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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双机热备简介
 热备功能基于数据同步复制的方式实现。
主备服务器之间数据的同步是采用DRBD存储复制解决方案来实现，当主服务器数据发生变
化时，该数据变化会实时同步到备用服务器，这样就保证了主备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新热备主要修改点：
去除老双机热备corosync+pacemaker+glue的集群通信功能，通过自己实现的cmsd守护
进程来处理消息通信、服务管理
Cmsd是单播实现，去除组播
除简易ping方式仲裁外，还支持第三方仲裁节点搭建方式
新双机热备CVM界面支持双机搭建部署、双机管理



新热备整体结构



缺陷解决
 新双机热备解决老双机热备以下缺陷

• 实现太复杂、代码太多、升级维护困难；

• 通信采用组播+单播不稳定，易出现热备故障，不便于定位；

• 无第三方仲裁节点，主备网络故障导致的脑裂问题；

• CVM热备主机无法作为CVK使用、资源浪费；

• 无法通过service mysql status去查询、启动和关闭；

• 默认有两个同步分区，部署时间过长，不支持非系统盘；

• 部署通过脚本，参数太多部署不方便；

• 如果同一二层内，组播IP出现相同，又会导致两套热备环境同时故障；



新双机热备管理服务

 Drbd服务: 保证两台物理服务器之间数据的一致性，实时进行主机间数据同步，这样当一台
服务器出现故障，可以保证另一台服务器数据的完整性。热备会监控drbd的本机状态.

 同步分区: 同步目录，用来存放需要同步数据。新热备搭建完默认只有一个为mysql使用的同
步分区，增加同步分区可以增加一个为/vms/xxx 分区。热备会监控同步目录的挂载情况。

• 建议使用FC或iSCSI共享模板存储方式用于同步虚拟机模板数据。
 Mysql服务:mysql是关系型数据库。热备会监控mysqld服务进程。
 Cvm服务：主要包含cvm_ha、tomcat、casserver、cas_mon 及vdi一些服务。除了

tomcat由热备监控外，其他热备只负责拉起，具体是否成功热备不去负责
 虚拟IP地址： CVM热备两台主机向外提供一个虚拟IP地址，该地址一般只是用于访问CAS管

理台，不做其他用途。热备也会监控虚地址的配置。后台通过ip命令配置vswitch0，通过arp
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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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BD介绍
DRBD（Distributed Replicated Block Device）分布式复制块设备是基于块设备在不同的高可用服

务器对之间同步和镜像数据的软件，通过它可以实现在网络中的两台服务器之间基于块设备级别的实
时异步镜像或同步镜像，他是基于文件系统底层的，是block层级同步，效率高。块设备可以是磁盘
分区、LVM逻辑卷或整块磁盘等，不能是目录。DRBD可以理解为一个基于网络的RAID-1。

DRBD工作位置在文件系统层级以下，比操作系统更加靠近OS内核及IO栈。在基于DRBD的高可
用两台主机中，当我们将数据写入到本地磁盘系统时，数据还会被实时的发送到网络中的另一台主机
上，并以相同的形式记录在另一个磁盘系统中，使得本地与远程主机的数据保持实时数据同步。



DRBD介绍
DRBD镜像数据

实时性：当应用对磁盘的数据进行修改时，复制立即发生。

透明性：应用程序的数据存储在镜像设备上是独立和透明的，数据可存储在不同的服务器上。

同步镜像和异步镜像：同步镜像，当本地发申请进行写操作进行时，同步写到两台服务器

上。异步镜像，当本地写申请已经完成对本地的写操作时，开始对对应的服务器进行写操作。

DRBD技术的核心功能是通过一个Linux内核模块实现的。正因为如此，DRBD极为灵活，这使得
它成为几乎适合任何程序的一个高可用的块复制解决方案。

DRBD技术，顾名思义，由Linux内核架构所支撑，它建立在不可知的层上面。因此，DRBD不
可能添加了上层所具备的一些新特性。例如，DRBD技术不能自动检测文件系统损坏或添加双主动群
集能力，像Ext3或者XFS文件系统。



DRBD工作原理



DRBD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复制方式，允许三种度的复制：
协议A：一旦本地磁盘写入已经完成，数据包已在发送队列中，则写被认为是完成的。在一个节点发生故障时，
可能发生数据丢失，因为被写入到远程节点上的数据可能仍在发送队列。尽管，在故障转移节点上的数据是一致
的，但没有及时更新。这通常是用于地理上分开的节点。
协议B：一旦本地磁盘写入已完成且复制数据包达到了对等节点则认为写在主节点上被认为是完成的。数据丢失
可能发生在参加的两个节点同时故障的情况下，因为在飞行中的数据可能不会被提交到磁盘。
协议C：只有在本地和远程节点的磁盘已经确认了写操作完成，写才被认为完成。没有任何数据丢失，所以这是
一个群集节点的流行模式，但I/O吞吐量依赖于网络带宽。

简言之：
Protocol A   数据一旦写入本地磁盘并发送到网络中就认为完成了写入操作。
Protocol  B  收到接收确认就认为完成了写入操作。
Protocol C  收到写入确认就认为完成了写入操作。

