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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完本课程，您应该能够：

 了解 Flashcache技术的基本概念
 掌握 Flashcache技术的读写策略
 掌握 Flashcache技术的应用场景



3www.h3c.com 3Copyright © 2016 NEW H3C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01

02

Flashcache技术的基本概念

Flashcache技术的读写策略

内容安排

03 Flashcache技术的应用场景

04 课程总结



4www.h3c.com 4Copyright © 2016 NEW H3C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Flashcache技术的概念

Flashcache技术是
Facebook针对数据库

加速而提出的一种技术。
将两块设备虚拟成一个
带缓存的设备。

1、Flashcache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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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技术的概念
2、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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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技术的概念

 Flashcache利用了Linux的
device mapping机制，将Flash 
disk和普通硬盘的块设备做了一
层映射，在OS中变现为一块普
通的磁盘，使用简单。

通过在文件系统和设备驱动之间
新增了一层缓存层，用来实现对
热点数据的缓存。

通常用SSD固态硬盘作为缓存，
通过将传统硬盘上的热门数据缓
存到SSD上，然后利用SSD优秀
的读性能，来加速系统。



7www.h3c.com 7Copyright © 2016 NEW H3C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Flashcache技术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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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映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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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固态硬盘的缓存拓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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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I / O 操作开始从缓存而不是从非易失存储中检索数据时（如磁盘
设备或子系统），缓存命中发生。除了提供来自内存的快速响应之
外，缓存命中还缩短了 I / O 路径的距离。

Flashcache-缓存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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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情况是，虽然搜索了缓存，但没有发现数据，因此数据必须
从非易失存储读取，这就是缓存未命中。由亍搜索缓存时需要花费
时间，所以缓存未命中增加了 I / O 操作的时间。

Flashcache-缓存未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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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读写策略

• 环写（Write Around）

• 写透（Write Through），又叫写直达、直写

• 回写（Write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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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读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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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读写策略-直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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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读写策略-回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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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数据在ssd缓存中换入换出操作的调度方式，可由reclaim_policy参数动
态设置，支持FIFO以及LRU两种模式，默认为FIFO。

在FIFO方式下，数据直接回刷入hdd；

在LRU模式中，数据会根据访问频次存放在两条LRU链表中，一条为热
数据链（hot data），一条为温数据链（warm data），二者比例默认为
各占ssd数据空间的50%。

Flashcache-回刷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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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数据在ssd缓存中多久没有被访问就需要进行换出操作的时间，可由

fallow_delay参数动态设置，默认时间为15min。

当回刷接口被调用后，代码通过判断每个set里是否存在有超过15min未

访问的数据，来决定该set中的数据是否需要回刷。

在FIFO方式下，数据直接回刷入hdd；

在LRU方式下，hot链中超过15min未访问的数据将被移动到warm链中，

而warm链中超过15min未访问的数据将被刷回hdd。

Flashcache-时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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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数据在ssd缓存中“脏块”的百分比，即“脏块”的水位线，可

由dirty_thresh_pct参数动态设置，默认值为20%。

当回刷接口被调用后，代码通过判断每个set里脏块是否达到该比例，

来决定该set中的数据是否需要回刷。

Flashcache-空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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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技术的应用场景

默认开启回写：

容量在50-200GB区间，越

大越好；

禁止使用读密集型的SSD作

为缓存盘；

当SSD 数量不足时，禁止

开启缓存加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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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使用缓存特性时，数据需要写入HDD后才
返回成功。通过使用缓存特性，数据写入
SSD后即返回成功，IO时延大大降低，从而
提升了系统的写性能；

 缓存特性的刷盘算法会优先选择冷数据，对
于频繁写入的热数据，可能会多次写到SSD，
最终才被刷到HDD，这样就减小了HDD的写
入压力，从而提升了系统的写性能；

 对于主机侧的多个小IO，缓存特性可以将其
凑成一个大IO写到HDD，从而提升了系统的
写性能（当存储池是EC时，优化效果尤其明
显）；

Flashcache技术的应用场景-写缓存加速

UniStor

SSD

HDD

主机

1 2

3

① 主机发送写IO到UniStor；
② UniStor将数据写入SSD后，即

返回主机写成功；
③ UniStor在后台将数据写到HDD，

此过程称为刷盘（fl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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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技术的应用场景-读缓存加速

UniStor

SSD

HDD

主机

1 3

2

① 主机发送读IO到UniStor；
② UniStor发现所读数据在SSD中未命中（或

未全部命中），则向HDD发送请求读取未
命中的数据，并从SSD中读取命中的数据；

③ UniStor将HDD中的未命中数据和SSD中的
命中数据合并后，返回给主机；

UniStor

SSD

HDD

主机

1 2

① 主机发送读IO到UniStor；
② UniStor发现所读数据已存在于

SSD中（称为“命中”），则将数
据从SSD读出返回给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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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技术的应用场景-读缓存加速

UniStor

SSD

HDD

主机

1 3

2

当数据在SSD中命中时，IO时延大大降低，从而提升了系统的读性能；

缓存特性会对主机侧的IO进行统计，并发现其中频繁读取的“热数据”，

然后尽量将其保存在SSD中，这样读取时即可直接命中，从而提升了

系统的读性能；

UniStor

SSD

HDD

主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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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技术的应用场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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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技术的应用场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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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cache技术的应用场景-性能

顺序读（1M）顺序写（1M） 随机读（4K） 随机写（4K）

全HDD 200 534 6994 2590

缓存加速 600 900 9500 3500

部署flashcache，并作为回写模式的缓存

加速场景是全HDD场景1.5~2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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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硬盘更换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

提前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2、在集群健康度为100%的情况下进行操作！

被FlashCache加速的数据盘和缓存盘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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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手册目标读者为ONEStor运维工程师。

主要描述ONEStor产品运维操作以及如何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定位和排查（UniStor为其管理界面）。

信息查看与收集

管理界面信息

概览界面



主机界面

存储节点管理 

 

监控节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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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维监控界面

通过监控界面可以监控集群运行状态，监控窗口只是将集群的性能参数以折线图形式表现出来，集群是否正常需观察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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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方面：ONEStor配置评估工具计算出的IOPS和带宽数据为保守的理论评估值，实际工作中建议将IOPS峰值控制在评估值的80%以下，存储卷时延正常情况下20ms以内。

常见告警说明

登录Handy，点击告警信息，打开实时告警页面，选中其中某条告警，点击详情或双击此条告警，在弹出框中有该告警详细描述、告警原因及维护建议。



日志

由于当前版本一键收集日志功能不可用，日志收集需在后台手动收集。日志收集方法如下：

（1） 与问题定位人员确定需要收集日志的节点，如node191、node192、node193；

（2） 与问题定位人员确定需要收集的日志文件或目录，如果无明确要求则默认需要导出/var/log 整个目录；

（3） 在本地PC 上剩余空间最多的盘下，如 D: 盘下，创建与（1）中节点主机名一致的目录，如D:\node191、D:\node192、D:\node193；

（4） 后台登录各节点，通过xftp 或其它工具将（2）中各节点日志文件或目录导出至本地PC上对应主机名的目录下，如node191的日志文件或目录导出到D:\node191目录下，以此类推；

将PC上各收集目录压缩打包即为收集到的日志。

系统升级

离线升级

详见升级指导书，路径为：

http://h3chz11-svn/STORAGE_DOC/Unistor OS V100R001/05.测试项目文件夹/01.软件测试/12.对外资料/05.升级指导

系统维护

常见网络问题及解决方法

由于vlan配置引起的网络不通

各节点服务器的存储网或业务网或管理网端口绑定到不同的vlan中，可以登录到交换机网络，查看各节点的存储网/业务网/管理网端口是否绑定到不同的vlan。

查看端口配置

[H3C-vlan2] display current-configuration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 1/0/18                                               

#                                                                               

interface Ten-GigabitEthernet1/0/18                                             

port link-mode bridge                                                          

port access vlan 2  

将各节点的存储或业务或管理网端口配置到相同的vlan中即可。

开启防火墙出现添加存储或者监控节点失败

Handy节点服务器防火墙开启后：

# systemctl start firewalld.service            //打开防火墙

#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service         //查询防火墙状态



解决方案：

在部署集群时要确保Handy节点的防火墙是关闭的。可执行一次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service进行检查，如果是打开的，请执行systemctl stop firewalld.service进行关闭防火墙。

浏览器支持和设置问题

ONEStor后台管理系统通过浏览器访问管理，支持火狐和谷歌浏览器，建议使用28.0以上版本的Chrome浏览器，或36.0以上版本的Firefox浏览器进行访问，不支持IE。

浏览器缓存会导致部分信息不能被及时更新到，需及时清除浏览器缓存，最好设置浏览器保存缓存时长为0。如发现有按钮点击无效，可刷新页面或者清理浏览器缓存处理。

License变更

一旦Handy所在节点的服务器发生变更，即mac地址变化，需要重新申请license，进行注册。

集群扩容

业务上线后，集群扩容操作会触发数据重新平衡，导致集群性能降低，应选择业务量小的时间段扩容，避免因集群压力过大，影响业务正常运行。

节点扩容

1、将装好操作系统的服务器管理网、业务网、存储网配置好（与集群节点相应网络在同一网段），保证各个网络层面能通

2、在ONEStor管理界面添加该服务器，添加方法有两种即单机部署和批量部署

A：单机部署

选择 集群管理==》主机管理==》存储节点==》单机部署 后如下图

填入需要添加的服务器的管理网IP，选择节点池和机架并输入root用户密码后点击下一步（此处注意，节点池和机架应与原集群的机架一致）



根据硬盘池配置规则，选择数据盘加入对应的硬盘池（此处注意：主机扩容时：需满足硬盘池下各主机间加入的数据盘数相差不大于1的限制），点击下一步



之后确认配置信息，信息无误则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之后，则会在任务台中执行添加存储节点任务，执行完成，则单机部署扩容完成。

B：批量部署

选择 集群管理==》主机管理==》存储节点==》批量部署 后如下图



配置好管理网网段地址并输入root密码后点击确定



发现已识别的服务器，选中需要扩容的服务器并选择好节点池和机架（节点池和机架应与原集群机架一致）后点击选择硬盘







根据硬盘池配置规则，选择需要的数据盘加入对应的硬盘池（此处注意：主机扩容时：需满足硬盘池下各主机间加入的数据盘数相差不大于1的限制），点击部署。

之后确认配置信息，信息无误则并点击部署

如下，批量部署的服务器节点就添加进来了





硬盘数量扩容

首先在服务器新增硬盘，之后做如下操作

添加方法有两种即单节点加硬盘和硬盘池加硬盘

A：单节点加硬盘

在ONEStor的管理界面 集群管理==》主机管理==》存储节点 点击需要扩容的主机名称



点击后如下



点击增加按钮



在此处选择新增的硬盘作为数据盘后点击下一步（此处注意：硬盘数量扩容时：需满足硬盘池下各主机间加入的数据盘数相差不大于1的限制）





最后点击确定即可，添加成功后如下

B：硬盘池加硬盘

在ONEStor的管理界面 集群管理==》资源管理==》硬盘池 点击需要扩容的硬盘池，然后点击更多==》增加硬盘



点击后如下



在此处选择各主机需新增的数据盘后点击部署（此处注意：硬盘数量扩容时：需满足硬盘池下各主机间加入的数据盘数相差不大于1的限制）



最后确认信息后，点击部署即可



硬盘容量扩容

本章节仅适用于不重装系统，对节点数据盘进行更换扩容（即节点所有数据盘更换为大容量数据盘）。

由于操作会涉及到数据迁移，导致集群性能降低，应选择业务量小的时间段操作，避免因集群压力过大，影响业务正常运行，操作前确保集群健康度100%，且无异常告警。

该方法只支持一次操作一个节点，待数据平衡完毕之后操作下一个。

1. 删除一个待扩容的存储节点。

选择 集群管理==》主机管理==》存储节点==》选择节点==》删除主机。



2.删除对应的数据盘RAID。

登陆对应节点的后台，使用lsblk查看，可以看到所有磁盘信息，可以看到数据盘为sdb,sdc,sdd,sde



删除数据盘的raid。注意：不要误删了系统盘的RAID。

3.拔出旧盘，插入新盘

拔出旧盘，插入容量大的新盘，使用RAID管理工具对单块磁盘做RAID 0操作，注意：关闭物理磁盘的缓存，开启RAID卡的缓存。具体关闭开启方法参考开局指导书。

使用lsblk命令检验，查看是否所有数据盘均能被识别。

4.添加该节点到集群中作为存储节点。

选择集群管理==》主机管理==》存储节点==》单机部署==》添加主机信息==》选择硬盘==》部署

5.等待数据平衡

查看告警信息或者输入ceph –s，当集群健康度为100%之后，对另一个节点重复1-5步 ，直到所有节点的数据盘均更换为大容量硬盘。

注：若数据量大，数据平衡会消耗大量时间，建议停业务操作。

扩容失败手动清理环境方法

扩容主机失败，ceph osd tree中有残留

在集群handy节点依次执行下列命令：

ceph osd out 0

ceph osd down 0

ceph osd rm 0

ceph osd crush remove osd.0

ceph osd crush remove device0

ceph auth del osd.0

（其中0对应为osd id）

清除完所有osd后执行“ceph osd crush remove <nodename>”删除对应的host bucket

扩容硬盘失败，ceph osd tree中有残留

在存在残留的节点依次执行下列命令：

	systemctl stop ceph-osd@0.service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0

	rm -rf /var/lib/ceph/osd/ceph-0

	ceph osd out 0

	ceph osd down 0

	ceph osd rm 0

	ceph osd crush remove osd.0

	ceph osd crush remove device0

	ceph auth del osd.0

	ceph-disk rmfcache --fastremove --fcache 28c80b1f-e89d-487d-9585-6da276363d17 -- /dev/sdj  （若部署了flashcache时需要执行该命令， 28c80b1f-e89d-487d-9585-6da276363d17为osd对应的fcache uuid）

	ceph-disk zap /dev/sd*  (osd对应盘符)

（其中0对应为osd id）

注：umount /var/lib/ceph/osd/ceph-0命令执行会存在失败的情况，是因为osd 存在服务自动拉起的机制，这时重新执行一遍systemctl stop ceph-osd@0.service 命令即可

集群缩容

业务上线后，集群缩容操作会触发数据重新平衡，导致集群性能降低，应选择业务量小的时间段缩容，避免因集群压力过大，影响业务正常运行，缩容前确保集群健康度100%，无异常告警。

节点缩容

选择 集群管理==》主机管理==》存储节点==》选择节点==》删除主机，删除主机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集群健康度100%完成后才能删除其它的主机。删除主机时不能打开该主机上的osd目录。





硬盘缩容

选择 集群管理==》主机管理==》存储节点，点击主机名称进入硬盘列表，点选硬盘后点击删除按钮，删除硬盘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集群健康度100%后才能删除其它的硬盘。



组件恢复

Handy HA有一个Handy节点损坏

1.离线删除损坏的Handy节点

首先,通过管理高可用IP登录ONEStor系统,进入管理高可用页面,查看管理高可用节点的状态,发现有一个Handy节点被损坏:



然后,退出当前ONEStor系统, 通过当前工作节点IP再次登录到ONEStor系统,在管理高可用页面,选中该条管理高可用记录,点击”删除”按钮,页面中弹出删除提示框如下,点击提示框中的”确定”按钮,通过离线删除的方式删除掉该管理高可用.



2. 安装新的Handy节点

管理高可用删除成功后,重新选择集群外或集群内的一个节点,在该节点上上传与待创建管理高可用Handy节点相同的ONEStor安装包,解压该安装包,执行安装脚本,新建一个Handy节点.当控制台打印出” Installation complete！”的信息,说明Handy节点安装成功.



3. 更新双机热备授权文件

当管理高可用更换Handy节点时,需要走设备变更流程,重新申请双机热备License。

登录到待更换的Handy节点, 申请新的License信息,请先在登录页面点击”产品注册”按钮——>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再用该文件和正常的Handy节点主机信息文件重新申请双机热备License。

4. 重新创建管理高可用

在待建立管理高可用的两个Handy节点上分别激活双机热备License,登录ONEStor系统,在管理高可用页面重新创建管理高可用.





