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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环境中，移植到SAN模式进行存储部署和管理的许多优势都已经变成了现实。如果能够让
各种应用和服务器共享存储资源，将能够大大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综合环境的利用率。与此同时，

将关键业务数据移植到可以通过多台服务器访问的共享存储资源的趋势也提出了实现不间断存储

访问的要求。使用 IP服务模块，可以在MDS系列中提供 IP SAN连接功能，因此，应用部署必
须提供极高的可用性和永续性。由于iSCSI提供了与共享存储资源相连的另种低成本途径，所有企
业都可以因iSCSI解决方案的低成本和低复杂度而受益。无论在哪个企业里，丢失数据都会给企业
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无论通过光纤通道还是IP（iSCSI）访问数据，企业都要求数据具有99.999%
的可用性。

在金融、制造、电信等行业中，关键业务应用的存储设计必须满足高可用性要求。在传统意义上，

高可用性只意味着容错系统，即发生故障时，硬件系统配置允许受保护的系统组件顺利过渡到冗

余组件，以缩短停机时间。高可用性必须满足以下三个要求：

● 在实施计划内维护时提供连续服务或缩短停机时间

● 发生意外故障时提供高可用性恢复，保证服务器、网络交换机、存储子系统、操作系统、应用

等组件能够继续正常运行

● 发生火灾、地震、洪水或由人引起的灾难时，提供高可用性恢复

典型的容错系统包含三个层次：

1.利用集群和替代路径技术保护服务器，服务器或路径出现故障时，应用能够过渡到正常的服务
器平台或交换机路径；

2.建立冗余网络，发生硬件故障时能够提供可靠连接，另外还包括智能数据和存储管理系统；
3.利用RAID（低价冗余磁盘阵列）技术、高速缓存映射、数据映射和 /或远程应用保护存储。

高度可用的SAN可以通过将冗余性建立到多层网络中而实现。网络设计中的每个组件都可以作为
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模块。一种基本的高可用性是在网络中使用冗余硬件。尽管许多导向器级

SAN网络交换机能保证99.999%的开机时间，但在体系结构水平上，高可用性仍然是个很大的问
题，而且不仅仅是单个平台的问题。为防止单故障点造成停机，可以部署双网 SAN网络。

对于服务器，可以利用称为集群的高可用性技术实现应用级冗余性，在一个集群中配置多台服务

器，以便在节点发生故障时提供备份。

虽然可以独立配置网络高可用性和系统高可用性，但由于集群可以使用多路径管理基本冗余网络

连接，因而可以将两种高可用性系统结合起来考虑。集群能够提供服务器级或应用级故障恢复功

能。按照需要，可以为每个应用配置一台备用服务器。另外，为防止一个位置或一座大厦遭遇灾

难，还可以将集群中的另一台交换机配置在远程。如果发生灾难，中断了本地操作，则整个服务

器集群可以过渡到远程设施。为了提供最佳保护，许多SAN设计都采用了分层的分布式体系结构。
集群、映射等许多技术都为这些解决方案提供了必要的智能。

许多软件包都提供多路径特性。一般情况下，这些软件包都提供两种服务：在正常运作模式下，数

据流量平均分配到可用的接口和路径上；如果有一条路径出现了故障，则将流量分配到其余可用

路径上。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可能存在两条以上的路径，但本文只介绍双路径情况。多路径特性

用于提供访问存储设备的冗余性，其中SAN提供通往存储的多条逻辑路径。路径中的冗余性可以
通过在存储设备上配置多台主机 I/O控制器、多台交换机、多根电缆和多个端口实现。由于实现
冗余性的成本较高，网络要求严格，管理员可以只在一个组件水平上实施冗余性。在每个组件水