前两种都可能会出现数据丢失或者数据不同步，就目前而言应用最多和应用最广泛的为协议C，CAS
双机采用的方式。

DRBD同步模式



为了能够管理和配置DRBD的资源，DRBD配备了一些管理工具与内核模块进行通信。
drbdadm：高层的DRBD程序管理套件工具。它从配置文件/etc/drbd.conf中获取所有配置参数，为
drbdsetup和drbdmeta两个命令充当程序的前端应用，执行drbdadm实际是执行的drbdsetup和
drbdmeta两个命令。
drbdsetup：drbdsetup可以让用户配置已经加载在内核中运行的DRBD模块，它是底层的DRBD程
序管理套件工具。使用该命令时，所有的配置参数都需要直接在命令行中定义，虽然命令和灵活，但
是大大的降低了命令的简单易用性，因此很多的用户很少使用debdsetup。
drbdmeta：drbdmeta允许用户创建、转储、还原和修改drbd的原数据结构。这个命令也是用户极
少用到。

DRBD管理工具



在DRBD中，资源是所有可复制移动存储设备的总称。这些措施包括：
资源名：资源名可以指定除了空格外us-ascii中的任意字符。
DRBD设备：DRBD的虚拟块设备。它有一个主设备号为147的设备，默认的它的次要号码编从0开

始。相关的块设备需命名为/ dev/ drbdm，其中M是设备的次要号码。
磁盘配置：DRBD内部应用需要本地数据副本，元数据。
网络配置：各个对等接点间需要进行数据通信。

DRBD资源



DRBD的所有的控制都是在配置文件/etc/drbd.conf中。通常情况下配置文件包含如下内容：
include "/etc/drbd.d/global_common.conf";
include "/etc/drbd.d/*.res";
通常情况下，/etc/drbd.d/global_common.conf包含global和common的DRBD配置部分，而.res
文件都包含一个资源的部分。
在一个单独的drbd.conf文件中配置全部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占用的配置很快就会变得混乱，变得难
以管理，这也是为什么多文件管理作为首选的原因之一。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需必须保持在各个集群节点的drbd.conf以及其他的文件完全相同。
在drbd的源代码包的脚本子目录中包含配置文件的样例。如二进制安装包直接将其安装在/etc或者是
包中特定的样例目录/usr/share/doc/packages/drbd中。
DRBD资源不支持多个TCP连接。如果想让DRBD连接实现负载均衡或者是冗余，建议在比较容易实
现的以太网级别进行（使用bongding设备）。

DRBD资源配置



DRBD资源配置



在DRBD中，每个节点都有自己的角色，比如主或者备。

在主DRBD设备中可以进行不受限制的读和写的操作。他可用来创建和挂载文件系统、初始化或者
是直接I/O的块设备，等等。

在备DRBD设备中，接收所有来自对等节点的更新，但是与此同时也就完全拒绝了访问。它即不能
被应用也不能被读写访问。为次节不能被读写访问是为了保持缓冲一致性，这就意味着次节点是不可
能以任何形式被访问的。
人工干预和管理程序的自动聚类算法都可以改变资源的角色。资源从次节点变为主节点为升级，而反
操作则成为降级。

DRBD资源角色



检查DRBD状态
查看drbd状态最方便的方式是通过drbd-overview查看。

root@cvm02:/etc/drbd.d# drbd-overview

0:r0/0  Connected Primary/Secondary UpToDate/UpToDate C r----- /var/lib/mysql-share 
ext4 57G 218M 54G 1% 

root@cvm02:/etc/drbd.d# cat /proc/drbd

version: 8.4.10 (api:1/proto:86-101)

srcversion: 75EFA3DCEBEF5C771A0FCFC 

0: cs:Connected ro:Primary/Secondary ds:UpToDate/UpToDate C r-----

ns:3361288 nr:1051188 dw:4412476 dr:187345 al:56 bm:0 lo:0 pe:0 ua:0 ap:0 ep:1 wo:f
oos:0



检查DRBD状态
CS（connnection state连接状态）。网络连接状态

RO（role角色）。节点的角色。本地节点的角色显示在前，斜线后面的为对等节点的角色。

DS（disk stats磁盘状态）。磁盘状态，斜线前的为本地节点的磁盘状态，斜线后的为对等节点的
磁盘状态。

Replication protocol复制协议。资源使用的复制协议，不外乎A/B/C三种复制协议。

I/O标示。六个状态标示反映出资源的I/O状态。。

Performance indicators绩效指标。一些反映资源利用率和性能的计数器和仪表。



资源的角色一般为如下之一：
Primary主：资源目前为主，并且可能正在被读取或者写入。若不是双主模式被激活，这种角色只可
能出现在两节点中的一个上。
Secondary次：资源目前为次。正常接收对等节点的更新（除非运行在断开模式下才不是），但是
它既不能被读取也不能被写入。这种角色只能是两节点中的一个。
Unknown未知：资源角色目前未知。本地资源不会出现这种状态，只有对等节点在断开模式下才会
出现在这种情况。

检查DRBD状态



drbdadm up <resource>| all 启用资源
drdbadm down <resource> | all   关闭资源
drdbadm adjust <resource>  根据配置在线调整资源
drbdadm primary <resource>  将此节点在对应资源里设置为主
drbdadm secondary <resource> 将此节点在对应资源里设置为备
drbdadm disk-options --resync-rate=100M r0  在线调整磁盘同步速率限制

DRBD常见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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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机热备功能是基于数据同步复制的方式实现。主备服务器之间数据的同步是采用DRBD存储复制
解决方案来实现，当主服务器数据发生变化时，该数据变化会实时同步到备用服务器，这样就保证
了主备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双机热备优化后，CMSD（CVM Master Slave Daemon）主程序完成老双机热corosync+pacemaker+glue
的功能。