集群异常问题的恢复处理

集群常见告警及处理

时钟不同步，“Monitor clock skew detected”

集群中的主机会和其中一台主机进行时钟同步。使用管理网络ssh登录到各个主机，首先查看各个主机时间“date”，检查所有的监控节点ntp设置是否正确“ntpq -p”：





所有的主机应该指向同一个remote，poll的时间不应过长，如果配置无误等待一段时间后集群会自动同步，如果remote不正确需要手动修改ntp配置文件。

修改ntp server端配置，编辑“vi /etc/ntp.conf”文件进行如下设置，保存以后重启ntp server服务“service ntp restart”：



修改ntp client端配置，编辑“vi /etc/ntp.conf”文件进行如下设置，保存以后手动同步一次“ntpdate -u 192.168.36.81（ntp server IP）”



配置好之后集群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同步。

mon 节点down“1 mons down”

原因：mon节点所在主机掉电、关机、网络异常。

在“主机管理”->“监控节点”，检查监控节点的状态：



检查异常的监控节点是否掉电、关机，然后检查暂无数据的主机与集群之间网络是否正常。

osd 状态为down，例如“3 osds are down”

原因：

（1） osd 所在的主机掉电、关机、网络异常。

在“主机管理”->“存储节点”，检查存储节点状态，如果主机掉电、关机、业务网络异常存储节点会显示暂无数据，如下图：



如果存储网异常，会显示该节点全部OSD状态为down，如下图，显示为0/19：



检查暂无数据的主机是否掉电、关机，否则检查暂无数据的主机与集群之间网络是否正常。

（2） osd 进程异常关闭

在“主机管理”->“存储节点”，检查存储节点硬盘状态是否正常，点击硬盘状态异常的存储节点，查看每个存储设备的状态，查看是否异常：





使用管理网ssh登录存储节点异常的主机IP（界面没显示IP，在网络管理员处通过主机名查询IP），输入命令行“cephosd tree”显示所有的osd状态：



查看所有osd进程是否已启动“ps-ef |grep ceph-osd”：



将未启动的osd进程手动启动“start ceph-osd id=xx”：



（3） OSD软连接丢失

先使用lsblk命令找到down的硬盘对应的osd目录，如下



进入该目录

cd /var/lib/ceph/osd/ceph-4

输入ll查看软连接是否存在，正常如下，journal文件对应了一个disk的uuid



若这个软连接不存在，请输入一下命令进行修复

ceph-disk activate-all

（4） 硬盘松动、故障

如果某个硬盘故障，则对应OSD进程down。此时可以通过观察服务器硬盘故障灯来确认，进行硬盘更换。操作方法参照“硬盘维护”章节的”硬盘更换”小节的步骤。

pg状态告警，例如“32 pgs degraded”“108 pgs stale”“15 pgs stuck unclean”“32 pgs undersized”

若此时无其他告警，表明数据正在迁移，一段时间后pg状态会自动恢复正常。

创建集群失败后重新创建的操作

集群创建如果因为误操作或者物理机故障导致创建失败，需要做一些清理工作，重新添加集群，此操作会清除所有数据，慎用。

（1） 如果集群构成简单，可直接使用命令：

onestor-cli destroy --hosts  你的各节点地址（逗号分隔）

示例：onestor-cli destroy --hosts 172.16.53.80,172.16.53.91,172.16.53.102

（2） 如果集群构成比较复杂，可先使用“探测”（probe）命令探测集群主机，

该命令的唯一作用就是生成一个集群主机信息文件。

这个文件路径为：/etc/onestor_cli/cluster_hosts，它表明了这个集群中的各个主机的信息。

使用规则：

1）  先“探测”集群中各个主机信息

	onestor-cli probe 你的ONEStor后台管理系统节点地址

2）  根据生成的信息文件，销毁集群，不用跟任何参数，默认会使用刚才生成的集群信息文件进行销毁

onestor-cli destroy

特殊说明：

	probe命令只是尝试去探测你的集群中的主机信息并生成一个文件，但是并不能保证完全正确，在探测时会输出我们认为的各节点信息，如果你觉得主机信息有问题，可以到提示的文件位置去修改文件，修改后直接执行onestor-cli destroy即可

硬盘数据分布不均匀的恢复

ONEStor中数据的分布遵循crush算法，但会随机出现OSD不均匀的情况。

输入ceph osd df查看各个硬盘（OSD）上的数据使用率，如下：



图中%USE为每个硬盘已使用空间的百分比

若有个别硬盘先快写满而其余大部分硬盘还有较大空间，输入cephosd reweight-by-utilization 命令触发重新平衡。

重新平衡的过程中集群的读写压力较大，请注意是否会影响业务。

等待ceph -s显示health HEALTH_OK后硬盘的数据平衡完成。

硬盘空间使用过满（≥95%）时存储块无法删除的恢复

当集群硬盘使用空间过满，个别OSD使用率达到95%时，集群就会异常告警。此时需要扩容，扩容方法详见4.4章节，需注意的是：业务上线后，集群扩容操作会触发数据重新平衡，导致集群性能降低，应选择业务量小的时间段或停止业务后扩容，避免因集群压力过大，影响业务正常运行。

节点异常问题的恢复处理

系统盘占满导致的主机异常

系统盘空间可以通过df -h查看，若Use达到100%则系统盘被占满，会导致主机异常，比如apache、ceph的mon进程等无法启动，导致的现象如mon down，管理节点无法登录等。

root@cvknode86:~# df -h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sda1                        28G  4.0G   23G  16% /

导致系统盘空间占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大文件占用、log日志过多

可以进入/var/log等相关目录下查看，使用du -h --max-depth=1 查看当前目录下各个文件夹的大小，删除不需要的文件。

fio测试工具操作失误

执行fio时未指定--filename的情况下，fio的数据会自动写入系统盘，生成一个test0.0的大文件占据大量磁盘空间。rm -rf XXX删除该文件释放空间即可。

增删主机或硬盘的过程中网络故障导致的异常

在增删主机或硬盘的过程中该主机出现网络故障，页面检测到之后会弹出以下提示框：



根据网络故障的时间点不同，会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现象：

硬盘还没有开始删除就出现网络故障

解决方法：等主机网络恢复正常后，再次从页面选择该主机进行删除即可。如果极端情况下主机操作系统损坏不可修复，也可以从页面选择该主机进行离线删除操作，但是主机硬盘上的数据将会残留。

删除掉部分硬盘时出现网络故障

同现象1的解决方法。

硬盘全部从集群中移除了，但是在格式化硬盘数据的时候出现网络故障

问题现象：在页面上该主机已经不可见了，但是硬盘中的数据和Ceph分区会残留，重启主机后这部分硬盘会自动挂载到操作系统上，导致再次增加该主机时这些硬盘无法被扫描到。

解决方法：增加主机之前先手动umount掉这些残留的硬盘即可。



对象网关离线删除和恢复

对象网关离线删除，是在主机网络无法恢复情况下，将主机从集群彻底删除进行的界面操作。对象网关离线删除不再依赖是否有高可用，而是直接从集群删除。



用户若想重新加入离线删除的对象网关，则需要将该主机所有在集群的角色删除，然后销毁该主机，重新加入作为存储、监控或管理高可用节点，再次创建对象网关。

监控节点离线删除和恢复

监控节点离线删除，是在主机网络无法恢复情况下，将主机从集群彻底删除进行的界面操作。监控节点离线删除是直接从集群删除。



用户若不想让离线的监控节点对集群造成影响，则需要将该主机所有在集群的角色删除，然后销毁该主机，之后可重新加入作为存储、监控或管理高可用节点。

注意：节点销毁操作会造成该节点数据全部破坏，请确认清楚该节点是否已经不再使用！

存储节点离线删除和恢复

存储节点离线删除，是在主机网络无法恢复情况下，将主机从集群彻底删除进行的界面操作。存储节点离线删除是直接从集群删除。

在当前节点所属硬盘池存在异常PHG的情况下，此时可能正在进行数据平衡，为防止数据丢失，请勿此时删除该节点。



在存储节点所属硬盘池健康状态下，则可以正常删除该节点。



用户若不想让离线的存储节点对集群造成影响，则需要将该主机所有在集群的角色删除，然后销毁该主机，之后可重新加入作为存储、监控或管理高可用节点。

注意：节点销毁操作会造成节点数据全部破坏，请确认清楚该节点是否已经不再使用！

硬盘维护

硬盘使用注意事项

· 系统盘至少需要2块硬盘，做RAID1用来安装ONEStor等系统软件。

· 数据盘建议每个数据盘都单独做RAID0，同时每个数据盘的大小必须保证相同。

· 若服务器没有RAID卡缓存，默认只能做两个RAID，系统盘做一个RAID1的话，剩余所有数据盘只能做一个大的RAID0，影响多个数据盘作为多个OSD使用

· 当配置两个P840 RAID卡，所有硬盘均做RAID时，默认启动盘sda在slot1上；如果系统盘RAID1在slot3上，安装完成后系统无法启动。

· 如果RAID卡缓存有电池/电容保护，才可以开启写缓存；

· 磁盘本身的缓存由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所以一定要关闭；

硬盘异常处理

主机重启导致系统下sdX盘号丢失或错位的恢复方法

在拔除硬盘时，RAID卡上的逻辑分区会由OK变为FAIL，正常操作下sdX的盘号不会变化，再使用恢复步骤将逻辑分区从FAIL修复为OK，硬盘即可正常使用。但是，当在逻辑分区FAIL时不慎将主机重启，将会造成该硬盘在操作系统上不可见，lsblk或fdisk观察少了一个硬盘。

例如，lsblk查看原本硬盘为sda、sdb、sdc、sdd、sde，ONEStor界面观察sdd异常，输入hpssacli controller all show config发现sdd对应的逻辑分区FAIL，如下图：





此时主机意外重启后，sdd硬盘系统将不可见，后面的sde硬盘号向前漂移变为sdd，使得只能查看到sda、sdb、sdc、sdd，少了一个硬盘。此时即使将该逻辑分区修复为OK，丢失的硬盘也不可见。

解决该问题的方法：

1、 将原本FAIL的逻辑分区，不管现在其在FAIL或OK状态，将其删除

	  hpssacli ctrl slot=0 logicaldrive 4 delete forced

2、 输入hpssacli controller all show config，找到最后显示unassigned，未被分配的物理硬盘，如下：



3、 重新创建逻辑分区

hpssacli ctrl slot=0 create type=ld drives=2I:2:3 raid=0

4、 此时lsblk下查看，该新增盘添加在现有盘号的末尾，为sde。此时将原本的OSD目录重新挂载至/dev/sde1硬盘分区。

mount /dev/sde1 /var/lib/ceph/osd/ceph-4

若此时ONEStor界面还显示sde异常，将sde删除后重新添加，即可恢复正常。

查询OSD目录所mount的数据分区、journal（写加速）分区

正常mount状态：



umount状态：



当硬盘异常后想要从umount状态恢复至mount状态，或者想找到一个OSD的journal（写加速）盘分区，需要通过查询partuuid来准确地查询到对应关系。

1、 查看OSD目录下的fdis文件，里面记录了OSD数据分区的partuuid

cat /var/lib/ceph/osd/ceph-8/fsid 

d6d97f59-171e-46f7-9759-8037c7209bf1

2、 查看OSD目录下的journal_uuid文件，里面记录了OSD所对应的journal分区的partuuid

cat /var/lib/ceph/osd/ceph-8/journal_uuid 

1f8b0b99-69c6-404a-acfe-186f435fd877

3、 查询主机下所有分区的partuuid

ll /dev/disk/by-partuuid/   (下面列出的结果是写缓存SSD sdf的值)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0 Dec  6 19:55 1f8b0b99-69c6-404a-acfe-186f435fd877 -> ../../sdf1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0 Dec  6 19:55 260c435a-2c35-4562-979d-7a3d641dda48 -> ../../sdf2

4、 找到相同的partuuid对应即可

Handy界面未删除故障osd，直接更换新盘导致原osd无法删除的解决方法

Handy界面上未删除坏盘的OSD，直接更换新的硬盘后，Handy上添加新的硬盘做osd，导致原来的OSD显示暂无数据，无法删除，此时可以通过后台命令删除该osd

1. lsblk查看旧osd是否仍然挂载，保证已取消挂载

正常mount状态：



umount状态：



2. 通过ps –ef |grep osd查看旧osd进程是否停止

3. 通过后台指令停止osd进程，x为osd进程编号

stop ceph-osd id=x

ceph osd out osd.x

ceph osd crush remove osd.x

ceph auth del osd.x

ceph osd rm osd.x

注意：此类命令会直接清除用户数据，请谨慎使用，如果有疑问联系总部。

4. 通过ceph  osd tree查看osd是否成功从集群移除

5. 登录Handy界面查看osd已删除

硬盘拔插（插回原盘）

本小结给出是，当硬盘被错误拔出时，ONEStor集群的恢复方法。

注意：硬盘拔插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1、RAID卡需配置有电池模块,否则需关闭RAID卡写缓存。

2、基于PMC芯片的RAID卡，不支持硬盘热插拔。如果出现热插拔导致集群或数据异常，请联系H3C技术工程师。

无FlashCache加速的数据盘被错误拔出（以R4900G3为例，插回原盘）

1. 将一块数据盘被误拔时，ONEStor软件会监控到正常硬盘数量减少，如下图变为4/5。



2. 点击主机名称，进入硬盘界面，找到该盘号“sdg”为“异常”。



3. 找到误拔插的硬盘。





4. 进入storcli目录。

cd /opt/MegaRAID/storcli

5. 输入./storcli64 /c0/eall/sall show查看物理盘的enclosure和slot号，用于定位损坏的盘。

如图所示，UBad的osd为插拔的硬盘，enclosure ID（EID）为252，slot ID（Slt）为7。





6. 恢复状态

                      ./storcli64 /c0/e<num>/s<num> set good force，输出结果为success时代表命令执行成功；



7. 恢复逻辑盘

输入命令./storcli64 /c0/fall import，输出结果为success时代表命令执行成功；



8. lsblk可见新增一个盘号为sdk的硬盘

     

9. 对盘进行挂载

首先需要umount原来硬盘的挂载：

umount /var/lib/ceph/osd/cep-8



将新盘sdk  mount到对应的osd目录，输入mount /dev/sdk1 /var/lib/ceph/osd/ceph-8；

lsblk可查看到sdk已经挂载相应的osd目录；



10. 此时ONEStor管理界面上已经可以正常ceph 看到盘名为sdk的硬盘了。





被FlashCache加速的数据盘被错误拔出（以4900G2为例，插回原盘）

注意：硬盘拔插操作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1、插回被错误拔出的硬盘。

当集群中数据盘被错误拔出时，主机管理页面，监控到硬盘数减少。（图中node127节点）



进入该主机后，能够查看具体故障的硬盘。（图中sdc）





2、umount被误拔的OSD。

Xshell登陆到该节点，执行ceph osd tree，查看故障的osd。（图中osd 7）



执行mount查看该osd的挂载信息



执行umount，取消被拔硬盘的挂载（图中osd 7） 





3、寻找被拔出的盘符

获取拔插后的硬盘盘符，注意拔插后的盘符会变。

Step 1: 确认被拔插盘符的FLASHCAHE标识码。

执行lsblk，查看缓存盘下flashcache的flashcahe标识码。（图中，两个SSD缓存盘sdk、sdj）





执行lsblk |grep “flashcahe标识码”，只有一条记录的即为被拔掉硬盘的flashcache分区。（图中为e3abd762-ad2e-4221-b6d6-e9a29b6eae82）





Step 2：找到被拔插硬盘的盘符。

执行blkid |grep “flashcahe标识码”，找出拔插后的硬盘盘符，拔插后盘符会有变化（图中，拔插前盘符为sdc，拔插后变为sdr）。





4、移除拔插硬盘失效的flashcache信息。

Step 1：查找被拔插硬盘对应的flashcache信息。

执行ls /proc/sys/dev/flashcache |grep “flashcahe标识码”，查找flashcache信息，





Step 2: 移除该硬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root@node127 ~]# sysctl -w dev.flashcache.f28c1e04-cf71-4853-b628-8017db519b4a+e3abd762-ad2e-4221-b6d6-e9a29b6eae82.fast_remove=1		

说明：around的模式没有fast_remove标记。不需要执行sysctl –w的命令，back模式需要。



[root@node127 ~]# dmsetup remove e3abd762-ad2e-4221-b6d6-e9a29b6eae82



5、重新激活对应的osd.

  注意：OSD重新加入集群，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执行ceph-disk activate /dev/sdr1 





6、查看硬盘是否被正常修复

在Handy页面上，看到对应的硬盘状态恢复正常。







FlashCache 缓存盘被错误拔出（以4900G2为例，插回原盘）

注意：硬盘拔插操作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1、插回故障的flashcache的缓存盘、

A、在back模式下，输入ceph osd tree，被缓存盘加速的数据盘OSD 为DOWN。不需要做额外的操作。

B、在around模式下，输入ceph osd tree，被缓存盘加速的数据盘osd仍旧为up且in。但实际上OSD已失去读加速效果，需要人工恢复。

说明：在back模式，此缓存盘加速的osd自己就会down，无需手动停止。

Step 1：执行lsblk，查看硬盘上得”flashcahe标识码”没有对应的缓存盘，即为失去加速效果的OSD，需要手动停掉这些OSD。（如下图的osd 7、osd 11）



Step 2：关闭OSD的守护进程，以免OSD自动拉起。

执行命令touch /var/lib/ceph/shell/watch_maintaining以免osd自动拉起，





Step 3：然后再停掉对应的OSD。

注意：OSD被踢出集群，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2、删除数据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Step 1：查看flashcache信息。

执行ls /proc/sys/dev/flashcache |grep “flashcahe标识码”，查找flashcache信息





Step 2：去除flashcache的残留信息

sysctl -w dev.flashcache.26da0792-aa9d-43ae-b8bf-a36f4323a81d+e8f978d7-e503-4bcd-a7d7-35089f9b4e6c.fast_remove=1

sysctl -w dev.flashcache.bb926aad-9e4f-4d7b-9185-f366466d2acc+8140a3c1-2816-4464-b417-6ec758cbabed.fast_remove=1



说明：around模式不需要执行sysctl –w的命令，back模式需要。

然后执行dmsetup删除数据盘上的flashcache 信息





3、umount 缓存加速盘对应的数据盘。

执行mount获取挂载信息，然后执行umount取消挂载



4、重新恢复OSD的守护进程。（如果集群是back模式，则跳过此步骤）

执行rm /var/lib/ceph/shell/watch_maintaining 删除

[root@node127 ~]# rm /var/lib/ceph/shell/watch_maintaining

rm: remove regular empty file ‘/var/lib/ceph/shell/watch_maintaining’? y



5、重新激活flashcache盘对应的OSD.