平上，必须在网络中实施强有力的管理和监控技术，才能在发生故障时快速切换，缩短停机时间。

在典型的多路径实施中，为完成引发器与目标实体之间的连接，每条路径都可能穿越多个网络，路

径内任意地方的故障都可能引发故障恢复事件的发生。因此，多路径软件必须提供活跃监控，这

样才能在正在使用的路径发生故障时快速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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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故障时，非常重要的是，网络恢复机制必须保持对所有设备（目标实体、LUN）或多路径
实施的访问，才能发现连接故障，并及时恢复。冗余设计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应用层访问，并尽可

能缩短停机时间。在本文列举的情况中，组合使用多路径软件和iSCSI网络冗余性将能够提供真正
的应用层保护。

高可用性设计需要考虑很多问题，包括网络和使用网络的系统。例如，网络范围内的冗余连接能

够在发生故障或用户错误时提供最高保护，防止网络服务中断。另外，冗余SAN硬件解决方案还
能提供内置机制，帮助系统从故障组件或服务中恢复。另外，还必须考虑安全性，因为安全性可

能会严重影响到存储可用性。共享存储等昂贵的资源要求必须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防止未授权访

问。分区、引发器验证和访问表等机制可以保证，只允许指定的引发器——目标实体对相互通信。

这样不但能保证安全性，还能防止数据因未授权服务器的意外访问而破坏数据，最终缩短停机时间。

基础设施的“后端”必须包括高度可用、可以扩展的信息存储子系统，才能提供容量扩展、数据

完整性服务和数据复制功能。强有力的软件和固件能够保证对所有应用数据的连续访问。如果存

储子系统体系结构内没有单故障点，将有利于实现系统高可用性。为保证数据冗余性，防止重要

信息因物理磁盘故障而破坏，可以使用磁盘阵列RAID 1、5或 0+1/1+0。

�� !
本白皮书将介绍建立高可用性 IP存储局域网的各种因素。首先，本文介绍了可以帮助用户在应用
基础设施上构建和部署适当可用性的各种方法。另外，本文还讨论了规模各异的各种机构应该怎

样使用思科解决方案实现应用高可用性计算目标。

思科的MDS 9000多层交换机系列提供了一种任选的 IP服务模块，以提供集成式 iSCSI和 FCIP
服务。利用 IP服务模块提供的服务，不但能为 IP存储网络建立冗余性，还能增强系统可用性。本
文阐述的重点包括：

● 基于 iSCSI和思科 IP服务模块的设计和高可用性配置
● 不使用多路径软件设计 iSCSI SAN的案例分析
● 使用多路径软件设计 iSCSI SAN的案例分析

本文将重点介绍SAN配置和选项。主机集群没有配置，因为它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另外，本
文也没有讨论存储子系统实施和配置。

�� /�� !
所有测试使用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如下表所示。

表 1

�� �� !"

Dell PowerEdge 1650服务器 2G RAM

18GB 本地磁盘

Windows 2000 Server，带 SP3

为W2K 3.1.1开发的Cisco iSCSI驱动程序

Veritas Volume Manager 3.1 for Windows

集成式 Intel GE NIC Intel ProSet设施（适配器组合）

Catalyst 3550 IOS (C3550-I5Q3L2-M)12.1(8) EA1c

Cisco MDS 9216网络交换机 固件 1.1（1）

Xyratex RAID 2GB控制器，带 8个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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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拓扑中，使用了Cisco MDS 9000系列中为 iSCSI设计的许多特性，例如虚拟冗余路由器
协议（VRRP）。VRRP提供了冗余路由器网关服务，如果Cisco MDS 9000 IP存储模块上的千兆
位以太网端口发生故障，冗余 IP存储模块上的另一个千兆位以太网端口能够接管 iSCSI服务和属
性，继续为受影响的 iSCSI对话提供访问。Cisco MDS 9000系列 IP存储模块提供的另一个特性
是 EtherChannel。EtherChannel可以将两条千兆位以太网链路组合成一条带宽更高的逻辑链路。
刚发布时，EtherChannel只能使用同一 IP存储模块上相邻的两个千兆位以太网端口，预防链路故
障。在此次测试中，没有使用 EtherChannel。

