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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OSD简介及OSD之间的数据同步过程

PART 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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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D简介

OSD：OSD全称Object Storage Device，也就是负责响应客户端请求返回
具体数据的进程。一个Ceph集群一般都有很多个OSD，在ONEStor中一个osd

对应一个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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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D之间的数据同步策略之副本

副本策略

副本策略下的主副OSD数据同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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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D之间的数据同步策略之纠删码

什么是纠删码？
纠删码其基本思想是将k块原始的数据元素通过一定的编码计算，得到m块冗余元素。
对于这k+m块的元素，当其中任意的m块元素出错（包括数据和冗余出错）时，均
可以通过对应的重构算法恢复出原来的k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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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D之间的数据同步策略之纠删码

纠删码策略下的OSD数据同步过程，以下图的4+2纠删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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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OSD故障检测机制及相关日志说明

PART 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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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D的故障检测机制

1. Cluster用于监听来之osd peer的连接；

2. Public用于监听来自Monitor和Client的连接；

3. Front和back都用于osd之间的心跳检测；

4. Hbclient是ceph下单独创建的，用作心跳的Client；

5. Osd之间存在心跳报文，当20s超时时，mon就会把
osd down掉。

1、 osd之间通信连接建立过程

思考：1. 为什么要单独创建Hbclient。 2. osd是否需要与所有osd之间建立心跳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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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D的故障检测机制

2、osd故障检测过程

携带时间戳
的心跳报文

超过grace时间，加入
failure_queque队列

osd定时向mon汇报自
己的状态，由mon判断

是否将osd标dow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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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OSD相关日志

/var/log/ceph/ceph.log

/var/log/ceph/ceph-osd.X.log

 记录mon相关的日志，包括mon的状态、选举等，同时记录pg的状态，从ceph.log日志，

我们可以推断集群osd的状态并查找问题定位思路。在ceph.log日志中，也可以看到客户

端侧的IO流量大小，对由于业务IO导致断业务的问题有一定定位帮助。

 记录osd的状态信息，当osd正常时持续打印，当osd故障时会打印故障信息，因此从

ceph-osd.X.log日志，我们可以定位osd故障的根因；我们也可以在尝试拉起osd后，查

看osd日志打印了什么，帮助我们定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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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OSD相关日志

/var/log/ceph/ceph-disk.log

/var/log/syslog (2.0) /var/log/message (3.0)

 记录拉起osd的时间和过程，一般使用ceph-disk active-all拉起osd的过程可以通过此日

志查看。

 当硬盘出现硬件问题时，会通过内核上报给操作系统，此时可以在系统日志中查看，如：

sdc ：hardware error，表示sdc盘故障，对应使用lsblk查看盘符对应的osd即可定位

哪块硬盘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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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常见OSD问题分析

PART 0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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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D常见问题定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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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出现硬件故障

 查看服务器是否亮红灯，

若有亮红灯可以收集硬件

日志找服务器二线排查是

否是硬盘故障

 还有种情况下服务器未亮

红灯，但是系统下可以看

到硬盘故障，此时需要根

据系统日志查看故障盘的

盘符，再使用lsblk查看

故障盘对应的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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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关机导致journal分区损坏

 /var/log/ceph/ceph-

osd.XX.log查看osd日志

打印，查看对应拉起时间

点osd是否打印journal 

Unable to read past 

sequence

 在/etc/ceph/ceph.conf文

件中配置文件中，[global]

下，加上一条配置：

journal_ignore_corrupti

o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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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卡hang导致osd异常

 当某个主机的所有

osd全部down，一般

是主机重启或阵列卡

reset导致

 系统异常重启需要对

应系统日志分析，而

阵列卡reset打印可以

在系统日志中很明显

地看到

 阵列卡reset是PMC

阵列卡已知固件的

bug，需要升级阵列

卡解决



18www.h3c.comConfidential 秘密 1818

ntp异常导致osd down

 在osd日志中可以看

到所有osd都打印线

程超时，同时向mon

报20s超时

 对应其他日志也能看

到时间跳变的情况，

但是最能证明ntp跳

变的是ceph_net日志，

这个日志记录网络流

量辩护，每五分钟记

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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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roup杀死osd进程导致osd down

 系统日志可以看到

osd进程被杀死，原

因是超过了cgroup进

程，cgroup进程是当

磁盘容量较小时计算

出来的内存不足于保

证OSD正常运行，导

致osd使用的容量超

过了上限，osd进程

被cgroup杀死

 规避方案是手动调高

cgroup阈值或者升级

版本到R0322及以上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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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问题导致osd异常