注意：OSD重新加入集群，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执行ceph-disk activate /dev/sdc1重新激活osd 11。



执行ceph-disk activate /dev/sde1重新激活osd 7





至此osd激活成功，flashcache缓存盘拔插修复完成。执行ceph osd tree查看对应的osd up且in。





硬盘更换（插入新盘）

无FlashCache加速的数据盘更换（R4900G3为例，插入新盘）

1. 输入lsblk，观察HDD的数据盘分区情况，且结合集群情况，判定集群无SSD加速盘。如下图所示，HDD的磁盘分区后面不跟其他字符内容。



2. 将一块数据盘被误拔时，ONEStor管理软件会监控到正常硬盘数量减少，如下图变为4/5。



3. 点击主机名称，进入硬盘界面，找到该盘号“sdg”为“异常”。



后台lsblk可查看到sdg对应的osd id为8。



4. 此时进行热拔插操作。

（1） 首先需要umount原来硬盘的挂载：

umount /var/lib/ceph/osd/cep-8



（2） 输入lsscsi可查看到后台sdg对应是0:2:6:0；



（3） 登录服务器ILO界面，进入系统信息的硬件信息界面，在存储页签，可看到逻辑驱动器6的对应槽位是7；



（4） 输入megacli -PDList -aALL可查看到所有的硬盘信息，找到槽位为7的硬盘的相关信息；

Enclosure Device ID   ----背板号

Slot Number          ----硬盘位置





（5） 点亮故障的硬盘，输入megacli -PdLocate -start -physdrv[E0:S0] -aN

（E和S代表前一步骤查看的背板和硬盘位置，N代表Adapter号）

megacli -PdLocate -start -physdrv[252:7] -a0，故障硬盘亮红灯；

5、拔掉故障硬盘，并插入新的硬盘，此时，需要给新硬盘做raid0；

a) 输入/opt/MegaRAID/storcli/storcli64 /c0/eall/sall show查看槽位7的硬盘状态



b) 硬盘状态为UBad状态，Uncfgure bad状态硬盘，无法对其进行操作。因此需要激活成good。

命令：megacli -PDMakeGood -PhysDrv[252:7]  -a0



c) 清除硬盘的foreign信息

命令：megacli -CfgForeign -Scan -a0   //扫描foreign信息



命令：megacli -CfgForeign -Clear -a0   //清除foreign信息



输入命令megacli -CfgLdAdd -rX[E0:S0,E1:S1,...] -aN

（X表RAID级别，，E和S代表2.2中查看的背板和硬盘位置，N代表Adapter号）

 megacli  -CfgLdadd -r0[252:7] -a0对新插入的硬盘做raid0



lsblk可查看到新盘的盘符为sdk;



6、将新盘mount到对应的osd目录

首先使用gdisk /dev/sdk命令对新盘进行分区操作；



lsblk可查看到sdk盘多出分区sdk1；



1、 对/dev/sdk1创建xfs文件系统；



2、 将新盘sdk  mount到对应的osd目录，输入mount /dev/sdk1 /var/lib/ceph/osd/ceph-8；lsblk可查看到sdk已经挂载相应的osd目录；



3、 确保集群的健康度是100%，在Handy界面找到异常的盘，选择删除，等待删除过程完成。一次只能在一个节点操作。



4、 此时集群通过Handy界面，将新换的盘添加回来即可。点击“增加”按钮，将新盘sdk添加到原先的硬盘池中，直接点击“下一步”；确认信息，点击确定添加硬盘。



5、 然后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等待硬盘部署完毕，集群的数据重新迁移和完成平衡。



被FlashCache加速的数据盘更换（以R4900G2为例，插入新盘）

注意：硬盘更换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1、当集群中数据盘故障时，主机管理页面，监控到硬盘数减少。（图中node127节点）



点击进入该主机，查看对应故障的硬盘。（图中为sde故障）



2、取消故障硬盘的挂载。

Xshell登陆到该节点，执行ceph osd tree，查看故障的osd。（图中osd 7）



执行mount查看该osd的挂载信息



执行umount，取消被拔硬盘的挂载（图中osd 7）





3、插入的新盘做raid，并且关闭硬盘缓存。

Step 1：给新插入的盘做RAID。本例中RAID卡：UN-RAID-2000-M2

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pd查看物理盘信息，State为Ready未做RAID的新盘。

Reported Channel,Device(T:L)       : 0,13(13:0)



执行arcconf CREATE 1 LOGICALDRIVE MAX SIMPlE_VOLUME  0 13，为Channel 0  Device 13创建SIMPlE_VOLUME，需输入“y”确认





再次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pd查看物理盘信息，State为Online，Write Cache为关闭。





Step 2：关闭RAID卡的缓存

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看逻辑盘





执行arcconf setcache 1 logicaldrive 2 ROFF，关闭逻辑盘读缓存。



执行arcconf setcache 1 logicaldrive 2 wt，关闭逻辑盘写缓存。



再次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看逻辑盘，读写缓存均关闭





4、记录新盘的盘符。

执行lsscsi，获取新盘盘符（图中为sde）





5、格式化新盘，并重新mount。

执行gdisk /dev/sde ，做分区，输入n后，3次回车，然后输入w，y。



执行lsblk查看sde盘做好分区



执行mkfs.xfs -f /dev/sde1，做文件系统。



执行mount /dev/sde1 /var/lib/ceph/osd/ceph-7，将新盘mount到被拔的osd。





6、在Handy页面上删除残留的硬盘信息。

注意：只有集群健康时，才能删除硬盘。

查看Handy页面，选择硬盘sde然后删除。





6、 删除flashcache

7、 缓存盘上的缓存分区



Step 1:确认被拔插盘的flashcahe 标识码。

执行lsblk，查看缓存盘下flashcache的标识码。（图中，两个SSD缓存盘sdk、sdj）





执行lsblk |grep “flashcache标识码”，只有一条记录的即为被拔掉硬盘的flashcache分区的标识码。（图中为e3abd762-ad2e-4221-b6d6-e9a29b6eae82）





Step 2:查看ls /proc/sys/dev/flashcache是否有残留的flashhcahde信息，如果有则删除。

否则则跳过这一步。

执行ls /proc/sys/dev/flashcache |grep “flashcache标识码”，查找flashcache信息，





（1）执行如下命令，移除该硬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root@node127 ~]# sysctl -w dev.flashcache.f28c1e04-cf71-4853-b628-8017db519b4a+e3abd762-ad2e-4221-b6d6-e9a29b6eae82.fast_remove=1

说明：around的模式没有fast_remove标记。不需要执行sysctl –w的命令，back模式需要。

[root@node127 ~]# dmsetup remove e3abd762-ad2e-4221-b6d6-e9a29b6eae82



（2）执行lsblk，查看对应的缓存盘的信息（图中sdk2的”flashcahe标识码” 已经被删除）





（3）执行parted /dev/sdk -s rm 2，删除对应缓存盘的分区



（4）检查缓存盘信息是否被删除干净。

执行lsblk，查看对应的缓存盘，（图中sdk的第二个分区已经被删除）





8、登录Handy页面，增加新的数据盘。

注意：硬盘重新加入集群，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图中新插入硬盘sde）



等待新盘加入集群后，换盘成功。查看 ceph osd tree







FlashCache缓存盘更换-back模式（以R4900G2为例，插入新盘）

注意：硬盘更换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1、当flashcache的缓存盘SSD故障时，可以通过ceph osd tree命令查看故障的硬盘。

back模式下，输入ceph osd tree，发现被缓存盘加速的数据盘OSD 状态为DOWN。



2、查看缓存盘的flashcache标识码。

通过命令lsblk查看对应down掉的osd 的flashcache的”flashcahe标识码”。







3、删除数据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Step1：查找flashcache信息。

执行ls /proc/sys/dev/flashcache |grep “flashcahe标识码”，查找flashcache信息



Step 2: 删除flashcache标识码。

a、执行如下命令移除fast_remove标记

sysctl -w dev.flashcache.26da0792-aa9d-43ae-b8bf-a36f4323a81d+e8f978d7-e503-4bcd-a7d7-35089f9b4e6c.fast_remove=1

sysctl -w dev.flashcache.bb926aad-9e4f-4d7b-9185-f366466d2acc+8140a3c1-2816-4464-b417-6ec758cbabed.fast_remove=1



b、删除数据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通过dmsetup删除数据盘上的flashcache 信息





4、umount对应的osd目录，然后删除被缓存加速的数据盘osd

注意：OSD的删除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删除osd 7

[root@node127 ~]#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7

[root@node127 ~]# ceph osd crush remove osd.7

removed item names 'osd.7' from crush map

[root@node127 ~]# ceph auth del osd.7

updated

[root@node127 ~]# ceph osd rm osd.7

removed osd.7



#删除osd 11

[root@node127 ~]#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11

[root@node127 ~]# ceph osd crush remove osd.11

removed item names 'osd.11' from crush map

[root@node127 ~]# ceph auth del osd.11

updated

[root@node127 ~]# ceph osd rm osd.11

removed osd.7



4、对插入的新SSD盘做raid，并且关闭硬盘缓存。得到缓存盘的盘符是“sdp”

R4900G2可以参考如下方法。

Step 1：给新插入的盘做RAID。

（1）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pd查看物理盘信息，State为Ready未做RAID的新盘。

Reported Channel,Device(T:L)       : 0,13(13:0)



（2）执行arcconf CREATE 1 LOGICALDRIVE MAX SIMPlE_VOLUME  0 13，为Channel 0  Device 13创建SIMPlE_VOLUME，需输入“y”确认





（3）再次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pd查看物理盘信息，State为Online，Write Cache为关闭。





Step 2：关闭RAID卡的缓存

（1）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看逻辑盘





（2）执行arcconf setcache 1 logicaldrive 2 ROFF，关闭逻辑盘读缓存。



（3）执行arcconf setcache 1 logicaldrive 2 wt，关闭逻辑盘写缓存。



（4）再次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看逻辑盘，读写缓存均关闭





5、格式化对应的数据盘

[root@node127 ~]# ceph-disk zap /dev/sdc

[root@node127 ~]# ceph-disk zap /dev/sde



6、Handy上增加该数据盘，选择新插入的flashcache缓存盘。







至此SSD盘更换成功，等待集群恢复平衡。





FlashCache缓存盘更换-around模式（以R4900G2为例，插入新盘）

1、当flashcache的缓存盘SSD 故障时，在around模式下，输入ceph osd tree，会发现所有osd状态仍旧为up且in。



但实际上OSD已失去读加速效果，需要人工恢复。

Step 1: 执行lsblk，发现osd7，osd11自身的flashcache标识码没有关联的SSD缓存盘。则可判定，这两个OSD失去了缓存加速效果。



说明：当集群中硬盘较多时，可以执行lsblk | grep “数据盘的flashcahce标识码”。只有1条记录的，则说明没有对应的缓存加速盘。

Step 2：关闭OSD守护进程。防止OSD被自动拉起。

先执行touch /var/lib/ceph/shell/watch_maintaining以免osd自动拉起，



Step 3：停止OSD进程。

注意：OSD被踢出集群，会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然后执行systemctl stop ceph-osd@id.service在停掉对应的OSD。




2、删除数据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通过lsblk找到flashcache的标识码。

Step 1：查找被拔插硬盘对应的flashcache信息。

执行ls /proc/sys/dev/flashcache |grep “flashcahe标识码”，查找flashcache信息，





Step 2: 移除该硬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root@node127 ~]# sysctl -w dev.flashcache.f28c1e04-cf71-4853-b628-8017db519b4a+e3abd762-ad2e-4221-b6d6-e9a29b6eae82.fast_remove=1		

说明：around的模式没有fast_remove标记。不需要执行sysctl –w的命令，back模式需要。



执行dmsetup remove “flashcahe标识码”清除数据盘的flashcache信息。





3、对插入的新SSD盘做raid，并且关闭硬盘缓存。得到缓存盘的盘符是“sdp”

R4900G2可以参考如下方法。

Step 1：给新插入的盘做RAID。

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pd查看物理盘信息，State为Ready未做RAID的新盘。

Reported Channel,Device(T:L)       : 0,13(13:0)



执行arcconf CREATE 1 LOGICALDRIVE MAX SIMPlE_VOLUME  0 13，为Channel 0  Device 13创建SIMPlE_VOLUME，需输入“y”确认





再次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pd查看物理盘信息，State为Online，Write Cache为关闭。





Step 2：关闭RAID卡的缓存

（1）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看逻辑盘





（2）执行arcconf setcache 1 logicaldrive 2 ROFF，关闭逻辑盘读缓存。



（3）执行arcconf setcache 1 logicaldrive 2 wt，关闭逻辑盘写缓存。



（4）再次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看逻辑盘，读写缓存均关闭





4、在Handy页面上，获取故障硬盘池的硬盘池名称和缓存分区大小。

Step 1: 依次点击“资源管理”—>“硬盘池”--->“详情”可以看到硬盘池的详情





Step 2: 记录下硬盘池名称和缓存分区大小。









5、对插入的新的SSD盘(/dev/sdp)，创建一个分区。

注意：标黄部分为需要根据现场的环境，填写实际的硬盘池名称

执行命令ceph-disk marktype --fcache --dev /dev/sdp:diskpool:SSD，其中diskpool为对应的硬盘池的名称。

说明：”diskpool”需要填写为故障硬盘池的名称。





6、对新插入的缓存盘，创建缓存分区，脚本如下：

注意：标黄部分为需要根据现场的环境，填写实际的信息

#!/bin/bash

osds="7 11"			#该缓存分区 对应的osd

fcache_disk=/dev/sdp

num=2

for osd_id in $osds ; do

fcache_uuid=$(sudo cat /var/lib/ceph/osd/ceph-$osd_id/fcache_uuid)

sgdisk --new=$num:0:+204800M --change-name=$num:'ceph flashcache diskpool SSD' --partition-guid=$num:$fcache_uuid --typecode=$num:0b3d2740-0da6-47d2-ac25-4c01093d1d7b --mbrtogpt $fcache_disk

num=$(($num+1)) 

done



#osds 为被缓存盘加速的数据盘的osd id，如果存在多个osd，则以空格隔离。

# fcache_disk 为缓存盘的盘符 /dev/sdp

#+204800M 为缓存分区的大小，在第四步中，可以看出当前的缓存分区为200G

#diskpool  为故障硬盘池的名称



7、UMOUNT故障数据盘OSD。当前环境为OSD 7 ,OSD 11





8、恢复OSD守护进程

执行rm /var/lib/ceph/shell/watch_maintaining 删除

[root@node127 ~]# rm /var/lib/ceph/shell/watch_maintaining

rm: remove regular empty file ‘/var/lib/ceph/shell/watch_maintaining’? y



9、重新激活OSD。

注意：OSD重新加入集群，造成集群性能下降，建议在离线的情况下进行。如果有在线拔插硬盘的需求，请及时联系总部评估对性能的影响！！！

（1）执行ceph-disk activate /dev/sdc1 激活osd 11



（2）执行ceph-disk activate /dev/sde1 激活osd 7



8、 检查数据盘的OSD是否恢复正常。

输入ceph osd tree 如果发现osd 7，osd 11的状态为”up” and “in”，则说明换盘成功。

R390X服务器上硬盘的拔插恢复方法

部署了写加速或者无加速盘集群的数据盘原盘拔出后插回的恢复方法

R390X服务器带的是基于PMC 8060芯片的UIS-RAID-1000-M2 RAID卡，硬盘默认的RAID配置方式为SIMPLE VOLUME。该配置方式下，硬盘拔插都可以被操作系统直接识别，不需要使用RAID管理软件在命令行人为地去修复，但是硬盘拔插后操作系统上所识别的盘号会发生变化。

原盘插拔盘分2种：有计划的拔盘和误操作拔盘

R390X G2有计划的插拔盘，

请参考章节5.3.1。只是由于R390X G2的RAID模式和磁盘飘移情况，插回原盘后不需要做RAID，在mount OSD目录的时候需要根据新盘符来挂载。例子如下：

1、 通过lsblk命令记录OSD的mount关系



2、 停止需要插拔盘的OSD，umount原有挂载

例如计划插拔磁盘sdf，则先停OSD

stop ceph-osd id=16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16

3、 插拔盘sdf 

根据arcconf 命令和逻辑盘sdf查找到对应的物理盘位置，具体方法参考章节2.2.3。

4、 等待一段时间插回原盘，再次使用lsblk，发现磁盘sdf消失，出现新的盘符sdn

这是由于R390X G2的识别机制导致的，属于正常现象。



5、 重新挂载OSD目录，启动OSD即可

umount /dev/sdn1 /var/lib/ceph/osd/ceph-16

start ceph-osd id=16

6、 其他

如果超过30分钟之后，再插回去磁盘，则因为ceph的机制30分钟内如果异常退出的话，会限制拉起的次数，目前是拉3次，如果3次不能拉成功，则不会去拉osd了，osd的进程会退出。所以这个时候需要手动激活该osd，使用ceph-disk activate /dev/sdn1命令来激活

注意：如果是插拔了多块盘，必须按照顺序进行mount。

R390X G2误操作的插拔盘

1、 未按照要求，直接将磁盘拔出，并插回原盘

可以从Handy界面看到异常的磁盘，后台lsblk可以看到一块有分区，无挂载的磁盘sdn，且通过ceph osd tree 发现异常的OSD号为16



2、 使用df命令查看，原有的挂载依然存在，sdf已经飘移为sdn



3、 解挂原有OSD目录挂载，新盘符重新挂载

输入umount /var/lib/ceph/osd/ceph-16将旧OSD目录从原有关系解挂，使用命令挂载新关系

mount /dev/sdn1 /var/lib/ceph/osd/ceph-16

4、 启动OSD

start ceph-osd id=16即可启动，如果发现OSD仍然处于down的状态，则需要手动激活该osd，使用ceph-disk activate /dev/sdn1命令来激活。此时ONEStor管理平台上界面已经可以正常看到sdd盘了。若5分钟该sdd盘仍旧处于异常状态，则需要在界面上删除并重新添加进集群，等待数据平衡后，集群即可恢复正常。