此次测试使用的另一个Cisco MDS 9000 IP存储特性是 PWWN别名。PWWN别名能够在解决
方案的光纤通道端提供恢复功能。利用PWWN别名，如果与实际物理存储目标相连的主光纤通道
端口发生故障，将由冗余光纤通道端口提供故障恢复。其概念是，两个光纤通道端口都访问相同

的 LUN，为驻留在光纤通道 SAN上的物理存储提供冗余路径。但是，并非所有存储阵列都在多
个存储子系统接口上提供所需的活跃——活跃LUN功能。如果想详细了解这个特性，请向存储厂
商咨询。

对于某些环境，主机上的多路径软件太昂贵，因而不能在所有服务器上实施。不过，如果部署了

“适配器组合”（Intel卡上基于NIC的特性），并与上述MDS 9000特性配合使用，客户仍然能够
为其中低端服务器部署高度可用的体系结构。利用“适配器组合”特性，两个以太网接口可以像

一个逻辑接口那样操作，只使用一个 IP地址和一个MAC地址。“适配器组合”特性可以在两种模
式下运行；活跃 /活跃或活跃 /闲置。如果想了解详细情况，请与相关的NIC厂商联系。

�� !�
每个组件的设置和配置细节如附录 2所示。

��
下表总结了SAN发生的各种故障的结果。对每种故障情况的分析放在“备注”一栏中。读者可以
看到，从主机角度看，在两种情况下，可以实现完全不间断 I/O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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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NIC故障时，可以利用主机NIC组合透明访

问存储

VRRP恢复到备用IPS GE端口，在恢复完成之前，

I/O中断～20s

存储端口的pWWN别名可以透明地恢复到备用存

储端口

当MDS交换机或 IPS线卡发生故障时，可以用

VRRP和 pWWN别名访问存储

表 2

��

主机N1 NIC故障

IP存储模块端口故障

存储端口故障

单MDS交换机故障

�� !"

�� !"�

2

2

2

2

�� !"#

0s

～20s

0s

～20s

�� !"#

�� !"

1

2

1

2

�� !

0s

手工切换

0s

手工切换

�� ! 2
如图 2所示，在服务器与存储目标之间建立了两条路径。从物理连接角度看，这种拓扑与拓扑 1
相同。但是，在这种技术中，既没有使用用于提供主机组件冗余的“适配器组合”，也没有使用

pWWN别名、EtherChannel和VRRP。这种拓扑可以使用pWWN别名、EtherChannel和VRRP
特性，但由于使用了多路径软件，不再需要这些特性了。多路径软件用于为主机连接和存储访问

提供高可用性服务。利用多路径软件，通过内置在某些软件解决方案内的负载平衡功能可以充分

利用通往存储端口的所有路径。

� 2
�2�� !"#$
�� !"

�� !�
每个组件的设置和配置细节如附录 3所示。

��
下表总结了SAN发生的各种故障的情况。对每种故障情况的分析放在“备注”一栏中。读者可以
看到，从主机角度看，只要使用了多路径软件，就可以实现完全不间断 I/O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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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拓扑中，两台MDS 9216交换机没有链接在一起形成一个 fabric网络。相反，为了在网络
发生故障时提供高可用性，这两台MDS 9216交换机部署了两个独立的 fabric网络。注意：还可
以利用MDS 9000系列交换机的虚拟 SAN功能实施 fabric网络隔离。与拓扑2一样，拓扑3也没
有使用VRRP、EtherChannel和 PWWN别名特性。此次测试使用了基于主机的多路径软件。

��

发生N1故障时，仍然有2条路径通往存储，但它

们是从N2到一个IP-P2 GE端口再到两个存储端口

发生 IP-P1 GE故障时，仍然有2条路径通往存储，

但它们是从N2到一个 IP-P2 GE端口再到两个存

储端口

发生 pWWN1存储端口故障时，仍然有 2条路径

从两个NIC到两个 IPS GE端口，但只通往一个

pWWN2存储端口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条路径通往存储，因为两个

IPS GE端口和存储端口pWWN1已失去作用，只

能通过N2到 IP-P2 GE端口和pWWN2存储端口

表 3

��

主机N1 NIC故障

IPS IP-PI故障

存储 PWWN1端口

故障

单MDS交换机故障

�� !"

