态（2）

PG非正常状态

Degraded：PG中部分对象的副本数量未达到规定的数量

Recovering：PG正在迁移或者同步对象及其副本

Back Filling：新OSD加入集群后，集群原有的一部分PG分配给它的过程

Down：PG处于失效离线状态，无法提供读写

Inconsistent：PG副本出现不一致

Unfound：某个object已经不存在于任何活动的OSD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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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集群容量

占用空间：存储池占用的集群容量空间。

集群总容量：系统下识别到所有可用数据盘空间。

所有占用空间总和达到集群总容量70%及以上时，建议对存储进

行扩容操作。

磁盘利用率Top5：存储集群中使用率前5的5块磁盘及利用率。

为保护数据安全，避免因磁盘写满导致的数据丢失，当有磁盘的

使用率超过95%时，存储将会不可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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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PS：是每秒系统能够处理的读写次数；

吞吐量：是单位时间内传送数据的数量。

概览界面显示的是集群的IOPS和吞吐量数据，数
据的异常需要观察判断，如观察到折线图跳变、
中断或突然增大等异常现象，需根据具体业务情
况，分析判断集群是否处于正常状态，以及是否
存在潜在风险。

分布式存储IOPS和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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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节点状态：当存储节点有硬盘状态异常时，存储节点为异常状态。
硬盘状态：有正常/异常/未配置/未使用4种状态。其中未配置表示硬盘没有配置阵列，未使用表示磁盘已经配
置阵列，但是没有分区，为一块空硬盘。

单个硬盘异常通常是由于硬盘故障，全部硬盘异常，通常是由于网络异常或节点异常。

存储节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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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节点信息

• 一个节点为监控节点（Monitor）主节点，其他为备节点

• 当监控节点网络不通、处于关机状态或进程异常时，状态显示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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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健康巡检
检查CVK各模块软硬件问题，检查项丰富，提供了部分问题的修复功能。



后台命令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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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资源查询

top -c
获取单台CVK主机的CPU、内存以及相关进程信息。
执行该命令后，输入大写P，则结果按CPU占用降序排序；输入大写M，结果按内存占用降序排序。当主机CPU或内
存利用率比较高的时候，可以迅速查询是哪个进程占用资源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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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资源查询

df -TH
获取单台CVK主机已挂载存储资源信息，迅速获取是否存在分区被写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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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资源查询

virsh list --all
获取单台CVK主机下所有虚拟机的状态信息

virsh pool-list 
获取单台CVK主机下所有存储池的状态信息

ovs-vsctl show 
获取单台CVK主机下虚拟交换机和端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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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健康状态查询
ceph health detail
获取集群的详细健康状态信息，命令会列出所有不是active和clean状态的PG，包括所有处于unclean、inconsistent、
degraded状态的PG。

• 集群状态是健康会输出“HEALTH OK”：

• 集群非健康状态：

HEALTH_WARN表示集群处于“警告”状态，左图为1024个

PG处于degraded降级状态，1024个PG处于unclean状态，

集群中33.333%的对象被降级，1/3的OSD处于down状态，

down的OSD上所对应的PG处于degraded状态。

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

1、单节点网络不通，确认集群业务网、存储网是否能持续
ping通；
2、单节点故障，ceph osd tree查看down的OSD处于哪个节
点，查看该节点硬件、操作系统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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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健康状态查询
ceph -s

ceph集群管理中查看集群状态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操作，使用ceph -s命令查看集群状态。

cluster:
查看集群ID及健康状态。
health HEALTH_OK表示集群健康，health HEALH_WARN
表示集群有告警信息，还有HEALTH_ERR状态，集群发生数
据不一致等情况下的严重错误状态。根据输出信息确定集群
异常原因，通常情况下PG异常，OSD异常，集群时间不一
致等异常都会在health处有提示。

services：
查看集群中各服务运行状态，包括monitor服务，mgr服务，
及osd服务。

data：
查看集群PG数量、存储池数量、一份数据副本所占的空间大
小、对象的总数量，还显示了集群使用的信息，包括已用容
量、可用容量和总容量。最后还显示了PG的状态信息；图中
集群PG数量1536个，2个存储池，object数量2669，集群
使用容量24067MB，可用容量11136GB（不考虑副本的裸
容量）。

