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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初识NTP技术
PART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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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技术的起源

NTP（ Network Time Protocol ）网络时间协议。用来在分布式时间服务
器和客户端之间进行时间同步。NTP基于UDP报文进行传输，使用的UDP端口
号为123。

…

cluster

时钟芯片 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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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实现方式

网络时间服务的实现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1) 无线时钟。服务器系统可以通过串口连接一个无线时钟。无线时钟接收GPS（全
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卫星发射的信号来决定当前时间。无线时钟是一个非常精确的
时间源，但是需要花一定的费用。
2) 时间服务器。可以使用网络中NTP时间服务器，通过这个服务器来同步网络中的
系统的时钟。http://www.eecis.udel.edu/~mills/ntp/servers.html列出了Internet上有
效的一级时间服务器。
3) 局域网内的同步。如果只是需要在本局域网内进行系统间的时钟同步，就可以使
用局域网中任何一个系统的时钟。需要选择局域网中的一个节点的时钟作“权威的”
的时间源，然后其它的节点就只需要与这个时间源进行时间同步即可。

http://www.eecis.udel.edu/%7Emills/ntp/serv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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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的工作模式

主/被动对称模式（broadcast/multicast）：一对一的连接，双方均可同步对
方或被对方同步，先发出申请建立连接的一方工作在主动模式下，另一方工
作在被动模式下。此方式适用于配置冗余的时间服务器，可以提供更高的精
确度给主机。

客户端/服务器模式（client/server）：与主/被动模式基本相同。唯一区别在
于，客户方可被服务器同步，但服务器不能被客户同步。

广播模式：一对多的连接，服务器不论客户工作在何种模式下，主动发出时
间信息，客户由此信息调整自己的时间，此时网络延时t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𝑑忽略，因此在准

度上有损失，但可满足秒级应用。广播模式而且配置非常的简单。但是此方
式的精确度并不高，对时间精确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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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层级同步（stratum）

 stratum根据上层server的层次而设
定（+1）。

 0层的服务器采用的是原子钟、
GPS钟等物理设备，stratum 1与
stratum 0 是直接相连的，往后的
stratum与上一层stratum通过网络
相连，同一层的server也可以交互。

配置文件的参数决定是要为其他服
务器提供时钟服务或者是从其他服
务器同步时钟

作为局域网的time service provider，
通常将stratum设置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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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报文
 LI 闰秒标识器，占用2个bit
 VN 版本号，占用3个bits，表示NTP的版本号，现在为3
 Mode 模式，占用3个bits，表示模式

 stratum（层），占用8个bits
 Poll 测试间隔，占用8个bits，表示连续信息之间的最大间隔

 Precision 精度，占用8个bits，，表示本地时钟精度

 Root Delay根时延，占用8个bits，表示在主参考源之间往返

的总共时延

 Root Dispersion根离散，占用8个bits，表示在主参考源有关

的名义错误

 Reference Identifier参考时钟标识符，占用8个bits，用来标识

特殊的参考源

 参考时间戳，64bits时间戳，本地时钟被修改的最新时间。

 原始时间戳，客户端发送的时间，64bits。
 接受时间戳，服务端接受到的时间，64bits。
 传送时间戳，服务端送出应答的时间，64bits。
 认证符（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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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工作原理
1. Device A发送一个NTP报文给Device B，该报

文带有它离开Device A时的时间戳，该时间戳

为10:00:00am（T0）。

2. 当此NTP报文到达Device B时，Device B加上

自己的时间戳，该时间戳为11:00:01am（T1）。

3. 当此NTP报文离开Device B时，Device B再加

上自己的时间戳，该时间戳为11:00:02am
（T2）。

4. 当Device A接收到该响应报文时，Device A的
本地时间为10:00:03am（T3）。

 NTP报文的往返时延Delay=（T3-T0）-（T2-
T1）=2秒。

 Device A相对Device B的时间差offset=（（T1-
T0）+（T2-T3））/2=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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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ONEStor中关于ntp的应用
PART 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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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部署时ntp配置