CMSD主程序完成以下功能：

老双机热备corosync+pacemaker+glue的集群通信功能；

热备服务的启动、关闭、切换等功能；

网络故障或主机故障时，热备服务能够自动进行切换。

新双机热备系统由三个实体组成：主节点、备节点和仲裁节点：

主备节点是安装了CMSD主程序的两个节点；

仲裁节点可以是交换机等可ping通的节点或者是安装了CMSD程序且担任仲裁角色的节点。

双机热备介绍



说明：

1、node1和node2是构成双机热备的两台CVM主机。

2、多台CVK主机和node1、node2主备CVM管理平台组

成CAS云服务平台。

3、CVK主机与主备CVM管理平台之间的交换网络要求

至少是千兆网络。

4、双机热备的两台主机（node1、node2）可以再作

为CVK主机加入到热备主机自己管理的主机池中

使用，但不能再分离成单独的CVM管理平台使用。

双机热备网络环境



搭建双机热备的两台CVM主机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全新安装的系统，没有作为CVK主机使用过，管理平台中无纳管的CVK主机。

主机上的存储池必须保持系统默认配置，即只有isopool和defaultpool两个存储池。

安装的CAS软件版本号必须相同，且安装的CAS组件（CVM、CIC、SSV）必须相同。

安装系统时，主机的系统引导方式必须相同。同是Legacy模式或者UEFI模式。

搭建双机的两台主机和高级仲裁的系统一致。

搭建双机的两台主机系统盘大小一致。

推荐用同一云平台中的CVK作为高级仲裁。

两台主机之间的管理网络必须相通。

如果使用仲裁节点方式，则仲裁的CVK主机必须创建之前不能被CVM管理，否则会出现添加失败。

双机热备对主机要求



• CVM双机热备支持两种方式同步虚拟机模板数据：

• FC或iSCSI共享模板存储方式

• 本地同步分区方式

• 建议使用FC或iSCSI共享模板存储方式用于同步虚拟机模板数据。

如果使用本地同步分区的方式有如下限制：

只能增加一个本地同步分区类型的模板存储。

主、备节点不能作为CVK主机加入到管理平台中。

主、备节点上不能添加除默认存储池外的其他存储池。

主、备节点不能作为零存储(Vstor)的计算节点。

主、备节点不能作为Onestor的计算节点。

主、备节点上不能发现和挂载FC和iSCSI存储设备上的LUN（此种情况下建议拔除cable线后再重新作）。

主、备节点的本地磁盘要求大小一致，其识别的设备名称相同(即都为/dev/sd*)。
只有当上述所有条件都满足要求时，才能成功创建本地同步分区类型的模板存储。

双机热备虚拟机模板配置



• 双机热备主机可以作为CVK主机使用；由老双机热备(Corosync)升级时，双机热备主机不能作为CVK
主机使用。

• 新双机热备(CMSD)创建本地同步分区后，双机热备主机不能再作为CVK主机使用。

• 双机热备主机作为CVK主机使用后不能再增加本地同步分区，需要在管理平台中删除作为CVK主机
的热备主机后，才可以添加。

• 双机热备的主备两台主机可以作为CVK主机，允许加入到热备主机自己管理的主机池中使用；如果
双机热备的主备两台主机要作为CVK主机加入到另外一个CVM管理平台中，必须重新格式化安装。

双机热备主机作为CVK主机使用说明



第一步：主机安装CVM。
第二步：在一台主机上系统管理-双机热备配置，单击<热备搭建>

双机热备主机操作



第三步：等待正常搭建，如果中间搭建出现故障，可以查看/var/log/cvm_master.log和
var/log/cvm_master_slave.log。

双机热备主机操作



第四步：成功之后可以使用虚地址登录CVM，可以查看双机热备状态。

双机热备主机操作



第五步：创建虚拟机模板，使用FC或者iscsi以及NFS存储的都是使用共享存储方式，与之前一样，
本案例介绍使用本地同步分区的方式。本地分区会创建一个r1的brdb资源。首先，给虚拟机新增一
块磁盘。

双机热备主机操作



第五步：创建虚拟机模板，使用FC或者iscsi以及NFS存储的都是使用共享存储方式，与之前一样，
本案例介绍使用本地同步分区的方式。本地分区会创建一个r1的brdb资源。进入系统做分区格式化

双机热备主机操作



第五步：创建虚拟机模板，使用FC或者iscsi以及NFS存储的都是使用共享存储方式，与之前一样，
本案例介绍使用本地同步分区的方式。本地分区会创建一个r1的brdb资源。在虚拟机模板侧添加分
区。

双机热备主机操作



第五步：创建虚拟机模板，使用FC或者iscsi以及NFS存储的都是使用共享存储方式，与之前一样，
本案例介绍使用本地同步分区的方式。本地分区会创建一个r1的brdb资源。选择好之后开始同步分
区。

双机热备主机操作



第五步：创建虚拟机模板，使用FC或者iscsi以及NFS存储的都是使用共享存储方式，与之前一样，
本案例介绍使用本地同步分区的方式。本地分区会创建一个r1的brdb资源。同步结束后可在前台页
面看到此虚拟机模板存储。

双机热备主机操作



第六步：license注册。

双机热备产品的注册，需要获取主备两台主机的主机信息文件，申请License。获取主备两台主机的主机
信息文件并进行注册的方法参考如下：
1、成功搭建双机热备环境后，通过设置的虚拟IP地址登录CVM管理平台，获取CVM主机的主机信息文件，
此信息文件为Master CVM主机的信息文件，下载并保存该文件。

2、单击导航树中的[系统管理/双机热备配置]，进入双机热备配置页面，单击<热备切换>按钮，进行热备
切换。
3、主备管理平台成功切换后，通过虚拟IP地址登录CVM管理平台，再次获取CVM主机的主机信息文件，
此信息文件为切换前的Slave主机(切换后的Master主机)的信息文件，下载并保存该文件。
4、根据生成的两份主机信息文件，在H3C License管理平台中获取License注册文件。激活时，选择双机
热备，并上传收集到的两份主机的信息文件，进行License首次激活申请，成功后获得License注册文件。

