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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介
HP Matrix OE 架构流程扩展了 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以使用自助服务门户从共享计
算资源池快速设置和再利用基础结构服务。Matrix 架构流程可为基于 HP 平台的多节点、多层基
础结构服务提供先进的模板驱动的设计、设置和持续操作：

• HP Insight Control，包括 HP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

• 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 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Matrix 架构流程为物理和虚拟服务器组提供生命周期管理，其中包括：
• 设计、资源管理和自助服务工具，可供重要的 IT 架构师、管理员和 IT 服务用户等使用

• 模板设计环境，用于定义服务中的服务器设置蓝图

• 多租户，通过为每个组织提供一个虚拟架构流程系统，允许在不同的组织之间动态、安全地
共享数据中心资源

• 有效资源利用率，通过在分配给用户的资源池中执行自动资源分配实现

• 虚拟和物理服务器的自动设置，包括 VM 主机和群集、刀片硬件和虚拟机配置、SAN 引导
支持、操作系统部署和操作系统定制

• 可定制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用于整合审批、操作系统部署和存储设置等现
有 IT 流程

• 对已设置基础结构的持续管理，以增加、激活和停用基础结构服务

• 与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集成，以监视和维护已设置且可用的基础结构服务
Matrix 架构流程可以在下列情况下使用：

• 模板设计，用以创建一个标准化的基础结构服务库

• 快速设置和取消设置复杂的基础结构设计

• IT 流程整合，以包含架构流程自动化操作中现有的自动和手动任务

• 快速项目交付

• 更高的基础结构资源利用率，通过资源保留、计划和租用期制度实现

自动化基础结构设计设置和管理
为实现自动部署基础结构服务，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四个主要活动：
设计 
架构师可使用图形设计器来创建简单和复杂的基础结构模板，这些模板经测试后即可发布给用户
用于创建基础结构服务。

设置 
自助服务用户或组织中的自助服务用户可选择现有的模板，然后根据分配的资源池从中请求基础
结构设置。服务提供商管理员或组织管理员可以批准或拒绝这一请求，并监视其进展情况。

操作 
服务提供商管理员或组织管理员在履行自助服务请求的过程中管理计算资源、网络和存储池，定
义虚拟机映像和软件部署作业，执行手动设置任务，然后使用 HP Insight Management 监视受管
环境的运行状况和利用率。

集成 
架构师和管理员可通过修改或创建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将现有的 IT 流程和架构流程
集成，以定制架构流程的自动化操作。他们可以链接到审批流程、扩展操作系统部署和服务器配
置以及将服务器部署与 SAN 管理流程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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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 架构流程和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解决方案
Matrix 架构流程是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存储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架构流程中有三个组
件，可供架构师、管理员和用户使用。

• 通过设计器，架构师可以使用拖放式界面来规划和设计多服务器、多层基础结构。

• 通过控制台，服务提供商管理员可以部署、管理和监视架构流程及其用户、模板、服务和资
源的整体行为。

• 通过组织管理员门户，组织管理员可以部署、管理和监视单个架构流程组织及其用户、模
板、服务和资源的行为。

• 通过自助服务门户，用户可以根据发布的模板创建基础结构服务。

Matrix 架构流程用户和组
Matrix 架构流程与 Active Directory 集成，从而允许 Windows 用户组以及各个本地用户访问资
源。安装架构流程时，将同时创建三个本地用户组（HPIO_Administrators、HPIO_Architects 和
HPIO_Users）。
Windows CMS 管理员通过将本地 Windows 用户和 Active Directory 用户或组添加到
HPIO_Administrators、HPIO_Architects 和 HPIO_Users 来填充服务提供商角色。创建组织时，将
同时创建两个本地 Windows 组以及指示该组织名称的说明。这些本地组的名称格式为 <组织
_ID>_ 管理员和 <组织_ID>_ 用户。
用户可以属于多个 IO Windows 组，并因此属于多个 IO 组织。此类用户可以同时登录到一个或
多个属于不同组织的组织管理员门户。如果从组织中删除用户，则该删除在用户从组织管理员门
户注销后生效。

可以按照与授权用户相同的方式来授权用户组（例如，Active Directory 组），以查看和执行生命
周期操作。例如，组中的用户可以查看分配给组的服务器池，将组分配给服务器池以及查看分配
给组的模板。可以将服务器池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组。

根据组分配给 IO 角色的情况对组中的用户进行授权。用户组中的更改可反映用户下次登录架构
流程时新的组分配情况。

注意： 仅可对 HPIO_* Windows 组中明确命名的用户和组进行查看和分配（将在 “Matrix 架构
流程角色” 中讲述）。这些已命名组中的用户或子组不会显示，也不能将它们直接分配给资源。

• 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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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架构流程设计器（图形设计器）可以设计和发布基础结构服务模板，这些模板会捕获设
置基础结构服务的要求。在开发和设计期间，架构师会为逻辑资源指定属性，例如所需的最
小内存、IP 地址分配和引导磁盘所需的软件。架构师还可以设计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并将其附加到模板，以便在设置和持续管理基础结构服务期间使其他 IT 任务自动执
行。

• 管理员 
使用 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的架构流程控制台管理架构流程的整体行为，包括创建
IO 服务器池、创建和管理组织、管理可用网络和软件清单、批准用户请求以及按需修改用
户的基础结构服务（例如在刀片式服务器之间迁移逻辑服务器以支持物理环境中的维护活
动）。管理员还会在半自动的操作中执行手动任务。

• 用户 
使用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根据模板创建基础结构服务。通过选择模板设计，选择要使用的
一个或多个指定服务器池，指定租用期、服务名称并根据模板指定主机名完整字符串，用户
可以开始创建新的基础结构服务。分配和设置基础结构服务之后，用户就可以在租用期内使
用此基础结构。在此期间，用户可以使用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更新服务（例如，使用架构
流程请求添加更多服务器或存储器）。

软件部署和服务设置
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各种用于操作系统软件部署的不同机制。操作系统软件可以作为从虚拟服务
器获取的映像或作为部署软件来实现，例如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作业、Ignite-UX 作业或
HP Server Automation (SA) 作业。每个子类型代表一种方法，用于提供可以安装在物理或虚拟服
务器上的可选软件。

为简化系统软件部署，架构流程将使用虚拟机模板、物理服务器部署作业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
设置期间，架构流程会在各个执行点执行关联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架构流程处
理请求之后，针对不同的用户使用一组反映原始模板设计的物理和虚拟资源来维护生成的服务。
可通过多种方法（包括添加服务器和数据磁盘）修改运行的基础结构服务。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Matrix OE 随附了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的限制版本。此版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仅许可
用于有限的用途。

功能
• 允许 Matrix OE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为设置前和设置后的任务触发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示例包括：

◦ 创建服务/添加服务器
向群集/负载均衡器添加新服务器–

– 添加到备份服务

– 发送批准声明

◦ 备用服务器/服务
正常关闭应用程序和操作系统–

– 从群集/负载均衡器删除

– 挂起监视

◦ 恢复服务器/服务
添加到群集/负载均衡器–

– 恢复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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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从与设置前和设置后任务相关的 Matrix OE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界面触发 Matrix
OE 随附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限制版本中的工作流。升级到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完整版后即可从 Matrix OE 界面外启动工作流。

•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的限制版本允许 Matrix OE 与其他管理软件集成。但是，这需要
从 HP 咨询机构获取其他服务。

• 许可 Matrix OE 随附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限制版本供一个作者使用。升级到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完整版后可供多个作者使用。

• Matrix OE 中包含的此版 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Central 只能用于流量故障排除。升
级到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完整版后可使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Central 从 Matrix
OE/Insight Control 外启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并安排其启动时间。

内容
限制版本提供的内容是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完整版所提供内容的一部分，并与
Infrastructure-as-a-Service 工作流相关。升级到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完整版可提供更多内容。

API 和 CLI 支持
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和命令行接口 (ioexec)。有关使用这些接口的信息，请
参阅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中的 HP CloudSystem Matrix/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tegration Interfaces。
对于每个操作，采用驼峰拼写法指定 API 调用，并使用单独的词指定 ioexec CLI。例如，
getOrganization 是 API 调用，而 get organization 是命令。
在 SOAP API 和 ioexec CLI 中，必须提供用户名和口令。
• 如果提供的用户名和口令属于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角色中的 Windows 用户，则 API 和 CLI
可在所有服务上运行。

• 对于属于组织管理员角色中的 Windows 用户的用户名和口令，API 和 CLI 只能在该组织拥
有的服务上运行。

• 对于属于架构师或用户角色中的 Windows 用户的用户名和口令，API 和 CLI 只能在该特定
用户拥有的服务上运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www.hp.com/go/matrixoe/docs 上的《HP CloudSystem
Matrix/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tegration Interfaces API and CLI Operations Reference
Guide》。
可远程调用架构流程 CLI。在远程 CMS 命令行中，输入 ioexec --help 了解详细信息。
或者，执行下列步骤以使用缺省连接参数从远程 CMS 调用 CLI：
1. 将 zip 文件从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cli 复制到要从其运行 CLI 的 CMS。
2. 将 sample-ioexec.properties 复制到用户主目录（例如，C:\users\

Administrator）。

3. 将 sample-ioexec.properties 重命名为 ioexec.properties。
4. 修改此文件来指定缺省主机、用户名和口令以及其他值（如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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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装和配置
安装架构流程

通过 HP Insight Management 安装程序安装 Matrix 架构流程。使用此安装程序时，一定要选择所
有需要的软件，并且在安装期间可使用 HP Insight Control 和 SMTP 参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 HP Insight Management DVD 上的《HP Insight Management 安装和配置指南》。要在网上找
到此文档的最新版本，请转至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有关安装和运行 HP Insight Management（包括 Matrix 架构流程）的最低硬件、固件和软件要
求，请参阅位于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的《HP Insight Management 支持列表》。
可在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全新安装上完全安装 HP Cloud Service Automation for
Matrix。从早期版本升级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时，有关安装或升级 CSA for Matrix
的信息，请参考《HP Cloud Service Automation for Matrix Configuration Guide》。

升级架构流程
有关完整的升级说明，请参阅位于 HP Insight Management DVD 的《HP Insight Management 安
装和配置指南》。在此安装程序中，选择 Documentation 标签，然后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 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要在网上找到此文档的最新版本，请转至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卸载架构流程
1. 在 Windows 控制面板中，转至添加或删除程序。
2. 选择 HP Matrix OE 架构流程。
3. 当 Remove the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database? 消息显示时，选择

Remove 选项，然后单击 Yes 或 No。
4. 当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remove 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and all of its components? 消息显示时，单
击 Yes 完成删除过程。

许可架构流程
安装和配置过程中，使用 Insight 受管系统设置向导完成架构流程许可证的应用。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位于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中的《HP Insight Management 安装和配置指
南》。

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取消许可架构流程中的 Integrity 服务器。要释放架构流程 Integrity 许可证，
请输入 vselicense 命令：
% vselicense -r hpio -n <nodename>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vselicense 联机帮助页。
要设置公共云实例，请获取 Matrix OE 公共云受管实例许可证。该许可证允许您对 HP 支持的公
共云服务提供程序上托管的一个公共云实例从注册之日起进行为期一年的管理。按照并发使用模
型，可一起使用多个许可证（例如，如果您购买 10 个许可证，那么最多可以同时管理 10 个公
共云实例）。不会将公共云受管实例许可证绑定到某个特定的服务提供程序。可使用同一个许可
证在不同的时间管理不同服务提供程序上的实例，只要该许可证不同时用于两个实例即可。

有关许可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HP 销售代表。

在 Windows 中配置架构流程用户
Insight Management 安装程序会将执行安装的用户添加到 HPIO_Administrators 组。
要将 Active Directory 与 Insight Management 集成：
• 确保承载 CMS 的服务器属于 Active Directory 域（而不是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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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将用于运行所有 Insight Management 服务的 Active Directory 中创建一个非管理员用户

• 为该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分配 CMS 上的用户管理权限

• 作为此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在 CMS 上安装 Insight Management DVD

• 要将本地用户添加到架构流程用户组，请使用计算机管理工具。例如，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中，选择开始→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然后展开本地用户和组。

• 要将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组添加到架构流程用户组，请使用计算机管理工具。例如，在
Windows Server 2008 中，选择开始→程序→管理工具，然后展开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
计算机。

Matrix 架构流程角色
服务提供程序级别上有三个架构流程角色。这些类被表示为 Windows 用户组。

• HPIO_Users
可以登录到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https://<CMS-名称或-IP-地址
>:51443/hpio/portal)，并使用已发布的模板发出设置请求。这些请求需要获得管理员
的批准。

• HPIO_Architects
具有 HPIO_Users 组的权限，可以访问架构流程设计器 (https://<CMS-名称或-IP-地址
>:51443/hpio/designer) 以创建、修改和发布模板。

• HPIO_Administrators
具有 HPIO_Architects 组的权限。无需得到批准便可发出请求，修改架构流程配置项，配置
网络和池，授权用户访问现有资源，以及批准、拒绝、继续或取消请求。

可通过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访问架构流程控制台
可登录到架构流程设计器和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可登录到任何组织的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和任何组织的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组织级别上有两个角色：

• 组织用户 
具有 <organization_id>_ Users 组的权限，并具有与服务提供程序 HPIO_Users 角色类似的
功能。

可登录到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https://<cms-name-or-ip>:51443/ssp/<organization_name>)。

• 组织管理员 
具有 <organization_id>_ Administrators 组的权限。可发出请求，创建池并为其分配用户，
批准或拒绝来自组织用户的已暂停请求，定制组织管理员门户和自助服务门户的外观。

