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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tor模块之pg详解(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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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eph及PG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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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h是一个统一的分布式存储系统，设计初衷是提供较好的性能、可靠性和可扩展性。

1、 Ceph 分布式存储系统

副本数可以灵活控制。
支持故障域分隔，数据强
一致性。
多种故障场景自动进行修
复自愈。
没有单点故障，自动管理。

高可用性

去中心化。
扩展灵活。
随着节点增加而线
性增长。

高可扩展性
支持三种存储接口：
块存储、文件存储、
对象存储。
支持自定义接口，
支持多种语言驱动。

特性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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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eph的主要架构:

1. RBD：全分布式、可靠的块设备访问接
口，同时提供Linux内核态和用户态的访
问支持。

2. RGW：基于Bucket的REST网关，兼容S3
和Swift协议。

3. CephFS：分布式文件系统

具有自愈、自管理能力的智能存储节点
构建的高可靠、直治、分布式对象存储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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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CSI、NFS、CIFS、FTP、S3、Sw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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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通过负载均衡获得节点动态IP地址

数据被分割成4M对象并取得对象ID

对象ID通过HASH算法被分配到不同的PG

通过块、文件、对象协议传输文件到节点上

写日志 写主OSD

写副OSD

写日志 写OSD

返回成功

副本 纠删码

DISK2

不同的PG通过CRUSH算法被分配到不同的OSD

3、Ceph数据的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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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G概述

数据，object、pg、pool、osd、存储磁盘的关系:

PG：是一个逻辑概念，在这里起
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划
分数据分区。每个PG管理的数据
区间相同，因而数据能够均匀地
分布；第二个作用是对object的
存储进行组织和位置映射。这样
便在object和osd之间提供一个中
间映射层，如下图：

pgobject 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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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G概述

PG总数=（OSD总数x100）/最大副本数

1、.diskpool是硬盘池下创建的默认存储池，
对用户隐藏，里面包含存储卷的header对象；
2、 每个存储池下的pg一定要是2^*，所以根
据公式最接近2^*的，就是每个pool下的pg个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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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见的PG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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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G的常见状态

初始状态
Creating、Peering

PG常见状态

非正常状态
Degraded、Undersized 、Recovering、Back 
Filling、Down、Inconsistent、Unfound、

inactive

正常状态
Active、Clean、Scrubbing、deep-

scrub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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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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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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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graded：PG中部分对象的副本数量未达到规定的数量。

Undersized：PG当前Acting Set小于存储池副本数。

 Recovering：PG正在迁移或者同步对象及其副本。

 Back Filling：OSD加入或离开集群后，集群原有的一部分PG进行迁移或进行全量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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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activate: Pg中的数据不可被读写，pg remap流程无法处理完成。

2、PG的常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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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于ONEStor 3.0 PG状态迁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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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环境

 搭建ONEStor 3.0存储集群。

 网络规划：
管理网段： 100.64.10.0/24
存储前端网：100.64.20.0/24
存储后端网：100.64.20.0/24

 集群部署信息：
VM01 作为管理节点，VM01、 VM02、 VM03作为监控节点
和存储节点。
副本策略选用3副本。

存储
集群

存储交换机

业务交换机

管理交换机

100.64.20.0/24

100.64.10.0/24

100.64.10.8100.64.10.161

Handy 节点
100.64.10.162 100.64.10.163

100.64.10.208

VM01 VM02 VM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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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验相关命令

3、查看一个PG的map
ceph pg map 1.730
osdmap e205 pg 1.730 (1.730) -> up [64,36] acting [64,36] 
#其中的[64.36]代表存储在osd.64、osd.36节点，osd.64代表主副本的存储位置。

2、查看pg组的映射信息
ceph pg dump 【all|summary|sum|delta|pools|osds|pgs|pgs_brief】

1、查看PG状态
ceph pg stat

4、其他相关命令：
[root@client ~]# systemctl stop ceph-osd@3.service
[root@client ~]# systemctl start ceph-osd@3.service
[root@client ~]# ceph osd out osd.3    
[root@client ~]# ceph osd in osd.3
[root@client ~]# ceph osd tree
[root@client ~]# cep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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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内容

实验一：down掉1个osd的情况。

1、down掉osd前,先查看健康状况下的PG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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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内容

4、拉起osd进程后PG的状态迁移：实验一：down掉1个osd的情况。

primary:

 Osd.3 down后:

replica:

 Osd.3 down后:

 Osd.3 up后:  Osd.3 up后:

 集群平衡后:  集群平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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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内容

实验二：down并out掉1个osd的情况。

2.b9    active+clean [9,10,8]          9  [9,10,8]             9

2.b9             active+undersized+degraded [10,8]          10 [10,8]             10

2.b9    active+remapped+backfilling [3,10,8]          3  [3,10,8]              8 

2.b9                  active+clean [3,10,8]          3  [3,10,8]              3 

2.b9    active+clean [9,10,8]          9  [9,10,8]             9

2.b9             active+undersized+degraded [10,8]             10 [10,8]               10

2.b9             active+recovering+degraded [9,10,8]           10 [10,8,9] 10

2.b9    active+remapped+backfilling [3,10,8]          3  [3,10,8]              8 

2.b9                  active+clean [3,10,8]          3  [3,10,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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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G异常状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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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SD使用达到阈值后业务恢复

1. 使用ceph –s检查集群当前状态
HEALTH_WARN

8 nea full_osd(s)
osd.2 has been used 95% in default
osd.8 has been used 92% in default
osd.6 has been used 90% in default
osd.7 has been used 94% in default

……..
2. ceph daemon osd.4 config show | grep full查看当前集群osd使用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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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SD使用达到阈值后业务恢复

1. 由此可见是osd使用率达到阈值导致此osd无法接收上层io，业务中断，需要临时调高osd
使用率的阈值，恢复业务HEALTH_WARN

调高阈值命令：

ceph tell mon.* injectargs --mon_osd_full_ratio 0.95

ceph tell osd.* injectargs --mon_osd_full_ratio 0.95

ceph pg set_full_ratio 0.95

（上述命令是将osd使用阈值调整到95%，根据现场情况，建议调整上限为97%）

阈值调高后即可恢复上层业务，业务恢复后紧急进行fstrim的空间释放，或者进行osd的
手动均衡，但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对存储进行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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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G出现backfill+toofull故障恢复

1. 使用ceph –s检查集群当前状态
HEALTH_WARN

8 nea full_osd(s)
osd.2 has been used 95% in default
osd.8 has been used 92% in default
osd.6 has been used 90% in default
osd.7 has been used 94% in default

……..
168 active+remapped+backfill_wait_toofull
78  active+remapped+backfilling_toofull

2. ceph daemon osd.4 config show | grep full查看当前集群osd使用阈值

ceph tell mon.* injectargs --osd_backfill_full_ratio 0.95 
//调整backfill时的阈值
ceph tell osd.* injectargs --osd_backfill_full_ratio 0.95
//调整backfill时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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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g不一致修复

1. ceph –s可以看到不一致pg (active+clean+inconsistent)

2. ceph health detail查看不一致pg id(如图所示pg id是3.163d)

3. ceph pg repair pgid

观察一会儿不一致pg状态变为 1 active+clean+inconsistent+repa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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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h3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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