�� !"�

4

4

4

4

�� !"#

0s

0s

0s

0s

�� !"#

�� !"

2

2

2

1

�� !

0s

0s

0s

0s

�� !�
每个组件的设置和配置细节如附录 4所示。

��
下表总结了 SAN发生的各种故障的结果。对每种故障情况的分析放在“备注”一栏中。读者可以
看到，从主机角度看，在所有情况下，都可以实现完全不间断 I/O恢复。

� 3
�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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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第 2条路径继续访问存储

可以用第 2条路径继续访问存储存储

可以用第 2条路径继续访问存储

可以用第 2条路径继续访问存储

表 4

��

主机N1 NIC故障

IPS IP-P1故障

存储 PWWN1端

口故障

单MDS交换机故障

�� !"

�� !"�

2

2

2

2

�� !"#

0s

0s

0s

0s

�� !"#

�� !"

1

1

1

1

�� !

0s

0s

0s

0s

��
显而易见，高可用性是一种重要的设计特性，必须是端到端解决方案。高可用性从产品组件开始，

因为这些产品包含了许多高可用性特性，是建立强大、可靠网络的基础。在包含服务器、交换机、

子网和存储设备等多种组件的网络中，单凭冗余性并不能总保证高可用性。网络、存储和服务器

管理员必须认真设计网络（LAN和SAN）体系结构，在所有基础设施点上考虑应用故障恢复的影
响。Cisco MDS 9000系列提供了一种具有很高的永续性，并能够快速恢复的网络解决方案，它
不但能透明地保护存储事务处理，还能减小对应用层的影响。

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带 IP服务模块的Cisco MDS 9000系列具有高可用性，能够提供高度可用
的 IP SAN基础设施，支持基于主机的高可用性应用，例如多路径。对于企业的许多关键业务应
用，可用性不但以正常运行时间衡量，还以提供稳定性能的能力来衡量。带 IP存储模块的Cisco
MDS 9000系列交换机能提供线速 iSCSI性能，因而能够为建立具有很高永续性的多协议 SAN基
础设施提供必要的组件。

�� !
1. Marc Farley, 建立存储网络（网络专家图书馆）

�� 1��� !
�� !"

在这种设置中，实施的SQL服务器拥有两条千兆位以太网连接。每条千兆位以太网连接都与独立
的Catalyst 3500交换机相连。Veritas Volume Manager for Windows 3.1用于控制拓扑2和拓扑
3中的路径。“适配器组合”技术由 Intel提供。为了在模仿环境中注入错误时核实输入到 iSCSI目
标实体上保存的 SQL数据库中的数据，开发了一个简单 SQL程序。

Catalyst 3500
在这种情况下，冗余以太网交换机配置用双Cisco Catalyst 3550交换机实现。由于交换机主要用
于VLAN桥接，因而使用了最新的Catalyst软件版本。

MDS 9216��

为实现高可用性，Xyratex光纤通道阵列存储端口与独立MDS 9216交换机相连。MDS IP存储
模块的每个千兆位以太网端口都与每台独立的Catalyst 3500交换机相连。为建立一个子网和一个
VSAN，在拓扑 1和拓扑 2的两台MDS9216交换机之间建立了光纤通道端口通道。对于拓扑 3，
由于逻辑子网与物理子网相互隔离，因而没有建立端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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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详细了解Cisco MDS 9000的配置命令，请参考《Cisco MDS 9000配置指南》。