可登录到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
(https://<cms>:51443/oap/<organization_name>)。
可访问该组织的自助服务门户。

有关组织管理员和用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组织概述”。

注意： 在创建新用户，并且新用户需要访问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审核日志时，系统管理
员必须向用户授予查看日志的权限。

将用户帐户添加到组
根据用户的角色将单个用户添加到相应的 Microsoft Windows 组，如下列步骤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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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通过在主 CMS 和备用 CMS 上创建相同的用户帐户，确保联合 CMS 环境中的所有 CMS
对用户帐户进行同步。

1. 选择开始→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

2. 展开本地用户和组。

3. 使用步骤 a 至 c 添加下列用户。
下面是不同用户组的用户名示例。

IOAdmin 代表 HPIO 管理员
IOArchitect 代表 HPIO 架构师
IOUser 代表 HPIO 用户
a. 右键单击用户。

b. 选择新建用户并创建用户 IOAdmin。
c. 重复以上步骤创建用户：IOArchitect 和 IOUser。

4. 将用户帐户添加到各自的组：

• 将 IOAdmin 添加到 HPIO_Administrators 组

• 将 IOArchitect 添加到 HPIO_Architects 组

• 将 IOUser 添加到 HPIO_Users 组
a. 选择组。

b. 右键单击 HPIO_Administrators 组，然后选择添加到组…。
c. 根据所需的授权级别将所需的用户添加到这些组。

组成员要求1Matrix 架构流程访问

HPIO_Administrators 或控制台

HPIO_Architects

HPIO_Administrators 或设计器

HPIO_Architects

HPIO_Administrators自助服务门户

HPIO_Users

HPIO_Administrators2组织管理员门户

HPIO_Users

1 不属于其中任一组的用户没有使用架构流程的授权，不考虑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配置的授权。
2 <organization_id>_ Administrator 管理组织管理员门户。

不需要将已添加到 Microsoft Windows 组的用户明确添加到 Systems Insight Manager。这些用户
将在首次登录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时自动添加到 Systems Insight Manager，并被授予已为
其所属的组分配的授权。属于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多个组的用户可接收到为其所属的组
分配的所有授权。

删除具有 IO 资源权限的 Windows 用户
从 CMS 中删除 Windows 用户之前，先从允许用户使用的任意架构流程资源中删除 Windows 用
户，然后从用户所分配到的 HPIO_ 组中删除用户。
1. 资源

• 从模板中取消分配用户或从组所在的模板中删除用户

• 从池中取消分配用户或从组所在的池中删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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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

• 从 HPIO_Users 组中删除 Windows 用户

• 从 HPIO_Architect 组中删除 Windows 用户

• 从 HPIO_Administrators 组中删除 Windows 用户

从所有适用资源和组中删除 Windows 用户后，从 CMS 中删除此用户。

修改架构流程属性文件
Matrix 架构流程包括一个可通过管理员修改的名为 hpio.properties 的属性文件。该文件位
于（缺省位置） C:\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conf。

hpio.properties 文件包含可以启用的功能（缺省情况下已禁用）及各种设置（如连接值、重
试值和超时值）。

注意： 架构流程升级到新版本后，会将管理员对 hpio.properties 中各个属性的修改迁移
到新版本的文件中，除非新版本中的缺省属性值已更改。在这种情况下，属性值将被
hpio.properties 中包含的新的缺省值覆盖。
例如，在架构流程早期版本中，timeout.get.vmhost 值为 4 分钟，在更高版本中缺省值为
10 分钟。如果在文件的早期版本中，管理员将该值设置为 12 分钟，则在更高版本中该值将被
新值（10 分钟）覆盖。

一般来说，管理员对 hpio.properties 进行的更改需要重新启动 HP Matrix 架构流程 Windows
服务。不需要重新启动的属性包括：

• 缺省的操作系统定制文件：os.customization.default.file

• 操作系统定制目录：os.customization.directory

• 模板访问限制：template.access.restricted

• Telnet 控制台启用：display.telnet.console.link

• 单服务器服务主机名后缀：single.server.services.have.hostname.suffix

• 主机名后缀的全局模式：hostname.suffix.pattern

以上是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组织管理员门户、设计器和控制台直接读取的 hpio.properties
条目。

配置联合 CMS 环境
Matrix 架构流程联合 CMS 环境是一种其中多个管理服务器共同负责管理可由单个服务器管理的
大量资源的环境。

已将新的架构流程安装配置为主 CMS，可在安装和配置备用 CMS 时控制联合 CMS 环境。
架构流程联合 CMS 环境：
• 可提高基于目录的自动设置服务的可伸缩性（最多 10,000 个 ProLiant 虚拟机和 6,000 个

HP Integrity 虚拟机）
• 包含一个运行架构流程的主 CMS 以及一个或多个运行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的备
用 CMS（无法在备用 CMS 上安装架构流程）

一个联合最多可包含五个 CMS。建议的配置如下：
• 一个主 CMS，最多 1200 个受管节点

• 最多四个备用 CMS，每个最多 2200 个受管节点
主 CMS 管理所有 CMS 的聚合资源。Matrix 架构流程必须只安装在该服务器上。备用 CMS 是
参与联合的 CMS，它具有资源并且可以从架构流程进行设置，但架构流程无法直接在备用 CMS
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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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跨多个 CMS 执行架构流程设置，主 CMS 上的架构流程将使用备用 CMS 逻辑服务器管理、虚
拟机管理以及其他支持软件层。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位于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的《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Federated CMS Overview》白皮书。

全新安装中手动启用联合 CMS
在全新安装中，缺省情况下会启用联合 CMS。但是，在安装过程中，如果未将 CMS IP 地址解析
为完全限定域名 (FQDN)，将显示以下错误之一：
Failed to enable HP Insight Orchestration Federated mode.
HP Matrix OE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was successfully installed but the federated CMS feature was not
enabled.

如果您执行了 Insight Management 的全新安装，且未在安装过程中成功启用联合 CMS，则执行
下列步骤来配置联合 CMS 环境。

警告！ 如果要从早期发行版升级到 Insight Management 7.1，请勿手动启用联合 CMS。如果
您的环境中包含现有架构流程服务，则在升级后启用联合 CMS 将导致现有服务失败。
请与 HP 联系，了解有关升级到 7.1 后启用联合 CMS 的信息。

1. 设置和验证主 CMS 和备用 CMS 上的 DNS
在联合环境中，域名服务 (DNS) 用于将 CMS 主机名解析为 IP 地址。

• 在主 CMS 上，必须使用各个系统的 FQDN 对每个备用 CMS 执行正向和反向 DNS 查
找。

• 如果为主 CMS 配置了静态 IP 地址，则在主机名中配置 DNS 后缀。
a. 在 Windows 系统上，编辑计算机属性（更改设置）
b. 更改计算机名

c. 单击更多按钮

d. 包含主 DNS 后缀
缺省情况下，计算机的 FQDN 的主 DNS 后缀与计算机所加入的 Active Directory
域相同。

e. 保存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2. 在 hpio.properties 文件中启用联合 CMS
a. 在主 CMS 上的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导航到 C:\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b. 编辑 hpio.properties
c. 将 federated.io 属性更改为 federated.io=true 并保存文件。

3. 配置主 CMS 上的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联合 CMS 列表
a. 在主 CMS 上的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选择选项→联合 CMS 配置…
此时将显示联合中的 CMS 列表。

b. 如果主 CMS 未在联合中列出，则单击添加 CMS… 进行添加，然后按照说明进行操作。
c. 在主 CMS 上的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打开提示对话框，然后输入：

ioexec add cms –C <CMS-primary-name-specified-in-previous-step>

配置联合
要配置联合 CMS 环境，需要执行下列步骤。

• 在 Insight Management 7.1 全新安装过程中自动启用联合 CMS 后

• 在 Insight Management 7.1 全新安装（未成功启用联合 CMS）之后手动启用联合 CMS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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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在联合 CMS 环境中，无法更改任何相关 CMS 的完全限定域名 (FQDN)。
如果主 CMS 的 IP 地址已更改，请重新配置每个备用 CMS 的信任列表（如下面的步骤 1 所述）。

1. 配置备用 CMS
完成后，该步骤可配置主 CMS 上的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联合 CMS 列表、在主 CMS
和备用 CMS 之间交换证书、将主 CMS 配置为在备用 CMS 上受信任并显示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新添加的 CMS。
a. 在主 CMS 上的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选择选项→联合 CMS 配置…
b. 单击添加 CMS…
c. 在 CMS 名称中，输入备用 CMS FQDN，然后单击下一步
d. 验证证书后，在验证远程 CMS 证书中单击下一步
e. 在配置远程 CMS 中，输入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用户名和口令，然后单击完成
f. 对每个备用 CMS 重复步骤 b 至 e。

2. 配置逻辑服务器管理以增加内存分配

如果主 CMS 或备用 CMS 将管理 1000 个以上的节点，请增加逻辑服务器管理 JVM 堆大
小。

a. 在每个已配置为管理 1000 个以上节点的 CMS 上的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导航到
..\Program Files\HP\Virtual Server Environment\conf\lsa

b. 编辑 hp_lsa_service.conf
c. 将 wrapper.java.maxmemory=1024 更改为 wrapper.java.maxmemory=2048
并保存文件。

3. 重新启动每个备用 CMS 上受影响的服务
a. 在备用 CMS 桌面上，选择开始→管理工具→服务
b. 选择 HP Global Workload Manager Central Management Server，然后选择操作→重新
启动

c. 选择 HP Logical Server Automation，然后选择操作→重新启动
d. 对每个备用 CMS 重复步骤 a 至 c。

4. 就添加到联合的新 CMS 通知架构流程
a. 在主 CMS 上打开一个提示对话框
b. 对于每个添加到联合的 CMS，请输入：

ioexec add cms –C <CMS-FQDN>

其中 <CMS-FQDN> 与上述步骤 1c 中指定的备用 CMS FQDN 名相同。

5. 在群集高可用性 (HA) 联合 CMS 环境中，取消注释并指定 hpio.conf 文件中的
wrapper.java.additional.15 属性。
在群集 HA 环境中，每个 CMS 中可能有多个 IP 地址并且 CMS 名称可能会不同于计算机名
称。取消注释以下属性，并指定 CMS 的 FQDN 或 IP 地址。
例如，对于名为“CMS-blue.hp.com”的 CMS：
将 #wrapper.java.additional.15=-Dfed.cms.name=[FQDN or IP] 更改为
wrapper.java.additional.15=-Dfed.cms.name=CMS-blue.hp.com

6. 验证主机名和主 CMS FQDN
a. 在主 CMS 上打开一个提示对话框
b. 输入 mxgethostname 并注意返回的主机名
c.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选择选项→联合 CMS 配置…。主 CMS 的名称应与

mxgethostname 返回的名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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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CMS 联合的滚动升级
Matrix OE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7.1 支持联合 CMS 环境的滚动升级。在升级过程中，滚
动升级可暂时允许包含运行不同版本 Matrix OE 的 CMS 的联合。
在滚动升级过程中，与运行 Matrix OE 7.0 的辅助 CMS 相比，运行 Matrix OE 7.1 的 CMS 支
持基本操作。并非所有 7.1 功能都能在 7.0 CMS 上正常使用。

重要信息： 必须先升级主 CMS。

在滚动升级过程中，不支持 7.1 中的以下新功能：
• 更改现有虚拟机的内存大小或 CPU 数量

• 某些计费操作，包括直接在 VMware、Hyper-V、OA 等系统中检测在 Matrix OE 外进行的
更改

在备用 CMS 上创建用户组
在所有备用 CMS 上，手动创建 IO 用户组。
1. 选择开始→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

2. 展开本地用户和组。

3. 使用步骤 a 至 c 添加下列用户组。
a. 右键单击组。

b. 选择新建组并创建 HPIO_Administrators 组。
c. 重复步骤 a 和 b 以创建组：HPIO_Architects 和 HPIO_Users。

注意： 通过在主 CMS 和备用 CMS 上创建相同的用户帐户，确保联合 CMS 环境中的所有 CMS
对用户帐户进行同步。

在备用 CMS 上配置资源
Matrix 架构流程设置通过主 CMS 进行管理并在联合 CMS 环境中的所有 CMS 上执行。IO 控制
台在主 CMS 上运行并管理主 CMS 上的资源。必须仅在主 CMS 上配置所有云容量池。
有两种必须在备用 CMS 上配置的资源类型：

• 联合 CMS 环境中的每个 CMS 管理自己的存储池。必须在每个 CMS 上为其管理的可移植组
创建存储池条目。

• 对于要使用 Hyper-V 虚拟机部署服务的 IO，必须为 Hyper-V 虚拟机创建 Insight Control 虚
拟机管理模板。该配置必须在管理 Hyper-V VM 主机的 CMS 上完成。如果 Hyper-V VM 主
机由备用 CMS 管理，则必须在备用 CMS 上创建虚拟机管理模板。

在联合 CMS 环境中，在主 CMS 上创建并管理 IO 服务模板和服务。

重要信息： 如果将辅助 CMS 配置为在联合 CMS 环境中使用，请确保每个 SAN 存储卷仅由一
个 HP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管理（一个存储阵列可由多个 SPM 共享）。
在服务模板中配置物理存储时，HP 建议您选择 HP Matrix Default Storage Template 并有选择地
定义其他属性。

每个 CMS 包含其自身的 HP Matrix 缺省存储模板，这些模板是相互独立的。架构流程设计器中
显示的缺省存储模板是主 CMS 上的缺省存储模板。但是，存储自动设置基于在部署模板的 CMS
上发现的模板。