5、根据获得的License注册文件进行产品注册。注册时需要在两台CVM主机中分别注册。即通过虚拟IP
地址登录CVM管理平台，先在Master CVM管理平台中注册。进行主备切换，再次登录CVM管理平台，
进行产品注册。

双机热备主机操作



第六步：热备切换，如果想要切换热备的主机，可以点击热备切换。时间会比较长，这段期间不要做任何
操作。之后页面会刷新重新登录，再登录进去切换成功。

双机热备主机操作



1、查看crm状态
crm status / cmsadm status

2、查看brdb状态
cat /proc/brdb

3、查看brdb的配置信息
cat /etc/drdb.conf 和 /etc/drdb.d/global_common.conf 和r0.res以及可能有的r1.res

4、查看日志
cat /var/log/cmsd/cmsd.log

5、查看cmsd进程状态
service cmsd status

6、双机状态切换
在主节点上执行ms_exchange.sh 即可在后台进行双机切换

双机热备状态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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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机热备介绍

原理介绍

双机热备功能是基于数据同步复制的方式实现。主备服务器之间数据的同步是采用DRBD存储复制解决方案来实现，当主服务器数据发生变化时，该数据变化会实时同步到备用服务器，这样就保证了主备服务器之间的数据一致性。

双机热备优化后，CMSD主程序完成老双机热备corosync+pacemaker+glue的功能。

CMSD主程序完成以下功能：

老双机热备corosync+pacemaker+glue的集群通信功能；

热备服务的启动、关闭、切换等功能；

网络故障或主机故障时，热备服务能够自动进行切换。

组网介绍

新双机热备系统由三个实体组成：主节点、备节点和仲裁节点：

主备节点是安装了CMSD主程序的两个节点；

仲裁节点可以是交换机等可ping通的节点或者是安装了CMSD程序且担任仲裁角色的节点。

组网拓扑图说明

双机热备的组网拓扑图如下所示：

组网拓扑图







说明：

node1和node2是构成双机热备的两台CVM主机。

多台CVK主机和node1、node2主备CVM管理平台组成CAS云服务平台。

CVK主机与主备CVM管理平台之间的交换网络要求至少是千兆网络。

双机热备的两台主机（node1、node2）可以再作为CVK主机加入到热备主机自己管理的主机池中使用，但不能再分离成单独的CVM管理平台使用。

双机热备使用说明

搭建双机热备的主机的要求

搭建双机热备的两台CVM主机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全新安装的系统，没有作为CVK主机使用过，管理平台中无纳管的CVK主机。

主机上的存储池必须保持系统默认配置，即只有isopool和defaultpool两个存储池。

安装的CAS软件版本号必须相同，且安装的CAS组件（CVM、CIC、SSV）必须相同。

安装系统时，主机的系统引导方式必须相同。

搭建双机的两台主机和高级仲裁的系统一致。

搭建双机的两台主机系统盘大小一致。

推荐用同一云平台中的CVK作为高级仲裁。

两台组机之间的管理网络必须相通。

同步模板数据的方式

CVM双机热备支持两种方式同步虚拟机模板数据：

FC或iSCSI共享模板存储方式

本地同步分区方式

建议使用FC或iSCSI共享模板存储方式用于同步虚拟机模板数据。

本地同步分区使用说明

当双机热备的两台主机无法使用共享存储LUN时，可以使用本地同步分区，用于同步主备管理平台之间的虚拟机模板数据。比如使用虚拟机作为CVM双机节点，主备管理平台无法使用FC存储设备上的LUN，又无法添加iSCSI存储设备上的LUN时，可以配置本地同步分区。若有FC或iSCSI类型的共享存储，优先推荐使用共享存储。

双机热备搭建成功后，在CVM管理平台中，进入“云资源/虚拟机模板/模板存储”页面单击<增加模板存储>按钮或者进入“系统管理/双机热备配置/模板存储”页面单击<增加>按钮，可增加一个本地同步分区类型的模板存储。



只能增加一个本地同步分区类型的模板存储。



由于涉及到格式化，须使用本地磁盘作为新的同步分区。创建本地同步分区类型的模板存储时，主备节点存在如下限制条件：

主、备节点不能作为CVK主机加入到管理平台中。

主、备节点上不能添加除默认存储池外的其他存储池。

主、备节点不能作为零存储(Vstor)的计算节点。

主、备节点不能作为Onestor的计算节点。

主、备节点上不能发现和挂载FC和iSCSI存储设备上的LUN（此种情况下建议拔除cable线后再重新操作）。

主、备节点的本地磁盘要求大小一致，其识别的设备名称相同(即都为/dev/sd*)。

只有当上述所有条件都满足要求时，才能成功创建本地同步分区类型的模板存储。



若既要使用同步分区又要使用FC/iSCSI类型的共享存储，建议先增加本地同步分区类型的模板存储，再挂载FC/iSCSI存储设备上的LUN。



热备主机作为CVK主机的使用说明

双机热备主机可以作为CVK主机使用；由老双机热备(Corosync)升级时，双机热备主机不能作为CVK主机使用。

新双机热备(CMSD)创建本地同步分区后，双机热备主机不能再作为CVK主机使用。

双机热备主机作为CVK主机使用后不能再增加本地同步分区，需要在管理平台中删除作为CVK主机的热备主机后，才可以添加。

双机热备的主备两台主机可以作为CVK主机，允许加入到热备主机自己管理的主机池中使用；如果双机热备的主备两台主机要作为CVK主机加入到另外一个CVM管理平台中，必须重新格式化安装。