�� !"
拓扑1需要使用安装在 Intel NIC上的“适配器组合”。创建适配器组时使用了“适配器负载平衡”
模式，这种模式允许使用两个NIC。利用思科的 iSCSI 3.1.1驱动程序，通过CHAP执行了验证。
配置MDS 9000交换机时，需要启用CHAP，以便让服务器访问存储设备。

Catalyst 3500
使用了Catalyst交换机的基本配置，并在两台以太网交换机之间配置了链路中继。

MDS 9XXX ��

这种拓扑中使用了以下MDS特性：
● 两台MDS交换机之间的端口通道
● VRRP——虚拟路由器冗余协议
● pWWN别名，并创建了“虚拟目标实体”

在MDS 9216交换机上建立这种拓扑的步骤如下：

MDS 9216-1�� ! 1�
1.在两台MDS交换机之间创建端口通道，这种配置的输出如下：

vsan 1 interface port-channel 1
interface fc1/7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Xyratex ��

Xyratex RAID控制器的作用是利用两个光纤通道端口实现冗余性。在测试中，每个Xyratex FC
端口都输出了完全相同的 LUN。如果想了解多路径解决方案支持的配置，请向存储厂商咨询。

�� 2�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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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ace fc1/8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2. 完成 iSCSI配置，完成此项任务的必要步骤如下：
a.第一步是配置 IP存储模块的千兆位以太网端口。由于使用了VRRP，因此，VRRP的配置也
在接口水平上执行。这种配置的输出如下：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
ip address 10.10.10.3 255.255.255.0
no shutdown
vrrp 1
priority 100
address 10.10.10.1
no shutdown
interface iscsi2/1
mode store-and-forward
no shutdown

b.为保证 iSCSI引发器能够与MDS对话，还需要其它 iSCSI参数。这个环境需要的参数为“导
入 fc目标”，将 iSCSI引发器的 IP地址放入适当的VSAN，以及验证。输出如下：
iscsi authentication none
iscsi import target fc
iscsi initiator name 10.10.10.230
vsan 1

c. 利用PWWN别名特性，我们需要在交换机上创建“虚拟目标”。因为我们在这个拓扑中使用
了VRRP特性，所以还需要在备用MDS交换机上创建这种“虚拟目标”。PWWN别名的
“虚拟目标”输出如下：

iscsi virtual-target name JBOD1
pWWN 22:00:00:04:cf:e6:e1:5f secondary-pwwn 21:00:00:04:cf:e6:e1:5f
initiator 10.10.10.230 permit

3. 为完成MDS交换机的设置，还需要为 iSCSI引发器和光纤通道目标实体创建ZoneSet和Zone，
分区配置的输出如下：

zone name Path1 vsan 1
member pwwn 21:00:00:04:cf:e6:e1:5f
member symbolic-nodename 10.10.10.230
member pwwn 22:00:00:04:cf:e6:e1:5f

zoneset name ZS1 vsan 1
member Path1

zoneset activate name ZS1 vs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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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9216-2�� ! 2�
在拓扑 1中，第二台MDS 9216交换机的配置如下。
1. 在两台MDS交换机之间创建端口通道，这种配置的输出如下：

vsan 1 interface port-channel 1

interface fc1/7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interface fc1/8
channel-group 1
no shutdown

2. 接下来配置 iSCSI，完成此项任务的必要步骤如下：
a. 首先配置 IP存储模块的千兆位以太网端口。由于我们同样使用了VRRP，因而VRRP的配置
也在接口水平上执行。这种配置的输出如下：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5
ip address 10.10.10.2 255.255.255.0
vrrp 1
address 10.10.10.1
no shutdown

interface iscsi2/5
mode store-and-forward
no shutdown

b. 要保证 iSCSI引发器能够与MDS 9216交换机对话，还需要其它 iSCSI参数。这种情况需要
的参数为“导入 fc目标”，将 iSCSI引发器的IP地址放入适当的VSAN，以及验证。输出如下：
iscsi authentication none
iscsi import target fc
iscsi initiator name 10.10.10.230
vsan 1