如果不选择 HP Matrix 缺省存储模板，而选择用户定义的存储模板，则同一 SPM 服务器将用于
所有卷定义。如果 SAN 存储卷由多个 SPM 或 CMS 管理，则可能会出现无法预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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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引擎已嵌入到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中。使用 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可创建定制工作流程并将其附加到基础结构服务模板上 IO 设置流程中定义
的点，如基础结构组件设置前和设置后。

Matrix 架构流程会为每次调用一个特定操作都运行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定义集成
点，而不论该操作涉及哪个模板或基础结构服务。Matrix 架构流程可为某些操作提供基本或示例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但您也可以修改或新建这些操作的工作流，以允许将架构流程
集成到业务流程中。

模板架构师可将一个或多个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与某个特定的模板相关联。这些工
作流可在某个特定生命周期操作（此操作允许对目标服务器做相应调整）之前或之后运行。

有关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中的
《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oftware Guide》。

配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系统属性
在执行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全新安装时和从 Insight Dynamics 6.3 或更高版本升级到
Matrix OE 7.1 时会自动安装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如果要从 Insight Dynamics 6.2 或更早
版本升级到 Matrix OE 7.1，则必须将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手动升级到 v9.00。Matrix OE
随附了 OOconfig 工具用于简化升级过程。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hp.com/go/matrixoe/docs 上的《HP Insight Management 安装和
配置指南》。

安装或升级后，请确认正确设置所有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系统属性。
1. 要启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请选择开始→所有程序→Hewlett-Packard→Operations

Orchestration→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此时会显示登录提示。

2. 使用以下信用凭证登录到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管理员帐户：
• 用户名：admin

• 口令：安装期间指定的 Insight Management 服务帐户口令
如果随后使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重新配置 CMS 工具 (mxreconfig) 更改了 Insight
Management 服务帐户口令，则更改后的 Insight Management 服务帐户口令不会反映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和数据库中。手动更改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和
数据库口令，如《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用户指南》（网址为 www.hp.com/go/
foundationmgmt/docs）的“使用 CMS 重新配置工具”一章中所述。

3. 您登录之后，左侧面板中会显示树形结构。展开 Configuration，然后展开 System Properties。
4. 双击任意系统属性。将显示选定系统属性的详细信息。要显示包含所有系统属性的表，请单
击名为 System Properties 的蓝色链接。使用该视图查看和修改所有 Operation Orchestration
系统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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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HpioCmsIP 属性已设置为 CMS 的 IP 地址或完全限定域名 (FQDN)。如果未设置 IP 地
址或 FQDN 或者设置不正确，则双击 HpioCmsIP 的值区域并输入正确的 IP 地址或 FQDN。

5. （可选）配置电子邮件地址。

在 Insight Management 安装过程中，您可以在发件人和收件人电子邮件地址字段中为所有
电子邮件指定一个或多个电子邮件地址。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系统属性屏幕会显示架构
流程发送的电子邮件的所有类（Hpio*Sender 和 Hpio*Recipients）。可以将每一类都配置为
发送至不同的地址。如果指定多个地址，请使用分号 (;) 作为地址分隔符。不要在末尾使用
分号。例如，如果只配置一个电子邮件地址，请指定 email@address.com。如果配置多
个地址，请指定 email1@address.com;email2@address.com。

6. 有关其他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要求的信息，请参阅 “指定 SMTP 信用凭证和系统属性”。
7. 单击 Save，然后单击 Check In 之后，再退出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指定 SMTP 信用凭证和系统属性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需要 SMTP 服务器。Matrix 架构流程在架构流程执行请求通知
用户有关架构流程流程（包括批准、操作系统手动部署、手动存储设置、磁盘清理、存储删除和
通知）进度时使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要发送这些通知，请配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以发送电子邮件。

注意： 在架构流程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通知之前，必须在安装了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的 CMS 上或在 CMS 能够访问的服务器上安装和配置 SMTP 服务器。

将安装 Insight Management 期间指定的 SMTP 信用凭证添加到 HpioSmtpCredentials 属性
中。如果未提供这些信用凭证，则用户名字段将包含字符串“username”，而口令字段将为空。

22 安装和配置



如果 SMTP 服务器需要进行身份验证，则使用 HpioSmtpCredentials 中的用户名和口令。如
果 SMTP 服务器不需要进行身份验证，则忽略用户名和口令。即使 SMTP 服务器不需要进行身份
验证，也需要 SMTP 用户名（不能为空）。
在 CMS 上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中，为以下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系统属性设置相应
的 SMTP 值：

注意示例值名称

如果 SMTP 在另一台服务器上，则用该服务器的 IP 地址
代替 127.0.0.1

127.0.0.1HpioSmtpHost

如果 SMTP 端口不是 25，请用 SMTP 的端口号代替 2525HpioSmtpPort

缺省情况下，使用安装过程中提供的 SMTP 信用凭证。如
果未提供这些值，则用户名字段将包含字符串
“username”，而口令字段为空。

Administrator/passwordHpioSmtpCredentials

如果在 Insight Management 安装过程中未指定 SMTP 信用凭证，则在 OO Studio 中输入。选择
System Accounts 文件夹及 HpioSmtpCredentials。单击锁定图标以签出该帐户进行编辑。输
入 SMTP 服务器帐户的用户名和可选口令。再次单击锁定图标以签入所做的更改。

发送给架构流程管理员的批准电子邮件中包含需访问以获得批准的 URL。该 URL 只能访问一次。
但是，为了避免在批准请求后运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请修改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 文件并
将 oo.service.approval.action.enabled=true 更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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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service.approval.action.enabled=false。要更改批准电子邮件的内容（例如，删
除 URL、修改“Approval/Email/Send Approval Email”工作流），可以更改“Send Approval Email”
节点中的“body”字段，以包含所需的电子邮件内容。

访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您可以从架构流程设计器的 Workflow 标签下载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并使用用户名
“admin”和安装 Insight Management 的架构流程部分时输入的口令从桌面访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要访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请单击 Windows 开始按钮，然后选择程序
→Hewlett-Packard→Operations Orchestration→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注意： 无法从架构流程中访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可从桌面访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每次只能连接一个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用户。

配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远程实例
可以从装有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Central 的 CMS 上下载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然后将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安装到另一台计算机上。

注意： 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个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实例可以连接到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CMS。

下载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要下载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登录到架构流程设计器。

2. 在 Existing Templates 区域的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一个模板。
3. 单击 Workflows...。
4. 在 Workflows 对话框中，单击右上角的齿轮图标，开始下载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注意： 在架构流程安装过程中，将根据操作系统类型（32 位或 64 位）在 CMS 上安装相
应版本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单击 Workflows 标签中的齿轮图标，仅下载 32
位版本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如果具有 64 位 CMS，则可从 HP Insight
Management DVD #2 上的 /matrixio 文件夹中安装 64 位版本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5. 选择 Save file 单选按钮，然后单击 Save file，将文件保存到硬盘驱动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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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远程实例
要在远程计算机上安装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导航到保存应用程序的目录，双击 EmbeddedStudioInstaller-9.00.exe 启动安装程序。
2. 在 Welcome 对话框中，单击 Next 开始安装。
3. 在 License Agreement 对话框中，确保选中 I accept the agreement，然后单击 Next。
4. 浏览到要安装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的位置，然后单击 Next。
5. 如下所述指定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信息，然后单击 Next 完成安装。

• 在 Host Name or IP Address 字段中，输入从中下载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CMS 计算机的 IP 地址。

• 在 HTTP Port Number (usually 80 or 8080) 字段中，将值改为 16080。

• 在 HTTPS Port Number (usually 443 or 8443) 字段中，将值改为 16443。

将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远程实例更新到最新版本
要将远程计算机上安装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更新到最新版本（对于 Matrix OE 7.1
为 9.02.0002）：
1. 如果远程计算机上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正在运行，请将其关闭。
2. 将安装在 CMS 上的 studio.jar 文件 (..\Program Files\HP\Operations

Orchestration\Studio\lib\studio.jar) 复制到远程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计算机上的相同路径下，覆盖该文件的现有实例。

3. 将安装在 CMS 上的 content-plugins.jar 文件 (..\Program Files\HP\Operations
Orchestration\Studio\plugins\content-plugins.jar) 复制到远程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计算机上的相同路径下，覆盖该文件的现有实例。

4. 将安装在 CMS 上的 dharma-commons.jar 文件 (..\Program Files\HP\Operations
Orchestration\Studio\thirdparty\dharma-commons.jar) 复制到远程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计算机上的相同路径下，覆盖该文件的现有实例。

5. 将安装在 CMS 上的更新文件夹 (..\Program Files\HP\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updates) 复制到远程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计算机上的相同路径下，
覆盖现有文件夹（如果已存在）。

在远程计算机上配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要在远程计算机上配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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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CMS 上备份 rc_keystore 文件。
2. 将安装在 CMS 上的 rc_keystore 文件 (..\Program Files\HP\Operations

Orchestration\Central\conf\rc_keystore) 复制到远程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系统上的相同路径 (..\Program Files\HP\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conf\rc_keystore) 下，覆盖该文件的现有实例。

3. 重新启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4. 在相同的目录下，打开 studio.properties，并将

dharma.studio.ui.input.constant.max.chars 中的值改为 65536。
5. 启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时，输入用户名“admin”和 CMS 口令。

升级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后复制 keystore 文件
将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从 7.51 升级到 9.0 版后，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Central 和
Studio 会有不同的证书密钥。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无法访问 URL https://<CMS-
名称或-IP-地址>:16443。

1. 在 CMS 上备份 rc_keystore 文件。
2. 将安装在 CMS 上的 rc_keystore 文件 (..\Program Files\HP\Operations

Orchestration\Central\conf\rc_keystore) 复制到远程或升级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系统上的相同路径 (..\Program Files\HP\Operations
Orchestration\Studio\conf\rc_keystore) 下。

3. 重新启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整理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中央系统的历史记录数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中央数据库存储有关每个流执行步骤的信息。该数据用于 OO 报告。
数据库管理员可以整理数据库中的历史记录数据以保持数据库的合理大小。定期整理数据库能最
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磁盘空间耗尽或整理大型数据库造成的中断。请注意，从数据库中删除的流数
据在任何报告中都无法再看到。

基于 SQL 查询的脚本允许数据库管理员指定在数据库中保留运行历史记录的天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整理 MSSQL 数据库的 OO 运行历史记录（HP Passport 要求）。

配置部署服务器
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设置以下服务器部署平台：

•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物理设置）

• Ignite-UX（物理和虚拟设置）

• HP Server Automation (SA)（物理和虚拟设置）

注册部署服务器
必须在架构流程安装过程中输入架构流程使用的部署服务器主机 IP 地址和信用凭证。
Insight Management 安装程序不允许在使用服务器部署选项配置架构流程时同时选择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和 HP Server Automation (SA)。但是，可将架构流程配置为使用两个部署服
务器，但该配置必须在安装完成后执行。

如果要在安装架构流程之后添加部署服务器，请在 CMS 上输入下列命令。

注意： 如果要复制并粘贴这些命令，请确保输入短划线（减号）关键字。在某些情况下，复制
和粘贴会导致字符看起来相同，但其实并不正确。

•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 
mxnodesecurity –a –p dsc_rdp –c 用户名:口令 -t on -n <服务器部署的 IP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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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nite-UX
mxnodesecurity –a –p dsc_ignite –c 用户名:口令 -t on -n <Ignite 服务
器的 IP地址>

• HP Server Automation (SA):
mxnodesecurity –a –p dsc_sas –c 用户名:口令 -t on -n <HP Server
Automation 服务器的 IP地址>

配置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

创建服务器部署作业文件夹

为架构流程用于部署物理服务器的每个操作系统创建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作业文件夹。

注意： 使用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的 Matrix 架构流程不支持 ESXi 部署。

1. 为每个操作系统创建顶级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作业文件夹。在 Jobs 面板的空白处单
击右键，从列表中选择 New Folder。

2. 重命名新文件夹，例如，HPIO RHEL54 BL BFS。

3. 从 HP Deployment Toolbox/2→Hardware Configuration 文件夹复制 Deploy ProLiant
System Configuration (BL BFS) 作业，并将其粘贴到新的文件夹中。

4. 可在 OS Installation→Hardware Configuration 或 HP Deployment Toolbox/3B→OS Imaging
（如果已捕获定制操作系统映像）下找到操作系统作业；可在 HP Deployment
Toolbox/4→Software（应该在部署操作系统之后进行安装）下找到 HP 管理代理作业。
例如，在下图中突出显示的 HPIO RHEL54 BL BFS 作业文件夹的第一个作业 Deploy ProLiant
System Configuration (BL BFS) 前输入 01；在第二个作业 DeployRHEL 5.4 x64 (EN-US) 前输
入 02；在第三个作业 Install HP Management Agents for RHEL 5 x64 前输入 03。
对于直连存储 (DAS) 操作系统部署，不要在作业文件夹中包含“Deploy ProLiant System
Configuration (BL BFS)”作业。

5. 要为每个需要的操作系统创建作业文件夹，请重复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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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了能够在设置期间将计算机添加到域，请使用 Tools→Options→Domain Accounts 配置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域授权。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会通过机箱的 iLO IP 地址发现机箱。一定要使用 Onboard
Administrator 机箱的 iLO 信用凭证作为 WBEM 信用凭证。

7. 在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中，创建存储池条目以自动设置 SAN 引导。在创建这些
条目时，重要的是要了解存储阵列端口 WWN/LUN（全球通用名称/逻辑单元号）。如果不
了解这些设置，请在创建存储 LUN 和区域后对其进行修改。请参阅 “在 Matrix OE 可视化
界面中手动创建基于 SAN 的存储”。