 查看ceph.log日志，可

以看到osd心跳超时被

mon标记down；

 查看down的osd日志，

可以看到有网络检测模

块发现链路异常；

 通过ceph_net日志可以

看到对应时间点有大量

丢包，说明当时网络质

量不佳，怀疑是网络或

者网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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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故障OSD的更换

PART 0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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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故障更换之ONEStor 2.0

 在ONEStor前台页面勾选故障硬盘后执行删除操作；

 删除故障硬盘对应的阵列卡信息；

（PMC） 使用arcconf getconfig 1 ld查看逻辑盘状态，找到missing状态的盘

使用arcconf identify 1 logicaldrive X可以对故障盘位置进行点灯；

执行arcconf delete 1 logicaldrive X删除；

（HPE） 查找阵列卡的slot号：hpssacli ctrl all show status；

判断对应的盘在哪个slot上：hpssacli ctrl slot=x show config detail | grep /dev/sdX；

通过阵列卡管理工具查看所有的逻辑盘：hpssacli controller slot=X logicaldrive all

show detail；

通过逻辑阵列点灯：hpssacli ctrl slot=X array C modify led=on/off

若故障硬盘可以在前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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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故障更换之ONEStor 2.0

（HPE）续：

逻辑阵列点灯：hpssacli ctrl slot=X array C modify led=on/off；

删除旧盘的阵列信息：hpssacli ctrl slot=X array C delete forced （注意不要删错）；

（LSI） 使用lsscsi | grep sdx或者dmesg | grep sdx确认故障盘的逻辑阵列序列号；

确认阵列卡和slot号：megacli -cfgdsply -aALL |grep -E "Virtual|Slot“

使用：megacli -PDList -aALL，查看硬盘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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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故障更换之ONEStor 2.0

（LSI）续：

使用命令点灯：megacli -PdLocate -start -physdrv[E0:S0] -aN ；

删除拔出盘的逻辑阵列：megacli -cfglddel -lX –aN。

注意： 若逻辑盘缓存中存在数据，需要使用命令进行清除：

执行指令：megacli -discardpreservedcache -l8 -a0（l8指的是受损的逻辑阵列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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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故障更换之ONEStor 2.0

 使用lsblk命令以及lsscsi命令查找故障盘osd对应的盘符以及逻辑阵列号；

若故障硬盘无法在前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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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故障更换之ONEStor 2.0

 使用lsblk命令以及lsscsi命令查找故障盘osd对应的盘符以及逻辑阵列号；

故障盘写缓存分区判断

若故障硬盘无法在前台删除

root@node1:~# ll /dev/disk/by-partuuid/ \\查看所有分区的uuid

root@node1:~# cat /var/lib/ceph/osd/ceph-*/journal_uuid \\所有osd对应的写缓存分区

uuid。

root@node1:~# dmsetup remove /dev/mapper/98362c44-899d-4528-81bd-32e1013bdce0

file://///查看所有分区的uuid
file://///所有osd对应的写缓存分区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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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故障更换之ONEStor 2.0

 手动down并out故障osd（一般故障osd已经down）；

 若SSD作为读缓存加速，是有软连接的，需要首先umount故障盘，再删除软连接；

若故障硬盘无法在前台删除

root@node1:~# stop ceph-osd id=x \\将 osd.x设置成down状态
root@node1:~# ceph osd out osd.x \\将 osd.x设置成out状态

file://///osd.x对应的写缓存分区uuid
file://///osd.x对应的写缓存分区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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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故障更换之ONEStor 2.0

 通过umount命令解挂载路径，通过dmsetup remove 移除掉软连接；

 手动踢出osd；

 删除读写缓存分区；

若故障硬盘无法在前台删除

root@node1:~# umount /var/lib/ceph/osd/ceph-0
root@node1:~# dmsetup remove /dev/mapper/98362c44-899d-4528-81bd-32e1013bdce0

root@node1:~# ceph osd crush remove osd.x

root@node1:~# ceph auth del osd.x

root@node1:~# ceph osd rm os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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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故障更换之ONEStor 3.0

 判断故障盘位置并点灯；

 umount故障盘；

 拔下故障盘，换上新盘；

 给新盘做阵列并正确设置硬盘缓存和阵列卡缓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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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故障硬盘可以在前台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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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故障更换之ONEStor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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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故障更换之ONEStor 3.0

 后台lsblk可以看到盘创建了分区；

 对新盘做XFS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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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台删除故障盘即可。

被flashcache加速的osd盘的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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