双机热备搭建指导

适用范围

仅支持新部署的CAS云平台，CVM管理平台采用双机热备配置。

不支持已有CAS云平台中的CVM管理平台升级成双机热备，因为原有数据无法保留。

系统安装要求

两台服务器采用相同的引导方式进行系统安装：即都为BIOS方式或者都为UEFI方式，二者不可混用；

两台服务器必须采用自动分区方式安装同一版本的CVM系统，即采用Guided – use entire disk方式，如下图所示：

自动分区方式图





要求主备两台服务器的时间保持一致。如果不一致请手动同步服务器时间。比如可以使用date –s ‘2013-6-14 8:30:00’命令手动配置时间，也可以配置NTP服务器来同步时间。



请注意在系统时间修改后，需要执行命令hwclock –w命令将时间信息写入BIOS保存，以免主机重启后时间发生变化。



系统安装完成后，可以通过主机Xsconsole控制台来修改主机hostname和IP地址。



启用双机热备功能后，请不要再修改主机名称和IP地址，否则会出现严重问题。



双机热备配置

只需在一个CVM管理平台中进行部署，即可实现双机备份功能。搭建过程中，因为需要初始化本地及对端硬盘分区，花费时间会比较长，请耐心等待，具体花费时间长短与实际环境中的硬盘大小及网络速度有关。一般来讲，千兆网络环境下，每100G硬盘大约花费20分钟，而在万兆网络环境中，花费时间会适当减少。

双机热备搭建配置

搭建场景组合

服务器+高级仲裁

服务器+简易Ping方式

虚拟机+高级仲裁

虚拟机+简易Ping方式





推荐优先级从高到低执行。



当主备两节点网络出现故障，但两节点对外通信正常，仲裁机制介入。

高级仲裁主机：安装了CMSD程序且担任仲裁角色的节点。

简易ping方式：两个正使用且比较稳定可达的IP地址，一般为网关或其他能够常态可达的IP地址，用于ping测试。若仅有一个满足要求的常态可达的IP，则两个IP地址可以重复输入。

双机热备配置步骤

单击导航树中[系统管理/双机热备配置]菜单项，进入热备主机列表页面。

单击<热备搭建>按钮，弹出热备搭建对话框。

热备搭建对话框





输入虚IP地址、子网掩码、备机IP地址、备机root密码、选择仲裁方式并根据选择输入仲裁主机IP地址、仲裁主机root密码或者仲裁IP地址1、仲裁IP地址2、输入预估主机个数、预估虚拟机个数、数据库分区大小，单击<确定>按钮。

在弹出的热备搭建确认对话框中输入参数CONFIRM，单击<确定>按钮。

热备搭建确认对话框





若预检查出错，会提示相应的错误信息，修改配置重新搭建即可。详细的错误信息将保存在/var/log/cvm_master_slave.log日志文件中。

开始搭建双机热备环境时，管理平台将跳转到双机热备配置页面，展示搭建进度。

双机热备配置





双机热备搭建成功，跳转到虚地址登录页面。

登录页面





如果双机热备搭建失败，搭建页面中途会中止，并且页面下方提示“配置失败，请尝试重新登录并配置”，详细的错误信息将保存在/var/log/cvm_master.log 和/var/log/cvm_master_slave.log日志文件中。根据失败所在的阶段和日志可以找到对应的原因，修改配置，重新搭建。





增加模板存储：热备搭建成功后，第一次登录CVM管理平台时，会自动跳转到模板存储配置界面。如果要正常使用CVM双机热备功能，需要配置模板存储。

首次登录提示创建本地同步分区或共享目录





单击<现在创建>按钮，创建模板存储。推荐使用FC共享目录或iSCSI共享目录类型的模板存储。





若单击“暂不创建”，后续需要增加模板存储，可以在[系统管理/双机热备配置/模板存储]中增加。

配置VNC代理服务器：

如果虚拟机登录时需要使用VNC代理，则需要登录管理平台，在[系统管理]中配置VNC代理服务器的信息。

VNC代理服务器参数配置







如果提供CVM服务的主机本身配置了VNC代理服务器，则要求主备两台CVM主机必须都配置VNC代理服务器，且其IP参数必须设置为CVM管理平台的虚拟IP地址。



双机热备产品注册

双机热备产品的注册，需要获取主备两台主机的主机信息文件，申请License。获取主备两台主机的主机信息文件并进行注册的方法参考如下：

成功搭建双机热备环境后，通过设置的虚拟IP地址登录CVM管理平台，获取CVM主机的主机信息文件，此信息文件为Master CVM主机的信息文件，下载并保存该文件。

单击导航树中的[系统管理/双机热备配置]，进入双机热备配置页面，单击<热备切换>按钮，进行热备切换。

主备管理平台成功切换后，通过虚拟IP地址登录CVM管理平台，再次获取CVM主机的主机信息文件，此信息文件为切换前的Slave主机(切换后的Master主机)的信息文件，下载并保存该文件。

根据生成的两份主机信息文件，在H3C License管理平台中获取License注册文件。激活时，选择双机热备，并上传收集到的两份主机的信息文件，进行License首次激活申请，成功后获得License注册文件。

根据获得的License注册文件进行产品注册。注册时需要在两台CVM主机中分别注册。即通过虚拟IP地址登录CVM管理平台，先在Master CVM管理平台中注册。进行主备切换，再次登录CVM管理平台，进行产品注册。