8. 使用创建存储池条目时所使用的 VC 配置文件中的虚拟 HBA WWN 手动配置存储 LUN 演示
和分区。HP 建议创建电子表格来跟踪存储映射。

设置期间，刀片式服务器在引导时应该能看到 SAN 卷。如果没有看到，请检查存储配置设置。

修改 Erase ProLiant Hardware 作业
安装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软件后，请修改缺省的 Erase ProLiant Hardware 作业。要修改此
作业，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保存缺省 Erase 作业的副本：
a. 在 HP Deployment Toolbox→ Hardware Configuration 文件夹中右键单击 Erase ProLiant

Hardware 作业，然后从菜单中选择 Copy。

b. 右键单击 HP Deployment Toolbox→Hardware Configuration 文件夹，然后从菜单中选
择 P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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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缺省 Erase 作业中删除任务 1、3、4 以及 6：
a. 双击 Erase ProLiant Hardware 作业。将出现 Job Properties 窗口。
b. 在 Job Properties 窗口中，选择任务 1、3、4 和 6（这些任务如下所示突出显示）时按
住 Ctrl 键，然后单击 Delete。

3. 修改 Power Control 任务，以在缺省 Erase 作业中关闭，而不是重新启动：
a. 选择 Power Control 任务，然后单击 Mod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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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选择 Shut down (if available) 选项，然后单击 Finish。

c. 在 Job Properties 窗口中，确保显示修改后的 Erase ProLiant Hardware 作业，然后单击
OK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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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Ignite-UX
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 Ignite-UX C.7.11.439 (HP-UX 11.31 1009) 或更高版本，以部署 HP-UX
11iv3（Integrity VM 需要 HP-UX 11iv3 0709 或更高版本）。
Ignite 服务器必须配置 NFS 并在 /etc/inetd.conf 中启用 tftp 和 bootps 服务。
a. 要设置 NFS 并导出 Ignite 需要的目录，请运行以下命令：

/opt/ignite/lbin/setup_server –n

b. 要启用 tftp 和 bootps 服务，请编辑 /etc/inetd/conf，注释掉“tftp”和“bootps”行，然后
运行以下命令：

inetd –c

根据要安装的客户端（例如，如果此客户端连接了显卡或键盘），系统可能会提示您确认键盘语
言。要避免此情况，请通过添加以下行编辑 /var/opt/ignite/config.local：
_hp_keyboard="USB_PS2_DIN_US_English"

注意： 仅能在以下 Integrity 刀片式服务器：BL860c i2、BL870c i2、BL890、BL890c i2 上安
装 HP-UX 发行版 11.31 1003 或更高版本。

适用于 Ignite-UX 的完整文档列表可从 http://hp.com/go/ignite-ux 获取。

发现 Ignite-UX 部署服务器
Matrix 架构流程设置要求发现或重新发现 Ignite-UX 部署服务器。
要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发现 Ignite-UX 部署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选项→发现。

2. 创建或编辑组（例如，部署服务器）。

3. 在 Ping 包含范围、系统（主机）名称和/或 hosts 文件中，输入 IP 地址或 FQDN。
4. 在信用凭证... 中，指定用户名和口令，然后确认口令。
5. 单击保存。

6. 在“发现”中，单击立即运行。

Integrity VM Guest Kit 安装
必须在 Ignite-UX 服务器上设置 HP-UX vPars and Integrity VM Guest Kit，才能正确启动 HP-UX
guest 虚拟机。创建一个“黄金映像”，它包含相应的操作环境和 Integrity VM Guest Kit 软件。创
建“黄金映像”可确保您在自动设置架构流程的过程中有一个正确启动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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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Integrity VM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HP-UX vPars and Integrity VM 管理员指南》和《HP-UX
vPars and Integrity VM 发行说明》。

配置 HP Server Automation
HP Server Automation 软件可提供企业级服务器生命周期管理并实现应用程序部署自动化。Matrix
架构流程缺省情况下，7.1 支持 HP Server Automation 9.0.x 和 9.1.x。如果在 CMS 安装过程中
标识了 SA 核心和信用凭证，则将文件 opswclient.jar 从 SA 核心复制到 CMS 以确保版本
兼容性。

使用其 IP 地址在 Insight Management 安装过程中输入 SA 核心服务器信用凭证。如果输入完全
限定域名 (FQDN) 而不是 IP 地址，则必须在安装后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发现 SA 服务
器。

注意： 从 Matrix 架构流程 7.1 开始，部署 SA 不再需要在 Virtual Connect 刀片式服务器中手
动设置 PXE 引导。缺省情况下，将 PXE NIC 移动到标准引导顺序 (IPL) 的第一个位置。

有关 SA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中的《HP Server Automation
complements HP Insight Control to manage HP BladeSystem servers》和《Integrating HP Server
Automation with HP BladeSystem Matrix/Insight Dynamics Instructions for integration》。

设置 Hyper-V 链接的克隆 VM guest 虚拟机修补软件套件
使用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6 或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平台上的 SA 9.0 或 SA 9.10
设置 Hyper-V 链接的克隆 VM guest 虚拟机时，需要安装以下特定于每个 SA 版本的核心修补软
件和修补程序。

对于 SA 9.0，请下载并安装：
• SA 9.05 核心修补软件，位于 http://support.openview.hp.com/selfsolve/patches

• “RHEL6 及更高版本的链接的克隆错误”修补程序，位于 https://quixy.deu.hp.com/hotfix/
index.php?HOTFIX_PROJECT=server_automation

对于 SA 9.1，请下载并安装：
• SA 9.11 核心修补软件，位于 http://support.openview.hp.com/selfsolve/patches

• “RHEL6 及更高版本的链接的克隆错误”修补程序，位于 https://quixy.deu.hp.com/hotfix/
index.php?HOTFIX_PROJECT=server_automation

部署服务器（包括 SA）不需要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获得许可和注册。有关在安装架构
流程之后添加 SA 部署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注册部署服务器”。
架构流程需要启用 SA OS Build Plan Management 权限。如果不设置这些权限，则 IO 将无法检
索 SA 软件列表。
在 SA 中启用 OS Build Plan 权限：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SA Web 客户端。
2. 在 SA 用户界面中，选择 By Folder。
3. 右键单击 OS Provisioning 文件夹名称。
4. 确保已选择 Execute Objects Within Folder 权限。
5. 从导航面板中选择 Users & Groups。
6. 为 SA 选择 IO 用户（通常为 hpiosa）。
7. 单击右上角的 Edit。
8. 选择 Client Features 标签。
9. 滚动到 OS Build Plan Management 部分。
10. 将单选按钮 Manage OS Build Plan 设置为 Read。
11. 将单选按钮 Allow Execute OS Build Plan 设置为 Yes。
12. 单击页面顶部的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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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 OS Build Plan 对基础结构用户（例如：hpiosa）可用，请针对每个操作系统构建计划创建
下列定制属性：

1. 将 OSType 设置为下列任一值：
Windows Server 2003
Windows Server 2003 x64
Windows Server 2008
Windows Server 2008 x64
Windows Server 2008 R2 x64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5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5 X86_64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6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Server 6 X86_64

2. 将 archType 设置为下列值之一：
x86（对于 32 位系统）
x64（对于 64 位系统）

有关创建定制属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 Server Automation User Guide》中的“Application
Automation”部分。
通过 SA 核心完成架构流程与 SA 之间的通信。随后核心会指示卫星部署软件。这将自动执行，
并且只需要选定一个配置为使用 SA 的网络。
要配置网络以使用 SA 部署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架构流程控制台中，选择 Networks 标签。
2.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网络，然后单击 Edit。
3. 从 Deployment Server 列表中，选择 SA 卫星（例如，10.0.0.10 (SA)）。
4. 在 Boot Network 中，选择 Yes 并保存配置。
5. 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创建或编辑模板，并编辑网络配置以从第 2 步选择网络。

缺省内存设置

使用 SA 服务器部署软件的模板的缺省最小内存设置为 512 MB。可以在 ..\Program Files\
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 文件中更改此
值。搜索下列行：

# Template Config minimum MB "Memory size:" for SA agent install
sa.minimum.memory=512

配置虚拟设置环境
虚拟设置需要一个正确配置和许可的虚拟机主机，可以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发现和看
到该主机。可以在虚拟机主机上运行 ESX 或 Hyper-V。也可以使用架构流程管理 Integrity VM（请
参阅 “设置 Integrity 虚拟机网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中的《HP BladeSystem Matrix
How-To Guide: ESX Host Provisioning》。
为正确设置虚拟逻辑服务器，架构流程会限制同时发送到虚拟机监控程序进行设置的虚拟逻辑服
务器的数量。此限制由 hpio.properties 文件（位于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中相应的虚拟机监控程序
max.concurrent.requests 属性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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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每种虚拟机监控程序对应的缺省值。增加 ESX 和 Integrity VM 的缺省值可能会导致虚
拟逻辑服务器设置意外失败。

是否可以安全地增加该值？虚拟并发请求的最大缺省数量Hypervisor

不支持esx.max.concurrent.requests=10ESX

是，如果未使用 SCVMM。1

将此值增加到 10 来提高性能。

hyperv.max.concurrent.requests=5Hyper-V

不支持integrityvm.max.concurrent.requests=5Integrity VM
1 如果 Microsoft SCVMM 模板用于向 Hyper-V VM 设置多个操作系统，则此缺省值应保留为 5。

对于每个虚拟逻辑服务器，架构流程支持最多 14 个专用磁盘或 15 个共享磁盘。

在 Hyper-V 上设置 Linux VM
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在 Hyper-V 上设置 Linux VM，但 IO 不对 VM 进行个性化设置。IO 不会为
DHCP 或静态 IP 设置主机名或配置 NIC。设置之后，必须对 Linux VM 进行个性化设置。
要在 Hyper-V 上设置 Linux VM，请执行下列步骤：
1. 在 hpio.properties 文件（位于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中将下列行设置为 true。缺省情况下，将该属性设置为 false。
skip.linux.on.hyperv.template.personalization=true

2. 设置之后，对 Linux VM 进行个性化设置。为此，您可以编写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
流，也可以使用开放式源代码 PowerShell 脚本。
如果在 Hyper-V 上设置 Linux VM 而不对其进行个性化设置，并且已为基本模板配置静态 IP
地址，则可能导致 IP 地址重复。在不进行个性化设置的情况下，如果为基本操作系统 VM
配置 DHCP，将无法得到预期的静态 IP 地址。

有关受支持的 Linux guest 虚拟机操作系统，请参阅 http://www.hp.com/go/matrixoe/docs 上
的《HP Insight Management 支持列表》。

设置虚拟机网络
网络名称与虚拟机监控程序和虚拟连接技术相关联，可允许使用在同一网络上配置的不同类型的
逻辑服务器设置基础结构服务。

架构流程支持 VMware vDS（vNetwork 分布式交换机）。
• IO 可以向预配置为连接到 vDS 交换机的 ESX 主机设置逻辑服务器。

• vDS 交换机上配置的端口组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Networks 标签中显示为虚拟网络。

• 如果在 IO 清单中发现了 vDS 网络，当使用一个或多个虚拟服务器设置服务时，可以选择并
使用这些网络。

所有其他 vDS 配置均发生在使用 vCenter 的 IO 之外，包括配置虚拟机速率限制、安全性和对端
口运行时状态的监视。

注意： 不要重命名 IO 服务正在使用的网络。如果在 IO 之外使用某个工具重命名网络，则 IO
显示的服务将显示为正在使用旧网络。旧网络将保留在网络清单中，但不再具有物理或虚拟源，
且不能用于设置新服务。

设置 ESX 虚拟机网络
要添加网络以供通过架构流程设置的虚拟机使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 VMware Infrastructure Client，输入 vCenter 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信用凭证，然后单击
Login。

2. 对于 ESX 群集中的每个 ESX/ESXi 虚拟机主机，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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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左侧导航窗格中，选择虚拟机主机。

b. 选择 Configuration 标签。
c. 单击 Networking。
d. 单击 Add Networking。
e. 对于连接类型，请选择 Virtual Machine，然后单击 Next。
f. 根据虚拟机主机的网络配置，选择现有的虚拟交换机或选择 Create a virtual switch，然
后单击 Next。

g. 在 Port group properties 内的 Network Label 中，输入网络名称，并根据虚拟机主机的
网络配置，输入 VLAN ID。

h. 单击 Next。
3. 单击 Finish。
为每个网络重复此过程。

设置 Integrity 虚拟机网络
要创建 Integrity VM vSwitch，请使用 Integrity VM 主机上的 hpvmnet 命令。

注意： Matrix 架构流程仅将加速虚拟 I/O (AVIO) 网络设备用于 Integrity VM。

不能将 Integrity VM 配置为通过架构流程连接到本地虚拟网络。只有连接到物理 NIC 的 vSwitch
才能被架构流程识别。

Matrix 架构流程使用 vSwitch 名称（不超过 8 个字符）标识 Integrity VM 虚拟网络。网络名称与
虚拟机监控程序和 VC 技术相关，以允许使用在同一网络上配置的不同类型的逻辑服务器来设置
基础结构服务。使用此功能需要将 8 个字符限制扩展到受管环境中的其他虚拟机监控程序和 VC
配置。

有关 Integrity VM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HP-UX vPars and Integrity VM 管理员指南》和《HP-UX
vPars and Integrity VM 发行说明》。