c. 利用 PWWN别名特性，我们需要在交换机上创建“虚拟目标”：
iscsi virtual-target name JBOD1
pWWN 22:00:00:04:cf:e6:e1:5f secondary-pwwn 21:00:00:04:cf:e6:e1:5f

initiator 10.10.10.230 permit

3. 由于ZoneSet的激活是通过网络从主MDS 9216交换机（交换机 -1）传播的，因而不需要为
iSCSI引发器和光纤通道目标创建ZoneSet和Zone。对于分区，不需要在此交换机上作任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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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ratex ��
测试时，需要验证通过两条路径访问同一存储（LUN）的操作。

�� 3�

�� 2�� !" 

如果想详细了解配置命令，请参考《MDS配置指南》。

�� !"
服务器安装了Veritas Volume Manager 3.1 for Windows。为顺利完成配置和操作，还审核了动
态多路径（DMP）特性。如果想详细了解DMP，请参考《Veritas Volume Manager文档》。为
更快检测到存储访问错误，还需要修改寄存器设置。如果已经添加了这个数值，那么其默认值为

90秒超时。利用默认值，检测存储错误的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会影响应用的恢复能力。如果想添
加 /编辑这个数值，请运行“regedt32”，然后执行以下步骤：

进入 “HKEY_LOCAL_MACHINE”
进入 “SYSTEM”
进入 “CurrentControlSet”
进入 “Services”
进入 “iscsi”
进入 “Parameters”，看是否具有输入项 “DisconnectTimeOutValue”
如果输入项存在，则进行必要的修改

如果输入项不存在，请添加新值

点击“Edit” -> “Add Value”
输入 “Value Name section” ->“ DisconnectTimeOutValue”
将“Data Type”设置为“REG_DWORD”
输入数值。默认值为Hex，因此，如果您想将数值设为 10秒，则输入字符 “A” 。如果选择了
“Decimal” ，则输入 “10”。

Catalyst 3500
使用的是Catalyst交换机的基本配置。由于这个拓扑不需要，因而没有在两台以太网交换机之间
配置中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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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9216 ��

MDS 9000 PortChanneling特性在两台MDS 9216交换机之间使用，用于为不同交换机上的区
号提供交换容量。它允许建立从主机到存储的四条路径，因而无需增加端口就能提供可用性。

建立环境所需的配置如下。PortChanneling配置与拓扑 1中相同。如果想了解PortChanneling配
置，请参考附录 2。

MDS 9216-1�� ! 1�
首先执行 iSCSI配置，完成此项任务所需要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是配置 IP存储模块的千兆位以太网端口。这种配置的输出如下：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
ip address 10.10.10.1 255.255.255.0
no shutdown

interface iscsi2/1
mode store-and-forward
no shutdown

为保证 iSCSI引发器能够与MDS 9216交换机对话，还需要其它 iSCSI参数。这个环境需要的参
数为“导入 fc目标”，将 iSCSI引发器的 IP地址放入适当的VSAN，以及验证。输出如下：
iscsi authentication none
iscsi import target fc
iscsi initiator name 10.10.10.230
vsan 1

为完成MDS交换机的设置，还需要为 iSCSI引发器和光纤通道目标创建ZoneSet和Zone。分区
配置的输出如下：

zone name Path1 vsan 1
member pwwn 21:00:00:04:cf:e6:e1:5f
member symbolic-nodename 10.10.10.230

zone name Path2 vsan 1
member symbolic-nodename 10.10.10.230
member pwwn 22:00:00:04:cf:e6:e1:5f

zone name Path3 vsan 1
member pwwn 21:00:00:04:cf:e6:e1:5f
member symbolic-nodename 10.10.11.230

zone name Path4 vsan 1
member pwwn 22:00:00:04:cf:e6:e1:5f
member symbolic-nodename 10.10.11.230

zoneset name ZS1 vsan 1
member Path1
member Path2
member Path3
member Pat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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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9216-2�� ! 2�
在这台MDS交换机上，拓扑 2需要的相关配置如下。值得重申的是，PortChannel配置与拓扑 1
中的相同。如果想详细了解配置，请参考附录 2。

