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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本文提供Direct配置示例附有了存贮(DAS)在Cisco Unified计算机系统(UCS);配置使用图形用户界面
(GUI)可用在UCS管理器(UCSM)。

使用UCS版本2.1版本，连接存储阵列直接地到结构互连(FI)当前是可能的没有任何上行存储区域网
络(SAN)交换机。

Prerequisites

Requirements

Cisco 建议您了解以下主题：

UCS和UCS管理器知识●

存储区域网络●



光纤通道区域概念●

Components Used

本文档中的信息基于以下软件和硬件版本：

UCS设置与在光纤通道(FC)交换模式的FI和与固件版本2.1(1a)或以上。●

支持UCS的存储阵列。参考UCS -存贮支持的存储阵列列表的互操作性表。●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document was created from the devices in a specific lab environment.All of
the devices used in this document started with a cleared (default) configuration.If your network is
live, make sure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ny command.

Conventions

有关文档规则的信息，请参阅 Cisco 技术提示规则。

背景信息

与DAS的UCS早于版本2.1

在UCS中的版本早于2.1，您有选项使用DAS以UCS。然而，您需要SAN交换机被连接到FI，因此
交换机可能推进区域数据库到FI。即UCS平台没有能建立区域数据库。拓扑类似于此：

//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477/prod_technical_reference_list.html
//www.cisco.com/en/US/products/ps10477/prod_technical_reference_list.html
//www.cisco.com/en/US/tech/tk801/tk36/technologies_tech_note09186a0080121ac5.shtml


与DAS的UCS在版本2.1

使用版本2.1版本， UCS当前有能力建立其自己的区域数据库。您能有与UCS的DAS，不用需要对
于SAN交换机推进区域配置。拓扑当前如下所示:



Configure

配置直接附加的存贮

配置在UCS的DAS的一般进程是：

配置在FC交换模式的FI。1.
create要求了虚拟SAN (VSAN)。2.
设置在UCS的端口角色。3.
检查存贮端口全世界端口名(WWPN)是否登陆对结构。4.

这假设物理电缆已经连接在存储阵列端口和结构之间互联。

这些步骤中的每一个在以下部分详细解释。



配置在FC交换模式的FI

如果FI已经不在FC交换模式，此程序展示如何变成该模式。您能仍然运行以太网的终端主机模式。

Note:此活动要求一辆FI重新启动。

在UCSM中，请连接对并且点击设备选项。1.
扩展结构互联。2.
点击结构互连A。3.
在右窗格中，请选择集合FC交换模式。4.

重复步骤1-4结构的B。5.

创建必需的VSAN

此程序如何展示如何创建在FIs的必需的VSAN和到在VSAN的enable (event)区域。在您开始此程序
前，请识别哪个VSAN ID您要使用两个结构。

Note:在FC uplink端口应该仅创建存贮VSAN在存贮Cloud下，并且不应该允许，如果其中任一
。

在UCSM中，请连接对并且点击SAN选项。1.
扩展存贮Cloud。2.
扩展结构A。3.
用鼠标右键单击VSAN，并且选择创建存贮VSAN。4.
输入一个名字对于VSAN。5.
为FC区域选择启用。6.
选择结构A。7.



输入VSAN ID，并且在以太网(FCoE) VLAN ID的一光纤通道结构的A.确信， FCoE VLAN
ID是在网络当前没有使用的VLAN ID。

8.

重复步骤1-8结构的B。9.

设置在UCS的端口角色

此程序展示如何选择FI连接的端口到存储阵列和如何配置他们作为FC存贮端口。

在UCSM中，请连接对并且点击设备选项。1.
扩展结构互联。2.
扩展结构互连A。3.
用鼠标右键单击端口被连接到存储阵列，并且选择配置作为FC存贮端口。4.
为在右窗格的此端口选择正确的VSAN。5.



重复步骤1-6结构的B。6.
如果适当配置端口并且是UP在存储阵列，在UCS的FC存贮端口应该来联机。

确认StoragePort WWPN登陆对结构

此程序保证存贮端口WWPN登陆对结构。

通过安全壳SSH登陆或者建立对UCS Virtual IP (VIP)的Telnet连接。1.
输入连接nxos {a|b}命令， a|b表示FI A或FI B;在本例中， FI是A。2.
输入id命令show flogi database vsan的vsan，其中vsan ID是VSAN的标识;在本例中，标识是
600。

3.

此镜像是输出示例这两个命令的。存贮端口WWPN当前登陆对VSAN 600。请务必确认在两个的存
贮端口登录结构。

配置FC区域



配置服务器的一般进程是：

创建存贮连接策略。1.
创建一服务档案。2.
连结服务档案与服务器。3.

这些步骤中的每一个在以下部分详细解释。

创建存贮连接策略

此程序展示如何创建存贮连接策略和存贮目标WWPN。

Note:Cisco建议您创建每个结构的一个策略，因此区域是容易了解。

在UCSM中，请连接对并且点击SAN选项。1.
扩展策略，扩展根，用鼠标右键单击存贮连接策略，并且选择创建存贮连接策略。

创建存贮连接策略窗口打开并且允许您定义存贮目标WWPN和结构详细资料。

2.