设置 Hyper-V 虚拟机网络
要添加网络以供通过架构流程设置的虚拟机使用，请为每个 Hyper-V VM 主机执行以下步骤：
有关此发行版中支持 VLAN 标记的新方法的信息，请参阅 “配置主干和 VLAN 网络以启用对
Hyper-V VLAN 标记的支持”。
1. 使用远程桌面连接到 Hyper-V 主机。

2. 打开 Hyper-V Manager，选择要连接的服务器。
1. 在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Virtual Network Manager...。
2. 选择 New Virtual Network。
3. 在 Connection Type 下，选择 External 以配置物理网络。
4. 单击 Add。
5. 在 Name 字段中，输入网络名称。
6. 在 Connection Type 的 External 下拉列表中选择网络接口。

注意： 要在管理系统上使用此网络，请选择 Allow management operation system to
share the network adapter。

7. 选择 OK。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模板
Matrix 架构流程使用 VMware 模板作为 ESX 的部署目标。有关创建 VMware 模板的信息，请参
阅 VMware 文档，网址为 http://www.vmware.com/support/pubs/vs_pages/
vsp_pubs_esxi41_i_vc41.html。

注意： 基于 VM 模板的设置不适用于 Integrity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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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虚拟机创建虚拟机管理模板，请使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执行下列操作：
1. 关闭要在虚拟机管理模板中使用的虚拟机的电源。通过访问虚拟机并关闭操作系统（而不是
使用虚拟机监控程序关闭命令）来完全关闭虚拟机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如果用于创建模板时，虚拟机处于暂停状态，在定制期间设置将会失败，并显示错误消息
VM must be powered off for customization。

2. 单击 Deploy→Virtual Machine→Templates→Create Virtual Machine Template。此时将显示
Step 1: Select Source Virtual Machine 屏幕。

3.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虚拟机，然后单击 Next。此时将显示 Step 2: Select VM Template Repository
Host 屏幕。

4. 为新虚拟机管理模板选择主机，然后单击 Next。此时将显示 Step 3: Specify the Template
Name and select VM Template Repository Folder 屏幕。

5. 在 Template Name 中输入模板名称，指定模板的位置。
6. 要存储虚拟机管理模板，请在目标文件夹中选择 Browse 并选择虚拟机主机数据存储文件夹，
或单击 Next 选择缺省选项。

7. 单击 Next。此时将显示 Step 4: Confirm Details 屏幕。
8. 单击立即运行。会显示任务结果。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模板创建可能需要 5 到 30 分钟才能完成。

已发现生成的 ESX VM 模板，显示在架构流程控制台中的 Software 标签上，当配置架构流程设
计器中 IO 模板内的服务器组时可以将其选择为软件。
当配置一个 IO 模板并将一个 VM 模板指定为软件时，在创建 IO 模板后对 VM 模板所做的更改
将不会反映在 IO 模板中。如果服务是利用该（过时的）IO 模板创建的，则服务会使用更新后的
VM 模板的信息。因此，生成的服务可能不会反映 IO 模板中的值。为避免此问题，如果 VM 模
板已发生更改，请创建新的 IO 模板，然后将更新后的 VM 模板选择为软件，再部署服务。

查看包含数据磁盘的 VM 模板
已定义数据磁盘的 VM 模板将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Software 标签上显示，并可用于架构流程模板。
如果在 Software 标签上选择了 VMware 或 Hyper-V VM 模板，并且该 VM 模板有多个数据磁盘，
则会显示一个饼图。该饼图显示 VM 模板中所定义磁盘的相对大小。
以下示例显示了一个名为 Linux5DiskTemplate 的 VMware 模板的饼图，其中包含六个 VM 数据
磁盘。

架构流程设计器 Configure Virtual Storage 屏幕的 VM Template Disks 标签以及架构流程控制台
Services 标签的 Details 窗格中也显示该信息。
在架构流程设计器内的模板中，表示法 boot+ 用于显示该磁盘包含一个或多个数据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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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V 虚拟机管理模板
不会自动发现 Hyper-V VM 模板。必须先将 Hyper-V 模板导入到 HP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
中，才能在 IO 中的 Software 标签上显示为 VM 模板。
Matrix 架构流程将使用 Hyper-V 虚拟机作为 Hyper-V 虚拟机管理模板的来源，而不需要任何其他
步骤。但是，要设置可恢复的逻辑服务器，请在 Windows 群集中部署 Hyper-V 虚拟机主机。
使用 Hyper-V 时，不要使用在带有快照的虚拟机中创建的 Hyper-V 虚拟机管理模板。在带有快照
的虚拟机中创建的 VM 模板不会显示在架构流程控制台的 Software 标签中，从而导致无法成功
创建 IO 模板。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SCVMM) 模板
通过 Matrix 架构流程，可以使用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SCVMM)
模板库部署服务。这是通过选择架构流程服务模板中 Software 标签上的 SCVMM Hyper-V 模板
完成的。

在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中成功注册 SCVMM 后，架构流程控制台 Software 标签上会显示
SCVMM 模板。要注册 SCVMM，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发现 SCVMM 服务器。
2. 在 VME 标签上输入有效的 SCVMM 信用凭证。选择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选项→VME
选项→添加或编辑 VME 信用凭证。
或者，从 SCVMM 服务器的系统属性中，选择工具和链接标签，然后单击添加或编辑 VME
信用凭证。

SCVMM 服务器本身不代表服务器池，也未被许可为部署目标。
SCVMM 不是 Hyper-V 部署必需的组件。SCVMM 模板部署是与 HP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
Hyper-V 模板的部署共存的选项。
使用 SCVMM 模板时，应用以下限制。
• 此集成需要使用 Microsoft SCVMM 2008 R2

• IO 清单中包含 SCVMM 模板的一个子集：

包含 Hyper-V 模板与一个 VM◦
◦ 不包含 ESX 和其他虚拟机监控程序类型

◦ 不包含多服务器（SCVMM 服务）模板

◦ 从视图过滤模板时，未给出明确的指示

• 使用“No Customization Required”选项创建 SCVMM 模板。IO 用其自身的定制覆盖 SCVMM
定制参数，但 IO 定制后，某些 SCVMM 定制参数可能会继续存在，从而可能会造成混乱。

• 缺省情况下在 Hyper-V 群集环境中使用 SCVMM 部署的 VM 是针对高可用性 (HA) 启用的，
即使当 IO 模板指定非 HA VM 也是如此。如果 VM 稍后停用并重新激活，将继续针对高可
用性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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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ESX 内存过度订阅
当 Matrix 架构流程用于设置 ESX 虚拟机服务时，缺省情况下会使用内存过度订阅技术，以允许
向 ESX 主机设置更多的虚拟机。
IO 创建的 ESX 虚拟机不使用内存保留，而当 IO 检查虚拟机是否符合特定的主机时，对 ESX 主
机中的可用内存要求较低（缺省值为虚拟机内存的 2%）。例如，如果服务包含一个需要 4GB
RAM 的虚拟机，则 IO 需要 VM 主机具有大约 82MB（4GB 的 2%）可用内存。因此，任何具有
至少 82MB 可用内存的 VM 主机会在服务设置的分配阶段通过内存检查。
此策略允许向 ESX 主机设置更多的虚拟机，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虚拟机性能降低。在特定
VM 主机中有过多虚拟机且 VM 主机开始向磁盘交换主机内存时，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需要使用一种更保守的内存过度订阅方法，可以配置 IO 以对 ESX 主机中的可用内存使用更
严格的检查，然后再设置虚拟机。可以为所需的可用主机内存增加缺省值 2%。
增加该值可能会导致在设置 ESX 虚拟机服务时，IO 在资源分配步骤中失败。当 IO 无法找到具
有所需可用内存量的 ESX 主机时，会发生这种情况。
将该配置增加到 50% 可允许 IO 在设置 ESX 虚拟机时更为保守，同时仍允许某个级别的内存过
度订阅。要更改此配置，请编辑位于缺省位置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中的 hpio.properties。找到属性
esx.vm.requested.memory.max.percent 并将该属性更改为
esx.vm.requested.memory.max.percent=50.0。

更改此值后，重新启动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以使新配置生效。更改此配置不会影响已设置的
服务。

下表显示了一些示例，介绍了更改此配置将对 ESX VM 主机中所需的最小可用内存产生的影响。

图 1 所需的最小 ESX VM 主机可用内存的示例

使用 Sysprep 定制 Windows 系统
Matrix 架构流程依赖 Windows Sysprep 来定制 Microsoft Windows 系统。定制包括更改主机名、
首次引导时应用 Windows 许可证密钥以及设置 IP 地址等操作。要自动部署 Windows 系统并自
动应用 Windows 许可证密钥，您必须编辑 Matrix OE 提供的 Sysprep.inf 文件。通过适当的
编辑，Matrix OE 无需手动交互便可设置新的 Windows 系统。如果不编辑，新设置的系统将会
在首次引导时暂停以等待密钥。

Matrix 架构流程为每个 Windows VM 定制 Windows 操作系统，通过将两个信息源结合并将其
传递到 虚拟机管理 来进行设置，这样会将信息传递到 ESX 和 Hyper-V 进行定制。这些信息包
括：

• 服务模板的特定属性，例如主机名。

• 架构流程 Sysprep.inf 文件的内容，其模板位于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sysprep\Sysprep_sample.inf。

管理员可以新建 Sysprep.inf 文件并根据示例文件编辑 Sysprep 文件，从而为 Windows 虚拟
机指定其他定制，如 Windows 许可证密钥。您可以在使用相应的 Windows VM 创建 IO 模板时
使用这些文件。

注意： 请勿删除或重命名 Sysprep_sample.in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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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 Microsoft Windows 版本创建一个 Sysprep 文件，例如：

• 将 Sysprep_sample.inf 复制到 Sysprep_w2k3_32bit.inf

• 将 Sysprep_sample.inf 复制到 Sysprep_w2k3_64bit.inf

• 将 Sysprep_sample.inf 复制到 Sysprep_w2k8.inf

• 将 Sysprep_sample.inf 复制到 Sysprep_w2k8r2.inf

• 在文件中编辑产品密钥和任何其他需要的定制。

• 要使 IO 将新虚拟机自动添加到 Windows 域中，请以明文形式将管理员信用凭证添加到
Sysprep.inf 文件中。如果 Sysprep.inf 文件中未提供信用凭证，请在 Edit Network 对
话框中选择“None”或“Workgroup”。部署完成后，域管理员可将系统手动添加到域。

在 IO 中定义网络时，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Edit Network 对话框的 Windows Settings 标签中将 MS
Domain Type 设置为“Domain”。

安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
仅在设置 Windows Server 2003 或更早版本的 guest 虚拟机时安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

注意： 设置下列虚拟机不需要安装 Sysprep 工具：
• Windows 2008 和更高版本的 VM guest 虚拟机

• Linux VM guest 虚拟机

请执行以下操作：要对以下软件进行定制：

在 vCenter 管理服务器上安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VMware vCenter 4.x
nl

VMware vCenter 5.0 • 如果在 Windows Server 2008 或更高版本上安装 VCenter 服务器，但要设置
Windows 2003 或更早版本的 guest 虚拟机，请在
C:\ProgramData\VMware\VMware VirtualCenter\Sysprep\<OS> 中安装
Sysprep 工具。注意：C:\ProgramData 可能是隐藏的文件夹。

• 如果在早期 Windows 操作系统上安装了 VCenter 服务器，请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VMware\VMware
VirtualCenter\Sysprep\<OS> 中安装这些工具

其中 <OS> 是指 Windows guest 虚拟机操作系统。有效值为 svr2003 和 svr2003-64。

在 CMS 上的文件夹 C:\Program Files\HP\Insight Control virtual
machine management\Sysprep\<OS> 中安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
其中 <OS> 是指 Windows guest 虚拟机操作系统。有效值为 svr2003 和 svr2003-64。

Microsoft Hyper-V
（Windows 2003 VM guest
虚拟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VMware vCenter 和《Installing the Microsoft Sysprep Tools》一文（位于
VMware Infrastructure Online Library 中）以及《Updated System Preparation tool for Windows
Server 2003 SP2》一文（位于 Microsoft support website）。必须将 Microsoft …\Support\
Tools\Deploy.cab（而不是 cab 文件）的内容置于上述目录中。

配置灾难恢复 (DR) 服务
Matrix 恢复管理是 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的一个组件，可为逻辑服务器提供灾难恢
复保护（DR 保护）。
如果已在 CMS 上安装 Matrix 恢复管理 和 IO 且已配置可恢复服务，则可以使用 Matrix 恢复管
理 UI 创建 DR 保护的 IO 服务恢复组。有关使用 Matrix 恢复管理 为可恢复服务提供灾难保护的
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www.hp.com/go/matrixoe/docs 上的《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恢复管理用户指南》。

文件 dr.properties（安装在缺省位置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中）用于在主站点和副本站点之间映射资源。Matrix 恢复管理 管理员
在该文件中设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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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配置可恢复的 IO 服务，请在架构流程设计器的 IO 服务模板中选中 Recoverable 复选框。

可将包含这些服务器组类型的模板标记为可恢复：

• ESX 和 Hyper-V（包含手动和自动操作系统部署、专用和共享磁盘）

• ESX 和 Hyper-V 链接的服务器
无法将包含这些服务器组类型的模板标记为可恢复：

• Integrity VM 虚拟服务器组

• 云服务器组

• 物理服务器组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Templates 标签中，会在 Recoverable 列中将可恢复的模板标记为“已启用”。