独立部署必须配置ntp同步，融
合部署由CAS配置。

配置集群内ntp时，是以Mon节
点作为ntp server，其中主Mon
节点作为主ntp server ，备Mon
节点作为备ntp server。

部署集群外ntp server时，多个
ntp服务器填写多个ntp地址即可。
但是需要注意是：配置前需要保
障集群到ntp server的地址可达

0.15s 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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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

restrict作用：对ntp做权限控制
 ignore：忽略所有类型的NTP连

接请求
 nomodify：限制客户端不能使用

命令ntpc和ntpq来修改服务器端
的时间

 noquery：不提供NTP网络校时
服务

 notrap：不接受远程登录请求
 notrust：不接受没有经过认证的

客户端的请求
【如果没有用任何参数，那么表示
不做任何限制】

命令：cat /etc/ntp.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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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

 server作用：指定ntp服务器
的地址

 fudge作用：设置时间服务器
的层级格式。

 fudge必须和server一块用，
而且是在server的下一行
startnum0~150：表示等级
10：通常用于给局域网主机
提供时间服务

命令：cat /etc/ntp.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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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

onestor02

onestor03

onestor04

stratum 2

stratum 3

stratu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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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ntp相关的命令

“*” 代表远端的NTP Server服务器已经被确认为作为主NTP Server，即
当前系统的时间将由这台机器所提供。
“+” 代表它将作为辅助的NTP Server和带有*号的服务器一起为当前系统
提供同步服务；当*号服务器不可用时它就可以接管。
“-” 代表远程服务器被clustering algorithm认为是不合格的NTP Server。
“x ” 代表远程服务器不可用。

命令：ntpq –p，查看ntp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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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ntp相关的命令

命令：ntpdate -u x.x.x.x。矫正时间，其中x.x.x.x是ntp server的ip地址

命令：date。显示当前系统的时间

命令：date -s 。按字符串方式修改时间

 可以只修改日期,不修改时间,输入: date -s 2007-08-03

 只修改时间,输入:date -s 14:15:00

 同时修改日期时间,注意要加双引号,日期与时间之间有一空格，输入:

#date -s "2007-08-03 1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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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ntp相关的命令

命令：hwclock。查看硬件时间

命令： hwclock -w。将系统时钟写入硬件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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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的实现机制（一）

NTP Server

客户端

ONEStor 1.0/2.0

NTP Server

客户端

ONEStor 3.0

存储前端网
管理网 存储后端网

网络时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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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的实现机制（二）

ONEStor 2.0版本（R0326及之后的版本）

外部ntp sever和内部时钟偏差大（大于5s），不再同步，且有告警，并将

大于5秒的NTP服务器注释掉。

外部ntp都跳变后，内部时钟发现跳变太多，不使用外部ntp，也就是不跟

着跳变。

取消了开机强制同步 ，若有时间偏差大于5s，需要手动进行同步。大于

5s，mon、osd等相关的进程不会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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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的实现机制（三）

ONEStor 3.0版本（R2128及之后的版本）

1、128ms

时间偏差128ms以内，每隔1秒调整时差使用缓慢微调的方式，每次最多0.5ms；时间偏移超过

128ms（小于2s）,若300s内依旧大于128ms,将通过step方式一次修正偏移时间。

2、2s。

 时间偏差2s以内，会按照每秒0.5ms微调方法进行同步。

 时间偏差2s以外：

• 内部ntp server跳变了会导致所有的client节点无法同步时间；

• 外部server跳变会导致此server被禁用；如果无外部server可用，配置为内部NTP 同步；

• client跳变后此client节点无法同步时间。

3、节点重启时间会自动与ntp server进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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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的告警

时差超过150ms；

无可用server；

外部server时差超过2ms自动配置为内部ntp同步；

外部server不可达（关机、断网）时，切换到内部server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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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常见的ntp问题的分析和处理
PART 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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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同步的问题
问题现象及分析

时钟不同步，“clock skew detected”

Step1：所有节点同时执行“date”命令，查看各个节点的时间相差是否大于7s。大于7s，
需要停业进行操作。小于7s时，可以在线操作。



24Confidential 保密 www.h3c.com

时间不同步的问题
Step2：所有节点同时执行“ntpq -p”命令，查看各个节点的当前ntp server

Step3：使用“ntpdate -u [ntp server ip]”，进行时钟同步

离线恢复时需要注意：更改后，需要用watch ceph –s命令监控集群的状态。若后台使用ceph –s看到有
osd down，可以使用ceph-disk activate-all命令进行拉起。等到集群健康状态变为HEALTH_OK后，再将
业务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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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异常配置恢复