注意：如果是插拔了多块盘，必须按照顺序进行mount。

UIS-RAID-1000-M2 RAID 必须更新到最新驱动，否则拔盘可能导致无法修复，需要重启主机恢复。

部署了读加速或者读写加速集群的数据盘原盘拔出后插回的恢复方法

R390X服务器带的是基于PMC 8060芯片的UIS-RAID-1000-M2 RAID卡，硬盘默认的RAID配置方式为SIMPLE VOLUME。该配置方式下，硬盘拔插都可以被操作系统直接识别，不需要使用RAID管理软件在命令行人为地去修复，但是硬盘拔插后操作系统上所识别的盘号会发生变化。

原盘插拔盘分2种：有计划的拔盘和误操作拔盘

R390X G2有计划的插拔盘，

请参考章节5.3.2。只是由于R390X G2的RAID模式和磁盘飘移情况，插回原盘后不需要做RAID，在mount OSD目录的时候需要根据新盘符来挂载。例子如下：

1、 通过lsblk命令记录OSD的mount关系，并记住那一长串的id



2、 停止需要插拔盘的OSD，umount原有挂载

例如计划插拔磁盘sdj，则先停OSD

stop ceph-osd id=16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16

删除flashcache映射。

umount /dev/mapper/ 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

通过lsblk找到flashcache的标识码。

Step 1：查找被拔插硬盘对应的flashcache信息。

执行ls /proc/sys/dev/flashcache |grep “flashcahe标识码”，查找flashcache信息，

Step 2: 移除该硬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root@node127 ~]# sysctl -w dev.flashcache.f28c1e04-cf71-4853-b628-8017db519b4a+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fast_remove=1		

说明：around的模式没有fast_remove标记。不需要执行sysctl –w的命令，back模式需要。



dmsetup remove 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



3、 插拔盘sdj

根据arcconf 命令和逻辑盘sdf查找到对应的物理盘位置，具体方法参考章节2.2.3。

4、 等待一段时间插回原盘，再次使用lsblk，发现磁盘sdj消失，出现新的盘符sdn

这是由于R390X G2的识别机制导致的，属于正常现象。



5、 重新激活即可

ceph-disk activate /dev/sdn1

激活结果必须带有flashcache映射，否则将导致读缓存不生效。





R390X G2误操作的插拔盘

1、 未按照要求，直接将磁盘拔出，并插回原盘

可以从Handy界面看到异常的磁盘，后台lsblk可以看到一块有分区，无挂载的磁盘sdn，且通过ceph osd tree 发现异常的OSD号为16



2、 使用df命令查看，原有的挂载依然存在，需要解挂载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16



3、 查找flashcache映射ID

由于是误插拔，很有可能没有记录之前的flashcache映射ID，因此直接尝试用ceph-disk activate /dev/sdn1进行激活：

root@onestor152:~# ceph-disk activate /dev/sdn1

mount: /dev/mapper/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 can't read superblock

ceph-disk: Mounting filesystem failed: Command '['/bin/mount', '-t', 'xfs', '-o', 'noatime,inode64', '--', '/dev/mapper/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 '/var/lib/ceph/tmp/mnt.kpfke6']' returned non-zero exit status 32

报无法挂载，但是我们得到了旧的flashcache映射ID，执行：

umount  /dev/mapper/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



通过lsblk找到flashcache的标识码。

Step 1：查找被拔插硬盘对应的flashcache信息。

执行ls /proc/sys/dev/flashcache |grep “flashcahe标识码”，查找flashcache信息，

Step 2: 移除该硬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root@node127 ~]# sysctl -w dev.flashcache.f28c1e04-cf71-4853-b628-8017db519b4a+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fast_remove=1		

说明：around的模式没有fast_remove标记。不需要执行sysctl –w的命令，back模式需要。



dmsetup remove 76873c89-c7c1-4d88-84b3-94501ff3ea2b

4、 激活OSD

ceph-disk activate /dev/sdn1

激活结果必须带有flashcache映射，否则将导致读缓存不生效



UIS-RAID-1000-M2 RAID 必须更新到最新驱动，否则拔盘可能导致无法修复，需要重启主机恢复

加速盘原盘拔出后插回方法

由于R390X服务器单盘是做的SIMPLE VOLUME模式，因此插拔之后不需要修复RAID。

加速盘插拔方法与5.3.4和5.3.5一致，只是不需要修复RAID。

数据盘增加新盘后的恢复方法（扩容）

首先直接将新硬盘插入空余卡槽，此时输入arcconf getconfig 1 pd

通过服务器后台能够看到一块RAW模式的硬盘，如下图



如想使用该硬盘则需通过以下两个步骤实现：

初始化该硬盘

使用命令：ARCCONF TASK START <Controller#> DEVICE <Channel# ID#><task>，具体如下

arcconf Task start 1 DEVICE 0 15 initialize

R390X G2服务器的Controlle通常为1，可以用命令arcconf getversion来查看（详见下图），另外channel和ID即为上图中的channel和device



初始化完成后会发现该硬盘已经变为ready模式，如下



创建RAID

使用命令：ARCCONF CREATE <Controller#> LOGICALDRIVE <Size> <RAID#> <CHANNEL#DRIVE#>具体如下

arcconf CREATE 1 LOGICALDRIVE MAX SIMPlE_VOLUME  0 150：

其中Size使用MAX即全部硬盘空间，RAID#使用volume即创建Simple_VOL模式单盘

在ONEStor界面添加硬盘

最后在ONEStor界面添加该硬盘即可

数据盘坏盘更换新盘方法

Handy界面操作

首先需要确保此时集群的健康度是100%

磁盘损坏可以从ONEStor的Handy界面查看到有一个异常的盘，确保集群健康度100%的情况下，从界面将该异常磁盘删除。



通过arcconf命令查找

通过RAID命令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询逻辑盘。

将该missing状态的逻辑分区删掉，如下图



使用命令：ARCCONF DELETE <Controller#> LOGICALDRIVE <LD#>，具体如下

arcconf delete 1 logicaldrive 7

其中LD使用一个7即为图中logical device number，可通过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看

插入新盘，创建RAID

使用命令arcconf getconfig 1 pd查看物理磁盘，并根据5.5.2对磁盘初始化

可以看到初始化新硬盘，如下图（已是ready状态），更多的命令使用方法见4.5.2



然后对该做RAID

arcconf CREATE 1 LOGICALDRIVE MAX SIMPlE_VOLUME  0 12

成功的标志是通过lsblk查询，可以查询到一块没有被挂载的磁盘。更多RAID命令参考章节2.2.3

在ONEStor界面添加硬盘

在ONEStor界面添加该硬盘即可，有部署缓存盘的记得勾选缓存盘。



等待数据平衡。



加速盘坏盘更新方法

加速盘更换的方法与5.4.4和5.4.5一致。

Megacli对LSI的RAID卡上的硬盘的拔插修复

若在4.2、4.3和4.4节操作的过程中，使用的不是HP而是LSI的RAID卡。则需要使用megacli工具代替hpssacli来对RAID进行修复工作。

需要使用以下步骤来代替“硬盘拔插”“硬盘更换”中“修复RAID分区”的步骤。

输入MegaCli -PDList -aALL，查看硬盘列表

Adapter #0

Enclosure Device ID: 252----背板

Slot Number: 5		-----硬盘位置

Device Id: 176

Sequence Number: 1

Media Error Count: 0

Other Error Count: 0

Predictive Failure Count: 0----上面三行查看硬盘是否有坏道以及smart报错。

Last Predictive Failure Event Seq Number: 0

PD Type: SATA

Raw Size: 931.512 GB [0x74706db0 Sectors]

Non Coerced Size: 931.012 GB [0x74606db0 Sectors]

Coerced Size: 930.390 GB [0x744c8000 Sectors]

Firmware state: Unconfigured(good), Spun Up---显示硬盘状态，单独硬盘还是RAID中

Firmware state: Online, Spun Up--Spun Up说明在RAID中

输入以下命令观察现有逻辑分区。

MegaCli -ldinfo -lall -a0

拔插硬盘后，逻辑分区会相应少一个。

此时用第一步中的命令MegaCli -PDList -aALL观察硬盘状态

如果Firmware state是“unconfigured bad”，需要输入

megacli -PDMakeGood -PhysDrv[252:5]  -a0      ----252:5即为背板号和硬盘位置号

将状态更新为“unconfigured good”

[252:5]中为背板号和slot号

因拔盘而丢失的逻辑分区会产生一个foreign信息。需要扫描原来的foreign信息并清除

megacli -CfgForeign -Scan -a0----扫描foreign信息

megacli -CfgForeign -Clear -a0-----清除foreign信息

重新为新的slot0上的硬盘创建RAID0：

megacli -CfgLdadd -r0[252:5] -a0





典型问题排查与处理

集群状态相关

健康度不到100%

节点故障或网络不通

· 判断方法

1） 打开故障节点的OSD日志；

2） 查看是否存在类似以下的日志

no reply from osd.10 since back 2017-05-03 02:55:15.983994 front 2017-05-03 02:55:15.983994 (cutoff 2017-05-03 02:59:38.312660)

	该日志说明，osd.10所在的节点网络不通；

· 处理方法

1） 检查是否存储IP冲突；

2） 使用ping osd.10所在的节点IP，检查是否有网络通信故障，如跨交换机、网线或光纤虚接、光模块故障等；

3） 检查是否有交换机网络生成树状态迁移；

硬盘故障或RAID卡故障

· 判断方法

可能存在以下日志：

1） OSD::osd_tp thread 0x7f849cc12700' had timed out after 30；

2） unable to open /var/lib/ceph/osd/ceph-*/heatbeat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3） unable to write /var/lib/ceph/osd/ceph-*/heatbeat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4） assert check_touch_file

如下图：



· 处理方法

1） 如果RAID卡是HP的，可以采用hpssacli controller all show config detail，根据结果来判断是RAID Failed还是Disk Failed（请参考文章中硬盘的操作方法）；

2） 最简单的方法是执行：python /var/lib/ceph/shell/check_disk_param.py list_disk_info，完成后在异常的OSD目录下查看osd_disk_info.ini文件，例如osd.2故障：vi /var/lib/ceph/osd/ceph-2/osd_disk_info.ini，可查看是否存在类似以下的内容；

[raid]

slot = 1

status = OK

vendor = HP

controller_mode = raid

cache_ratio = 10% Read / 90% Write

power_mode = h

total_cache_size = 4.0 GB



[osd]

filestore_queue_max_ops = 300

journal_queue_max_ops = 300

osd_client_message_cap = 300

disk_name = /dev/sdb

logical_name = LOGICALVOLUME

mount_point = /var/lib/ceph/osd/ceph-1



[device0]

id = 2I:1:1

status = OK

max_temp = 46

serial_number = W7J4ZZ7G

disk_speed = 10000

disk_type = SAS

curr_temp = 34

size = 600 GB

3，	尝试修复文件系统，以OSD.10异常为例：

a) 执行mount命令，记录osd.10挂载的设备，假如为/dev/sdh

b) 执行umount /dev/sdh

c) 执行xfs_check /dev/sdh1，如果有错误信息打印，说明XFS文件系统损坏，继续修复；

d) 执行修复命令：xfs_repair –L /dev/sdh1 等等执行完毕；

e) 重新启动osd，先挂载：mount –t xfs /dev/sdh1 /var/lib/ceph/osd/ceph-10

f) start ceph-osd id=10，等等集群恢复即可；

节点暂无数据

节点故障

· 判断方法

1， 检测内存是否被占满；

2， 进程是否存在：ps -elf | grep ceph-osd

· 处理方法

1， free -g查看；

2， 如果cache过大，清理缓存：echo 3 > /proc/sys/vm/drop_caches

3， 每个OSD应该至少分配1G内存，如果OSD的数量超过内存容量的三分之二，需要增加内存；

管理页面相关

Handy无法打开

浏览器缓存未清理

· 判断方法

在浏览器使用同一个IP进行多次部署或升级后，若未清理缓存，在Handy节点安装完成版本包后，用户登录，会概率性出现界面无法打开跳转，可能出现的提示例如：



页面“正在加载…”或“系统错误，请联系管理员”等情况提示。

· 处理方法

1、清理缓存通用方式为：按住ctrl+shift+delete键，打开缓存清理，选择全部，删除缓存。



2、缓存清理完毕后，刷新页面，则可以继续登录，部署集群。

apache2服务进程停止或异常

· 判断方法

若出现Handy节点apache2服务器进程停止情况，可能会出现安装后或部署集群后，输入IP登录管理平台，无法显示页面，出现下图情况：



列举相应日志、截图、检测方法等

· 处理方法

1、 使用命令“service apache2 status”查看apache2运行状态，正常显示如下：



2、 若想看详细的apache2进程信息，可以使用命令“ps -ef | grep apache2”过滤查看进程，正常状态下，会有以下十三个线程，归属用户分别为root和www-data：



3、 进程状态无误或有异常，可以再进入/var/log/apache2/路径下，主要查看error_log日志内容，一般到这一步可以联系后方支援解决。主要出现的问题可能是apache2端口被占用，apache2所属用户权限变更等。

系统时间有误

· 判断方法

部署完集群之后，Handy节点因为认为操作的原因，例如使用“date -s {time}”的命令方式，导致时间被篡改回退，Handy节点的License检测到时间发生回退，会限制用户进行时间登陆。出现的登陆提示如图：



需要注意的是，若非Handy节点的时间被篡改，若时间篡改回退时间偏大，例如数小时，若配置的NTP为集群内同步方式，且Handy节点向该节点进行时间同步，NTP在一定时间内若无法保证Handy节点和集群各节点同步，会强制同步Handy节点的时间和集群内其它节点保持一致，这也会出现时间被篡改的情况。

· 处理方法

点击登录界面的产品注册，按照License注册申请手册要求，重新申请license使用。



ceph.conf配置异常

· 判断方法

集群主机/etc/ceph/ceph.conf集群基础配置文件，是确认主机存在于ceph集群内和哪个集群内的标识，若无此文件，将无法使用ceph集群。若此文件丢失、文件名被篡改或文件内容被重写导致错误，已部署集群，刷新集群界面，继续登录管理平台，将跳转到集群部署界面。

· 处理方法

1、Xshell登录Handy节点，查看/etc/ceph/下，ceph.conf文件是否存在：



1、 如上图，是文件存在的情况。若该文件不存在，且Handy节点的配置文件也已无法找回，想要继续使用集群，可以先从集群其它节点/etc/ceph/目录下进行拷贝，也可以使用Handy节点/home/ceph-cluster/目录下的ceph.conf初始配置。/home/ceph-cluster/下初始配置如图：



Handy节点网络异常

· 判断方法

1、 刷新页面，页面长时间处于加载状态，最红页面显示提示“无法获取集群信息，请刷新后重试”，页面仅显示“系统日志”界面，示例如图：





2、 使用管理平台的业务网登录，页面长时间处于加载状态，且不进行跳转，页面最终提示为响应时间过长，无法访问此网站。





3、 使用管理平台的业务网登录，页面长时间处于加载状态，且不进行跳转，页面最终提示为响应时间过长，无法访问此网站。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问题的页面提示和apache2进程停止运行状态类似，不同点在于，断网提示的是连接超时，且通过通过Handy节点的其它网络仍然可以登录，只是会因为无法获取集群信息，跳转到系统日志界面。

· 处理方法

通用方式是使用iLo登录主机，使用“ifocnfig -a”查看所有网卡的网络配置情况，若出现网卡未启用情况，如下图示例：



图例中，vswitch0网卡配置的IP消失，可以使用“ifup vswitch0”命令将网卡启动，正常情况如下图所示：



有些情况下，是使用“ifconfig vswitch0 up”命令使相关网卡生效。

Handy无法显示集群信息

Mon节点挂死过半

· 判断方法

1、 未刷新页面情况下，查看界面提示如图：





2、 刷新页面，平台跳转到系统日志界面。登录Xshell查看，Handy节点可以正常登录，使用“ceph -s”命令，获取集群健康状态，无法获取集群信息，状态如下：



3、 登录其他节点，同样无法再使用相关的ceph命令。

· 处理方法

1、首先，ifconfig查看集群监控节点的业务网是否连通，保证监控节点业务网无问题。

2、其次，ps -ef | grep ceph-mon查看监控节点的mon进程是否正常，若正常，显示如下：



集群监控节点要保证过半数的可用，才能保证集群业务的正常运转，因此需要检查所有集群监控节点是否正常。

集群每个节点都有定时脚本保证节点基本的业务进程，对于监控节点进程异常，可以先查看定时进程是否停止，使用“ps -ef | grep cron”或“service cron status”查看cron进程状态。



若cron进程停止，使用“service cron start”进程将其启动。

一般cron进程启动，若监控节点mon进程停止，会在1分钟后给启动，也可以直接使用命令“pidof ceph-mon”检查mon进程，若进程停止，使用命令“start ceph-mon-all”将进程启动。若mon进程无法启动，可以查看/var/log/ceph/下mon日志，以cvknode51节点为例，其mon进程日志在/var/log/ceph/ceph-mon.cvknode51.log内，可联系研发人员解决。

需要解决或规避问题的操作方法

部署相关异常

软件安装失败

· 判断方法

1、 Handy安装后，登录该节点，选择集群节点后，部署集群，检查网络之后，会继续进入到第一步，安装软件，过程中，若长时间进度条不再有变化，甚至挂死，可以登录Xshell，使用命令“ps  -ef | grep install_soft”查看是否该进程一直在挂住。

2、 登录集群其它节点，使用“ceph -v”命令查看ceph版本，若提示未安装ceph软件，如下图所示：



则ceph软件并未安装，初定软件安装挂死。

3、 在安装软件过程中，会检测安装情况，安装失败会直接返回“软件安装失败”提示。

· 处理方法

1、 在节点的本地目录/var/log/h3c/，有节点的软件安装日志，实例如图：



集群节点对应的软件安装日志文件为本地文件/var/log/h3c/deploy_ceph.log，在这里面可以查看软件安装的进度。

2、 出现软件安装失败的常见原因有：（1）磁盘空间不足，此时释放磁盘空间即可。（2）某组件安装失败。此时/var/log/h3c/deploy_ceph.log中可以找到安装失败的软件，此后在/var/log/h3c/package.log中可以查看安装失败的具体原因，解决后重新部署即可。必要时需要组件接口人协助解决安装失败问题。 