集群状态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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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健康状态查询
ceph -w
ceph -w用于监控集群的状态变化，命令会持续输出，使用ctrl+c结束命令输出

• 集群PG状态正常时ceph -w显示与ceph –s开头显示一致：

• 集群异常，可以通过osdmap、pgmap、mon、osd pgmap的实时输出，查看集群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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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OSD命令
ceph osd tree
ceph osd tree命令显示各个节点上的OSD以及其在CRUSH map中的位置，显示OSD 权重(weight) ，

UP/DOWN，IN/OUT状态，对于维护一个大规模集群非常有帮助。

• OSD正常状态如下：

WEIGHT：表示容量，1TB对应1.00。

REWEIGHT：1代表处于in在集群中，0代表处于out不

在集群。

UP/DOWN：up代表该osd进程运行，down代表osd进

程停止。

以osd.1为例，osd.1 权重0.90819，位于机架rack 0上，

位于硬盘池diskpool_hdd中，节点host UIS9上，处于

up且in状态。

OSD 处于down状态30分钟后会从down in被标记为

down out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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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OSD命令
ceph osd df
ceph osd df命令统计集群OSD的使用数据，列出OSD的大小、已用容量、可用容量、使用率。

• 集群有OSD使用率超过85%前台会出现near full的告警

• 集群有OSD使用率超过95%，集群不可读写

USE：已用容量。

AVAIL：空闲容量。

%USE：使用率。

PGS：OSD上分布的PG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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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查询命令
lsblk
lsblk命令查看硬盘容量、分区、使用，挂载信息。

NAME：列出所有硬盘及分区。

SIZE：显示硬盘总容量及分区大小。

TYPE：显示硬盘及分区类型。

MOUTPOINT：显示文件系统挂载点。

如图6个558.9G大小的硬盘作为OSD分别进行挂

载，其中100M的分区用于存放集群id，osd编

号等信息，剩下的无挂载分区为数据分区。

当集群中有缓存SSD时，SSD的分区形式如左下

图sdk：有一个16M的头部分区及多个大小一致

的加速分区，且每个加速分区下都有一串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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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查询命令
iostat
iostat工具查看进程IO请求下发的情况，系统处理IO请求的耗时，进而分析进程与操作系统的交互过程中IO
是否存储在瓶颈，单独执行iostat，显示的结果为从系统开机到当前执行时刻的统计信息。

iostat -x 1实时显示节点硬盘使用情况，单个硬盘%util比例偏高/接近100%，可以考虑瓶颈在单块硬盘，

集群整体硬盘%util比例80%以上或是接近100%是说明集群硬盘IO使用率已经达到极限，瓶颈很可能在硬

盘，可以考虑添加硬盘或者减少用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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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常用维护操作

PART 02

2



34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3434

01
检查集群状态

02
迁移虚拟机

03
进入维护模式

04
主机维护操作

05
恢复环境

非热插拔部件更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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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如果是在线操作，需要观察集群性能压力，压力过大的情况下不宜操作。

为了不影响UIS系统上业务的正常运行，需要把虚拟机迁移到其他正常的CVK主机上运行。

关机前，务必将故障主机设置为主机维护模式，并确认分布式存储数据健康状态为100%。

严禁从UIS系统中删除主机。

硬件维护完毕后，将主机退出维护模式，再把原来的虚拟机迁移回到该主机。

操作前建议联系400热线确认操作步骤。

更换非热插拔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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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集群IO压力

查看所有节点的压力情况

 在所有节点输入命令iostat -x 1查看，%util磁盘IO操作使用率要在40%以下，svctm平

均每次IO请求的处理时间应该在20以下(毫秒为单位)，await和 r_await 以及w_await平

均每次IO请求等待时间(包括等待时间和处理时间，毫秒为单位)应该在20以下。

更换非热插拔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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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集群健康状态

检查所有所有主机、虚拟机等状态正常，可以使用一键巡检方式确认。

ssh到任意一台主机执行ceph –s确认集群健康状态为HEALTH_OK。

更换非热插拔部件

迁移虚拟机

将故障主机上的虚拟机以更改主机

的方式迁移到其他节点（前提：虚

拟机使用共享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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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进入维护模式

将故障主机上的所有共享存储池暂停；

将故障主机进入维护模式。

ssh到任意主机后台，执行ceph osd set noout（防止数据平衡）。

更换非热插拔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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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需要更换硬件的服务器关机

