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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白皮书将讨论具有 2 代（DS-X9112、DS-X9124、DS-X9148 和 DS-X9304-18K9）、3 代（DS-X9248-48K9 和
DS-X92xx-96K9）和 4 代 (DS-X92xx-256K9) 线卡的 Cisco® MDS 9500 系列多层导向器以及 MDS 9700 系列多层
导向器 (DS-X9448-768K9)。虽然部分细节有所不同，但许多原则和功能广泛适用于整个 Cisco MDS 9000 系列交换
机。附录可供参考。

简介
瓶颈设备是指不以来源生成的速率接受帧的设备。存在瓶颈设备时，光纤通道网络有可能缺乏帧缓冲区，导致交换
机端口信用饥饿和潜在的交换机间链路 (ISL) 阻塞。需要地将发往瓶颈设备的帧小心地隔离到单独的队列中并交换到
出口端口，避免拥塞背板。然后，需要决定是否将这些帧视为卡塞帧以及何时丢弃它们。

思科解决方案
思科提供瓶颈设备检测和拥塞避免（下文称为“瓶颈”）功能，帮助检测、发现和解决瓶颈设备所表现出的状况。
瓶颈原因包括：
边缘设备
边缘设备响应缓慢可能是出于各种原因：
●

服务器性能问题：应用或操作系统

●

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问题：驱动程序或物理故障

●

速度不匹配：一台快速设备和一台慢速设备

●

虚拟服务器上有虚拟机非正常退出时，导致数据包留在 HBA 缓冲区内

●

存储子系统的性能问题，包括过载

●

磁带驱动器性能不佳

交换机间链路 (ISL)
●

ISL 流经的距离缺乏 B2B 信用

●

存在瓶颈边缘设备

表现出这类行为的任何设备都被称为瓶颈设备。Cisco MDS 9000 系列交换机持续监控网络的瓶颈症状，发送警报并
采取自动措施缓解这种情况。这些措施包括：
●

清空缓冲区

●

对受影响的接口执行链路重置

●

摆动受影响的接口

●

因错误禁用端口

●

丢弃到达线速的新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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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光纤通道中的流量控制
光纤通道设计为不丢帧网络。为此，光纤通道实施基于信用的流量控制机制（图 1）。
图 1.

光纤通道中的流量控制

在这里，发射器 (Tx) 可以用接收器 (Rx) 报告的缓冲区到缓冲区（B2B）信用点数发送帧。对于已发送的每个数据
包，Rx 器端口需要发送 R_Rdy（Receiver_Ready，光纤通道原语）。如果 Rx 端口暂留此 R_Rdy， 则 Tx 端口的
剩余 B2B 信用点数将保持为零。此时，Tx 端口不能再继续发送其他数据包。只有收到 R_Rdy 后，Tx 端口才能恢复
发送其他数据包。此策略可防止在 Rx 端口耗尽缓冲区空间时丢帧，帮助确保接收器始终处于控制之中。
每当光纤通道 (FC) 设备登录到交换矩阵时，它就会通知交换机必须要发送的可用 B2B 信用点数。同样，交换机会
通知光纤通道设备必须要发送的可用 B2B 信用点数。这有助于确保任一端都不能溢出另一端。

流量控制的类型
光纤通道定义两种类型的流量控制（图 2）

图 2.

●

缓冲区到到缓冲区（端口到端口）

●

端到端（源到目标）
光纤通道中的流量控制类型

使用缓冲区到缓冲区 (B2B）流量控制，发送端口必须假设每个帧都已正常传输。终端设备上的接收端口负责检测已
发生的错误并向另一终端设备上的发送端口报告错误（在上层协议 [ULP] 层使用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 [SCSI]
Check_Condition 命令状态代码处理此过程）。遗憾的是，如果错误发生在帧序列结尾处，发送端口在发现该错误时
可能已经清空其 ULP 数据缓冲区，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法立即重新尝试发送，因此数据传输无法及时完成。
更重要的是，B2B 流量控制无法缓解由于发射器发送帧到交换矩阵的速度高于接收器接收那些帧的速度而产生的拥
塞。这种情况下，交换矩阵必须保留或丢弃那些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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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到端流量控制仅涉及发出帧的端口和最终目标端口，而不管数据路径中的光纤通道交换机的数量如何。使用端到
端流量控制时，发送端口负责确保传输所有帧。只有发送节点端口 (N_Port) 收到最后一个确认 (ACK) 帧对应已发送
帧的序列时，它才知道所有帧已正确传输，然后它才会清空其 ULP 数据缓冲区。如果返回的 ACK 帧指示接收端口
检测到错误，发送 N_Port 可以访问 ULP 数据缓冲区，并能够重新发送序列中的所有帧。因此，端到端流量控制以
牺牲一定程度的效率为代价而提高了可靠性。

光纤通道服务类别
光纤通道定义多个服务类别 (CoS)，可供不同的应用使用，以根据应用数据的类型选择传输优先级和流量控制的最佳
类型。每种 CoS 使用一个面向连接的数据包交换或服务质量 (QoS) 通信策略（图 3）。
图 3.

光纤通道服务类别

到目前为止，所有数据流量都是通过使用类别 3 的光纤通道传输的。交换机间控制流量：例如交换链路参数 (ELP)
和交换交换机功能 (ESC) 使用 F 类服务。交换矩阵登录 (FLOGI)，端口登录 (PLOGI) 使用 2 类或 3 类服务。
3 类服务是尽力而为的分组服务：
●

接收端口不会确认收到帧。如果交换矩阵出于任何原因而无法传输帧，该帧可以被丢弃，且不会通知发送端
口。但 3 类服务并不是真的不可靠，因为它依靠 ULP，通过检测和恢复丢失的帧确保帧的传输。

●

3 类服务不保证固定延迟，因为数据路径是可变的

●

3 类服务不保证按顺序传输。对于大多数光纤通道应用，包括存储应用，ULP 负责保证按顺序传输

虚拟输出队列
当队列头部的帧由于输出端口拥塞而无法发送时，就会发生线头阻塞。在这种情况下，排在该帧之后的帧会被阻
塞，无法发送到其目标，即使它们各自的输出端口没有拥塞。虚拟输出队列 (VOQ) 位于入口端口并通过使用多个
VOQ 预防线头阻塞。个人 VOQ 可能会被阻塞，但是，排入其他（非阻塞）目标队列的流量可以继续流动，而不会
因为排在拥塞输出端口上等待阻塞清除的帧的后面而产生延迟（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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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Cisco MDS 9000 系列虚拟输出队列

Cisco MDS 9000 系列线卡支持最多 4096 个 VOQ，允许这些线卡解决每个机箱最多 1024 个目标端口，每个端口四
个 QoS 级别。

瓶颈示例
考虑图 5 中的情况。主机 H1 发送较大的 5MB 读取数据到目标 T1。SCSI 数据包为 2148 字节，包括 36 字节的帧
起始 (SoF)、光纤通道信头、帧结束 (EoF) 和循环冗余检查 (CRC) 数据以及 2112 字节的负载。
因此，来自目标的响应约为 2500 个 SCSI 数据包。主机 H1 无法处理所有数据包并开始延迟发送 R_Rdy 消息到交
换机 1 的端口 F1，形成瓶颈情况。在交换机 2 上，目标 T1 继续发送数据包端口 F2，填充其 VOQ。但是，因为端
口 F1 发送数据包到主机 H1 的速度不够快，数据包缓冲区开始变满，然后拥塞向上游蔓延到端口 E1 并最终到 E2
端口。此时，拥塞已在网络中扩散，以致两台交换机之间的唯一链路无法发送数据，一台瓶颈设备（主机 H1）现在
影响了整个网络的性能。鉴于这种情况的严重性，能够监控网络瓶颈设备并尽早检测到它们的存在以便采取预防措
施就变得尤为重要。
图 5.