单机故障后的恢复指导

适用范围

已经部署双机热备的CAS云平台，其中一台热备服务器发生硬件故障，需重新安装系统或更换服务器时，必须手动进行双机热备功能的恢复。

其他诸如网络不可达、断电等未重装系统的故障，不需要手动进行恢复，故障解决后双机热备功能将自动恢复。

系统要求

热备服务器单机故障时，用于恢复的服务器安装的CAS软件的版本必须与原版本一致。

用于恢复的服务器如果是新更换的服务器或原热备服务器更换硬盘，则要求新服务器的硬盘或更换后的硬盘与原服务器的硬盘大小相同。如果为原服务器，只需重新安装原CAS系统。

进行单机故障恢复时，主服务器(原双机备份的两台服务器中只剩下主服务器状态正常)必须对外提供CVM服务，这样恢复时才能进行原始数据的同步。

系统安装

新装服务器须采用与对端服务器（即现热备Master主机）相同的引导方式进行安装。对端服务器的引导方式可通过查看挂载点是否有/boot/efi来判断，有该挂载点的为UEFI方式，否则为BIOS方式。

如下图所示：

UEFI方式





BIOS方式





新装服务器安装过程中设置的主机名称和IP地址必须与原主机(双机热备中故障主机)相同，如果设置不相同，则双机热备功能无法恢复。系统安装完成后，也可以通过主机Xsconsole控制台来修改主机hostname和IP地址。

新装服务器建议采用Manual分区方式安装系统。手动分区是为了避免不同CAS版本之间分区大小不一致导致无法成功恢复的问题。配置方法详见《H3C CAS云计算管理平台 安装指导》。

手动分区方式图





新双机热备进行单机恢复，采用自动分区即可，要求/VMS分区大于主服务器的数据库分区大小。若主服务器有本地同步分区盘，则需要新安装服务器添加与主服务器相同大小和设备名称的磁盘。

老双机热备升级的进行单机恢复，新安装服务器的最后一个分区（即/VMS分区，如图4-4所示）必须通过手动配置方式来保证大于对端服务器（即现热备Master主机，如图4-5所示）的最后两个分区之和，至少相差200M即可。

新安装服务器的分区图





热备Master服务器分区图





系统安装完成后，请使用date命令查看服务器时间，要求与主备双机的系统时间保持一致，如果不一致请手动同步服务器时间。可以使用date –s ‘2013-6-14 8:30:00’命令手动配置时间，也可以配置NTP服务器来同步时间。



系统时间修改后需要执行命令hwclock –w命令将时间信息写入BIOS保存，以免主机重启后时间发生变化。



双机热备单机故障恢复实现

使用root用户登录主服务器，执行ms_recovery.sh脚本，根据提示输入yes即可。

运行脚本ms_recovery.sh举例：

root@cvknode1:~# ms_recovery.sh 172.16.60.51 123456 123456

Please confirm to recovery 172.16.60.51 and format peer's /vms partition [yes/no]:

yes

------------------------Ip address Check------------------ 



运行脚本的过程中，因为需要初始化对端硬盘分区以及同步对端数据，花费时间会比较长，请耐心等待，具体花费时间长短与实际环境中的硬盘大小及网络速度有关。一般来讲，千兆网络环境下，每100G硬盘大约花费20分钟，而在万兆网络环境中，花费时间会适当减少。



在脚本执行过程中，不能中断程序执行。



该脚本共3个参数，说明如下：

脚本参数说明表

		参数序号

		参数名称

		说明



		$1

		peer-node-ip

		对端主机管理网络的IP地址，即新装服务器中作为Slave主机的IP地址。



		$2

		peer-node-root-password

		对端主机root用户密码。



		$3

		controller-root-password

		仲裁主机root用户密码，仲裁方式是简易Ping方式时，不需要设置该参数。







执行结果说明

脚本执行完毕后，出现以下字样：

“--------------CVM Master/Slave Restore Success--------------”

则表示双机热备单机故障恢复成功。

如果执行失败，则在执行脚本过程中，会出现“ERROR….”失败提示信息，且程序将会自动中止执行，详细的错误信息保存在/var/log/cvm_master.log和/var/log/cvm_master_slave.log日志文件中。

双机热备产品重新注册

双机热备单机故障恢复后，产品可能需要重新注册。

如果是硬盘故障，更换硬盘恢复成功后，采用原先申请的License注册文件在已恢复主机中重新注册即可。即故障恢复成功后，已恢复主机是作为Slave主机运行，此时需要进行主备切换，切换后，已恢复主机作为Master主机提供CVM服务，此时通过虚拟IP地址登录CVM管理平台进行注册即可。

如果是新更换服务器，需要重新申请License注册文件，并重新注册，具体请参考3.4  双机热备产品注册。

其他诸如断电、网络等故障，不必重新进行产品注册。

双机热备服务启动/关闭控制

ms_resource_stop.sh和ms_resource_start.sh两个脚本的主要作用是临时中止业务，进行主机维护。

注：老双机热备是为了切换，现在主要用于研发定位和处理问题使用。

脚本实现

ms_resource_stop.sh

关闭双机热备服务功能。该脚本没有调用参数。命令执行过程中，命令不能中断(Ctrl +C 中断)，执行命令时，主机不能关机或重启。

ms_resource_start.sh

开启双机热备功能。当ms_resource_stop.sh关闭后，可以使用该脚本重新启用。命令执行过程中，命令不能中断(Ctrl +C 中断)，执行命令时，主机不能关机或重启。该脚本有一个可选参数：