例如，flashcache安装失败，根据日志文件确定失败原因为flashcache启服务挂住：

	



此时需要联系flashcache组件接口人协助解决。

3、 需要注意的是，安装日志文件的所属用户组权限为www-data而不是root，若出现日志文件为root的情况，则在部署成功后，执行相关对端业务时会出现无权限的情况。

配置生成异常

· 判断方法

1、 部署集群成功后，进入概览首页面，查看界面情况显示，集群健康度为0，但是正常应为100%健康。如图：



2、 后台用命令“ceph -s”和“ceph osd tree”查看集群基本状况，集群硬盘部分甚至全部down掉，且使用命令“systemctl start ceph-osd.target”将已经down掉的硬盘进行重启无效。集群可能情况如下图：



3、 使用命令“cat /etc/ceph/ceph.conf”获取ceph.conf内的配置文件信息，再使用“ceph -s”查看集群信息，对比，ceph.conf配置内的fsid值和ceph –s查看的集群信息是否一致。



4、 若集群ID不一致，可以进入/home/ceph-cluster/目录下，查看初始ceph.conf文件内的集群ID和“ceph -s”查看的ID是否一致，若依然不一致，则是部署过程中，相关ceph命令任务异常导致。

· 处理方法

1、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原因是部署集群时，ceph-deploy命令有异常，导致集群基础信息生成异常，会重新执行，但是集群ID已经写入到ceph内，没有被替换，因而配置文件和ceph集群ID信息不匹配。正常情况下，可以销毁集群，重新部署解决此类问题。

2、 若不想销毁集群，重新部署，可以拷贝“ceph -s”查看到的集群ID，即：上图右边第一行cluster后的一段字符串；使用“vim /etc/ceph/ceph.conf”进入配置文件内，点击“Insert”键，并将拷贝的内容将ceph.conf内fsid右边的值进行拷贝替换。替换后，点击“Esc”键，先后点击“:”和字符“wq”保存修改。完成后，使用命令“systemctl restart ceph.target”重启ceph，使用命令“systemctl restart ceph-osd.target”重启硬盘节点，等待一段时间后，使用“ceph osd tree”查看硬盘状况，并可以使用以上重启命令重启。具体步骤实例如图：



3、 如上图，若集群硬盘均已up状态，且使用“ceph -s”查看集群情况，状态如下图：



则可以集群使用集群。需要注意的是，若集群需要跑业务，还是慎重进行以上操作，建议重新部署集群。

集群任务异常

命令执行超时失败

· 判断方法

1、 任务执行返回长时间后返回失败或为超时导致。在执行一些命令时，若出现内存较小任务执行时间超出正常设置的超出时间，会超时。若不设置超时时间，一些接口会默认18000秒，例如df命令挂死，执行命令同样会挂死长时间不返回。

2、 在长时间挂死返回后，若无详细的失败原因，或直接抛出异常，且异常原因是英文，大多是超时返回，因为没有详细的捕捉异常原因导致。

· 处理方法

1、查看/var/log/calamari/calamari.log日志，可以查看到当前接口正在执行的命令，以及是否被挂住。

2、若日志无相关内容，可以根据相关操作，使用“ps -ef  | grep 任务名”的方式，查看当前进程是不是一直处于关注状态，可以先使用命令“kill -9 进程号”的方式，杀掉当前挂住进程，检查集群状态。

需要解决或规避问题的操作方法

SSH免密失效

· 判断方法

1、 因为集群内的业务操作大多使用root用户环境下，SSH到对端节点执行命令操作，因而当节点SSH免密被破坏，则业务受到影响。

2、 对于查询各个节点的主机信息为例，在主机管理界面，若Handy节点对cvknode52主机的免密配置被破坏，则无法获取cvknode52主机的主机信息，界面会显示“暂无数据”。显示如图：



3、 登录cvknode52主机，网络正常，且查看集群状态，一切正常。在Handy节点上使用命令“ssh 172.16.44.52”登录cvknode52节点，登录失败，可能出现的提示如图：



这种情况下，需要输入登录密码才能从cvknode51节点登录到cvknode52节点，而不是如下图情况，可以直接跳转登录：



可以判断Handy节点对cvknode52的免密出现异常。

· 处理方法

若无法恢复免密，或直接就没有加入到其它集群中，导致免密异常。需要恢复集群节点免密，操作为：如Handy节点想对cvknode52再次配置免密，可以在Handy节点上使用“ssh-copy-id 172.16.44.52”命令进行配置，其中172.16.44.52为cvknode52节点的IP，执行该命令后，界面会提示输入密码。本节点想对谁配置免密，就在本节点上执行上面的命令。效果如下图示例:

1、 一般情况下使用以上方法可以重新为节点配置免密。

license相关

License激活失败

License文件格式错误 

登录页面，激活License，Handy页面提示：“文件格式错误,请重新选择文件”：



· 处理方法

1） 该激活文件为非官方提供的License文件，请使用正确的License文件激活；

2） 如未申请过License：请先点击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再用该文件申请License。

License 文件错误

· 判断方法

登录页面，激活License，Handy页面提示：“License文件错误”：



· 处理方法

该激活文件有问题（如被篡改过），请重新注册、激活License：请先点击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再用该文件申请License。

License文件和主机不匹配

· 判断方法

登录页面，激活License，Handy页面提示“激活文件信息与主机信息不匹配，请检查是否更换过网卡或CPU，如果是则需要走设备变更流程重新激活License”：



· 处理方法

方法1）该激活文件不是通过该主机注册、申请的License：请先点击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再用该文件申请License；

方法2）该主机在申请License之后，有做过更改该主机硬件、网络聚合操作，再激活的license，此时需要提交请设备变更申请，参考6.3.2License失效的硬件更换、网络聚合小节。

系统时间错误

· 判断方法

登录页面，激活License，Handy页面提示：“系统时间早于License文件生成时间”：



命令行date 查看Handy的当前时间：如2018/10/01 



License文件申请的时间：2017/11/09



发现Handy的当前时间小于License文件申请的时间。

· 处理方法

方法: 重新激活License

申请正式版本的License：请先点击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再用该文件申请License；

License过期

· 判断方法

登录页面，激活License，Handy页面提示“License已经过期”：



· 处理方法

重新申请License：请先点击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再用该文件申请License；

License容量不足

· 判断方法

登录页面，激活License，Handy页面提示“文件存储服务硬盘总容量（XXTB）超过License最大容量（XXTB）;块存储服务硬盘总容量（XXTB）超过License最大容量（XXTB）;对象存储服务硬盘总容量（XXTB）超过License最大容量（XXTB）”或提示文件存储服务、块存储服务、对象存储服务中的一种或两种硬盘总容量超过License最大容量：



· 处理方法

扩容申请License：请先点击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再用该文件扩容（提示的相应存储服务）申请License；

License失效

硬件更换

· 判断方法

登录页面， Handy无法登陆，页面提示：“激活文件信息与主机信息不匹配，请检查是否更换过网卡或CPU，如果是则需要走设备变更流程重新激活License”：



· 处理方法

请先点击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再使用该主机信息文件、更换硬件之前申请License使用的主机信息文件，提交设备变更申请。

网络聚合

· 判断方法

登录页面， Handy无法登陆，页面提示：“激活文件信息与主机信息不匹配，请检查是否更换过网卡或CPU，如果是则需要走设备变更流程重新激活License”：



· 处理方法

请先点击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再使用该主机信息文件、更换硬件之前申请License使用的主机信息文件，提交设备变更申请。

License到期

· 判断方法

登录页面提示“试用期已经到期”：



· 处理方法

	   请先点击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	   再用该文件申请License；

系统时间错误

· 判断方法

用户修改系统时间导致登录页面无法登陆，页面提示 “安装Handy的主机系统时间已经被修改，不允许登录”：



· 处理方法







申请正式版License：请先点击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再用该文件申请License；

License容量不足

· 判断方法1

1） 主机管理——存储节点页面；

2） 手动部署存储节点、自动部署存储节点或增加硬盘；

3） 添加失败，页面提示“文件存储服务硬盘总容量（XXTB）超过License最大容量（XXTB）;块存储服务硬盘总容量（XXTB）超过License最大容量（XXTB）;对象存储服务硬盘总容量（XXTB）超过License最大容量（XXTB）” 或提示文件存储服务、块存储服务、对象存储服务中的一种或两种硬盘总容量超过License最大容量：



· 处理方法1

方法1）选择小于License容量的主机或硬盘，重新添加；

方法2）请先点击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再用该文件扩容(提示的相应存储服务)申请License之后再部署集群。

· 判断方法2

1） 部署集群页面；

2） 填写信息后，点击开始创建；

3） 部署失败页面提示页面提示“文件存储服务硬盘总容量（XXTB）超过License最大容量（XXTB）;块存储服务硬盘总容量（XXTB）超过License最大容量（XXTB）;对象存储服务硬盘总容量（XXTB）超过License最大容量（XXTB）” 或提示文件存储服务、块存储服务、对象存储服务中的一种或两种硬盘总容量超过License最大容量。



· 处理方法2

方法1）在部署集群的选择主机步骤，选择小于License容量的主机，重新部署；

方法2）请先点击注册License——>填写主机信息——>点击下一步——>点击下载主机信息文件——>再用该文件扩容(提示的相应存储服务)申请License之后再部署集群。

iSCSI高可用相关

高可用IP不通

故障原因1   

网卡配置改变导致（比如配置bond口，调换业务网卡和存储网卡，CAS环境修改vswitch下的物理网卡）

/etc/keepalived/keepalived.conf配置文件中

vrrp_instance VI_15 {    -----> 实例名称

	state BACKUP

	interface eth0

	virtual_router_id 15     ------>VRID比较重要，相同VRID为一个高可用组

接口与/etc/ceph/ceph.conf中业务网网段对应的实际业务网卡不一致

osd_flashcache_size = 40960

manage_network = 192.168.35.0/24

public_network = 192.168.35.0/24

cluster_network = 172.16.35.0/24

disaster_network = 172.16.35.0/24

· 判断方法

通过ping命令



· 处理方法

删除高可用组，重新创建高可用组

故障原因2

VRID冲突（两个集群的配置文件中的VRID一样）导致，集群如果配置了VLAN与其他集群隔离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vrrp_instance VI_15 {     -----> 实例名称

		state BACKUP

		interface eth0

	virtual_router_id 15     ------>VRID比较重要，相同VRID为一个高可用组

· 判断方法

查看/var/log/syslog可以发现如下错误信息

Apr 25 17:10:27 onestor206 Keepalived_vrrp[555604]: ip address associated with VRID not present in received packet : 192.16.1.214

Apr 25 17:10:27 onestor206 Keepalived_vrrp[555604]: one or more VIP associated with VRID mismatch actual MASTER advert

· 处理方法

删除高可用组，重新创建高可用组

高可用IP通但是IO不通

故障原因1

集群比较繁忙，tgt发给ceph的IO超时，没有读写成功

· 判断方法

通过观察/var/log/syslog日志可以看到-110错误

Mar  8 11:39:47 wy-ost209 iscsid: cannot make a connection to 90.90.90.128:3260 (-1,101)

Mar  8 11:39:58  iscsid: last message repeated 3 times

Mar  8 11:39:58 wy-ost209 tgtd: procaioresp(221) io error 0x1f33160 28 -110

Mar  8 11:39:58 wy-ost209 tgtd: target_cmd_done(1520) rsp for abort task

Mar  8 11:39:59 wy-ost209 iscsid: cannot make a connection to 90.90.90.128:3260 (-1,101)

Mar  8 11:40:13  iscsid: last message repeated 4 times

· 处理方法

减轻业务压力，或者增大集群性能(可以增加节点硬盘)



fence相关

网络不通

业务网故障

· 判断方法

1， 分离部署：检查CAS主机连接集群节点的网络是否正常，例如：集群节点的IP为192.168.0.5，在CAS主机上Ping节点，若不通：

a) 检查CAS到集群之间的网线、交换机等；

b) 确定IP地址是否冲突；

c) CAS主机的网卡是否存在故障；

d) 集群节点的业务网卡是否故障；

e) 检查TGT服务是否存在，或已经挂起；

· 处理方法

排除物理问题，TGT服务故障：



执行如图命令，是否存在tgtd的进程，若不存在则service tgt start进行启动；

执行命令：tgt-admin –s



说明，TGT服务僵死，执行service tgt restart;



集群内部网络故障

· 判断方法

1，若集群只有一层交换机，网络因线破损、未插好等物理原因造成网络不通，集群可以检测出来，打开节点中的任意一个OSD的日志会存在以下信息：

network error,exit osd and create flag

2， 若集群无法检测到，打开节点任意一个OSD的日志会存在以下信息：

no reply from osd.10 since back 2017-05-03 02:55:15.983994 front 2017-05-03 02:55:15.983994 (cutoff 2017-05-03 02:59:38.312660)；

heartbeat_map is_healthy 'OSD::recovery_tp thread 0x7f6b5351e700' had timed out after 30

· 处理方法

对于集群无法检测到的情况：

1， 保证每个节点的IP是惟一的，不能冲突，例如节点1的IP为192.168.0.10，可以先禁用节点1的网卡，然后在节点2的控制台执行：ping 192.168.0.10，如果结果正常，说明IP冲突；

2， 如果有多级交换机，检测每个交换机的工作是否正常；

3， 确保集群压力在瓶颈之内，打开任意节点的任意OSD日志，vi /var/log/ceph/ceph-osd.10.log；如果存在日志：had timed out after 30，说明集群已经超越极限了，需要进行限流或升级设备；



存储IO能力达到极限

Slow Request

· 判断方法

进入集群控制台，打开OSD的日志，以osd.2为例：

vi /var/log/ceph/ceph-osd.2.log

检查有如下信息：



表示集群压力大

· 处理方法

降低业务吞吐量或者升级硬件

时间不同步

· 判断方法

时间不同步时，会导致Monitor不断选举无法提供服务

在集群的后台执行命令：ceph –w

会有相关日志：

213075 : cluster [WRN]mon.1 172.16.51.16:6789/0 clock skew 5.313975s > max 0.15s

213075 : cluster [WRN]mon.2 172.16.51.16:6789/0 clock skew 10.313975s > max 0.15s

213075 : cluster [WRN]mon.3 172.16.51.16:6789/0 clock skew 20.313975s > max 0.15s

· 处理方法

打开Handy管理界面，开启NTP配置服务，



SSD无法识别

· 判断方法

部署过程中，个别型号服务器ONEStor软件可能无法识别SSD硬盘



· 处理方法

在各节点上使用命令echo 0 > /sys/block/sdx/queue/rotational（sdx为SSD具体盘符，可通过fdisk -l查询起容量进行对应），此命令重启失效，部署完成后不影响存储工作。

密码相关

· 判断方法

Admin用户界面显示密码不正确

· 处理方法

在handy节点输入以下命令，然后输入新的密码。

calamari-ctl change_password admin

tgt相关

· 判断方法

开启IQN认证后可能导致initiato无法连接

· 处理方法

建议直接联系总部处理。

精简配置相关

ONEStor的lun配置目前支持精简配置释放空间，如果需要，请根据如下操作进行空间释放。

· 查看lun的配置

root@node100:~# tgt-admin –s



结果表明：Thin-provisioning(TP): No ，即Target（tid）512下的lun 304596615519387的精简配置为关闭状态

· 开启精简配置

如果需要开启精简配置，以这个为例：

即针对tid为512下的lun 304596615519387开启精简配置，根据之前查询到的结果，tid为（Target 512），lun 号为（LUN: 304596615519387）

在服务端执行以下命令：

tgtadm --lld iscsi --mode logicalunit --op update --tid 512 --lun 304596615519387 --params thin_provisioning=1

查看修改结果：

root@node100:~# tgt-admin -s



注:（1）Thin-provisioning(TP): Yes ，tid为512下的lun 304596615519387的精简配置为开启状态

     （2）使用命令使其生效，服务端重启之后，精简配置恢复为关闭状态

· 精简配置释放空间（CAS共享文件系统）

CAS共享文件系统删除数据后，目前存储空间不会被释放，因此需要开启精简配置，并使用命令进行空间释放。

· 首先通过上面2步，找到挂载给CAS的共享文件系统的tgt存储卷，确定是否开启了精简配置，如果没有开启，需要通过上面的方式手动开启。在存储侧执行“service tgtd restart”命令重启存储tgt服务。（版本比较老的ONEStor版本tgt可能会有会话残留，重启tgt可以避免iscsi会话连接失败。）

· 通过lsblk找出CAS的共享文件系统挂载的文件目录，如下所示，CAS挂载了一个5 T的存储卷作为共享文件系统，挂载文件路径为/vms/test：



确认/vms/test 是CAS挂载的共享文件系统目录，使用命令fstrim /vms/test即可将无用的空间释放。如果命令提示报错，则需要暂停并删除共享存储，重新加回共享存储，然后执行释放命令。