瓶颈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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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检测和拥塞避免
思科瓶颈检测和拥塞避免解决方案基于发现以下问题并采取补救措施的能力：
●

缓慢端口

●

阻塞端口

缓慢端口
缓慢端口是指接收 Tx 信用缓慢的端口：即光纤通道数据包的接收器不能立即返回 R_Rdy 消息给发送者（图 6）。
这会导致 Tx B2B 信用点在一段时间内降至零。如果 Cisco MDS 9000 系列设备有需要发送的数据包，但 Tx B2B 信
用点为零，则这些数据包必须等待。如果 Tx B2B 信用点为零的时间达 100 毫秒 (ms) 或更长，则管理引擎将检测到
此情况，增加 FCP_SW_CNTR_TX_WT_AVG_B2B_ZERO 计数器值并生成陷阱（如果启用）。即使端口的 B2B 信
用点为零的时间只有几毫秒，也会出现重大拥塞并可能导致交换矩阵的其余部分出现问题。
图 6.

缓慢端口检测

Cisco MDS 9000 系列交换机使用以下计数器持续监控缓慢端口的症状：
●

Tx 信用不可用：当 Tx B2B 信用点为零持续 100 毫秒时，交换器增加
FCP_SW_CNTR_TX_WT_AVG_B2B_ZERO 计数器的计数

●

Rx 信用不可用：当 Rx B2B 信用点为零持续 100 毫秒时，交换机增加
FCP_SW_CNTR_RX_WT_AVG_B2B_ZERO 计数器的计数

●

发送 B2B 信用点变为零：每当“transmit B2B credit remaining”下降至零时，

THB_TMM_PORT_TBBZ_CH0 计数器将随着 show interface counters 命令中的“transmit B2B
credit transitions from zero”值增加
●

接收 B2B 信用变为零：每当“receive B2B credit remaining”下降至零时，

THB_RCM_RCPx_RBBZ_CH0 计数器将随 show interface counters 命令中的“receive B2B
credit transitions from zero”值增加
注：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无需用户进行任何配置。

阻塞端口
阻塞端口是指在超过缓慢端口阈值（对于 F 端口，此阈值设为 1 秒；对于 E 端口，此阈值设为 1.5 秒且不可配置）
的指定时间间隔内持续没有 Tx 信用的端口。阻塞端口通常导致长时间没有流量流动（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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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阻塞端口检测

Cisco MDS 9000 系列交换机使用以下计数器持续监控阻塞端口的症状：
●

信用丢失恢复事件：当 Tx B2B 信用点为零持续 1 秒（F 端口）或 1.5 秒（E 端口），交换机将会增加
FCP_SW_CNTR_CREDIT_LOSS 计数器的计数。它还将通过发起链路重置 (LR) 调用信用丢失恢复机制

●

LR Tx（链路重置已发送）：当交换机发送 LR 原语时，不计数。不过，链路重置响应 (LRR) 将计入该接口。
此外，输入 LR 和 LRR 原语会通过 IP_FCMAC_INTR_PRIM_RX_SEQ_LR 和
IP_FCMAC_INTR_PRIM_RX_SEQ_LRR 计数

●

LR Rx（链路重置已接收）：输入 LR 原语会通过 IP_FCMAC_INTR_PRIM_RX_SEQ_LR 计数

注：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无需用户进行任何配置。
此外，如果收到帧的速率不可能是发送帧的速率，则帧可能会在交换机内被丢弃并且超时丢弃计数器计数增加
（图 8）。
图 8.

超时丢弃

●

超时丢弃（因为交换机内发生超时而丢弃的帧）：当数据包因为超时而被丢弃时，交换机增加各种超时丢弃
计数器值。在第 4 代线卡上，此计数器为 THB_TMM_TOLB_TIMEOUT_DROP_CNT 计数器。有关其他几
代线卡的信息，请参阅附录 B。此值根据潜在的出口端口计数。默认情况下，超时值为 500 毫秒，但此值可
以修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本文档“恢复”部分的达到拥塞-丢弃阈值时丢弃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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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监控
端口监控进程允许监控交换机中的各种情况，并且可以在发生状况时报警及自动采取措施。端口监控进程提供超过
15 个可供监控的不同的计数器。可以配置在发生高于或低于阈值的情况时生成操作。以下计数器适用于瓶颈解决
方案：
●

Tx（发送）信用不可用

●

信用丢失恢复事件

●

超时丢弃（因为发生超时在交换机内丢弃的帧）

●

LR Tx（链路重置已发送）

●

LR Rx（链路重置已接收）

这些计数器也可以通过具有以下对象标识符 (OID) 的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进行监控：
●

fcIfTxWtAvgBBCreditTransitionToZero：1.3.6.1.4.1.9.9.289.1.2.1.1.38
注意：Rx 方向没有 OID。

●

fcIfCreditLoss：1.3.6.1.4.1.9.9.289.1.2.1.1.37

●

fcIfLinkResetOut：1.3.6.1.4.1.9.9.289.1.2.1.1.10

●

fcIfTimeOutDiscards：1.3.6.1.4.1.9.9.289.1.2.1.1.35

●

fcIfOutDiscards：1.3.6.1.4.1.9.9.289.1.2.1.1.36

有关每个 OID（例如对象名称和 MIB）的详细信息，请使用思科 SNMP 对象导航器。
如果没有明确启用其他用户定义的端口监控策略，则所有 Cisco MDS 9000 系列交换机上都会启用名为
“slowdrain”的策略。此策略仅包含如下所示的两个监控计数器，并且不可更改。如果需要监控更多计数器，则
应创建新策略，停用“slowdrain”策略并启用新策略。
MDS# sh port-monitor

------------------------------------------------------------------------------Port Monitor

: enabled

Policy Name

: slowdrain

oper status

: Active

------------------------------------------------------------------------------Admin status
Port type

: Active

: All Access Ports

----------------------------------------------------------------------------------------------Counter

------

Credit Loss
Reco

TX Credit Not
Available

Threshold Interval Rising Threshold event Falling Threshold event PMON Portguard

-------- ------- -------------- ----- --------------- ---- -----------Delta

1

1

4

0

4

Not enabled

Delta

1

10

4

0

4

Not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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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阅附录 A 了解端口监控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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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MDS 9500 系列上的信用不可用事件检测
Cisco MDS 9500 系列交换机实施基于软件的瓶颈检测算法。线卡管理引擎连续轮询硬件端口特定应用集成电路
(ASIC) 以确定系统的运行状况。具体来说，每 100 毫秒（在光纤通道中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轮询一次 B2B 信用点；
请参见图 9。
图 9.