输入一个名字对于存贮连接策略。3.
选择一种区域类型从三个选项： 无：请使用此选项，当您没有在FI时创建的区域，但是把区域
从上行FC交换机用于一特定的VSAN。单一目标单个的发起者：当您只有一个存贮端口被连接
到一个结构时，请使用此选项。在本例中，有一个目标被连接到每个结构。单个发起者多个目
标：当您有超过一个存贮端口被连接到一个结构时，请使用此选项。

4.



在FC目标终点部分旁边点击正(+)符号。创建FC目标终点窗口打开。5.
进入FC目标的WWPN。6.
点击结构的路径。7.
选择VSAN ID从下拉列表。8.

点击OK键为了保存更改。9.

创建服务档案

此程序展示如何用另外的区域配置创建一正常服务档案。

在UCSM中，请连接对并且点击服务器选项。1.
扩展服务器，用鼠标右键单击服务配置文件，并且选择创建服务Profile(expert)。2.
输入一个名字对于服务档案，并且选择您已经创建的唯一标识符(UUID)池。单击 Next。3.
在网络部分，请创建虚拟网络网络界面控制器(vNICs)的所需数量的。单击 Next。4.
在存贮部分，请创建虚拟主机总线适配器(vHBAs)的所需数量的，并且切记您在存贮连接的正
确的VSAN安置他们。此示例使用VSAN 600。单击 Next。

5.

在是新的在UCSM 2.1)的区域部分(请选择vHBA和存贮连接策略映射为了定义区域。在挑选
vHBA创始者下，请点击vHBA。在挑选vHBA发起者组部分下，请点击正(+)符号为了打开一个
新建窗口。

6.

输入一个名字对于发起者组，选择您以前创建的存贮连接策略，并且点击OK键。7.



区域窗口出现。
在左窗格中，请点击vHBA添加到发起者组。在右窗格中，请点击您创建的vHBA发起者组。然
后，请点击添加到在面之间的按钮为了添加该vHBA到该发起者组。vHBA适合发起者组的一部
分和分区与在存贮连接策略提及的存贮目标。

Note:您能添加多vHBAs在一个vHBA发起者组以下。您能也创建不同的结构的不同的发起者组
为了简化管理。

8.

其次从区域部分点击，并且完成在服务档案的其他部分。9.



连结服务档案与服务器

此程序展示如何连结服务档案与服务器，起动区域和zoneset的创建。

用鼠标右键单击您创建的服务档案，并且点击更改服务档案关联。1.
选择选择现有的服务器从下拉列表。2.
选择适当的服务器，并且点击OK键。服务器然后重新启动。3.

Verify

请使用此部分确认您的区域创建和zoneset启动适当地运作。

思科 CLI 分析器（仅适用于注册客户）支持某些 show 命令。要查看对 show 命令输出的分析，请
使用思科 CLI 分析器。

从GUI验证

此程序描述如何验证从GUI的区域配置和zoneset启动。

在UCSM中，请连接对并且点击服务器选项。1.
扩展服务器并且服务配置文件。2.
连接对并且点击您以前创建的服务档案。3.
点击在右窗格的FC区域选项。4.

在此镜像，发起者和目标WWPN在同一个区域。区域管理员状态适用，并且操作状态是活跃的，意
味着区域是当前活动zoneset的一部分。

Note:区域名称自动地被创建;您不任何掌握名字。在本例中，命名惯例是
ClusterName_FabricID_ZoneID_ServiceProfileName_InitiatorName。

从CLI验证

此程序连接到UCS的NXOS shell并且验证从命令行界面的区域。

通过安全壳SSH登陆对UCS VIP。1.
输入连接nxos {a|b}命令， a|b表示FI A或FI B;在本例中， FI是A。2.
输入id命令show zoneset活动vsan的vsan，其中vsan ID是VSAN的标识;在本例中，标识是
600。

3.

此镜像是输出示例这两个命令的。

http://cway.cisco.com/go/sa/
//tools.cisco.com/RPF/register/register.do


如果屏蔽适当的逻辑的部件号(LUN)从存贮边完成， LUN当前是可视的在服务器OS。

Troubleshoot

本部分提供的信息可用于对配置进行故障排除。

如果创建了服务档案，但是看不到区域在FC区域选项下，请使用此故障排除列表：

区域被启用在打算的VSAN ？●

服务档案被关联？只有当服务档案与服务器时，产生关联区域被创建。●

正确的存贮连接策略选择在vHBA发起者组下？●

正确的VHBA被添加到正确的vHBA发起者组？●

正确的VSAN为vHBAs选择？●

正确的VSAN和结构根据存贮连接策略选择？●

Related Information

UCS 2.1 FC区域配置指南●

Technical Support & Documentation - Cisco Systems●

//www.cisco.com/en/US/docs/unified_computing/ucs/sw/gui/config/guide/2.1/b_UCSM_GUI_Configuration_Guide_2_1_chapter_011011.html#task_DE14E1F55C004D1AB682C64D9D8BAF54
//www.cisco.com/cisco/web/support/index.html?referring_site=bodyn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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