脚本执行举例

在两台主机中任意一台执行即可，不必两台都执行，以root用户登录主机，执行ms_resource_stop.sh脚本或ms_resource_start.sh脚本。

root@cvknode01:/#ms_resource_stop.sh

或者

root@cvknode01:/#ms_resource_start.sh

注意事项

通过ms_resource_stop.sh命令关闭双机热备服务后，两台热备主机并未分离，不能单独把其中一台主机再作为CVM管理平台或CVK主机使用。

查询双机热备主机状态的命令

双机热备功能安装后，可以通过crm status命令查询双机热备主机中各服务的启动状态。

双机热备启用成功，双机都正常的状态，如下所示：

root@cvknode1:~# crm status

master : cvknode1 (Online)

slave  : cvknode2 (Online)

quorum : [controller] cvknode3 (Online)

-------------------------------------------

webip : [172.16.60.55] Started cvknode1

Master/Slave Set: [/var/lib/mysql-share]

  Master: [cvknode1]

  Slave : [cvknode2]

mysql : Started cvknode1

tomcat: Started cvknode1

-------------------------------------------



双机热备启用成功，cvknode1主机故障，主备切换后的状态，如下所示：

root@cvknode2:~# crm status

master : cvknode2 (Online)

slave  : cvknode1 (Offline)

quorum : [controller] cvknode3 (Online)

-------------------------------------------

webip : [172.16.60.55] Started cvknode2

Master/Slave Set: [/var/lib/mysql-share]

  Master: [cvknode2]

  Slave : [Unknown]

mysql : Started cvknode2

tomcat: Started cvknode2

-------------------------------------------



双机热备安装或启用失败，主机状态，如下所示：

root@cvknode1:~# crm status

cmsadm: failed to connect to cmsd



drbd脑裂判断

双机热备环境中，可以通过命令drbd-overview查看是否出现drbd脑裂，若有StandAlone，表示已出现drbd脑裂。

已出现drbd脑裂：



删除本地同步分区

现在同步分区不支持界面删除，也不建议后台删除。但若增加的同步分区因为别的原因必须要删除时，可以在后台主服务器上执行ms_rm_sync_partion.sh r1操作，确定要删除时输入yes。请慎用。

删除本地同步分区：

root@cvknode1:~# ms_rm_sync_partition.sh r1

Please confirm to delete r1 sync partition [yes/no]:

yes

Success to delete sync r1.



后台查看drbd-overview输出只有r0/0行，说明删除成功：

root@cvknode2:~# drbd-overview

  0:r0/0  Connected Primary/Secondary UpToDate/UpToDate C r----- /var/lib/mysql-share ext4 19G 91M 18G 1%



双机热备注意事项

执行单机恢复脚本，恢复完成后再次登录CVM管理平台，热备管理的非双机热备主机的CVK主机状态显示为不正常，重新连接CVK主机即可。

双机热备主机因为网络异常出现脑裂，等网络恢复正常后，会自动协商出主服务器，若脑裂时CVK主机的性能数据发送的是现在的备服务器，脑裂恢复后，CVK主机的性能数据仍向现在的备服务器发送性能数据，导致主管理平台性能数据丢失，此时在主管理平台上需执行连接主机操作，保证CVK主机性能数据发送正确。

双机热备部署或增加本地同步分区盘的过程中，要保证服务器健壮性，不能重启和关闭服务器。若出现故障服务器重启或断电，需要重新部署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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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双机热备简介01

0404 双机热备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02 D R B D 介 绍

03 新双机热备开局配置指导



 问题一：老双机升到新双机后，在当前ssh终端中敲crm status提示找不到/usr/sbin/crm

 问题原因：crm由原来的/usr/sbin/crm已经变成了/opt/bin/crm, 但shell中hash表没更新；另外提示无crm文件可能
是在tty1上敲的，tty1的环境变量中没有/opt/bin       

 如何解决：可以重新连接下，或者执行hash -r清空hash表。然后再执行crm status， 已在版本说明中说明

 问题二：搭建双机时提示密码错误，实际上备机密码是对的。后台ssh登录提示WARNING: REMOTE HOST 
IDENTIFICATION HAS CHANGED!

 问题原因：之前通过ssh登录过备机， ssh默认会把访问过主机信息在/root/.ssh/known_hosts。后面备机进行了重
装之类的操作 或则 更换了其他的主机，由于主机信息有变化， OpenSSH会校对信息，发出警告。

 如何解决：按照提示先清除一下免密信息，一般执行ssh-keygen -f “/root/.ssh/know_hosts” -R 172.16.60.35清除。
新版本 已修改



 问题三：热备升级失败

 定位原因：查看是否用虚地址升级，新版本已限制；备机升级失败查看，是否是因为升级过程存储满了导致，升级过程主备网
络异常也会导致备机升级失败

 如何解决：先恢复热备环境，单独升级CVM或则单独升级备机可解决

 问题四：新双机出现500错误，但tomat8等都正常；

 定位原因：可能是自动清理脚本导致

 如何解决：需要删除/var/log/.cvm_master下的cvm_status.info。

公告：https://zhiliao.h3c.com/Theme/details/58669

 问题五：双机热备异常，有可能是重启前后/dev/sda变成了/dev/sdb

 定位原因：在drbd这个盘符是写死的，服务器上插usb设备，导致系统启动的时候抢占了sda的分区号

 如何解决：修改drbd的资源文件

https://zhiliao.h3c.com/Theme/details/58669


 问题六：搭建完页面无法访问 或 搭建完后100%没有跳转到虚地址
 定位原因：部署日志关闭Mysql失败超时，单机环境关闭mysql失败。原因是往前修改时间导致
 如何解决：原因是往前修改时间导致，重启主机恢复