Cisco MDS 9500 系列上的 B2B 信用点采样

此方法提供关于系统目前运行情况的快照。此方法使用其他系统资源并对问题检测频率施加限制：
●

管理引擎需要不断指示处理器轮询硬件

●

管理引擎需要不断决策是否根据预定义的策略触发操作

●

由于此功能是快照机制，如果在软件轮询硬件时信用恰巧可用，软件可能检测不到信用不可用，从而导致硬
件资源的不正确描述

Cisco MDS 9700 系列上的信用不可用事件检测
Cisco MDS 9700 系列交换机使用基于硬件的瓶颈检测算法。使用此方法时，瓶颈检测和监控内置于端口 ASIC，不
再依靠软件轮询，而是硬件自动检测，每当信用不可用时，无需管理引擎干预即可采取适当操作。
基于硬件的瓶颈检测算法的优点如下：
1.

缓慢端口检测阈值可配置，并且可设为小于当前值 100 毫秒。目前，用户还不能配置，但在将来的 NX-OS 版本
中用户可配置。

2.

缓慢端口检测计时器在 Tx 信用变为零时设置。如果此计时器过期但端口 Tx 信用仍为零，则会立即计数而不会
等待轮询间隔。

3.

因为不会进行缓慢端口轮询，所以减轻了线卡管理引擎上的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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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瓶颈端口
性能降低级别
问题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级别的服务降级（表 1）。
表 1.

性能降低级别

级别

主机症状

默认交换机行为

1

延迟

帧队列

2

SCSI 重传

帧丢弃

3

极端延迟

链路重置

级别 1：延迟
瓶颈设备的最细微指征是使用 ISL 上所有的数据帧信用。如果这是唯一症状，数据将会延迟但不会被丢弃，并且设
备报告延迟。如果有拥塞但没有发生丢弃或链路重置的情况，应为最经常出现零低优先级可用 Tx 信用的链路检查
ISL。这些链路有可能处于瓶颈设备的上游。
级别 2：重传
未能发送到其目标端口的任意帧会被保留最长 500 毫秒（默认）。如果达到该值，该帧将被丢弃（Tx 超时丢弃）。
此行为独立于端口恢复，在 Cisco NX-OS 软件版本 4.2(7) 及更高版本中，超时值可以调整为更低的值。
级别 3：极端延迟
如果端口停留在零 Tx B2B 信用点很长时间，则信用监控进程尝试重置本地端口的对等端口，以使其进入已知的良好
状态。它通过发送逻辑和物理重置执行此操作。图 10 显示计时。
图 10. 信用监控进程

F Ports

timer = 0

Port Tx B2B credits go down to 0 (TBBZ or lack_of_transmit_credit);

timer = 1

Send LR, wait 100 ms for reply

timer = 1.1
E Ports

no credits received (considered to be credit loss)

If no reply, flap port, reset timer

timer = 0

Port tx B2B credits go down to 0 (TBBZ or lack_of_transmit_credit);

timer = 1.5

Send LR, wait 100 ms for reply

timer = 1.6

no credits received (considered to be credit loss)

If no reply, flap port, reset t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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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计时器值 0、1、1.1、1.5 和 1.6 以秒为单位计算。通过信用监控（系统）进程执行

●

TBBZ 指变为零的 Tx B2B 信用点总计数，适用于第 4 代和 Cisco MDS 9700 系列模块。计数表示一段时间
内（从模块运行或计数器计数开始算起）端口没有要发送或接收信用的次数

●

缺少发送信用适用于第 2 代和第 3 代模块

光纤通道端口上的链路事件“LR Rcvd B2B”
如果端口长时间保持零 Rx B2B 信用点，相邻光纤通道设备可能会启动链路重置（因为它可能有零 Tx 信用）。发生
此重置时，Cisco MDS 9000 系列交换机端口收到 LR 原语。端口检查其入口缓冲区并确定是否有至少一个数据包仍
在排队。如果没有数据包在排队（也就是说，如果所有收到的数据包已被传输到各自的目标出口端口），则会返回
LRR 原语。相邻光纤通道设备和 Cisco MDS 9000 系列交换机端口现在都将回到 B2B 缓冲区满额状态。链路将继续
运转不中断。
如果至少有一个数据包仍在排队，则 Cisco MDS 9000 系列交换机启动一个 90 毫秒 LR Rcvd B2B 计时器。如果光
纤通道数据包可以发送至出口端口，则 LR Rcvd B2B 计时器将被取消，并且 LRR 消息将被发送回相邻光纤通道设
备。但是，如果出口端口仍拥塞，而光纤通道帧仍在入口端口排队，LR Rcvd B2B 计时器将过期。没有 LRR 会被发
送回相邻光纤通道设备，入口端口和相邻光纤通道设备都将通过发送一个不可运行序列 (NOS) 启动链路故障。
链路将掉线并显示以下消息：
%PORT-5-IF_DOWN_LINK_FAILURE：%$VSAN 100%$ Interface fc5/32 is down (Link failure
Link Reset failed nonempty recv queue)
链路事件日志如下所示：
module-11# show port-config internal link-events

*************** Port Config Link Events Log ***************
----

------

-----

-----

------

----

------

-----

-----

------

Time
...

PortNo

Jul 28 00:46:39 2012

00670297

fc11/25

Speed

---

Event

DOWN

Reason

LR Rcvd B2B

通常，在此期间，FCP_SW_CNTR_RX_WT_AVG_B2B_ZERO 计数器也将增加。因此，之前的消息指示服务器瓶
颈拥塞，但不是端口故障的原因。导致故障的缓慢和阻塞端口是相邻光纤通道设备尝试与之通信的端口。在多交换
机环境中，它可能是 F 端口或 E 端口。
请参阅本文档稍后部分的 3 级故障排除：极端延迟，了解有关发现实际缓慢或阻塞端口的方法信息。
在确定瓶颈设备的过程中，请注意以下几点：
●

日志提供详细信息并可以悬停在活动端口上。检测到瓶颈问题时，应立即开始故障排除

●

如果 ISL 上发生信用恢复和/或发送帧丢弃的情况，则发往交换机上任何出口端口的流量可能会受到影响，因
此多台边缘设备可能会报告错误。如果在 ISL 上发现任一情况，则应该在 ISL 对等交换机上继续调查。如果
边缘交换机显示帧丢弃迹象，则应检查边缘交换机上的每个边缘端口

© 2016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本文档所含内容为思科公开发布的信息。

第 12 页，共 28 页

●

如果边缘端口上发生信用恢复和/或发送帧丢弃的情况，来往该端口的流量以及通向受影响端口的交换矩阵路
径都将受到影响。因此，显示某些或全部拥塞迹象的边缘端口可能是交换矩阵拥塞的源头