 下电前，请确保服务器物理硬盘写缓存已经关闭；

 执行sync命令将内存下刷；

 执行ntpq -p查看主机时间与ntp server时差offset值小于100；

 执行date;hwclock查看系统时间与BIOS时间是否同步，如不同步执行hwclock -w将时钟写入BIOS；

 每次只能对一台主机下电；

 关机方式（请勿强制关机，以免损坏操作系统）：

• 方式一：通过执行命令方式将服务器关机 shutdown -h now（推荐）

• 方式二：通过短按前面板上的开机/待机按钮将服务器关机

• 方式三：通过HDM Web界面的电源管理将服务器正常关机

• 方式四：通过HDM Web界面的远程控制台将服务器正常关机

硬件更换完毕，启动服务器，确认服务器硬件状态正常无报错

更换非热插拔部件
关机更换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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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器开机后，检查各网段是否能

ping通

2. ssh到任意主机后台执行ceph osd

unset noout

3. 执行ceph -s确认集群健康状态为

HEALTH_OK

4. 将主机退出维护模式并启动共享存

储池

5. 回迁虚拟机

更换非热插拔部件
恢复环境



41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4141

集群节点扩容
主机自动发现增加节点

主机—>主机管理—>主机发现，选中需要增加的主机节点添加到集群。

节点添加前已经完成数据盘阵列配置、UIS 6.5操作系统的安装、网络连接以及各个网络二层可达。

超融合扩容时，该节点硬件配置必须与其他节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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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硬盘扩容
存储节点新增硬盘

存储—>分布式存储—>节点管理—>存储节点—> 磁盘，查看到磁盘状态为“未使用”或者“未配置”。
点击右侧 配置，确认后即可自动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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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找到坏盘

02
删除硬盘

03
更换硬盘

04
配置阵列

05
添加新硬盘

硬盘更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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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故障硬盘

硬盘发生故障时，在“存储”-“节点管理”下可看到出现故障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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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故障硬盘

先尝试点击故障盘右侧的红叉将其删除

若删除不成功，则需后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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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删除硬盘
1. 执行ceph osd tree找到状态为

down+out的osd编号，如图为osd.1

2. 在故障盘所在的节点执行以下命令将其删

除（1为osd编号，按实际情况修改）：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1

 ceph osd crush remove osd.1

 ceph auth del osd.1

 ceph osd rm osd.1

3. 执行完毕后，集群会产生数据均衡，属于

正常情况

更换故障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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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故障硬盘

拔下故障盘，插上新盘

对于LSI阵列卡，需要清除故障盘的缓存数据：

首先执行MegaCli -GetPreservedCacheList -aALL，找到残留缓存数据所属的逻辑盘编号（如vd6）

然后执行MegaCli -DiscardPreservedCache -L6 -aALL，将数据清除（这里的L6为上一步查出的逻辑盘）

更换完毕后，会出现一块状态为“未配置”的硬盘，点击右侧的配置按钮将其加入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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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常见问题处理

PART 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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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部署/增加主机时无法扫描到主机
• 扫描不到主机排查方法：

1、检查局域网网络连接是否正常

2、主机网口是否up

3、主机vswitch0是否成功创建

4、如果个别主机无法扫描到，请在cvk主机和cvm主机上分别上抓包（二层广播报文，源mac为cvm vswitch0 的
mac地址），定位数据包在哪里丢失。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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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硬盘时无法扫描到硬盘

扫描不到硬盘排查方法：

执行lsblk检查，需要保证：

1. 硬盘在系统下可以识别到；

2. 硬盘为没有分区的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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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出现pg inconsistent报错
pg inconsistent 报错

• 判断方法

集群中所有osd全部正常，但出现pg inconsistent /scrub error报错

• 原因分析

集群会周期性进行pg副本间的数据校验（scrub），当校验发现pg的副本之间数据不一致时，就会产生pg inconsistent /scrub error

• 解决方法

少量（小于5个）pg不一致时，可以手动修复；如有较多pg不一致，请联系总部定位问题

手动修复方法：

使用 ceph pg ls inconsistent 得到pg id，然后执行ceph pg repair <pg id>修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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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收集

在管理的<日志文件收集>界面收集UIS系统的日志，包含CVK和分布式存储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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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三集团
www.h3c.com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