可以通过df命令观察/vms/test的已用容量变化来确认空间已经被释放。



也可以通过ONEStor的管理界面观察，查看存储卷对应的pool容量的变化，来查看空间是否已经被释放。如下：



（后续CAS会将fstrim命令加到系统中用于自动释放，目前该版本未发布）。

mon异常修复

系统盘空间利用率过高导致的mon down

· 问题排查

1) 查看mon进程是否存在 

ps -ef|grep ceph-mon

2) 若mon进程没有启动，则df -h，查看系统盘占用率

· 举例

节点mon进程无法启动

· 现象

ceph -s打印一直提示错误hunting for new mon 

或者是有错误报告，提示 1 mons down, quorum 1,2 cvknode2,cvknode3

· 问题排查

df -h查看系统盘占用情况

root@cvknode1:df -h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sda1 10G 9.6G 0.4G 96% /

udev 863M 12K 863M 1% /dev

tmpfs 349M 348K 349M 1% /run

none 5.0M 0 5.0M 0% /run/lock

none 873M 4.0K 873M 1% /run/shm

查看进程状态：ps aux | grep ceph-mon

root@cvknode20216:~/515# ps aux | grep ceph-mon

root 2619507 0.0 0.1 8112 2136 pts/3 S+ 17:47 0:00 grep --color=auto ceph-mon

· 问题原因

系统盘占用超过95%，mon进程会退出或者起不来；事实上，系统盘占用大于等于70%，会提示low disk space；占用大于等于95%，mon进程异常

· 解决方法

释放系统盘空间，启动mon进程即可 service ceph-mon-all restart 

网络错误导致的mon down

· 问题排查

1) 查看mon进程是否启动

2) 若mon进程存在，则测试mon之间的互ping是否正常

3) 通过arp -a 和ifconfig查看mon节点的arp表是否打印正确

· 举例

3 个monitor，如 mon6、mon10、mon11

mon6和mon10之间ping不通，但mon10和mon11之间ping正常，mon6和mon11之间ping正常，这样会导致频繁选举，并且mon6和mon11组成quorum，mon10和mon11组成quorum；mon集群状态不稳定；

· 排查原因

1) mon6和mon10之间物理网络异常

检查网线，网卡是否异常

2) mon6与 mon10 之间的arp表项不正确，出现mac地址对应异常 

mon6上执行arp -a 

? (172.12.15.10) at ec:b1:d7:82:75:50 [ether] on ethB08-1

? (172.12.13.10) at ec:b1:d7:82:75:50 [ether] on ethA02-0

? (172.12.14.10) at 14:02:ec:87:4c:58 [ether] on ethB08-0

? (172.12.15.96) at 14:02:ec:cd:6d:10 [ether] on ethB08-1 

发现mon10上的两个ip对应的mac为同一个，该现象可能的原因是，10上配置了默认网关，6从网关处学到的arp表项出错

· 解决方法

1) 更换网卡，网线

2) 通过mon节点互ping找到通信不正常的两个节点，通过arp -a查看arp表，通过ifconfig查看某个节点的mac和ip之间的对应关系，找出arp表不正确的那项。通过arp -s ip mac 命令修改错误的arp表项。

掉电问题引起的mon down

· 问题排查

1) 检查mon进程是否启动

2) 检查monitor之间的网络状态，是否可以相互ping通

3) 排除以上两者，则考虑是否monitor的leveldb数据库数据遭到破坏

· 现象

ceph -s 显示一个mon down，但查看对应节点的进程存在，如下图



但是上图的结果是不正常的。Mon进程重启后仍然显示mon down的状态。Mon节点之间互ping正常。问题排查为mon的数据库存储被损坏。

· 举例1

查看日志出现bad magic number,日志路径为

/var/lib/ceph/mon/ceph-xx/store.db/LOG 其中xx为主机名



· 举例2

查看mon日志出现unable to read magic from mon data,日志路径为

/var/log/ceph/ceph-mon.xx.log其中xx为主机名

2017-08-08 09:36:01.662676 7f8ca34fc7c0  0 ceph version 0.94.5 (0bb965bc2cda9e758563d1f201c19b0e81e5949e), process ceph-mon, pid 1269476

2017-08-08 09:36:01.672726 7f8ca34fc7c0 -1 unable to read magic from mon data

· 解决方法

将mon正常节点下的/var/lib/ceph/mon/ceph-XXX/store.db/下的所有内容拷贝到异常节点替换掉，后台会定时重启mon进程，也可以手动重启，service ceph-mon-all restart 



删除主机相关

6.11.1删除主机提示删除失败，实际删除成功

· 判断方法

在该主机上执行lsblk查看是否有osd未被umount



可以看到有分区残留

查看该osd目录是否被打开



可以确定该问题是由于删除主机时打开了主机下的osd目录

· 处理方法

使用cd命令退出该osd目录，然后手动执行umount /var/lib/ceph/osd/ceph-11即可

之后执行 sgdisk –zap-all /dev/sdf 格式化分区





硬盘无法添加

无可用的硬盘

节点内osd已被ceph集群使用过

· 判断方法

使用lsblk查看想要添加的硬盘，查看硬盘已有分区，再使用gdisk  -l /dev/xxx (xxx为盘符名称)命令，查看硬盘分区中有ceph标识：



则认为此硬盘已被使用。

· 处理方法

注意：使用此方法前，需要确认此块硬盘未被使用过，否则会导致数据误删！！！

若确认此硬盘未被用户使用，只是之前残留导致，则使用ceph-disk zap /dev/xxx(xxx为盘符名称)清除残留数据后，再尝试添加。





OSD无法启动

rocksdb损坏导致OSD无法启动

· 判断方法

1. Handy页面监控到正常硬盘数量减少，如下图：



1. 点击主机名称，进入硬盘界面，找到该盘号“sdd”为“异常”



1. 输入ceph osd tree，找到down状态的的OSD号，如下图：



 4、打开osd日志（路径：/var/log/ceph/ceph-osd.1.log）查看到有启动过程中rocksdb出错，如下图所示：



· 处理方法

保证集群健康度100%的情况下，在handy页面上删除异常osd，再重新添加进集群：



osdmap丢失导致osd进程无法启动

· 判断方法

当osd进程因获取osdmap失败导致进程无法重启，一般osd日志打印“failed to load OSD map for epoch 176 xxx”，这个时候提示无法从磁盘获取版本号为176的map，但是可以导入，前提是mon还保存了当前丢失版本号的osdmap

· 处理方法

1、从mon获取osdmap：

ceph osd getmap –o 176 om176

2、将获取到的osdmap导入到无法启动的osd：

ceph-objectstore-tool --data-path /var/lib/ceph/osd/ceph-0/ --mon-store-path /var/lib/ceph/osd/ceph-0/ --type bluestore --op set-osdmap --file om176



3、再启动进程，一般会提示丢失多个osdmap，再按照步骤（1、2）操作就行

主机管理

删除存储节点过程中，由于误操作拔出了该存储节点对应的osd，导致读缓存残留

· 判断方法

集群开启闪存加速，删除存储节点过程中，拔出该存储节点对应的osd，节点删除成功后，发现被拔出的osd会残留读缓存分区，插回该osd，再次添加该存储节点进原集群后，发现osd对应的读缓存分区重新挂载了，而且原残留读缓存还在，造成读缓存浪费

· 处理方法

插回硬盘后，如果发现该硬盘残留缓存分区，如下：



如果要将该节点重新加入集群且避免缓存浪费，需要手动删除缓存分区，执行命令如下：



通过lsblk找到flashcache的标识码adeb6765-dcb7-437a-807e-ad6e0b6aaced。

Step 1：查找被拔插硬盘对应的flashcache信息。

执行ls /proc/sys/dev/flashcache |grep “flashcahe标识码”，查找flashcache信息，

Step 2: 移除该硬盘上的flashcache信息

[root@node127 ~]# sysctl -w dev.flashcache.f28c1e04-cf71-4853-b628-8017db519b4a+ adeb6765-dcb7-437a-807e-ad6e0b6aaced.fast_remove=1		

说明：around的模式没有fast_remove标记。不需要执行sysctl –w的命令，back模式需要。



dmsetup remove adeb6765-dcb7-437a-807e-ad6e0b6aaced（如果删除失败，建议重启）



在handy界面上重新添加该节点到集群中，添加成功，且无残留缓存分区。





SNMP相关

网管平台接收不到get响应

snmp服务开始监听get port配置端口后该端口被占用

· 判断方法

使用netstat -apn |grep xxxx查看端口xxxx(xxxx为get port配置端口号)，查看该端口占用情况，可以看到最右侧的进程pid，再使用ps –aux | grep xxxxxx (xxxxxx为进程pid)命令，查看该端口被其他进程占用情况：



除了snmp-get-responder进程外还有其余进程使用该端口，则认为此端口已被其余进程占用。

· 处理方法

若确认此端口已被其余进程占用，需将其余进程关闭，或通过kill xxxxxx (xxxxxx为进程pid)关闭其他进程。



网管平台配置snmp v1版本get请求时配置oid错误

· 判断方法

在存储端leader节点使用命令行snmpget -v1 -c $community $ip:$port $oid，其中$community为读团体名，不配置时输入public，$ip为存储端ip，$port为所配置的get port端口号，$oid 为网管平台所配置的oid，如：snmpget -v1 -c public 172.16.156.111:12302 1.3.6.1.4.1.25504.1.7.1.12.0。可以查看存储端返回消息，如果为以下错误码，则说明oid配置错误。



· 处理方法

若确认oid配置错误，需检查oid修改为正确值，修改正确后，将返回如下格式“oid=string”信息。





网管平台配置snmp v2c版本和v3版本get请求时配置oid错误

· 判断方法

存储支持的oid范围如下：1.3.6.1.4.1.25506.1.7.1.2、1.3.6.1.4.1.25506.1.7.1.9、1.3.6.1.4.1.25506.1.7.1.10、1.3.6.1.4.1.25506.1.7.1.12、1.3.6.1.4.1.25506.1.7.1.13。

在配置get请求时，网管平台配置的oid最后需要增加一位数字，该数字有效范围为0至2147483647。

查看/var/log/onestor/snmp_get_responder.log后台日志，如果有以下“NoSuchObjectError”错误提示，则说明oid配置错误，不在存储支持的oid范围内，mib中不存在该oid节点。可能存在如下情况：oid输入了多于正确oid的位数，如1.3.6.1.4.1.25506.1.7.1.2.0.1，需检查位数是否正确。



如果有以下“NoAccessError”错误，则说明oid配置错误，不在存储支持的oid范围内，mib中该节点存在，但该节点无读写权限。可能存在如下情况：oid输入了少于正确oid的位数，如1.3.6.1.4.1.25506.1.7.1.2，需检查位数是否正确。



如果有以下“ValueConstraintError"，可能存在如下情况：oid最后一位数字不在0至2147483647范围内，如1.3.6.1.4.1.25506.1.7.1.2.2147483647,需检查最后一位数字是否在上述范围内



· 处理方法

若确认oid配置错误，需检查oid修改为正确值，修改正确后，日志中将不会打印上述错误信息，提示“Success to write the vars”。





增值业务相关

业务查询详情结果与展示结果不一致

故障原因

由于Handy节点故障，导致增值业务在系统事件处理中更新数据库失败，从而表现为从数据库获取数据的展示界面结果与从内存获取数据的详情结果不一致。

处理方法

如果是卷迁移特性，在界面将不一致的迁移删除，然后重新创建；

如果是卷拷贝特性，在界面停止不一致的拷贝，然后重新启动；

卷挂载给Windows客户端在线创建快照可能会出现数据不一致情况

故障原因

产品提供快照功能是存储侧快照，创建快照的瞬间无法保证主机测没有缓存数据，通hang IO实现多时间点同步，保证创建快照的时间点主机刷盘。存储侧快照创建时若Windows客户端有缓存机制，则无法保证创建的快照保护的数据与该时间点数据一致，可能是旧的数据。

处理方法

主机侧需要agent软件配合进行快照创建时缓存刷盘。目前暂无此软件，可采用离线快照的方式规避数据不一致的问题。

同一个卷的不同时间点的多个只读快照或者可写快照同时映射给一个windows客户端，有些快照显示“没有初始化，未分配”，不可用

故障原因

主机操作系统可能将快照卷和源卷识别为同一个卷。将源卷和快照卷映射给同一主机时，由于主机操作系统、卷管理等采用的卷识别机制（例如，Oracle ASM应用场景中，主机通过ASM磁盘头信息识别不同的卷）可能会将源卷和快照卷识别为同一个卷，导致源卷和快照卷的数据被破坏。

处理方法

建议不要将源LUN和快照LUN映射至同一主机。

对卷打快照后，Handy界面把卷移除映射后（不执行扫盘和断iscsi连接操作），进行快照回滚,原卷数据未恢复到快照时间点数据。

故障原因

存储侧断开映射，主机侧未感知到映射已断开。主机侧保有数据缓存，存储侧进行快照回滚后，重新挂载给主机，主机缓存覆盖已回滚的卷数据。

处理方法

进行快照回滚前进行下述操作任一即可：

解除映射并重新扫描硬盘

断开iSCSI连接。

原卷mount到目录下时，对原卷创建只读快照，创建完成后，只读快照不能mount

故障原因

Linux客户端挂载原卷，新建的文件系统由于缓存的问题未能刷盘，此时创建存储侧快照，快照文件系统不完整，挂载时出现super block损坏错误。

处理方法

Linux客户端创建快照前进行解除挂载操作

快照可能出现创建中，删除中和回滚失败的中间状态

故障原因

快照可能因为异常情况出现创建，删除，回滚失败的情况，并且由于集群异常，记录无法进行自动回退。

处理方法

对于创建中和删除中创建的快照，可以进行手动删除操作清理残留记录；对于由于异常而出现回滚失败的快照,应该重新进行回滚操作,否则源卷数据可能不可用。

service vaed restart（stop）无法使vae进程正常退出

故障原因

业务压力过大，导致VAE进程无法通过标准化流程退出。

处理方法

使用ps –ef|grep vae查出vae进程号，使用kill -9 [进程号]命令退出vae进程。

兼容性问题

低限制的QOS策略引起客户端慢盘现象分析

故障原因

客户端配置使用多个存储硬盘，如果在存储硬盘上关联了低带宽、低IOPS的QoS策略（相当于多个慢盘的场景），当每个存储硬盘的并发很大时（存储硬盘数 × 单个存储硬盘IO并发数 ＞ 启动器并发数），会概率出现io跌0现象。IO并发数参见本节第2条方法中的配置文件。

处理方法

1） 客户端进行压力分解

a． 客户端必须使用一个客户端多个硬盘的场景下，采用较大压力的使用方案，建议客户端安装多路径，且iSCSI连接进行多连接的配置方案，进行压力分解。

b． 客户端侧不是必须使用一个客户端的场景下，采用较大压力的使用方案，建议使用多个客户端，将不同的存储硬盘挂载到不同的客户端上，进行压力分解。

2） 客户端修改iSCSI启动器的IO限制

在客户端修改iSCSI启动器配置文件，增大启动器的IO限制，方法如下：
打开iSCSI启动器的配置文件，默认路径为/etc/iscsi/iscsid.conf

找到配置文件中的session and device queue depth部分，将node.session.cmds_max从默认值修改为最大值2048.

修改前为：



修改后为：



修改完成后，进行启动器的重启。

判断主机网卡流控是否开启及手动开启网卡流控的方法

判断主机网卡是否开启流控

通过ethtool -a ethX命令判断主机网卡是否开启流控。若RX/TX均为on，表明流控正常开启，跳过第二步；若为 off（RX/TX全为off或者其中之一为off），则表明流控未开启或部分未开启。操作示例如下：



手动开启主机网卡

通过ethtool -A ethX autoneg off tx on手动开启主机网卡。手动设置后，可以稍等几秒再次通过ethtool -a ethX命令查看网卡流控是否开启成功。操作示例如下：



开启交换机侧流控

登录服务器连接的交换机，进入连接的交换机端口，配置流控命令（我司交换机流控命令为flow-control），操作示例如下：



查看是否生效

运行一段时间较大业务压力情况下，可以使用ethtool -S  ethX | grep flow_control查看流控帧统计，并根据统计结果判断流控是否真正生效并起作用。判断规则如下：

0. 若tx_flow_control_xon/rx_flow_control_xon/tx_flow_control_xoff/rx_flow_control_xoff统计均为0，请检查网卡及交换机端的流控配置是否设置成功；

0. 若tx_flow_control_xon/tx_flow_control_xoff有统计，而rx_flow_control_xon/rx_flow_control_xoff为0，请检查交换机端流控配置是否成功；

0. 若rx_flow_control_xon/rx_flow_control_xoff有统计，而tx_flow_control_xon/tx_flow_control_xoff 为0，请检查本端网卡流控配置是否成功；

0. 网卡和交换机端流控均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tx_flow_control_xon/rx_flow_control_xon/tx_flow_control_xoff/rx_flow_control_xoff应均有统计。

示例如下：



特别说明

(1) ethX代表网卡名称，具体以实际环境为准；

(2) 目前该命令只在浙江农信开局测试中验证过，对应主机设备为华为服务器2288HV5，网卡型号：SP310（芯片82599），内核版本：4.14.0-50.el7.centos.x86_64，驱动版本流：5.1.0-k（内核自带驱动）；

(3) 由于不同环境的网卡采取不同的芯片、固件和驱动版本，使用上述配置命令配置后不能保证生效；

(4) 流控需要网卡端和交换机端都开启流控，否则流控不能完全生效。

Ntp相关

集群内NTP主时钟源与集群时钟同步

NTP同步的规则是：NTP服务端优先跟自身硬件时间同步，然后向当前活动且优先级最高的服务端同步；客户端直接向当前活动且优先级最高的服务端同步。因此若优先级最高的服务端因更换主板配件等操作，产生时间跳变，会致使集群时间产生整体跳变，因此需要使用如下方法进行集群时钟同步。