●

如果端口存在严重拥塞，端口将显示超时帧丢弃、信用损失和/或链路重置事件

故障排除瓶颈
思科建议先找出最严重的问题（3 级）；仅当解决这些问题后再开始查找不太严重的问题（2 级和 1 级）。

3 级故障排除：极端延迟
交换机上的信用监控进程监控每个端口是否存在此情况，并通过逻辑重置链路来重置其对等端口的状态，以尝试纠
正这种情况。端口长时间没有 Tx 信用 (Tx B2B = 0)（属于异常情况）会启动信用丢失恢复。如果 R_Rdy 帧由于崩
溃而丢失或者相邻设备由于瓶颈而暂留 R_Rdy 帧，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对等端口不响应，则链路将被物理重置
（摆动）。F 端口的时间限制为 1 秒，E 端口限制为 1.5 秒。应在出现信用丢失恢复系统日志条目和陷阱的交换机上
开始进行故障排除。
注：如果成功，链路重置 (LR) 只是信用重置，不会实际摆动端口。
检查显示“LR Rcvd B2B”消息的链路故障
如果链路发生故障并显示“LR Rcvd B2B”或“Link failure Link Reset failed nonempty Recv queue”消息，则故障
端口不是瓶颈原因，但它是受缓慢或阻塞端口影响的唯一端口。要确定导致链路故障的缓慢或阻塞端口，请使用以
下步骤：
1.

确定是否多个链路发生故障

2.

检查 VSAN 分区数据库，了解相邻光纤通道设备和哪些设备分在一区。将这些映射到出口 E 端口或 F 端口。要
映射到出口 E 端口，请使用 “show fspf internal route vsan <vsan> domain <dom>”命令。要映
射到本地 F 端口，请使用“show flogi database vsan <vsan>”命令。如果不止一个链路发生故障并显
示消息“LR Rcvd B2B”，则组合使用找到的出口 E 端口或 F 端口并检查是否存在重叠。重叠端口很可能是缓
慢或阻塞端口。

3.

检查步骤 2 中找到的端口是否存在瓶颈症状。例如信用丢失 (FCP_SW_CNTR_CREDIT_LOSS)、100 毫秒 Tx
B2B 零信用点 (FCP_SW_CNTR_TX_WT_AVG_B2B_ZERO) 和超时丢弃
(THB_TMM_TOLB_TIMEOUT_DROP_CNT)

4.

如果缓慢端口确定为 E 端口，则在交换矩阵最短路径优先 (FSPF) 下一跳接口指示的相邻交换机上继续进行瓶
颈故障排除

5.

如果端口确定是 IP 光纤通道 (FCIP) 链路或 PortChannel，则检查 FCIP 链路是否存在 IP 重传或诸如链路故障
等其他问题的迹象。“show ips stats all”可用于检查问题

检查出口端口上的信用丢失
应该调查信用丢失事件。此问题仅通过计数器报告，不会指示这些事件是何时发生的。重复该命令以检查计数器是
否移动。
在 Cisco MDS 9700 系列 DS-X9448-768-K9 模块上：

module-3# show process creditmon statistics
******************Credit Monitor Info*******************
Port

Mode

Monitor

Cr L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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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E

1

…

E

13

------yes

yes

0

yes

F

^

-------

0

yes

F

14

--------

0

yes

0

yes

---------0

yes

0

2

yes

|

0
^
|

egress port

count

该命令显示 F 端口模式中的端口 fc3/13 已经历两次信用损失恢复。应该继续在此端口所连接的边缘设备上进行调试。
在 Cisco MDS 9500 系列 DS-X92xx-256K9、DS-X92xx-96K9 和 DS-X92xx-48K9 模块上：
switch# attach module <module_number>

module-x# show process creditmon statistics
*****

Credit Monitor Info

*****

Port

M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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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onitor VL Cr Thresh

Exceeded

E

^

yes

NA

0

Cr Loss
Event

------7
^

|

|

egress port

count

以下命令显示受影响的接口以及何时发生信用丢失恢复的时间戳：
switch# show process creditmon credit-loss-events
Module: 01

Credit Loss Events: NO

Module: 04

Credit Loss Events: YES

CLI is not supported on module 3

---------------------------------------------------| Interface |

Total |

|

| Events |

| fc4/3

|

Timestamp

|
|

---------------------------------------------------|

|

2 | 1.Fri Jun 28 20:42:12 2013 |
| 2.Thu Jun 27 10:24:17 2013 |

---------------------------------------------------| fc4/4

|

1 | 1.Wed Jun 26 22:32:55 2013 |

| fc4/20

|

2 | 1.Thu Jun 27 10:24:17 2013 |

---------------------------------------------------|

|

| 2.Wed Jun 26 22:32:55 2013 |

---------------------------------------------------| fc4/21

|

1 | 1.Thu Jun 27 10:06:54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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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06

Credit Loss Events：NO

Module：09

Credit Loss Events：NO

注：以上命令适用于采用未来思科 NX-OS 版本的 Cisco MDS 9710 多层导向器。
记录并调查每个信用恢复事件。如果模块出于任何原因被重置，则日志会被清除。以下是端口链路事件有限状态机
(FSM)，显示与遭遇信用损失恢复的链路重置 (LR) 有关的事件和状态：
module-x# show hardware internal fcmac port <port_number> link-event | include
LINK_LR_TX
========= FCP Port#x Link State Machine Event Log ==========
MMDDYY HHMMSS usecs

Event

Current State

032910 171903 987601 (0000)

E_LINK_LRR

LINK_LR_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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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910 171900 787616 (0000)
032910 171857 587598 (0000)
032910 171854 387591 (0000)
032910 171851 187606 (0000)
-------------------^
|

event timestamp

---------E_LINK_LRR
E_LINK_LRR
E_LINK_LRR
E_LINK_LRR

---------------LINK_LR_TX
LINK_LR_TX
LINK_LR_TX
LINK_LR_TX

^
|

time in 10 ms increments between events

注：每次端口上收到 LRR 消息时，会记录在各自端口的 FSM 日志中。

2 级故障排除：重传
如果出口端口速度过慢，则发往使用频繁的出口端口的帧将被丢弃。默认情况下，帧将在保留 500 毫秒之后被丢弃。
检查发送帧丢弃
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在交换机中丢弃帧。对于发送超时丢弃，应该在连接到报告问题的终端设备的边缘交换机上开始
进行故障排除。如果帧丢弃是由瓶颈设备导致的，这些帧将被出口端口上的 MAC ASIC 标识为发送丢弃。可能的出
口端口 MAC ASIC 名称为 F16、Thunderbird (Tbird)、Stratosphere、Aakash、Atlantis-fcp 和 Taquile-fcp。此问题
仅通过计数器报告，不会指示这些事件是何时发生的。重复该命令以检查发送丢弃计数器是否移动，或使用“show
logging onboard <module x> error-stats”查看有时间戳的条目。
在 Cisco MDS 9500 系列 DS-X92xx-256K9 和 MDS 9710 DS-X9448-768-K9 模块上：
switch# show hardware internal statistics module <x> pktflow dropped
Hardware statistics on module 01:
...