接下来执行 iSCSI的配置步骤。完成此项任务的必要步骤如下：
首先配置 IP存储模块的千兆位以太网端口。这种配置的输出如下：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5
ip address 10.10.11.1 255.255.255.0
no shutdown

interface iscsi2/5
mode store-and-forward
no shutdown

为保证 iSCSI引发器能够与MDS 9216交换机对话，还需要其它 iSCSI参数。这个环境需要的参
数为“导入 fc目标”，将 iSCSI引发器的 IP地址放入适当的VSAN，以及验证。输出如下：
iscsi authentication none
iscsi import target fc
iscsi initiator name 10.10.11.230
vsan 1

由于ZoneSet的激活是通过网络从主MDS 9216交换机（交换机 -1）传播的，因而不需要为 iSCSI
引发器和光纤通道目标创建ZoneSet和Zone。对于分区，不需要在此交换机上作任何配置。

Xyratex ��
测试中，需要对通过两条路径访问相同存储（LUN）的操作进行审核。

�� 4�

�� 3�� !" 

如果想详细了解配置命令，请参考《MDS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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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服务器配置与拓扑 2相同，如果想详细了解配置情况，请参考附录 3中的拓扑 2。

Catalyst 3500
使用了Catalyst交换机的基本配置，两台以太网交换机之间没有使用链路中继。

MDS 9216 ��

在这个拓扑中，将逻辑子网与物理子网相互隔开。建立这种环境需要的配置如下：

MDS 9216-1�� ! 1�
1.拓扑 3和拓扑 2的 iSCSI配置相同。相关配置细节如下：

a.第一步是配置 IP存储模块的千兆位以太网端口。这种配置的输出如下：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1
ip address 10.10.10.1 255.255.255.0
no shutdown

interface iscsi2/1
mode store-and-forward
no shutdown

b. 为保证 iSCSI引发器能够与MDS 9216交换机对话，还需要其它 iSCSI参数。这个环境需要
的参数为“导入 fc目标”，将 iSCSI引发器的 IP地址放入适当的VSAN，以及验证。输出如下：
iscsi authentication none
iscsi import target fc
iscsi initiator name 10.10.10.230
vsan 1

2. 为完成MDS交换机的设置，需要为 iSCSI引发器和光纤通道目标创建ZoneSet和Zone。分区
配置的输出如下：

zone name Path1 vsan 1
member symbolic-nodename 10.10.10.230
member pwwn 22:00:00:04:cf:e6:e1:5f
zoneset name ZS1 vsan 1
member Path1

MDS 9216-2�� ! 2�
1. 首先执行 iSCSI配置。完成此项任务的必要步骤如下：

a. 第一步是配置 IP存储模块的千兆位以太网端口。这种配置的输出如下：
interface GigabitEthernet2/5
ip address 10.10.11.1 255.255.255.0
no shutdown

interface iscsi2/5
mode store-and-forward
no shut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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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保证 iSCSI引发器能够与MDS 9216交换机对话，还需要其它 iSCSI参数。这个环境需
要的参数为“导入 fc目标”，将 iSCSI引发器的 IP地址放入适当的VSAN，以及验证。输
出如下：

iscsi authentication none
iscsi import target fc
iscsi initiator name 10.10.11.230
vsan 1

2. 由于这台交换机拥有自己的子网，因此，必须为 iSCSI引发器创建分区信息才能访问备用路径。
在这个环境中，这台交换机的配置如下：

zone name Path2 vsan 1
member symbolic-nodename 10.10.11.230
member pwwn 21:00:00:04:cf:e6:e1:5f

zoneset name ZS1 vsan 1
member Path2

Xyratex ��
在测试中，需要对通过两条路径访问相同存储（LUN）的操作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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