· 判断方法

在集群中各个节点使用命令ntpq –p查看ntp配置。

若remote列仅有LOCAL(0)，则当前节点为主NTP服务端，如下图所示：



若remote列有LOCAL(0)和一个节点ip，则当前节点为次NTP服务端，如下图所示：



若remote列有多个节点ip，则st列数字最小的那一行对应的ip即为主NTP服务端，st列数字第二小的那一行对应的ip为次NTP服务端，如下图所示：



如果需要更换主板配件等操作的主机为主NTP服务端，为避免其时间变化对集群带来影响，需参照下述处理方法对NTP配置进行调整后同步集群时间。

· 处理方法

针对下述两种情况，分别处理如下：

1） 若主NTP服务端未下电，可登陆后台操作。

在主NTP服务端上进行如下7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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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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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若主NTP 服务端已下电，无法登陆后台操作。

先在次NTP服务端上进行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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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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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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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27

		H3C机密，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第15页, 共143页







image85.png



image86.png



image87.png



image88.png



image89.png



image90.png



image91.png



image92.png



image93.png



image94.png



image1.jpeg



image95.png



image96.png



image97.png



image98.png



image99.png



image100.png



image101.png



image102.png



image103.PNG



image104.PNG



image105.png



image106.PNG



image107.png



image108.PNG



image109.png



image110.PNG



image111.png



image112.png



image113.PNG



image114.png



image115.png



image116.png



image117.png



image118.png



image119.png



image120.png



image121.png



image122.png



image123.png



image124.png



image125.png



image126.png



image127.png



image128.png



image129.png



image130.png



image131.png



image132.png



image133.png



image134.png



image135.png



image136.png



image137.png



image138.png



image139.png



image140.png



image141.png



image142.png



image143.png



image144.png



image145.png



image146.png



image147.png



image148.png



image149.png



image150.png



image151.png



image152.png



image153.png



image154.png



image155.png



image156.png



image157.png



image158.png



image159.png



image160.png



image161.png



image162.png



image163.png



image164.png



image165.png



image166.png



image167.png



image168.png



image169.png



image170.png



image171.png



image172.png



image173.png



image174.png



image4.jpeg



image175.png



image176.png



image177.png



image178.png



image179.png



image180.png



image181.png



image182.png



image183.png



image184.png



image5.jpeg



image185.png



image186.png



image187.png



image188.png



image189.png



image190.png



image191.png



image192.png



image193.png



image194.png



image6.png



image195.png



image196.png



image197.png



image198.png



image199.png



image200.png



image201.png



image202.png



image203.png



image204.png



image7.png



image205.png



image206.png



image207.png



image208.png



image209.png



image210.png



image211.png



image212.png



image213.png



image214.png



image8.jpg



image215.png



image216.png



image217.png



image218.png



image219.png



image220.png



image221.png



image222.png



image223.png



image9.png



image224.PNG



image225.PNG



image226.png



image227.png



image228.png



image229.png



image230.png



image231.png



image232.png



image233.png



image10.png



image234.png



image235.png



image236.png



image237.png



image238.png



image239.png



image240.png



image241.png



image242.jpeg



image243.png



image11.png



image244.png



image245.png



image246.png



image247.png



image248.jpeg



image249.png



image12.png



image250.png



image251.png



image252.png



image253.png



image254.png



image255.png



image256.png



image257.png



image258.png



image259.png



image13.png



image260.png



image261.png



image262.png



image14.png



image15.png



image16.png



image17.png



image18.png



image19.png



image20.png



image21.png



image22.png



image23.png



image24.png



image25.png



image26.png



image27.png



image28.png



image29.png



image30.png



image31.png



image32.png



image33.png



image34.png



image35.png



image36.png



image37.png



image38.png



image39.png



image40.png



image41.png



image42.png



image43.png



image44.PNG



image45.PNG



image46.PNG



image47.PNG



image48.png



image49.png



image50.png



image51.png



image52.png



image53.png



image54.png



image55.png



image56.png



image57.png



image58.png



image59.png



image60.png



image61.png



image62.png



image63.png



image64.png



image65.png



image66.png



image67.png



image68.png



image69.png



image70.png



image71.png



image72.png



image73.png



image74.PNG



image75.png



image76.png



image77.png



image78.png



image79.png



image80.png



image81.png



image82.png



image83.png



image84.png



image2.png



image3.emf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New H3C Technologies Co.,Ltd.

		产品名称Product Name

		密级Confidential Level



		

		ONEStor

		内部公开



		

		产品版本Product Version

		共30页30Pages in all



		

		ONEStor 1.0,2.0,3.0

		







H3C ONEStor 硬盘更换指导书





New H3C Technologies Co., Ltd.

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For internal use only）

（仅供内部使用）

		



		XX产品逐点答复集 (VX.XX)

		机密











		2009-07-27

		华为三康机密，未经许可不得扩散

		第i页, 共7页









Revision Record 修订记录



		Date

日期

		Revision Version 

修订版本

		Change Description

描述

		Author

作者



		2019-10-15

		1.00

		1、完成初稿

		余灿





		

		H3C ONEStor 硬盘更换指导书

		文档密级：内部公开

		











目录

1 适用范围及注意事项	1

2 判断软件版本	1

2.1 通过前台页面查看软件版本	1

2.2 登录到操作系统查看软件版本	1

3 判断硬盘类型	1

3.1 通过硬盘槽位号查询硬盘在操作系统下对应的盘符	2

3.1.1 PMC阵列卡（PM8060）	2

3.1.2 PMC阵列卡（P460）	2

3.1.3 LSI阵列卡	3

3.1.4 HP SSA阵列卡	4

3.2 通过分区和挂载判断硬盘类型	5

3.2.1 系统盘	5

3.2.2 journal加速SSD	5

3.2.3 flashcache加速SSD	6

3.2.4 数据盘	6

4 操作前检查	7

4.1 检查集群健康状态	7

4.2 检查集群业务压力	8

4.2.1 检查iostat 状态	8

4.2.2 检查内存使用率	8

4.3 检查配置	9

4.3.1 检查硬盘缓存	9

4.4 检查集群硬件状态	12

5 硬盘更换	12

5.1 数据盘更换	12

5.1.1 将故障硬盘从集群中删除	12

5.1.2 拔下故障盘，换上新盘	16

5.1.3 将新盘加回集群	23

5.2 系统盘更换	24

5.2.1 只有一块系统盘故障	24

5.2.2 两块系统盘都故障	24

5.3 journal加速SSD更换	24

5.3.1 拔下故障盘，换上新盘	24

5.3.2 恢复journal 加速盘的分区	24

5.3.3 拉起journal 加速盘	25

5.4 flashcache加速SSD更换	26

5.4.1 删除数据盘，并删除flashcache软连接	26

5.4.2 拔下故障盘，换上新盘	27

5.4.3 将数据盘重新加回集群	27

6 使用toolkit执行巡检	27







适用范围及注意事项

本手册适用于安装有ONEStor软件的新华三自研服务器设备的可热插拔的硬盘更换，不同版本的更换方式有所不同，请参考具体章节。

本文档仅包含更换硬件操作中需要在ONEStor软件层面做的操作，关于硬件层面的操作步骤，请参考对应机型的用户手册。

执行硬件更换操作前，请仔细阅读本文档。本文档定期更新，使用本手册前，请登录DMP查看是否有更新版本。DMP归档路径：

对于已有业务的生产环境，操作前需要提前一周提交《客户网络变更电子流》，并同步拨打400热线联系总部评审方案。

判断软件版本

操作前，请判断软件版本，并依据对应的软件版本操作。

通过前台页面查看软件版本

登录所在集群的Handy管理页面，点击右上角的符号，查看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为E011x或R011x的版本为ONEStor 1.0版本，E03xx或R03xx的版本为ONEStor 2.0版本，E21xx或R21xx的版本为ONEStor 3.0版本。

登录到操作系统查看软件版本

登录待更换节点的操作系统命令行，执行cat /etc/onestor_external_version查看软件版本。



软件版本为E011x或R011x的版本为ONEStor 1.0版本，E03xx或R03xx的版本为ONEStor 2.0版本，E21xx或R21xx的版本为ONEStor 3.0版本。

判断硬盘类型

硬盘类型分为系统盘、journal加速SSD，flashcache加速SSD及数据盘几种类型。若更换硬盘时不知道硬盘的类型，请参考本章节判断。

通过硬盘槽位号查询硬盘在操作系统下对应的盘符

如果只知道待更换硬盘槽位号，而不知道硬盘在操作系统下的盘符，请按照本章节查询。

如果已知系统下的盘符，请跳过本章节。

某些情况下硬盘彻底故障，会导致阵列完全离线，这种情形下系统下无法查询到盘符。若无法查询到盘符、又不知道待更换硬盘是什么类型，请联系400获取帮助。

不同阵列卡型号对应的查询方法不同，请参考对应小节。

PMC阵列卡（PM8060）

首先查询阵列卡编号，执行arcconf list，输出信息中的Controller ID代表阵列卡编号。如图查询到阵列卡编号为1。



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ld（1为上一步中查到的阵列卡编号），找到对应slot号的硬盘的Logical Device number。如图查询到槽位号为Enclosure 0，Slot 6的硬盘对应的Logical Device Number为7。



执行lsscsi，前面方括号中的4位数字中的第3位即为Logical Device Number，最后的/dev/sdx表示此逻辑阵列在系统下对应的盘符。如图查询到Logical Device Number为4的逻辑阵列，其在操作系统下对应的盘符为sde。



PMC阵列卡（P460）

首先查询阵列卡编号，执行arcconf list，输出信息中的Controller ID代表阵列卡编号。如图查询到阵列卡编号为1。



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ld（1为上一步中查到的阵列卡编号），找到对应slot号的硬盘的Logical Device number和Disk Name。如图查询到槽位号为Enclosure 0，Slot 6的硬盘对应的Logical Device Number为8，其对应的Disk Name即为操作系统下的盘符sdi。



LSI阵列卡

首先查询阵列卡编号，执行megacli -AdpAllinfo -aALL | more，输出信息中的Adapter #后面的数字代表阵列卡编号。如图查询到阵列卡编号为0。



执行megacli LDPDinfo -a0（0为上一步中查询到的阵列卡编号），找到对应slot号的硬盘的Virtual Drive编号，如图查询到槽位号为Enclosure 252，Slot 3的硬盘对应的Virtual Drive为3。



执行lsscsi，前面方括号中的4位数字中的第3位即为Logical Device Number，最后的/dev/sdx表示此逻辑阵列在系统下对应的盘符。如图查询到Logical Device Number为3的逻辑阵列，其在操作系统下对应的盘符为sdd。



HP SSA阵列卡

首先查询阵列卡编号，执行hpssacli ctrl all show，输出信息中的Slot号代表阵列卡编号。如图查询到阵列卡编号为1。



执行hpssacli ctrl slot=x physicaldrive all show detail，显示物理盘slot号与逻辑阵列的对应关系。如图1I:2:2对应的逻辑阵列为array A。



执行hpssacli ctrl slot=x logicaldrive all show detail，显示对应的逻辑阵列编号和系统下盘符的对应关系。如图表示array A对应sda。



通过分区和挂载判断硬盘类型

系统盘

执行lsblk查看，有挂载到“/”的分区的磁盘为系统盘。如图sda为系统盘。



journal加速SSD

只有ONEStor 1.0及2.0版本才会有journal加速SSD，ONEStor 3.0版本不存在journal加速SSD。

执行lsblk查看，journal加速SSD的第一个分区大小为15MB或16MB，其余的多个分区大小相同，且分区没有挂载。如图sdf为journal加速SSD。



flashcache加速SSD

ONEStor 1.0及2.0版本

执行lsblk查看，flashcache加速SSD的第一个分区大小为15MB或16MB，其余的多个分区大小相同，且分区下有较长的uuid，其后显示挂载路径/var/lib/ceph/osd/ceph-x（x为osd编号）。如图sdo为flashcache加速SSD。



ONEStor 3.0版本

执行lsblk查看，flashcache加速SSD的第一个分区大小为15MB或16MB，其余的多个分区大小相同，且分区下有较长的uuid，其后没有挂载。如图sdo为flashcache加速SSD。



数据盘

ONEStor 1.0及2.0版本

执行lsblk查看，数据盘可能有以下4种分区和挂载形式：

（1）不带加速SSD环境下的数据盘，有两个分区，其中第二个分区大小为10G，没有挂载路径，第一个分区大小为硬盘的剩下所有容量，挂载到/var/lib/ceph/osd/ceph-x（x为osd编号）路径下。



（2）带有journal加速SSD环境下的数据盘，仅有一个分区，挂载到/var/lib/ceph/osd/ceph-x（x为osd编号）路径下。



（3）带有flashcache加速SSD环境下的数据盘，有有两个分区，其中第二个分区大小为10G，没有挂载路径，第一个分区大小为硬盘的剩下所有容量，挂载到/var/lib/ceph/osd/ceph-x（x为osd编号）路径下，同时第一个分区下有一长串的uuid。



（4）既有journal加速SSD，又有flashcache加速SSD环境下的数据盘，仅有一个分区，挂载到/var/lib/ceph/osd/ceph-x（x为osd编号）路径下，同时此分区下有一长串的uuid。



ONEStor 3.0版本

执行lsblk查看，数据盘可能有以下2种分区和挂载形式：

（1）不带加速SSD环境下的数据盘，有两个分区，其中第一个分区大小为100M，挂载到/var/lib/ceph/osd/ceph-x（x为osd编号）路径下，第二个分区大小为硬盘的剩下所有容量，没有挂载路径。



（2）带有flashcache加速SSD环境下的数据盘，有有两个分区，其中第一个分区大小为100M，挂载到/var/lib/ceph/osd/ceph-x（x为osd编号）路径下；第二个分区大小为硬盘的剩下所有容量，没有挂载路径，且第二个分区下有一长串的uuid。



操作前检查

操作前，请务必执行本章的所有检查项，确认都符合后再操作。

检查集群健康状态

1、登陆Handy页面，在“概览”页面，确认集群健康度为100%，且右上角无告警。若集群健康度不为100%，或集群有告警，请等待集群自动恢复或排除故障后再操作。若等待一段时间仍然没有恢复进度，则拨打400获取帮助。



图1 确认集群健康度及右上角告警信息

2、在集群中任意节点后台执行watch ceph -s持续观察集群健康状态，正常情况下状态为Health_OK。观察一分钟左右，确认健康状态正常。若健康状态不为Health_OK，请拨打400热线联系总部确认。



图2 后台确认集群健康状态

检查集群业务压力

检查iostat 状态

ssh到集群中所有主机的后台命令行，执行iostat -x 1持续观察所有节点的CPU使用率和磁盘压力，该命令会每1s刷新输出iostat，建议每台主机观察2min左右。空闲的CPU %idle应该在40以上；%util（磁盘IO繁忙度）需在40%以下；svctm（平均每次IO请求的处理时间）需在20以下(单位为ms)；await（平均IO等待时间）和 r_await（平均读操作等待时间） 以及w_await（平均写操作等待时间）需在20以下（单位为ms）。如果偶有超过上限的情况，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持续保持在上限以上，则需要等待业务压力变小或暂停部分业务，直到集群业务压力满足条件。



图3 iostat输出

检查内存使用率

ssh到集群中所有主机的后台命令行，执行sync;echo 3 > /proc/sys/vm/drop_caches释放内存cache。等待约1分钟，然后执行free -m检查内存使用率。需要满足内存使用率在60%以下。

注：内存使用率为第一行的used值与内存总容量的比值。



图4 内存使用情况

检查配置

检查硬盘缓存

以下操作在存储集群中每台服务器的后台执行。如果检查结果与预期不符，请联系400处理。

PMC阵列卡（PM8060）

（1）检查硬盘写缓存是否关闭：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pd | grep -i “write cache”，所有的输出结果应为Disabled (write-through)。（1为阵列卡编号，按实际情况修改）



（2）检查所有HDD阵列卡读写缓存是否开启并设置为掉电保护模式，所有SSD阵列卡读写缓存是否关闭：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询。（1为阵列卡编号，按实际情况修改）

对于HDD，如下为正常情况：



对于SSD，如下为正常情况：



PMC阵列卡（P460）

（1）检查硬盘写缓存是否关闭：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ad |grep " Physical Drive Write Cache Policy Information" -A4，所有的输出结果应为Disabled。（1为阵列卡编号，按实际情况修改）



（2）检查所有HDD阵列卡读写缓存是否开启并设置为掉电保护模式，所有SSD阵列卡读写缓存是否关闭：

首先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ad | grep -i cache查询阵列卡配置（1为阵列卡编号，按实际情况修改），默认情况Read Cache为10%，Write Cache为90%，No-Battery Write Cache为Disabled。



然后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询。（1为阵列卡编号，按实际情况修改）

对于HDD，如下为正常情况：



对于SSD，如下为正常情况：





LSI阵列卡

检查硬盘写缓存和阵列卡缓存状态：megacli -LDinfo -Lall -a0（0为阵列卡编号，按实际情况修改）

对于SSD，如下为正常情况



对于HDD，如下为正常情况



HP SSA阵列卡

（1）检查硬盘写缓存是否关闭：hpssacli ctrl all show config detail | grep -i cache



未做过特殊调整的情况下，Cache Ratio应为10%读，90%写；Drive Write Cache 应为Disabled；No-Battery Write Cache应为Disabled。

（2）检查各阵列的缓存模式设置是否正确：hpssacli ctrl slot=n ld all show detail（其中n为阵列卡槽位号，请按照实际情况修改）



对于HDD，LD Acceleration Method应为Controller Cache；对于SSD，LD Acceleration Method应为Disabled或Smart IO Path。

（3）检查阵列卡是否设置为Max Performance模式：hpssacli ctrl all show config detail | grep -i Power