|------------------------------------------------------------------------|
| Device:F16 Mac Driver

| Last cleared @ Wed Jun

Role:FCMAC

5 17:43:58 2013

Mod: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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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1
ID

Name

Value

Ports

286

F16_TMM_TIMEOUT_STATS_DROP

0000000013174890

13-16 -

--

----

-----

1825 F16_TMM_PORT_FRM_DROP_CNT

0000000013419266

-----

1954 F16_TMM_TOLB_TIMEOUT_DROP_CNT

0000000013419266

13 13 -

在之前的示例中，端口 fc1/13-16 发生超时丢弃，应当接受调查。
在 Cisco MDS 9500 系列 DS-X92xx-96K9 和 DS-X92xx-48K9 模块上：
switch# show hardware internal packet-flow drop
Module: 03

Dropped Packets: YES

+------------------+------------------+-----------------------------------+
|

DEVICE NAME

|

|

PORTS

|

|
|

DROPPED COUNT

RX (Hex)

|

TX (Hex)

|
|

+------------------+----------------- |-----------------------------------+
|

Aakash

|

|

Aakash

3

|

^

|

4

|

^

|

0 |
0 |

|

MAC device name

1c |
10 |
^
|

egress

count

如果发现发送丢弃，请确定丢弃原因：
switch# show hardware internal packet-dropped-reason
Module: 02

Dropped Packets: YES

+-------+---------------+-------------------+------------------------------+
|

|

|

|

| PORTS |

DEVICE NAME

|

DROPS

|

|-------------------|
|

Rx(Hex)| Tx(Hex) |

COUNTER NAME

|
|
|

+------ +---------------+---------+---------+------------------------------+
|

2
^

|Stratosphere

|

-

|

|

egress port index (slow)

849
^
|

count

|FCP_CNTR_LAF_C3_TIMEOUT_FRAMES_DISCARD|
^
|

timeout discard reason

检查出口端口上的帧发送超时历史记录
如果发现发送超时丢弃，请在丢弃发生时明确检查发生丢弃的交换机。此处记录的端口是瓶颈，应予以调查。如果
模块出于任何原因被重置，则日志会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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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isco MDS 9500 系列 DS-X92xx-256K9 和 MDS 9710 DS-X9448-768-K9 模块上：
switch# show logging onboard module 13 error-stats
-------------------------------------------------------------------------------ERROR STATISTICS INFORMATION FOR DEVICE DEVICE：FCMAC

-------------------------------------------------------------------------------Interface
Range

|
|
|

Error Stat Counter Name

|
|
|

Count

|

Time Stamp

|MM/DD/YY HH:MM:SS
|

-------------------------------------------------------------------------------fc13/1

|THB_TMM_TOLB_TIMEOUT_DROP_CNT

|14924

|12/13/12 16:23:03

fc13/1

|THB_TMM_TOLB_TIMEOUT_DROP_CNT

|10182

|12/13/12 16:22:23

fc13/1

|THB_TMM_TOLB_TIMEOUT_DROP_CNT

|12576

|12/13/12 16:22:43

在 Cisco MDS 9500 系列 DS-X92xx-96K9 和 DS-X92xx-48K9 模块上：
MDS9513# show logging onboard mod 5 error-stats
---------------------------Modu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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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ROR STATISTICS INFORMATION FOR DEVICE ID 118 DEVICE Aakash

-------------------------------------------------------------------------------Interface
Range

|
|
|

Error Stat Counter Name

|
|
|

Count

|

Time Stamp

|MM/DD/YY HH:MM:SS
|

-------------------------------------------------------------------------------fc5/1

|AK_FCP_CNTR_RXF_TIMEOUT_FRAMES

|12378

|06/06/13 09:57:46

fc5/1

|AK_FCP_CNTR_LAF_TOTAL_TIMEOUT_FR|12378

|06/06/13 09:57:46

fc5/1
fc5/1
fc5/1

|AK_FCP_CNTR_LAF_C3_TIMEOUT_FRAME|2900
|AK_FCP_CNTR_RXF_TIMEOUT_FRAMES

|7968

|AK_FCP_CNTR_LAF_C3_TIMEOUT_FRAME|1794

|06/06/13 09:57:46
|06/06/13 09:57:36
|06/06/13 9:57:36

1 级故障排除：延迟：
瓶颈出口端口可能还没有慢到导致帧丢弃的程度，但已慢到将交换机中的压力施加给出口端口。这种轻微拥塞无法
直接通过任何计数器或日志指明。此类问题可以从瞬时输出和观察任何趋势推断。默认情况下，数据帧在交换机中
缓冲最长 500 毫秒。这种拥塞可能显示主机磁盘响应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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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信用不可用
交换机信用不可用性可使用以下所示命令进行监控：
switch# show system internal snmp credit-not-available
Module: 1

Number of events logged: 0

Module: 4

Number of events logged: 3

Module: 3

Number of events logged: 0

-----------------------------------------------------------------------------------Port

Threshold Rising/Falling

Interval(s)

Event Time

Type

Duration

of time

not available

-----------------------------------------------------------------------------------fc4/3
fc4/3

10/0(%)

1

Fri Jun 28 20:42:13 2013

Rising

50%

0/0(%)

0

Wed Dec 31 19:00:00 1969

Falling

0%

10/0(%)

Module: 6
Module: 9

1

Fri Jun 28 20:42:14 2013

Falling

0%

Number of events logged: 0
Number of events logged: 0

ISL 流经的距离缺乏 B2B 信用
每个光纤通道帧在实际光纤上为固定长度。例如，2KB 光纤通道帧在 4Gbps 速率下的长度约为 1km。速度加倍，
帧的长度会减半，因此同样的 2KB 帧在 4Gbps 速率下为 1km，在 8Gbps 速率下为 0.5km，而在 16Gbps 速率下仅
为 0.25km。因此，利用全部 ISL 带宽所需的最小数量的 B2B 信用可以通过采用往返距离并将其按平均帧大小划分
来获得。
检查 ISL 来找出发送信用缺乏
ISL 上的数据帧使用低优先级发送信用发送。通过监控 ISL 低优先级信用，应该可以注意到零信用实例。每当信用点
数降为零时，所有使用 ISL 的设备都将出现无限延迟，应该将该问题追踪至下一下游跳。此过程也适用于
PortChannel 中的 ISL。
在下例中，fc2/1 没有 Tx 信用可用，fc3/1 有可用的 Tx 信用，但可能低于满额。此情况可能表示交换矩阵中存在拥塞：
switch# show interface | include “fc|Belong|low priority” | exclude “description” |
exclude “Peer” | include “trunking” next 2
fc2/1 is trunking