 问题七：热备管理台登录失败。
 定位原因：查看服务进程都在，过段时间查看Mysql_safe重复拉起mysql。可能是数据库损坏， Mysql没有完成 或 断

电异常 或 mysql自身Bug触发
 如何解决：参考文档修复Mysql

 问题八：双机切换后无法用虚ip登录，但实ip可以
 定位原因：原因是网关设备没更新arp表
 如何解决：删除网关的arp




文档密级		     

CAS环境mysql服务无法启动常见的几种情况

系统空间不足

通过df –h 查看根分区剩余空间是否充足。

虚拟机数据较多时容易出现的一种情况。或者用户在根分区存放了大容量文件。

这种情况一般删除一些文件，根据需要设置性能数据保留时间来规避。

/tmp 权限不足

Mysql执行操作时，默认使用/tmp作为临时空间，当用户或者其他程序对tmp目录有过更改/删除/重建，导致mysql没有权限写入文件时，会出现mysql异常，有如下日志：

/usr/sbin/mysqld: Can't create/write to file '/tmp/iboaMkzp' (Errcode: 13)    

解决方式，增加非root用户的写权限，如： chmod 777 /tmp

由于断电或其他操作导致数据库无法启动。

       一般启动mysql服务时报错如下：start: Job failed to start

一般解决方案整理如下：

如果是双机环境，请先移动到底部，按照文档暂停双机服务

恢复数据之前首先要对用户系统中数据进行备份处理

1、 首先查看 cat /etc/mysql/my.cnf 

PS:E0526版本之后查看cat /etc/mysql/mysql.conf.d/mysqld.cnf

[mysqld]

datadir		= /var/lib/mysql 

mysql数据库数据存放位置默认配置是/var/lib/mysql 文件夹，双机环境默认是/var/lib/mysql-share，具体路径按照用户现场环境设置而定。



2、创建备份目录 mkdir  / vms /mysqlbackup

3、将mysql数据文件cp到备份目录中 

单机环境：cp -r /var/lib/mysql/vms/mysqlbackup

双机环境：cp -r /var/lib/mysql-share/vms/mysqlbackup

4、修改mysql配置文件

vim /etc/mysql/my.cnf（PS. E0526版本之后/etc/mysql/mysql.conf.d/mysqld.cnf）在[mysqld]按回车键后增加innodb_force_recovery = 4

修改完成后启动service mysql start 

如果执行失败继续修改配置文件，设置 innodb_force_recovery 后面的值1到6 逐个替换 直到service mysql start 成功。

如果mysql 服务仍然启动不成功，请不要继续操作，联系研发同事处理。

mysql 服务启动成功则继续执行下一步操作。

5、服务启动成功后备份数据库信息

  mysqldump -uroot -p --all-databases > /vms/dump.sql

	 E0526版本之后使用下面的脚本备份

	 mysql -e "show databases;" -uroot -p | grep -Ev "Database|mysql|information_schema|performance_schema" | xargs mysqldump -uroot -p --databases > /vms/dump.sql（ps：输入两次mysql 密码）

6、关闭mysql服务

service mysql stop

7、执行上一步成功后，修改mysql配置文件

vim /etc/mysql/my.cnf （PS. E0526版本之后/etc/mysql/mysql.conf.d/mysqld.cnf）在[mysqld]后删除innodb_force_recovery

     8、进入mysql 数据文件夹默认/var/lib/mysql(双机环境默认是/var/lib/mysql-share)

     删除 mysql/ 和 performance_schema/ 以外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9、 启动mysql服务 service mysql start

     10、导入数据

     mysql -uroot -p -e 'source /vms/dump.sql'

     如果中间未报错到这一步数据库的数据基本全部恢复。

     



双机环境恢复数据库步骤：

一、老热备环境(E0523版本之前)：

1. 主上执行：cvm_resource_stop.sh;

2. 主备执行：service corosync stop

3. 在主上执行如下命令

service drbd start

 按提示输入YES

drbdadm primary all

mount /dev/drbd0 /var/lib/mysql-share

开始mysql的修复，修复好后，关闭mysql服务

umount /var/lib/mysql-share

service drbd stop

4. 在主备上执行：service corosync start

5. 主上执行：cvm_resource_start.sh



二、新热备环境（E0523版本之后，包括E0523）

		如下命令都在主上执行

1、 cvm_resource_stop.sh;

2、 service drbd start

3、 drbdadm primary all

4、 mount /dev/drbd0 /var/lib/mysql-share

5、 开始mysql的修复， 修复好后，关闭mysql服务

6、 umount /var/lib/mysql-share

7、 service drbd stop

8、 cvm_resource_start.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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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九：双机进行了切换，有ping的unknown error错误，
 定位原因：应该是检查到了ping网络的原因检查到了failed项
 如何解决：crm resource cleanup c_ping手动清除

 问题十：双机不停地切换或者异常
 定位原因：可能是系统只读。可以随便生成一个文件进行测试，一般是raid卡的原因，有可能重启能恢复；

另外也可能是同步分区满了，多见于有cloudos，会下发镜像到/vms/nova或克隆虚拟机模板的时候。
 如何解决：raild的原因重启恢复或磁盘满了删除恢复

 问题十一：搭建进行到“热备服务检测阶段 ”，报了“配置失败，请尝试重新登录并配置”
 定位原因：查看后台日志是失败在分区阶段 报cvknode36,umount /dev/vda7 error!。后台在vms目录打开了 或则

vms被其他进程占用了
 如何解决：退出目录或关闭进程



课程总结

 了解CAS CVM新双机热备
 掌握CAS 双机热备的原理
 掌握CAS CVM双机热备的实施方法和注意事项
 掌握CAS CVM双机热备常见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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