问题现象及分析
若检查通过“ntpq -p”命令检查ntp状态不正确，如：无响应的ntp服务器（LOCAL前或ntp server 

ip前无*）、refid状态为INIT或者节点间ntp server不一致。表示ntp 服务未正常生效，则需要重新配置ntp
服务。

Step1：所有节点同时执行“date”命令，查看各个节点的时间相差是否大于7s。大于7s，需要
停业进行操作。小于7s时，可以在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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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异常配置恢复

Step2:首先在handy界面系统管理—参数配置—NTP服务配置中，点击修改，将NTP同步方式改

为不配置，点击保存：

Step3:在handy界面系统管理—参数配置—NTP服务配置中，点击修改，将NTP同步方式由不配

置选择配置NTP同步进行重新配置，在节点后台持续使用watch ntpq –p命令观察ntp配置是否生效，

持续观察5-10分钟，若持续无法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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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 Server时间修改
在ntp server节点，使用命令date -s 09:08:26即可修改ntp时间，其他节点使用ntpdate –u 

172.16.3.9进行同步（172.16.3.9为ntp server端ip），但是修改后的时间必须与集群所有节点当前

时间相差最高不超过7秒，否则会有业务中断风险。因此大于7s，需要离线操作。

离线修改时需要注意：更改后，需要用watch ceph –s命令监控集群的状态。若后台使用ceph –s看到有

osd down，可以使用ceph-disk activate-all命令进行拉起。等到集群健康状态变为HEALTH_OK后，再将

业务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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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 Server变更
Step1：集群所有节点和更改的目标ntp server同时执行“date”命令，查看各个节点的时间相差是否大
于7s。大于7s，需要停业进行操作。小于7s时，可以在线操作。

Step2：独立部署ntp sever的变更：
首先在handy界面系统管理—参数配置—NTP
服务配置中，点击修改，直接更改ntp server即
可，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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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 Server变更

若是融合部署环境，在cvm的云资源->更多操作->NTP时间服务器中，输入需要更改的ntp server端ip，
然后点击保存即可。

离线修改时需要注意：更改后，需要用watch ceph –s命令监控集群的状态。若后台使用ceph –s看到有
osd down，可以使用ceph-disk activate-all命令进行拉起。等到集群健康状态变为HEALTH_OK后，再将
业务拉起。



30Confidential 保密 www.h3c.com

集群内主ntp server节点主板更换

场景一：若主NTP服务端未下电，可登陆后台操作。

step1 :使用命令mv /etc/ntp.conf /etc/ntp.bak 对ntp配置文件进行备份。

Step2: touch /etc/ntp.conf，生成一个空的ntp配置文件。

Step3: service ntp restart，重启该节点ntp服务。

Step4：下电，进行更换配件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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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内主ntp server节点主板更换
Step5：上电后，使用命令ntpdate -u xx.xx.xx.xx(该ip为次NTP服务端ip)，将主NTP 服务端与集群时钟同步
，如下图所示，执行多次，直至offset后数字的绝对值小于0.15 sec，同步完成。

Step6：mv  -f /etc/ntp.bak /etc/ntp.conf，恢复ntp配置文件。

Step7：service ntp restart，重启该节点ntp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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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内主ntp server节点主板更换

场景二：若主NTP 服务端已下电，无法登陆后台操作。

先在次NTP服务端（当前ntp server）上进行如下4步操作：

Step1 :使用命令cp /etc/ntp.conf /etc/ntp.bak 对ntp配置文件进行备份。

Step2: vi /etc/ntp.conf，打开次NTP 服务端的ntp配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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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内主ntp server节点主板更换
Step3: 修改上述配置，将fudge 127.127.1.0 stratum 3修改为fudge 127.127.1.0 stratum 1，并将后

面写有主NTP服务端的ip那一行用#号进行注释，最终修改如下图所示。

Step4： service ntp restart，重启该节点ntp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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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内主ntp server节点主板更换
待主NTP服务端进行更换配件并上电后，在主NTP 服务端进行如下操作：

Step1：上电后，使用命令ntpdate -u xx.xx.xx.xx(该ip为次NTP服务端ip)，将主NTP 服务端与集群时

钟同步，如下图所示，执行多次，直至offset后数字的绝对值小于0.15 sec，同步完成。

主NTP 服务端与集群时间同步完成后，在次NTP 服务端进行如下2步操作：

Step1：mv -f /etc/ntp.bak /etc/ntp.conf 恢复ntp配置文件。

Step2：service ntp restart，重启该节点ntp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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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三集团
www.h3c.com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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