Belongs to port-channel 20

0 low priority transmit B2B credit remaining

fc3/1 is trunking

Belongs to port-channel 20

185 low priority transmit B2B credit rem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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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监控 PortChannel 中 ISL 上变为零的 Tx B2B 信用点
为 ISL 上的绝对优先级（或控制）流量保留的信用点很少。基本上每 8 个信用点（最多 15 个信用点）中只为绝对优
先级流量预留 1 个信用点。所有用户和数据流量（可以是高、中或低优先级）使用剩余共享信用点发送。例如，如
果 ISL 有 64 个信用点，则其中 8 个预留给控制流量，并且数据流量使用的信用点数不能超过 56 个。但是，如果要
在同一 ISL 上发送更多的控制数据，则控制流量具有绝对优先级，可以使用剩余的 56 个信用点，而不为普通数流预
留任何信用点。
根据刚才所述的设计，如果 PortChannel 中发生拥塞，则所有 ISL 应经历流量控制，但变为零的计数器可能只在其
中一个 ISL 上达到零。出现此结果的原因是控制流量会消耗高优先级信用点。其他接口不传输控制帧，因此高优先
级 Tx B2B 信用点将始终可用，并且 Tx B2B 信用点总数始终大于 0。
检查入口端口上的帧队列
可能会显示端口出口队列的状态，以显示哪些目标有帧在等待发送。由于发往出口端口的帧在入口端口上排队，因
此此信息可以在帧到达的入口模块上找到。必须检查所有可能的入口来源以构建流量流向给定目标端口的完整画
面。偶尔显示在命令输出中的目标端口索引可能指示正常设备。有规律地显示的端口索引可能指示瓶颈设备。如果
同一目标设备有规律地显示在两个交换矩阵上，则最有可能是设备瓶颈。
以下命令输出显示给定端口 ASIC 上所有入口端口的出口队列。当此输出指示 ISL 是入口端口时，应该使用之前的检
查确认这类上游拥塞。如果两个输出关联，则任何下游设备都会发生延迟。应该对有规律地显示在此处所示的输出
中的任何端口进行调查，以确定交换矩阵中的拥塞原因。请注意此信息只是队列中的瞬时快照；应多次重复此命令
以查看队列是否在移动。
在 Cisco MDS 9500 系列 DS-X92xx-256K9 模块上：
9513# slot <x> show hardware internal que inst <#> memory iqm-statusmem<0/1>

+------------------------------------------------------------------------------| IQM: PG0 Status Memory for Tbird Que Driver
| Inst 1; port(s) 9-16
|

Note: Only non-zero entries are displayed

Each non-zero bit indicates pending frame in VOQ for that IB
+----------+--------+--------+--------+--------+
| GI (Hex) | Prio 0 | Prio 1 | Prio 2 | Prio 3 |
+----------+--------+--------+--------+--------+
|

c | 000000 | 000000 | 000000 | 000001 |

+----------+--------+--------+--------+--------+
^
|

egress port (slow)

^
|

ingress port

此命令行界面 (CLI) 捕获目标索引到全局索引的映射（DI 到 GI 映射），揭示在队列中等待了很长时间帧的目的地。
此映射指示一个或多个数据包排队前往与端口 fc4/13 关联的目标索引 0xC。此映射可以使用以下所示的命令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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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3# show system internal fcfwd idxmap port-to-interface
Port to Interface Table:(All values in hex)

-------------------------------------------------------------------------------glob|
idx |

if_index

|VL|lcl| if |slot|port| mts | port| flags
|

|idx|type|

|

| node| mode|

-----|--------------------------|--|---|----|----|----|-----|-----|------------…

b| 0100b000 fc1/12

| 0| 0b| 01 | 00 | 0b | 0102| 00

| 00

c| 0100c000 fc4/13

| 0| 0c| 01 | 00 | 0c | 0102| 00

| 00

194| 01613000 fc13/20
195| 01614000 fc13/21

| 0| 13| 01 | 0c | 13 | 0d02| 00
| 0| 14| 01 | 0c | 14 | 0d02| 00

| 00
| 00

此外，此映射可通过以下命令验证：
9513# show port internal info interface fc4/13

fc4/13 - if_index: 0x0118C000, phy_port_index: 0xc
local_index: 0xc

有一个或多个数据包排队的入口端口由一个 24 位十六进制映射（3 字节）指示。在以上示例中为 000001（十六进
制）。这表示 Thunderbird ASIC 实例 1 中的第一个端口。实例 1 适用于端口 9 到 16，显示为“Inst 1; port(s) 9-16”。
这特定于 MDS 9500 系列 DS-X9232-256K9 模块。其他模块类型的布局与此不同。请注意，由于该实例只有 8 个端
口，所以只有最右字节（8 位）适用。因此，000001 其实是 01，分解到位是 00000001。每 1 位代表一个其中有一个
或多个数据包在排队的端口。
因为，在此示例中，第一位打开，表示实例 1 中的第一个接口。从而找到了数据包入口接口 fc4/9 的解决办法。在本
例中，它们的目的地为 fc4/13（GI - 全局索引 0xc）。对于 Cisco MDS 9500 系列 DS-X9248-256K9 模块，每个
Thunderbird 实例处理 12 个端口，因此，实例 1 会从端口 13 开始。
类似信息可在其他模块上获得：
●

Cisco MDS 9710 DS-X9448-768K9 模块：
show hardware internal f16_que inst 1 table iqm-statusmem0

●

Cisco MDS 9500 系列 DS-X92xx-96K9 和 DS-X92xx-48K9 模块：
show hardware internal up-xbar 0 queued-packet-info

注：所显示的信息是实时数据，不是历史数据。因此，应该在发生瓶颈事件时执行。
检查仲裁超时
入口端口需要将帧发送到出口端口时，该帧将被第一个放入出口端口的 VOQ 中。当该帧到达 VOQ 的头部时，会向
集中仲裁器提出请求以发送帧通过交叉开关到出口端口。当出口端口没有空闲的发送缓冲区时，仲裁器将不会给入
口请求发送授权。入口端口在 90 毫秒后认为请求超时。
应该调查出口端口，因为此行为表示传输延误 90 毫秒或更长时间。这些信用请求超时事件可按每个出口端口以及入
口端口号和最早及最晚事件的时间戳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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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isco MDS 9500 系列 DS-X92xx-256K9 和 MDS 9710 DS-X9448-768-K9 模块上：
module# show logging onboard flow-control request-timeout
---------------------------Modu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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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est
Intf

|
|

Source
Intf

|Events|
| Count|

Timestamp
Latest

|
|

Timestamp |
Earliest |

-------------------------------------------------------------------------------|fc3/1

|fc1/10,

|

|

|fc1/12,

|

|
|

|fc1/11,
|fc1/22,

|

|fc1/23,

|
|
|

8|Tue Jun 12 22:32:11 2012|Tue Jun 12 22:32:12 2012 |
|

|

|

|

|

|

|
|

|
|

|
|

--------------------------------------------------------------------------------在 Cisco MDS 9500 DS-X92xx-96K9 和 DS-X92xx-48K9 模块上，在交换机提示符处输入相同的命令。
注：仲裁超时不是数据包丢弃。重试仲裁请求，如果请求获得授权，则数据包可被成功发送至出口端口。如果数据
包从未收到授权，最终将在拥塞丢弃间隔被丢弃并被计为超时丢弃。
监控 Tx 和 Rx 变为零的 B2B 信用点
每当剩余 B2B 信用店降为零时，交换机增加“B2B credit transitions to zero”计数器值：
9513# show interface fc10/5 counters
fc10/5
…