创建或修改 DR 保护的服务后，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引擎会向 DR 管理员通知有关要
在 Matrix 恢复管理 中完成的配置任务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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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恢复的 IO 服务执行操作时，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会为系统管理员提供自动电子
邮件通知。使用要接收该通知的管理员的电子邮件地址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中设
置 HPIODRServiceActionRecipients 属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配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系统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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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云设置环境
除了设置本地资源，Matrix OE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还支持为下列公共云提供程序设置虚
拟服务器：HP Cloud Services、Savvis 和 Amazon EC2。
公共云爆发是 Matrix 架构流程的一个功能，通过它企业可以无缝设置公共和专用基础结构资源。
与功能强大的私有云管理功能组合使用，通过在私有云环境以外“爆发”和利用外部云服务提供程
序所提供的基础结构资源可以创建一个实际不受限制的混合云资源池，以供 Matrix 架构流程用
来交付云服务。

必须先针对云设置配置环境，才能创建包含可在云服务提供程序上设置的虚拟服务器的模板。有
关设置到 HP Cloud Services 和 Amazon EC2 的详细配置步骤，请参阅《Cloud bursting with HP
CloudSystem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and HP Cloud Services or Amazon EC2》白皮
书。有关设置到 Savvis 的详细配置步骤，请参阅《Cloud bursting with HP CloudSystem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and Savvis》白皮书。这两个白皮书可从 http://www.hp.com/go/
matrixoe 获取。

注意： 要设置公共云实例，请获取 Matrix OE 公共云受管实例许可证。该许可证允许您对 HP
支持的公共云服务提供程序上托管的一个公共云实例从注册之日起进行为期一年的管理。按照并
发使用模型，可一起使用多个许可证（例如，如果您购买 10 个许可证，那么最多可以同时管理
10 个公共云实例）。不会将公共云受管实例许可证绑定到某个特定的服务提供程序。可使用同
一个许可证在不同的时间管理不同服务提供程序上的实例，只要该许可证不同时用于两个实例即
可。

有关许可的详细信息，请联系 HP 销售代表。

配置防火墙（安全组）
通过为部署到云服务提供程序的服务器组配置防火墙，可根据规则集允许或限制入站网络流量。
防火墙也称为安全组。

注意： 缺省情况下，所有部署到云服务提供程序的服务器组都有防火墙，可阻止所有入站流
量。

要允许入站流量，请在描述该流量的架构流程设计器的 Firewall 标签中创建规则。仅为已选中
Require in Cloud 的虚拟服务器组模板启用 Firewall 标签，从而将服务器组部署到云提供程序（如
HP Cloud Services 和 Amazon EC2）（仅在针对云设置配置了环境后，Require in Cloud 复选框
才可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位于 http://www.hp.com/go/matrixoe 的《Cloud bursting with
HP CloudSystem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and HP Cloud Services or Amazon EC2》白
皮书）。

只能定义和修改影响传入网络流量的防火墙规则。

例如，要允许 SSH 连接到服务器，请选择 TCP 协议，指定开始端口和结束端口 22 及 IP 源
0.0.0.0/0，然后单击 Add。

防火墙是在创建服务的操作中创建，且一个防火墙仅与服务中的一个云服务器组关联。IO 用户
只能更改与其拥有的服务相关联的防火墙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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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防火墙的详细信息
将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Templates 和 Services 标签底部的 Firewall Details 窗格上显示与模板和服务
相关联的防火墙的详细信息。选择一个服务或模板，单击 Details，然后选择 Firewall Details 标
签。

以下模板中，在 CIDR IP 表示法 10.0.0.0/24 所定义位置中的端口 2 至端口 4 上为模板配置的
防火墙允许通过 TCP 协议接收入站流量。还允许通过 UDP、ICMP 和 TCP 协议接收入站流量，
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配置负载均衡器
负载均衡器可分配网络流量，从而在虚拟或物理服务器组中的服务器间实现最佳资源利用率。

开始以下各节中介绍的配置之前，系统管理员要安装和配置负载均衡器。硬件负载均衡器安装在
机箱中，而软件负载均衡器安装在物理服务器或虚拟机中。负载均衡器的注册信息存储在 CMS
上的架构流程清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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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负载均衡器与 Matrix 架构流程一起使用，需要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缺省情况
下，包含适用于 HAProxy 和 F5 BIG-IP Local Traffic Manager 负载均衡器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以便与架构流程一起使用。F5 BIG-IP Local Traffic Manager 负载均衡器支持
高可用性和多租赁。

（可选）负载均衡器专家可为其他类型的负载均衡器定制打包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
流或开发新的 OO 工作流，并将其添加到 OO 储备库。然后管理员可以配置其中的一个或多个
负载均衡器并将其添加到清单中（如 “注册负载均衡器” 中所述）。
利用定制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Matrix 架构流程可支持：
• 基于软件和硬件的负载均衡器

• 功能齐全的负载均衡器和基准负载均衡器

• 单一用途和多用途负载均衡器

架构流程附带了适用于 HAProxy 和 F5 BIG-IP Local Traffic Manager 负载均衡器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实现（位于 /Library/Hewlett-Packard/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Load Balancers/[LB Model]/[LB Version]/ 中）。还提供了一个模
拟（样例）负载均衡器。

注册负载均衡器
在 CMS 上安装负载均衡器后，IO 管理员在 IO 中注册负载均衡器。不会自动发现负载均衡器。
要注册负载均衡器（将其添加到架构流程清单），可以使用：

• 架构流程 SOAP API

• ioexec 命令行界面（使用 SOAP API 的客户端）
以下是用于注册负载均衡器的 ioexec 命令。

表 1 用于注册负载均衡器的 ioexec 命令

说明ioexec 命令

获取负载均衡器资源的列表list loadbalancers

将负载均衡器添加到 IO 清单add loadbalancer

在 IO 清单中修改负载均衡器的定义modify loadbalancer

从 IO 清单中删除负载均衡器remove loadbalancer

添加负载均衡器证书addcert loadbalancer

删除负载均衡器证书removecert loadbalancer

设置负载均衡器口令setpassword loadbalancer

取消负载均衡器口令设置unsetpassword loadbal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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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O 清单中注册负载均衡器需要将其与管理信用凭证相关联。添加或修改负载均衡器时，管理
员必须定义口令 ID 和/或证书 ID。这些 ID 是存储在 IO 中的实际口令或证书的密钥。这允许多
个负载均衡器共同使用一个口令或证书。IO 管理员可以使用 ioexec 命令和 SOAP API 来管理
IO 中的口令和证书。
负载均衡器通常可以访问专用和公共网络，并有一个管理网络 IP 地址。
以下是将 HAProxy 负载均衡器添加到 CMS 并设置负载均衡器口令的命令示例。
在以下示例中，管理员可将 -w administrator-password 添加到每个命令。如果未提供此
选项，ioexec 将提示您输入口令（如果未在缺省配置文件中定义）。
C:\> ioexec add loadbalancer -l haproxy-load-balancer -m HAProxy -v
1.4.18 -s example-private-network,example-public-network -a
192.100.100.10 -p 22 -U root -W haproxy-password-id --maxgrps 10 -t
example-tag1,example-tag2 -u administrator

C:\> ioexec setpassword loadbalancer -W haproxy-password-id -p
example-password -u administrator

其中：

-l haproxy-load-balancer 负载均衡器 ID，由管理员选择作为负载
均衡器名称

-m HAProxy 负载均衡器型号

-v 1.4.18 负载均衡器版本

-s example-private-network, example-public-network 负载均衡器可见的网络

-a 192.100.100.10 连接到负载均衡器的管理 IP 地址
-p 22 连接到负载均衡器的管理端口

-U root 负载均衡器的管理用户名

-W haproxy-password-id 负载均衡器的口令 ID
--maxgrps 10 负载均衡器支持的最大组数

-t example-tag1,example-tag2 用于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引用此负载均
衡器的标记名称

-u administrator ioexec CLI 的用户名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www.hp.com/go/matrixoe/docs 上的《HP CloudSystem
Matrix/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Integration Interfaces API and CLI Operations Reference
Guide》。

向负载均衡器请求服务
通过在架构流程设计器的每个服务器组配置屏幕中选择 Load Balance 标签来完成一个或多个服务
器组中服务器的负载均衡。每个服务器组只能指定一个负载均衡器。Load Balance 标签允许 IO
架构师指定服务需要的负载均衡器功能。

可以指定可选的标记以确保使用特定的负载均衡器。如果包含标记，架构流程将在清单中搜索符
合要求并具有匹配标记的负载均衡器。将 Tags 字段留空可扩展服务器组的负载均衡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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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至少选择一个网络。将显示服务器组中的所有网络。将仅分配可访问选定网络的负载均衡
器。

可以为服务器组选择的负载均衡器属性如下所示：

High Availability 请求冗余配置中的负载均衡器。这意味
着有两个或更多互相备份和监视的负载
均衡器。如果一个负载均衡器出现故
障，另一个可接管控制权，让用户注意
不到服务中断。

SSL Capable 请求已安装 SSL 证书的负载均衡器，从
而允许在负载均衡器和服务器之间通过
本地网络使用未加密的 HTTP。这样可
以提高服务器性能。

Cookie Based Session Persistence 请求具有基于 cookie 的会话永久性的
负载均衡器。永久性可确保始终将来自
单个用户的请求分发到启动这些请求的
服务器。基于 cookie 的会话永久性通
过将所有会话数据存储在用户浏览器的
cookie 中，提供了一个无状态解决方案
以实现会话永久性。

Source Address Session Persistence 请求具有源地址会话永久性或简单会话
永久性的负载均衡器，将会话请求发送
到基于数据包源 IP 地址的相同服务器。

向负载均衡器请求组织

可通过以下方式“保留”负载均衡器以供特定组织或用户使用：
• 在 ioexec add loadbalancer 命令中指定一个标记，并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的 Load

Balance 标签上指定该标记
• 确保将负载均衡器可见的所有网络分配给特定的组织。在包含对负载均衡器可见的逻辑网络

N 的模板中，选择的实际负载均衡器取决于 IO 分配给 N 的网络。

创建和删除逻辑负载均衡器组
部署服务后，IO 管理员或 IO 用户可使用以下 ioexec 命令创建、管理和删除逻辑负载均衡器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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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用于创建和删除负载均衡器组的 ioexec 命令

说明ioexec 命令

在逻辑负载均衡器中创建组。该组描述要进行负载均衡的服务creategroup logicalloadbalancer

从逻辑负载均衡器删除组，并删除所有组成员deletegroup logicalloadbalancer

注意： 使用 SOAP API 或 ioexec CLI 创建逻辑负载均衡器的操作需要管理员批准。在管理员
单击架构流程控制台 Requests 标签上的 Approved 之后，才会通知管理员，暂停操作。

其他负载均衡器操作（例如删除负载均衡器组以及添加或删除组成员）将在 Requests 标签上显
示，但不需要管理员批准。不过这些操作要求在命令行上提供用户名和口令。

下图显示了一个 HAProxy 负载均衡器，它已配置为在 Petclinic 服务器组中的两个服务器之间对
网络流量进行负载均衡。

下面是用于创建和删除逻辑负载均衡器组的命令示例。

创建逻辑负载均衡器组时，服务 IP 地址通常在公共网络上。
C:\> ioexec creategroup logicalloadbalancer -s example-io-service -l
LogicalLoadBalancer: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g http-group
-P http -a 10.1.100.10 -p 80 -H example-website -U "/" -t 6000 -O
JSESSIONID -u administrator

C:\> ioexec deletegroup logicalloadbalancer -s example-io-service -l
LogicalLoadBalancer: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g http-group
-u administrator

其中：

-s example-io-service 要添加逻辑负载均衡器组的 IO 服务名
称

-l LogicalLoadBalancer: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逻辑负载均衡器 ID，位于 Services 标签
上。要查看此 ID，请选择一个服务，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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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Details，然后选择 Load Balance 标
签

-g http-group 要添加到负载均衡器的组的名称。这是
管理员指定的任意名称，以便于识别

-P http 应用程序服务将使用的协议类型

-a 10.1.100.10 用于传入请求的 IP 地址
-p 80 负载均衡器监听的端口

-H example-host.com 要进行负载均衡的应用程序服务的主机
名

-U "/" 要进行负载均衡的服务的 URI 路径。指
定“/”（root 路径）不会限制访问。要
限制访问，请指定“/mystore”之类的路
径。在这种情况下，对 http://host/ 的
请求不会成功，但对
http://host/mystore/mydepartment 的
请求将会成功

-t 6000 会话超时（秒）

-O JSESSIONID 要存储会话信息的 http(s) cookie 的名称
或 ID

-u administrator ioexec CLI 的用户名

注意： HTTPS 用于创建负载均衡器组请求的 SSL 证书必须是 DER 格式的 X.509 证书，并包含
专用密钥。管理员可生成此证书并确保它已签名。

F5 SSL 证书

从逻辑负载均衡器组添加和删除组成员
部署服务并创建逻辑负载均衡器组后，IO 管理员可使用以下 ioexec 命令在逻辑负载均衡器组
中添加和删除服务器。

表 3 用于添加和删除负载均衡器组的 ioexec 命令

说明ioexec 命令

向逻辑负载均衡器组添加成员addgroupmember logicalloadbalancer

从逻辑负载均衡器组删除成员removegroupmemger
logicalloadbalancer

在以下示例中，ioexec addgroupmember logicalloadbalancer 命令向负载均衡器添加
一个服务器。除了 IP 地址（–a 选项）之外，该选项类似于 creategroup 命令中的选项。请注
意，每个 addgroupmember 命令指定不同的 IP 地址。
一个逻辑负载均衡器组应至少具有两个成员。