其中，Current Power Mode应设置为MaxPerformance模式。

检查集群硬件状态

登录集群中所有节点的HDM/iLO，检查是否有硬件报错。若有除了此次待更换的硬件之外的硬件报错，请联系400确认。

硬盘更换

数据盘更换

将故障硬盘从集群中删除

1、硬盘故障导致ONEStor主机硬盘状态处显示主机硬盘缺少





2、点击主机名称，进入硬盘界面，sdh和sdk磁盘显示“异常”，记录下显示为“异常”的磁盘盘符。



3、删除故障硬盘。

（1）在前台页面删除故障硬盘：确保集群的健康度是100%，在handy界面找到异常的盘（sdh和sdk），选择删除，等待删除过程完成。一次只能在一个节点操作。删除完一个节点的故障盘后，需等待数据平衡完毕，才能继续删除其他节点的故障盘。考虑到数据平衡需要一定时间，建议在备件到达现场之前提前一天完成此操作。

注：若前台页面磁盘显示为“暂无数据”或无法删除，请参考（2）操作。



（2）在后台删除故障硬盘：当故障硬盘的挂载路径丢失的情况下，在前台页面会无法删除，此情况下可以通过后台命令行删除。

a. ssh登录到故障节点的后台命令行，执行ceph osd tree，找到状态为down的osd编号，例如下图中，故障的osd编号为1。



b. 若硬盘是带有journal或flashcache加速的数据盘，还需要找到对应的加速分区，待后续删除用。查询硬盘是否有journal或flashcache加速的方法请参考3.2.4章节。

i. 确认硬盘带有journal加速后，首先需要确定journal SSD上哪个分区是待更换硬盘对应的加速分区。

查询方法一（推荐）：

①用cat /var/lib/ceph/osd/ceph-x/journal_uuid（x为故障的osd号）找出待删除硬盘缓存分区的uuid；②用ll /dev/disk/by-partuuid/ 查看所有磁盘分区对应的uuid；③在②的输出结果中找到和①相同的，该磁盘分区即为需要删除的写缓存分区。例如：下图中，sdf6即为待更换硬盘sdb对应的写缓存分区。



查询方法二：

如果执行cat /var/lib/ceph/osd/ceph-x/journal_uuid查找不到，此时，可以先对应出此台服务器上的其他活动的数据盘对应的写缓存分区，那么剩下没有对应关系的写缓存分区就是被删除的硬盘对应的写缓存分区了。

例如，下图中，对应出osd.5的写缓存分区为sdf3，osd.8的写缓存分区为sdf4，osd.11的写缓存分区为sdf5，那么sdf上还剩下sdf1和sdf6，其中sdf1只有15M，是标识sdf为写缓存SSD的分区，因此sdf6就是被删除的硬盘的写缓存分区。



ii. 确认硬盘带有flashcache加速后，需要确定flashcache SSD上哪个分区是待更换硬盘对应的加速分区。

使用lsblk命令查看osd的挂载路径和软连接信息。例如下图中查询的osd.11对应的数据盘为sde，通过uuid比对，与sde下面的uuid相同的flashcache 加速分区为sdf8。



若使用此方法查询不到故障osd对应的uuid，则需要使用排除法，将所有正常的osd对应的flashcache加速分区找出来，那么剩下的加速分区则属于故障osd。

查询完毕之后，执行以下命令移除flashcache软连接：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x //x为故障osd编号

dmsetup remove /dev/mapper/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为flashcache加速分区下的一长串uuid

c. osd可能还有挂载残留，执行umount /var/lib/ceph/osd/ceph-x将osd的挂载取消，其中x为osd编号，按照实际情况修改。如果执行此命令后提示“umount: /var/lib/ceph/osd/ceph-x: not mounted”，属于正常情况。

d. 执行以下命令将osd删除，其中x为osd编号，按照实际情况修改，注意不要删错。

ceph osd crush remove osd.x

ceph auth del osd.x

ceph osd rm osd.x

e. 将步骤b中查询到的加速SSD分区删除。

命令：parted /dev/sdx ；rm y （sdx为加速SSD的盘符，y为分区号，按实际情况修改）

删除上文确认过的故障硬盘对应的读写缓存分区。如需要删除sdo2分区。



确认分区是否已经删除



f. 删除完毕后，刷新Handy界面查看，确认Handy上该故障盘已经消失，并等待集群健康度恢复100%。

拔下故障盘，换上新盘

PMC阵列卡

（1）若故障盘已经亮橙灯，则直接插拔即可。

（2）若故障盘未亮灯，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定位故障盘：

执行arcconf identify 1 logicaldrive y（y为3.1章节中查询到的logical device number，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点亮故障盘的定位灯（蓝色LED），然后拔下故障盘，换上新盘。

注：定位灯点亮后，按任意键退出即可关闭定位灯。



（3）如果故障盘有逻辑阵列残留，需要删除。

a. 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看阵列卡下的所有逻辑阵列，显示如下：



正常情况下，Segment字段应显示为Present。对于故障盘的残留阵列信息，该字段会显示为Missing。



记下显示为Missing的logical device number（假设为y）。

若此步骤中查询到的所有逻辑阵列均为Present，说明故障盘已无残留，无需删除，可以跳过本步骤直接进入（4）步骤。

b. 执行arcconf delete 1 logicaldrive y（y为上一步中查询到的logical device number），删除残留的阵列信息。删除完毕后再安装a中的方法查询，发现Missing状态的logical device已经消失。

（4）对插入的新盘做阵列。

方法一（推荐）：



此方法适用于ONEStor 2.0及3.0版本。

进入ONEStor管理界面，选择资源管理->阵列卡管理工具，输入需要更换硬盘节点的ip地址和root密码。然后点击扫描，选择未识别的硬盘（SSD的阵列卡读写缓存关闭，HDD的阵列卡读写缓存打开），最后点击识别。

方法二：

若使用方法一无法配置阵列，则采用此方法。

a. 执行arcconf getconfig 1 pd，找到状态为Raw的新盘，记下其CD（channel, device）号，如图CD号为0,15。



b. 初始化该硬盘

arcconf task start 1 device 0 15 initialize //CD号按实际情况修改

c. 对该硬盘做阵列

arcconf create 1 logicaldrive max simple_volume  0 15 //CD号按实际情况修改

d. 设置缓存模式

对新硬盘做完阵列之后，会多出一块逻辑阵列，执行命令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询多出来的逻辑阵列的编号（以y为例）。

对HDD：

开启raid卡读缓存：arcconf setcache 1 logicaldrive y ron

开启raid卡写缓存并设置掉电保护模式：arcconf setcache 1 logicaldrive y wbb

关闭物理写缓存：arcconf setcache 1 deviceall disable //执行后若报错提示“Controller Global Physical Devices Cache policy is already Disabled”，属于正常情况。



对SSD：

关闭raid卡读缓存：arcconf setcache 1 logicaldrive y roff

关闭raid卡写缓存：arcconf setcache 1 logicaldrive y wt

关闭物理写缓存：arcconf setcache 1 deviceall disable //执行后若报错提示“Controller Global Physical Devices Cache policy is already Disabled”，属于正常情况。



e. 执行完以上步骤后，执行lsblk查询，会发现一块没有分区的新盘。



LSI阵列卡

（1）若故障盘已经亮橙灯，则直接插拔即可。

（2）若故障盘未亮灯，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定位故障盘：

执行megacli -PdLocate -start -physdrv[E:S] -aN 点亮硬盘定位灯，E和S代表3.1.3中查看的Enclosure编号和硬盘Slot号，N代表阵列卡编号。

（3）清除离线阵列的残留缓存

执行megacli -GetPreservedCacheList -aN（N代表阵列卡编号，按实际情况修改）获取残留缓存所属的逻辑阵列编号，如图表示残留缓存属于逻辑阵列1。



然后执行megacli -DiscardPreservedCache -Lx -aN（N代表阵列卡编号，x为上一条命令查询到的逻辑阵列编号，按实际情况修改）清除残留数据。



（4）如果故障盘有逻辑阵列残留，需要删除。

执行megacli -LDinfo -Lall -aN（N代表阵列卡编号，按实际情况修改），查找状态（State）为Failed的逻辑阵列，然后执行以下命令删除（若没有则跳过此步骤）：

megacli -cfglddel -lx -aN（N代表阵列卡编号，x为上一条命令查询到的逻辑阵列编号，按实际情况修改）。例如：megacli -cfglddel -l8 -a0

（5）对插入的新盘做阵列。

方法一（推荐）：



此方法适用于ONEStor 2.0及3.0版本。

进入ONEStor管理界面，选择资源管理->阵列卡管理工具，输入需要更换硬盘节点的ip地址和root密码。然后点击扫描，选择未识别的硬盘（SSD的阵列卡读写缓存关闭，HDD的阵列卡读写缓存打开），最后点击识别。

方法二：

若使用方法一无法配置阵列，则采用此方法。

a. 执行megacli -CfgLDAdd -R0[E:S] -aN（E和S代表3.1.3中查看的Enclosure编号和硬盘Slot号，N代表阵列卡编号）配置阵列。如图表示创建了编号为1的逻辑阵列。



b. 设置缓存模式

对新硬盘做完阵列之后，会多出一块逻辑阵列，执行命令megacli -LDinfo -Lx -aN（x为上一步中创建出来的逻辑阵列的编号）查询多出来的逻辑阵列的缓存状态。对照4.3.1章节检查，若不满足要求，按照如下命令设置：

HDD：

megacli -ldsetprop DisDskCache -Lx -aN //关闭硬盘写缓存

megacli -LDSetProp WB -Lx -aN //设置阵列卡写缓存打开

megacli -ldsetprop NoCachedBadBBU -Lx -aN //设置阵列卡的掉电保护模式

megacli -LDSetProp RA -Lx -aN //设置阵列卡读缓存打开

SSD：

megacli -ldsetprop DisDskCache -Lx -aN //关闭硬盘写缓存，若执行此命令提示设置不允许，则无需设置

megacli -LDSetProp WT -Lx -aN //设置阵列卡写缓存关闭

megacli -LDSetProp NORA -Lx -aN //设置阵列卡读缓存关闭

c. 执行完以上步骤后，执行lsblk查询，会发现一块没有分区的新盘。



HP SSA阵列卡

（1）若故障盘已经亮橙灯，则直接插拔即可。

（2）若故障盘未亮灯，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定位故障盘：

a. 在Step 3中，前台界面删除故障盘时，显示的“sdx”即为故障盘在操作系统下的盘符；若前台界面显示该硬盘为“暂无数据”，则执行lsblk，找到一块没有挂载的数据盘即为故障盘。如下图为数据盘未挂载的状态。



b. 先执行hpssacli ctrl all show，查询该服务器所有阵列卡的槽位号n。例如下图中，查询到阵列卡的槽位号为1。



c.执行hpssacli ctrl slot=n logicaldrive all show detail（n为上一步中查询到的槽位号，按实际情况修改），找到逻辑阵列编号。例如下图中，sda对应array A，logical drive 2。



d. 执行hpssacli ctrl slot=n logicaldrive y modify led=on（y为上一步中查询到的logical drive，根据实际情况修改），点亮故障盘的定位灯（蓝色LED），然后拔下故障盘，换上新盘。

注：关闭硬盘定位灯：hpssacli ctrl slot=n logicaldrive y modify led=off。

（3）如果故障盘有逻辑阵列残留，需要删除。

a. 执行hpssacli ctrl slot=n logicaldrive all show，查看阵列卡下的所有逻辑阵列状态，显示如下：



正常情况下，状态应显示为OK，对于故障硬盘的残留，状态会变为Failed或Missing。

记下显示为Failed或Missing的logicaldrive号（假设为y）。

若此步骤中查询到的所有逻辑阵列均为OK，说明故障盘已无残留，无需删除，可以跳过本步骤直接进入（4）步骤。

b. 执行hpssacli ctrl slot=n logicaldrive y delete forced（y为上一步中查询到的logical device number），删除残留的阵列信息。删除完毕后再安装a中的方法查询，发现Failed或Missing状态的logicaldrive已经消失。

（4）对插入的新盘做阵列。

a. 执行hpssacli ctrl slot=n pd all show，找到unassigned的新盘，记下其槽位号。如图，1I:4:6即为槽位号。



b. 对该硬盘做阵列

hpssacli ctrl slot=n create type=ld drives=1I:4:6 raid=0 //标黄部分按实际情况修改

c. 设置缓存模式

HP阵列卡的缓存模式为全局模式。但为了防止初始缓存模式设置不正确，建议将以下缓存模式重新设置一遍。

关闭物理磁盘cache

hpssacli ctrl slot=n modify drivewritecache=disable //标黄部分按实际情况修改

打开逻辑磁盘缓存

hpssacli ctrl slot=n logicaldrive y modify caching=enable //标黄部分按实际情况修改

设置阵列卡掉电保护，输入“y”确认

hpssacli ctrl slot=n modify nobatterywritecache=disable //标黄部分按实际情况修改

d. 执行完以上步骤后，执行lsblk查询，会发现一块没有分区的新盘。



将新盘加回集群

登录Handy页面，确认集群健康度恢复为100%后，点击主机管理存储节点，然后点击主机名，进入需要换盘的主机，点击增加按钮，勾选识别到的新硬盘。最后进行信息的确认并完成添加。





系统盘更换

只有一块系统盘故障

1、ONEStor系统盘通常为RAID 1，在只有一块系统盘故障的情况下，拔下故障盘，插上新盘即可自动开始重建（可通过硬盘灯状态判断，具体参考服务器的用户手册）。若系统盘不为RAID 1，请联系400处理。

2、若插上新盘后未自动重建，则需要重启后进入BIOS手动选择重建，关机及开机步骤请参照《H3C ONEStor正常关机指导书》，在BIOS中选择重建的操作请参考对应机型的BIOS使用手册。

两块系统盘都故障

两块系统盘都故障的情况下，请参考《H3C ONEStor 节点修复指导书》操作。请联系400确认后再操作。

journal加速SSD更换

拔下故障盘，换上新盘

参考5.1.2章节操作。

恢复journal 加速盘的分区

journal 加速SSD故障后，原本它加速的所有OSD都会down（如果没有业务的情况下down会有延迟）。

输入ceph osd tree，找到down状态的OSD号，如图为OSD.1和OSD.2，记录下来。



ll /var/lib/ceph/osd/ceph-1，分别查看这些OSD的目录，可以看到软连接为红色，即为损坏状态。



手动创建SSD盘的第一个16M分区。

ceph-disk marktype --journal --dev /dev/sdx（其中sdx为新换上的SSD的盘符，按照实际情况修改）。

创建脚本文件vim makejournalssd.sh，将以下内容写入脚本文件中：



#!/bin/bash

osds="1 2"

journal_disk=/dev/sdp

num=2

for osd_id in $osds ; do

journal_uuid=$(sudo cat /var/lib/ceph/osd/ceph-$osd_id/journal_uuid)

sgdisk --new=$num:0:+10240M --change-name=$num:'ceph journal' --partition-guid=$num:$journal_uuid --typecode=$num:45b0969e-9b03-4f30-b4c6-b4b80ceff106 --mbrtogpt $journal_disk

num=$(($num+1)) 

done



其中，osds=”1 2”这里的数字代表之前查询到的down掉的osd编号，journal_disk=/dev/sdp代表新换上的SSD的盘符，10240M为此前的journal SSD上每个分区的大小，按照实际情况修改。

创建完毕后，执行bash makejournalssd.sh，恢复journal SSD的分区。

拉起journal 加速盘

需要在主机上创建脚本vim addjournalssd.sh，将以下内容写入脚本文件中。

#!/bin/bash

osds="1 2"

journal_disk=/dev/sdp



num=1

for osd_id in $osds ; do

sudo ceph-osd --mkjournal -i $osd_id

sudo start ceph-osd id=$osd_id

num=$(($num+1))

done



其中，osds=”1 2”这里的数字代表之前查询到的down掉的osd编号，journal_disk=/dev/sdp代表新换上的SSD的盘符，按照实际情况修改。

创建完毕后，执行bash addjournalssd.sh，执行完毕后，输入ceph osd tree查询，down掉的osd均已恢复up且in的状态。等待数据迁移至平衡后，集群恢复健康。

flashcache加速SSD更换

删除数据盘，并删除flashcache软连接

首先通过lsblk命令，查看待更换的flashcache SSD盘分区下的16进制字符组成的软连接。再通过比较软连接，相同的则代表有对应关系。如示例中硬盘sde，对应的读缓存分区为sdf8，且sde的挂载路径为/var/lib/ceph/osd/ceph-11，表示sde对应了osd.11。记录下这里的数据盘盘符及对应的osd编号。



若flashcahce SSD在系统下已经无法查询到，则联系400确认环境中的对应关系。

当flashcahce SSD故障后，所有被其加速的OSD均down。

输入ceph osd tree，找到down状态的OSD号，如图为OSD.1和OSD.2，记录下来。正常情况下，这里查到的osd编号应该与上一步中找到的数据盘一一对应（例如sde对应osd.11）。



先删除这些down掉的osd，具体方法参考5.1.1章节。

然后执行以下两条命令删除软连接：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x //x为故障加速盘所加速的osd编号

dmsetup remove /dev/mapper/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为flashcache加速分区下的一长串uuid

拔下故障盘，换上新盘

参考5.1.2章节操作。

将数据盘重新加回集群

将数据盘格式化

执行ceph-disk zap /dev/sdx格式化数据盘。注意：sdx为5.4.1中查找到的数据盘盘符，请严格按查找到的盘符操作，切勿写错。此命令会清除这块数据盘上的所有数据。

将数据盘重新加回集群

参考5.1.3章节操作。

使用toolkit执行巡检

使用toolkit执行巡检，若无报错，说明更换成功。若有报错，可根据具体报错信息确认报错原因，若无法确认，请联系400获取帮助。

toolkit使用方法请参考随工具发布的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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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结

 课程简单介绍了Flashcache技术的基本概念

 课程详细讲解了Flashcache技术的读写策略

 课程简单说明了Flashcache技术的应用场景

 课程最后讲解了ONEStor场景问题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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