0 input OLS, 0 LRR, 0 NOS, 211 loop inits

111 output OLS, 0 LRR, 57 NOS, 104 loop inits

0 link failures, 0 sync losses, 4 signal losses
58 transmit B2B credit transitions from zero
115 receive B2B credit transitions from zero
32 receive B2B credit remaining
0 transmit B2B credit remaining

0 low priority transmit B2B credit remaining
当信用降至零时，计数器实际上增加计数。show interface n counters 命令中的实际“credit
transitions...”文本 “”有过几次更改。最新更改通过以下漏洞 ID 进行：
CSCug35184

show interface counters - transitions of rx BB credit to zero state

此次修复将文本更改如下：
n Transmit B2B credit transitions to zero
n Receive B2B credit transitions to zero

© 2016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保留所有权利。本文档所含内容为思科公开发布的信息。

第 21 页，共 28 页

可能会显示基于不同 NX-OS 版本的各种文本，但全都指示信用点变为零。即使信用点变为零，也会通过以下所示计
数器在硬件统计中维持：
●

接收计数器：FCP_CNTR_RCM_CH0_LACK_OF_CREDIT、
AK_FCP_CNTR_RCM_CH0_LACK_OF_CREDIT、THB_RCM_RCP0_RBBZ_CH0 和
F16_RCM_RCP0_RBBZ_CH0

●

发送计数器：FCP_CNTR_QMM_CH0_LACK_OF_TRANSMIT_CREDIT、
AK_FCP_CNTR_QMM_CH0_LACK_OF_TRANSMIT_CREDIT、THB_TMM_PORT_TBBZ_CH0 和
F16_RCM_RCP0_TBBZ_CH0

请参阅附录 B 了解有关计数器的介绍。
注：“变为零”和相关硬件统计信息计数器偶尔增加计数是正常的。但变为零的情况过多时，性能将受到影响。很难确
定哪些情况是过多的，也没有严格的标准。所以，应该在所有故障排除步骤（上述）均已执行后，才考虑这一点。

恢复
Cisco MDS 9000 系列交换机可以自动采取若干恢复操作以减轻瓶颈设备的影响。包括如下操作：
●

通过端口监控端口防护错误禁用或摆动端口

●

达到拥塞丢弃阈值时丢弃数据包

●

设置无信用丢弃超时值

●

执行信用丢失恢复

其中有些操作默认为启用，有些需要手动配置。

通过端口监控端口防护错误禁用或摆动端口
如前文所述，端口监控有几个可以监控的计数器，因此，如果达到配置的上升阈值时，端口防护可以采取以下两项
操作之一：
●

摆动端口

●

错误禁用端口（图 11）

图 11. 错误禁用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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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错误禁用和链路摆动）和阈值取决于拓扑和客户需求并且是客户驱动配置。错误禁用端口可通过使用 ＂no
shut＂ 和 ＂no shut＂命令恢复。
注：错误禁用端口属于破坏性事件，不建议使用。

达到拥塞丢弃阈值时丢弃数据包
默认情况下，Cisco MDS 9000 系列交换机会将在 500 毫秒内未被输送到出口端口的数据包丢弃。将拥塞丢弃超时
值更改为较低的值可以帮助更快地丢弃卡塞在系统中的数据包，在出现瓶颈时更快地释放缓冲区（图12）。默认情
况下，此值设置为 500 毫秒。
图 12. 修改拥塞丢弃超时值

该值可以在交换机级别为每个端口类型设置如下：
switch(config)# system timeout congestion-drop <value> mode (F) / (E)
switch(config)# system timeout congestion-drop default mode (F) / (E)
注：将拥塞丢弃超时降为 200 毫秒或更低（取决于拓扑或要求）。这将超时帧或加速释放交换机内的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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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无信用丢弃超时值
端口配置了该值的零 Tx B2B 信用时，新到达的数据包将立即被丢弃（它们不受当前的拥塞丢弃超时值约束）。与正
常拥塞丢弃超时场景相比，此行为能更快速地释放缓冲区资源，并能够出现瓶颈设备时缓解很多 ISL 上的问题。默
认情况下，此选项关闭。它可以在交换机级别仅为 F 端口类型配置（图 13）：
switch(config)# system timeout no-credit-drop <value> mode F
switch(config)# system timeout no-credit-drop default mode F
图 13. 设置无信用丢弃超时值

即使交换矩阵中当前存在很少瓶颈行为，并且如果主机和存储未产生任何延迟，将拥塞丢弃和无信用丢弃配置为
200 毫秒可能降低未来发生问题的影响。
但如果交换矩阵中存在瓶颈迹象，则需要在实施之前进行清除。具体而言，使用以下 CLI 命令检查
FCP_CNTR_RX_WT_AVG_B2B_ZERO、AK_FCP_CNTR_RX_WT_AVG_B2B_ZERO、
FCP_SW_CNTR_RX_WT_AVG_B2B_ZERO、FCP_CNTR_TX_WT_AVG_B2B_ZERO、
AK_FCP_CNTR_TX_WT_AVG_B2B_ZERO 和 FCP_SW_CNTR_TX_WT_AVG_B2B_ZERO 计数器的交换矩阵板
载记录：
show logging onboard starttime MM/DD/YY-00:00:00 error-stats
由于这些值表示处于零 Rx 或 Tx 信用的 100 毫秒间隔，如果这些消息未显示，则交换矩阵可能运行良好，并应该考
虑设置 no-credit-drop 超时值。此值可通过 Cisco Fabric Manager 或 Cisco Data Center Network Manager (DCNM)
并选择“工具 > 运行 CLI 命令”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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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信用丢失恢复
信用丢失触发链路重置，它会尝试恢复两个方向的 B2B 信用点（图 14）。如果成功，此重置不会导致链路摆动或任
何链路中断。
图 14. 信用丢失触发链路重置

F 端口的计时器设为 1 秒，E 端口的设为 1.5 秒，并且不可配置。如果接口信用点耗尽持续 1 秒（F 端口）或 1.5 秒
（E 端口），则会发生链路重置 (LR)。
注：默认情况下，此选项已启用。每次链路重置响应丢失或未返回，系统会自动触发链路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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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瓶颈端口监控检测配置
可为接入端口、干线端口或所有端口创建瓶颈端口监控策略。每个端口类型一次只能有一个策略处于活动状态。如
果端口类型为所有端口，则只能有一个活动策略。本附录列出一个示例配置。

配置 Tx-Credit-Not-Available 计数器
tx-credit-not-available 计数器可以在交换机级别或端口级别配置（F 端口、E 端口或所有端口）：
switch(config)# port-monitor name Cisco

switch(config-port-monitor)# port-type <access/all/trunk>
access-port

Configure port-monitoring for access ports

trunks

Configure port-monitoring for trunk ports

all

Configure port-monitoring for all ports

switch(config-port-monitor)# counter tx-credit-not-available poll-interval <1>
<delta> rising-threshold <10> event <4> falling-threshold <0> event <4> portguard
errordisable
●

port-type：此设置允许用户自定义特定于接入、干线或所有端口的策略

●

poll-interval：此计数器指示将在该间隔内收集瓶颈统计信息的轮询间隔。它以秒为单位衡量（本例中配置为
1 秒）

●

Threshold type：此设置确定比较计数器与阈值的方法。如果该类型设为 absolute，则在间隔结束时与阈值
比较。如果该类型设置为 delta，将与阈值比较轮询间隔期间计数器值中的变化