C:\> ioexec addgroupmember logicalloadbalancer -s example-io-service
-l LogicalLoadBalancer: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g http-group
-a 192.168.200.10 -p 8080 -u administrator

C:\> ioexec addgroupmember logicalloadbalancer -s example-io-service
-l LogicalLoadBalancer: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g http-group
-a 192.168.200.20 -p 8080 -u administrator

下面是从组中删除逻辑负载均衡器的命令示例。

C:\> ioexec removegroupmember logicalloadbalancer -s example-io-service
-l LogicalLoadBalancer: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g http-group
-a 192.168.200.10 -u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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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负载均衡器的详细信息
将在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和组织管理员门户的 Services 标签上显示
与服务相关联的负载均衡器的详细信息。选择一个服务，单击 Details，然后选择 Load Balance
标签。

下表介绍了 Details 窗格的 Load Balance 标签中显示的信息。此外，还将显示负载均衡器的型号、
版本和逻辑 ID（逻辑 ID 用于配置使用 CLI 和 SOAP API 的负载均衡）。

表 4 Load Balance 标签详细信息

说明Load Balance 标签

逻辑负载均衡器组的名称，它是一个抽象概念，说明了要进行负
载均衡的服务。负载均衡器组包含已在定义组后添加到组的成员。

组名称

要进行负载均衡的服务。通常是在 Web 浏览器中输入的 URI。URI
包含协议、主机名（或 IP 地址）、负载均衡器的监听端口和路径。

服务 URI

服务的主机名或 DNS 名称。主机名

与服务的 DNS 名称关联的虚拟（外部）IP 地址。IP 地址

用逗号分隔的 IP 地址和端口对列表。每个对描述了一个用于提供
服务（网站、FTP 站点、数据库等）的实际内容的服务器。这些是
服务器组中服务器的 IP 地址。

成员

配置 ESXi 群集设置环境
通过 Matrix 架构流程，可以部署 VM 群集中已配置的 VMware ESXi VM 主机或 VM 主机的集
合。VM 主机或 VM 群集包括服务器、存储和网络配置。

配置 ESXi 群集设置环境 49



使用架构流程设计器，架构师可以创建用于一个或多个 VM 主机及配置的共享存储和网络的服务
模板。通过部署模板，会使准备部署 VM guest 虚拟机的 VM 群集功能完整，运行正常。
在联合 CMS 环境中，VM 群集只能部署到主 CMS。
有关详细的配置步骤以及创建模板以设置到 VM 群集的信息，请参阅《HP CloudSystem Matrix
How-To Guide: ESXi Cluster Provisioning》白皮书，网址为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
库。

配置物理设置环境
为正确执行物理设置，请在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 文件中设置以下属性。

• 设置 physical.max.concurrent.requests=10 以限制并发设置的物理逻辑服务器的
数量。如果将该属性设置为大于 10 的值，那么物理逻辑服务器设置可能会失败。

• 设置 npiv.integrity.enabled=true 以在 Integrity 服务器上启用多启动器 N-Port ID
Virtualization (m-NPIV) 支持。同时包括专用和共享磁盘的存储自动设置需要 m-NPIV 支持。
缺省情况下禁用 npiv.integrity.enabled 属性。
在 HP-UX 11i v3 Update 8（2011 年 3 月版）及未来的发行版中，使用 QLogic FC 控制器
的 Integrity 刀片式服务器上将支持 m-NPIV。

物理设置要求：

• 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VCEM) 中的可用 VC 域组

• 配置服务器部署平台，其中包括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Ignite-UX 或 HP Server Automation
(SA)

• 创建基于 SAN 的存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5 章“Matrix 架构流程存储管理”。

• 创建作业文件夹（特定于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请参阅 “创建服务器部署作业文件
夹”）。

验证 VC 域组
Matrix 架构流程需要 Virtual Connect 域组。要创建 VC 域组或验证现有组，请参阅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上的《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用户指南》。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配置架构流程资源
安装架构流程后，HPIO_Administrators Windows 组的成员可以通过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登
录到架构流程控制台。然后，HPIO_Administrators 可以设置资源以允许设置。要登录到架构流程
控制台，请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选择工具→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在短暂的加载屏幕后，会显示架构流程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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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流程控制台最初将显示 Home 标签，其中显示摘要信息。

注意： 首次显示 Requests 标签时，除非管理员或用户提交了请求并且请求正在执行或已完成，
否则不会显示请求。

使用架构流程之前，设置服务器池和网络，并使用架构流程控制台验证 Users 和 Software 标签。

查看和配置网络
在架构流程中发现下列类型的网络：

• Virtual Connect 中定义的网络

• 虚拟机监控程序中定义的网络

VMware：端口组◦
◦ Hyper-V：虚拟交换机

◦ Integrity VM：连接到物理 NIC 的虚拟交换机

• 由架构流程管理员定义的网络，识别在 VC 信道主干上承载的 VLAN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阅 “设置虚拟机网络”。
当两个或更多主机具有相同的网络名称时，只有一个显示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Networks 标签中。
名称相同的子网已折叠为 IO 中的单个子网。在网络详细信息 Associations 标签中，“Cluster/VC
Domain Group”显示在其中网络可见的 VCDG 和群集或主机（如果未在群集中）。
要查看和配置物理和虚拟网络，架构流程管理员必须执行下列步骤。

1.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中，选择 Networks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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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 OE 向架构流程提供有关已配置网络的信息。要让各个网络用于架构流程，请添加
DHCP 和/或静态地址范围。如果网络未正确显示，请参阅 第 7 章“故障排除”。

2. 选择一个网络，然后单击 View/Edit。

在 Edit Networks 页上添加有关网络和可用 IP 资源的信息。并非所有字段都必填，由具体配
置决定。用户界面可帮助指导您完成此过程。

注意： 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 IPv6，但具有下列限制。
• 可以使用 DHCP 地址池自动设置物理或虚拟服务器。不支持使用静态分配或地址范围自
动配置 IPv6 地址。此限制仅适用于由 IO 使用 IO 管理的地址池直接设置的网络接口。

• IPv6 网络上不支持通过 IO 的自动（基于 PXE）操作系统部署。

3. 在 DNS 标签中，输入 DNS Domain（必需）、DNS Servers 和 DNS Search Suffixes（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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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Settings 标签上，输入可选的 Windows 信息，例如域和 WINS 信息。

4. 将相应的信息添加到 Edit Networks 屏幕带标签的区域后，添加 IP 范围以供架构流程使用。

• 要添加 DHCP 地址空间，请在 DHCP Addresses 区域单击向上箭头，或输入要提供给架
构流程的 DHCP 地址编号。

• 要添加静态地址空间，请单击 New。将显示一个用于输入范围的对话框。输入 Start 和
End 地址（包含），然后单击 OK。

5. 完成网络设置之后，单击 Save。
现在，此网络已可以与架构流程配合使用。

主干和 VLAN 网络
云部署环境和多租户环境需要分段的网络以用于客户数据分隔。网络数据包中的 VLAN 标记可用
于网络分段以进行数据分隔。这样，单个数据线可以从单独的网络广播域传输网络数据包，这些
域由数据中心基础结构和虚拟化虚拟机监控程序（如 ESX 和 Hyper-V）中的交换技术高效管理。
在 Matrix 架构流程中：
• 主干是使用多个标记传输流量的物理或虚拟子网。它需要在交换机端口级别有一个主干或信
道连接，服务器操作系统中有一个 VLAN 可识别的网络连接。主干网络不能是 VLAN 网络。
架构流程设计器中的主干是一个 VLAN 主干，表示为刀片式服务器承载多个 VLAN 的网络连
接。在设置请求过程中如何满足要求取决于备用刀片式服务器的可用资源。例如，可使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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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到刀片上单个端口的 Virtual Connect 网络或 IO 中定义为包含所需网络的 Virtual Connect
信道主干网络在目标刀片上配置 Designer 中的主干。
不能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明确定义端口聚合/分组。端口聚合/分组主要是操作系统配置操作
（例如，将 NIC 添加到 vSwitch）。最好是通过命名约定和定制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脚本配置操作系统网络来实现该操作。

• VLAN 是由一个或多个 Virtual Connect 信道网络或环境中的其他主干网络进行承载的。VLAN
不能成为主干网络。

Matrix 架构流程包含 VLAN 标记的网络支持以满足下列目标：

• 使 IO 能够用于部署具有连接到刀片式服务器网络端口的多网络主干的 VM 主机

允许 IO 管理员管理和提供将要在 IO 物理设置中使用的主干网络◦
◦ 允许架构师创建用于指定主干网络的物理服务模板

◦ 使用连接到至少一个可用 NIC 端口的主干设置物理刀片式服务器

• 为具有 VLAN 标记的虚拟网络交换机的 Hyper-V 服务器启用 Hyper-V VM 设置

在 VLAN 标记的虚拟交换机上创建 Hyper-V VM 时提供 VLAN ID◦
Matrix 架构流程还能够详细介绍主干网络并创建表示连接到 Virtual Connect 刀片式服务器的主干
网络的模板。通过这些定义，IO 能够使用主干连接安排创建 Virtual Connect 配置文件。
使用正确配置的网络，服务请求包含足够的信息以使 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脚本配
置 Virtual Connect 刀片式服务器（针对主干识别的应用程序，主要是 VM 主机群集）。
有关配置架构流程控制台中主干或 VLAN 的信息，请参阅 “配置主干和 VLAN 网络”。
有关指定 VM 主机或群集服务模板中主干或 VLAN 的信息，请参阅 “创建包含物理 VM 主机或
ESXi VM 群集的模板”。

Virtual Connect 信道主干配置
HP Virtual Connect 提供两种类型的网络配置，以向 VC 刀片式服务器提供 VLAN 主干。《HP
Virtual Connect Ethernet Cookbook》在方案 1：6（映射的主干)和 2：4（信道主干）中说明了
这两种配置。

Virtual Connect 信道主干配置将带标记的流量传递到不受限的目标接口。VLAN 的定义只能在
LAN 侧交换机上找到并在主机侧网络堆栈中进行配置。VC 不维护 VLAN 上的任何信息。
配置主机需要了解要使用的 VLAN。VLAN 的定义必须由管理员在架构流程控制台或设计器中及
可能从外部资源（例如 LAN 管理工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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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Virtual Connect 信道主干配置的示例。

无论物理网络是单个网络还是承载多个子网的信道主干网络，从 Virtual Connect 发现的物理网络
均表示为单个子网。

Matrix 架构流程代表基于 VC 网络配置的 Virtual Connect 网络。以下是信道主干 Virtual Connect
网络的特性：

• 可以将子网指定为信道主干

• 可定义信道主干上承载的子网集

• 可在网络配置中将信道主干指定为“信道 VLAN 标记”

• 上行链路端口的所有流量都通过 VC 传输到下行链路端口，而无须修改 VLAN 标记

• 无法映射到多网络 VC 配置文件 NIC 端口

• 不能属于共享上行链路集

Virtual Connect 映射主干配置
Virtual Connect 映射的主干配置使 VC 能够在管理 VLAN 上的流量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包
括指定其中一个 VLAN 以处理 VM 主机的未标记的数据包。这构成对 VM 主机上带标记和不带
标记的网络的混合支持。

此配置中常使用共享上行链路集 (SUS) 来提供一组与主干相关联的 VLAN。与信道 VLAN 主干情
况一样，必须由管理员在架构流程控制台或设计器、定义的 SUS 中或从外部 LAN 管理工具提供
VLAN 的列表。
Matrix 架构流程代表基于 VC 网络配置的 Virtual Connect 网络。可以进行映射的 Virtual Connect
网络：

• 始终是单个网络子网

• 可以分配给创建基于每个 VC 的配置文件主干的单个 VC 刀片式服务器 NIC 端口的多映射子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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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映射的主干，共享上行链路集中定义的各个 Virtual Connect 网络是由 Matrix 架构流程发现
的。当创建 VC 配置文件后，到 VC 刀片式服务器的映射主干被创建为一个多网络，其中包含已
定义网络的子集。

注意： 在版本低于 Virtual Connect 3.30 时，VC 模块可以处于“映射 VLAN 标记”模式或“信道
VLAN 标记”模式。从 Virtual Connect 3.30 开始，模块始终处于“映射”模式，但一个非共享上行
链路集网络可以将 VLAN 标记从上行链路端口传送到下行链路端口。

VLAN 划分
VLAN 划分可在无法满足网络分配要求时暂停服务请求。例如：

• 没有更多可供子网使用的 IP 地址

• 清单中的 IO 网络或分配给组织的网络均不满足属性基于网络分配的“Allocation name Hint”
的要求

请求暂停时，管理员可对环境进行必要的修改以使网络可供分配。请求继续时，会重新尝试分配
网络。仅当网络资源可用时服务请求才继续。

VLAN 划分允许多个组织使用一个模板定义，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 VLAN（在提交请求之前，可
能尚未定义）。

例如，数据中心的一部分组织可能希望使用名为 org-prod-Y-<org name> network 的网络：

• 定义的 IO 模板（其网络基于属性且“Allocation name Hint” = “org-prod-Y-”）可用于所有组
织。

• 组织“Marketing”利用此模板创建服务。请求在组织网络池中找不到“org-prod-Y-*”网络，服
务请求暂停。

• 已向管理员通知此暂停，创建一个“org-prod-Y-Marketing”子网并将此网络分配给组织网络
池。

• 管理员恢复服务请求。

• 服务请求尝试分配网络，在组织网络池中发现新定义的网络并将其分配给服务。

• 使用“org-prod-Y-*”的后续服务请求将使用“org-prod-Y-Marketing”网络。

• 只有创建包含“org-prod-Y-”IO 模板的服务的组织将为其创建子网。
当子网可用的 IP 耗尽时也会用到 VLAN 划分。管理员为子网添加其他的 IP 地址时，该网络的所
有后续请求将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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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主干和 VLAN 网络
要定义主干和 VLAN 网络，请执行以下步骤。有关支持 Hyper-V VLAN 标记的信息，请参阅 “配
置主干和 VLAN 网络以启用对 Hyper-V VLAN 标记的支持”。
1. 使用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定义 Virtual Connect 网络。