●

rising-threshold：如果计数器值小于上一个轮询间隔中的 rising-threshold 值并大于或等于当前间隔的阈
值时，会生成警报。不会再生成另一警报，除非计数器小于或等于另一轮询间隔结束处的下降阈值。

●

event：此设置指示达到 rising-threshold 值时要触发的事件。此事件可以是系统日志或 SNMP 陷阱

●

falling-threshold：如果计数器高于上一个轮询间隔中的 rising-threshold 值并小于或等于当前间隔的
falling-threshold 值，会生成警报

●

portguard：此选项是一项高级功能，可被设置为应用错误禁用或摆动受影响的端口

例如，在示例命令中，轮询间隔为 1 秒，上升阈值设置为 10% 或 100 毫秒。因此，如果没有 Tx 信用持续 100 毫秒，
则符合 rising-threshold 条件。如果信用返回，则符合 falling-threshold 条件，相应计数器增加计数。此外，符合 risingthreshold 条件时，端口将被置于错误禁用状态。它将一直处于该状态，直至有人手动在该端口上发出 shut 或 no shut
命令。
有关瓶颈计数器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端口监控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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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Cisco MDS 9000 系列计数器名称和说明
表 2 列出本文档中引用的计数器名称并介绍其含义。
表 2.

计数器

计数器名称
FCP_CNTR_RCM_CH0_LACK_OF_CREDIT

计数器说明
2

AK_FCP_CNTR_RCM_CH0_LACK_OF_CREDIT3
THB_RCM_RCP0_RBBZ_CH04

ch0 上 Rx B2B 信用点变为零的总计数；这些变迁通常表示交换机因为可
觉察拥塞在施加背压给连接的设备，并且此可觉察拥塞可能是此设备所通
信的接口上缺少返回 Tx B2B 信用点而导致的

F16_RCM_RCP0_RBBZ_CH05
FCP_CNTR_LAF_TOTAL_TIMEOUT_FRAMES2

出口上超时丢弃

AK_FCP_CNTR_LAF_TOTAL_TIMEOUT_FRAMES3
THB_TMM_TOLB_TIMEOUT_DROP_CNT4
F16_TMM_TOLB_TIMEOUT_DROP_CNT5
FCP_CNTR_QMM_CH0_LACK_OF_TRANSMIT_CREDIT2

AK_FCP_CNTR_QMM_CH0_LACK_OF_TRANSMIT_CREDIT3

ch0 上 Tx B2B 信用点变为零的总计数；这些变迁通常是所连接设备拥塞
而致使该设备暂留来自交换机的 R_Rdy 原语所导致的

THB_TMM_PORT_TBBZ_CH04
F16_RCM_RCP0_TBBZ_CH05
None2
None3

tolb_path 或 np path 中丢弃的帧数；这些丢弃包括所有类型的数据包丢
弃：超时、离线、出口中止丢弃等

THB_TMM_PORT_FRM_DROP_CNT4
F16_TMM_PORT_FRM_DROP_CNT5
None2

有数据包要发送，但没有可用信用；每个周期增加计数（周期 = 2.35 纳秒）

None3

THB_TMM_PORT_TWAIT_CNT4
F16_TMM_PORT_TWAIT_CNT5
FCP_CNTR_LAF_C3_TIMEOUT_FRAMES_DISCARD2

由于拥塞丢弃超时导致 3 类光纤通道帧被丢弃的计数

AK_FCP_CNTR_LAF_C3_TIMEOUT_FRAMES_DISCARD3
THB_TMM_TO_CNT_CLASS_34
F16_TMM_TO_CNT_CLASS_35
FCP_CNTR_RX_WT_AVG_B2B_ZERO2

AK_FCP_CNTR_RX_WT_AVG_B2B_ZERO3
FCP_SW_CNTR_RX_WT_AVG_B2B_ZERO4

接口 Rx B2B 信用点处于零持续 100 毫秒的次数计数；此状态通常表示交
换机暂留 R_Rdy 原语到该接口所连接的设备，因为通向交换机所通信设
备的路径中存在拥塞

FCP_SW_CNTR_RX_WT_AVG_B2B_ZERO5（无法生成）
FCP_CNTR_TX_WT_AVG_B2B_ZERO2

AK_FCP_CNTR_TX_WT_AVG_B2B_ZERO3

接口处于零 Tx B2B 信用持续 100 毫秒的次数计数；此状态通常表示该接
口所连接的设备发生拥塞

FCP_SW_CNTR_TX_WT_AVG_B2B_ZERO4,5
FCP_CNTR_FORCE_TIMEOUT_ON2

AK_FCP_CNTR_FORCE_TIMEOUT_ON3

此端口达到“system timeout no-credit-drop threshold”的次数计数；当
端口处于零 Tx B2B 信用持续指定时间时，端口开始以线速丢弃数据包

FCP_SW_CNTR_FORCE_TIMEOUT_ON4,5
FCP_CNTR_FORCE_TIMEOUT_OFF2

AK_FCP_CNTR_FORCE_TIMEOUT_OFF3

端口从系统超时无信用丢弃状况恢复的次数计数；此状态通常意味着
R_Rdy 原语已返回或可能发生了 LR 和 LRR 事件

FCP_SW_CNTR_FORCE_TIMEOUT_OFF4,5
FCP_CNTR_LAF_CF_TIMEOUT_FRAMES_DISCARD2

因为拥塞丢弃超时导致的 F 类光纤通道帧丢弃计数

AK_FCP_CNTR_LAF_CF_TIMEOUT_FRAMES_DISCARD3
THB_TMM_TO_CNT_CLASS_F4
F16_TMM_TO_CNT_CLASS_F5
FCP_CNTR_CREDIT_LOSS2

端口上调用信用监控信用丢失恢复的次数计数

AK_FCP_CNTR_CREDIT_LOSS3

FCP_SW_CNTR_CREDIT_LOSS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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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第 1 代模块不再受 NX-OS 5.0（及更高版本）支持，本白皮书中未作介绍

●

2

：第 2 代 DS-X9112、DS-X9124、DS-X9148 和 DS-X9304-18K9 模块

●

3

：第 3 代 DS-X9248-48K9 和 DS-X92xx-96K9 模块

●

4

：第 4 代 DS-X92xx-256K9 模块

●

5

：Cisco MDS 9710 DS-X9448-768K9 模块

●

AK：Aakash（第 2 代或第 3 代线卡 MAC 地址 ASIC）

●

THB：Thunderbird（第 4 代 MAC 地址 ASIC）

●

F16：F16（第 5 代 MAC 地址 ASIC）

http://www cisco com/go/offices

http://www cisco com/go/trade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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