• “信道”模式：定义 VC 中的每个通道主干，这些主干传输带标记的数据包，而不进行任
何修改（无需通知 VC 哪些 VLAN 是由信道承载的）。

• “映射”模式：定义 VC 中的所有网络。由上行链路承载的各个 VLAN 都被明确定义为一
个 VC 网络。VC 网络不从多个 VLAN 传输数据包。

2. 通过刷新架构流程控制台 Networks 标签发现 Virtual Connect 网络。
• VC 网络在“Type”列中显示为“Physical”。

• 配置为“信道 VLAN 标记”的 VC 网络在“Type”列中显示为“Trunk, Physical”。

3. 定义可以由一个物理网络承载的 VLAN。
a.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Networks 标签中，单击 Create Network。
b. 指定 VLAN ID 并设置该 VLAN ID 的网络地址、网络掩码、缺省网关、MS 域和 WINS
服务器，方法是单击相应的标签，然后填写信息。

在具有多个缺省网关选项的多宿主方案中，IO 从连接到声明为主要 NIC 的 NIC 的网络
确定缺省网关。

• 每个可传输一个或多个 VLAN 的物理网络都是一个“主干物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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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定义的 VLAN 显示在 Networks 表中，其中“VLAN”显示在 Type 列中。
物理主干承载的 VLAN 不是物理网络，无法连接到物理服务器组。“VLAN”类型的网络
只能连接到虚拟服务器组。

• 每个 VLAN 一个主干意味着主干可将所有可能的 VLAN 传送到每个群集，否则网络（如
部署网络）无法在不同群集中的主干间共享。

配置主干和 VLAN 网络以启用对 Hyper-V VLAN 标记的支持
VLAN 标记是指一种操作，即将 VLAN ID 插入网络数据中以标识数据所属的 VLAN。

小心： 在同一虚拟网络上组合使用带标记的和不带标记的 Hyper-V 虚拟机将会导致网络故障。
HP 建议协同 Hyper-V VM 主机位于同类网络环境中。对于指定虚拟交换机的所有使用，要完成
此操作，请在所有主机上使用带标记的网络或不带标记的网络。

如果您的环境已配置为使用 HP NCU 为 Hyper-V VM 主机上的每个 VLAN 创建 vNIC（以前版本
中支持的 VLAN 标记方法），并将架构流程升级到 7.0 或更高版本，那么当您尝试使用以下过程
中所述的新 VLAN 标记方法时，可能会在 Hyper-V VM guest 上发生网络故障。

hpio.properties 中包括属性 promiscous.switch.compatibility，该文件位于缺省位
置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此属性允
许已配置其环境使用 HP NCU 创建的 vNIC 进行 VLAN 标记的管理员继续使用此方法，而无需
重新配置其 Hyper-V 系统。

表 5 使用 promiscous.switch.compatibility 的 VLAN 标记支持

设置中 IO 使用的 VLAN 标记支持方法设置条件
promiscous.switch.compatibility
的缺省值

HP NCU 用于为每个 VLAN 创建 vNIC
（6.2/6.3 方法）

IO 已升级到 7.0 或更高版本，并且上
一发行版已实现了 Hyper-V VLAN 标
记支持

TRUE

Hyper-V VLAN 发现的 vSwitch 被标记
为 IO 中的主干；使用 VLAN ID 定义

IO 已升级到 7.0 或更高版本，但上一
发行版未实现 Hyper-V VLAN 标记支
持

FALSE

Hyper-V 虚拟主干所承载的 VLAN（7.0
或更高版本方法）

Hyper-V VLAN 发现的 vSwitch 被标记
为 IO 中的主干；使用 VLAN ID 定义

IO 7.0 或更高版本为全新安装FALSE

Hyper-V 虚拟主干所承载的 VLAN（7.0
或更高版本方法）

将网络配置为使用 Hyper-V VLAN 标记：7.0 及更高版本方法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中执行下列步骤以启用对 VLAN 标记的支持。这是 7.0 或更高版本方法。
1. 通过刷新架构流程控制台 Networks 标签发现虚拟网络。
2. 在 Networks 标签中，选择带有多个 VLAN ID 的 802.1Q 网络，然后单击 Edit Network。
3. 选择 Trunk 标签。
4. 选中 Trunk 复选框，然后单击 Save。
5. 定义 Hyper-V 虚拟主干网络可以承载的 VLAN。

a. 在 Networks 标签中，单击 Create Network 或 Edit Network 来编辑现有网络。
b. 指定 VLAN ID 并设置该 VLAN ID 的网络地址、网络掩码、缺省网关、MS 域和 WINS
服务器，方法是单击相应的标签，然后填写信息。

c. 单击 Save。

迁移网络以使用 Hyper-V VLAN 标记：6.3 方法到 7.0 及更高版本方法
执行下列过程之一，将使用 6.3 方法配置的 VLAN 标记的 Hyper-V VM 主机迁移到新的 7.0 或更
高版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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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中断（解决）方法

非中断方法是一种解决办法，它不会中断现有配置或现有 VM guest。您可以继续使用 HP 网络配
置实用程序 (NCU) 创建的现有 vNIC（在可以使用下面的中断方法迁移环境之前，这都只是作为
一种临时解决办法）。

1. 在 HyperV VM 主机上，将每个与 VLAN 标记 vNIC 关联的虚拟交换机重命名为与架构流程
中发现的 VLAN 名称不同的名称（该交换机实际上是一个混杂交换机，仅承载一个 VLAN）。

2. 通过刷新架构流程控制台 Networks 标签发现虚拟网络。
3. 在 Networks 标签中，为虚拟交换机选择新网络，然后单击 Edit Network。

a. 选择 Trunk 标签。
b. 选中新重命名的虚拟交换机旁边的 Trunk，将其标记为主干。
c. 选中使用旧虚拟交换机名称的 IO 网络旁边的 VLANs Carried By This Trunk，将其标记
为新虚拟交换机主干的子代。每个重命名的虚拟交换机应仅有一个 VLAN。

d. 单击 Save。

中断方法

中断方法创建一个支持多个 VLAN 的“混杂模式”vSwitch。它专门用于在架构流程 7.0 及更高版
本中配置 Hyper-V VLAN 标记。
1. 使用 NCU 删除为 VLAN 标记创建的 vNIC。
2. 从与删除的 vNIC 相关联的 VM 主机删除 HyperV 虚拟交换机。
3. 将多 VLAN 接口连接到“混杂”Hyper-V 交换机（多 VLAN 接口很可能是对两个接口进行分组
的 NCU 接口）。

4. 如果任何现有 VM 正在使用删除的 vNIC，请为每个 VM 重新定义网络以连接到具有相应
VLAN ID 的混杂交换机。

配置池
池是一种资源组，用于提交请求以创建新的基础结构服务或添加到现有的基础结构服务。必须先
创建新池并为其分配用户，然后再启动任何请求。

架构流程控制台 Servers 标签将显示以下类型的资源，具体取决于 Display 列表中的选择。
• 池和计算资源

所有池和资源的摘要（缺省值）

• 计算资源

所有物理服务器、VM 主机、ESX 资源池和云资源的摘要

• 池

所有服务器池（物理、VM 主机或组合）、ESX 资源池和云资源的摘要

ESX 资源池和云容量池
除物理服务器和 VM 主机之外，架构流程还包括下列类型的可设置资源：
• ESX 资源池

ESX 资源池是一种使用 VMware vCenter 或虚拟机管理 CLI 创建的计算资源，由架构流程发
现。架构流程可以使用 ESX 资源池设置独立 VM 主机上或群集中的虚拟机。它们支持针对
各个 VM 主机的级别将群集划分为多个逻辑内存池和 CPU 资源池。
ESX 资源池允许多个组织共享 VM 主机或 ESXi 群集。
ESX 资源池显示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Servers 标签中，并在 Type 列中标记为“ESX Resource
Pools”。父级 ESX 资源池显示在 Servers 标签的 Group 列中。ESX 资源池可以在创建新池时
进行选择，并用于向用户、组和组织分配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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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ESX 资源池是计算资源，因此必须将其添加到池中才能用于设置请求。包含 ESX 资源
池的池必须是同类池，且不能包含任何其他类型的计算资源。设置请求可以指定混合使用多
个池，只要包含 ESX 资源池的所有池属于同类池即可。
可以将虚拟机分配到 ESX 资源池。不能将虚拟机分配给其中定义资源池的 VM 主机和群集。
但是，可以将虚拟机分配给其中未定义资源池或其中资源池不适用的 VM 主机。
必须许可父级 ESX 主机（或父级群集中的所有 VM 主机）使用虚拟机管理和架构流程。由
未经许可的主机确定为父级资源池的 ESX 资源池将被忽略。

• 云资源

云资源表示由云服务提供程序（如 HP Cloud Services）提供的外部资源或容量。
云资源是手动配置的资源、未被发现的资源，且需要进行特殊配置才可以在架构流程中使
用。

由于云资源是计算资源，因此必须将其添加到池中才能用于设置请求。包含云资源的池必须
是同类池，且不能包含任何其他类型的计算资源。设置请求可以指定混合使用多个池，只要
包含云资源的所有池属于同类池即可。

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 HP 代表，或参阅《Cloud bursting with HP CloudSystem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and HP Cloud Services or Amazon EC2》和《Cloud bursting with
HP CloudSystem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and Savvis》白皮书。这两个白皮书可从
http://www.hp.com/go/matrixoe 获取。

下列服务器池是自动生成的，不能用于创建基础结构服务。

• Unassigned 池包含之前 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发现的所有资源。您只能在架构
流程获得资源使用许可之后才能将资源从 Unassigned 池移动到其他池。
Matrix 架构流程会在安装之后自动使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识别的资源填充 Unassigned
池。Matrix 架构流程每小时都会更新信息。更新可用资源之后，单击 Refresh 可立即查看更
新情况。

• Maintenance 池包含出现故障或需要管理注意的资源。如果物理服务器无法进行设置，它们
将自动移到维护池中。也可以手动将任何计算资源移到维护池中。

• Other Organizations 池中显示了所有已分配给组织的计算资源。仅当计算资源已分配给组织
后，才会显示该池。单击特定的计算资源可查看该资源所属的组织。

Virtual Connect 域组中的资源
仅在控制台 Servers 标签上显示物理资源，且在 VCEM 中创建 Virtual Connect 域组后才能使用
物理资源。

如果环境中有多个 Virtual Connect 域组，请确保服务器组中的所有服务器属于同一个 VCDG。

在刀片式服务器上部署的 VM 主机
物理刀片式服务器在资源池中显示为计算资源。如果 VM 主机部署在刀片式服务器上，则 VM 主
机显示为单独的计算资源。因此，对于还作为 VM 主机的受管刀片式服务器，有两个条目（一个
包含服务器序列号，另一个包含主机名）。

刀片式服务器的详细信息显示“Deployed as VM Host <name> at <IP address>”。

创建池

1. 要创建新池，请单击 Servers 标签上的 Create 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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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New Pool name 中，输入一个描述性名称。
从任意池选择服务器。请记住，首次配置架构流程时，仅 Unassigned 池会显示资源。

重要信息： 要将计算资源分配给组织、该计算资源必须位于服务提供程序的 Unassigned
池中，并且处于未使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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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将某个服务器添加到池，请在左边的列表中选择该服务器，然后单击 >> 按钮。该服务器
将移到右边的列表中。

注意： 无法从 Unassigned 池移动未获得许可的刀片式服务器或虚拟机主机。
只有在架构流程获得资源使用许可后才能将资源移动到池中。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许可
架构流程”。

4. 为池选择资源之后，单击 Save。
此时，该池会显示在 Servers 标签上。选择显示分配的资源的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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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为池分配用户，以使架构流程可以使用新池。要分配用户，请在列表中选择该池，然后单击
Modify Users。此时将显示 Modify Pool Users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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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Unassigned Users/Groups 列表中选择用户，然后单击 >>。为每个用户重复此过程。单
击 Save。将会重新显示 Servers 页。
要确认分配给该池的用户，请选择该池。已分配用户和组的列表会显示在屏幕的底部。

验证架构流程用户和组
Users 标签包含授权使用架构流程的所有用户和组的列表。如果未列出您期望的用户，请返回到
“在 Windows 中配置架构流程用户”并验证是否每个要被授予架构流程访问权限的用户和组都是
Windows 中相应用户组（HPIO_Administrators、HPIO_Architects、HPIO_Users）的成员。不能
在此标签上修改任何设置。

配置架构流程以列出异构硬件
要与非 HP 服务器或 HP 机架式安装服务器集成，HP 建议您使用为与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的
逻辑服务器功能配合使用而与 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捆绑在一起的 ESA（可扩展服
务器适配器）。ESA 可以与 Matrix OE 嵌入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引擎集成，通过它可以
定义和执行工作流以加载服务器清单和执行基本的电源控制。

有关在 Matrix OE 中使用 ESA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位于 http://www.hp.com/go/matrixoe/docs
的《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逻辑服务器管理用户指南》。
使用 Matrix OE 中的 ESA，可以将几种服务器类型和配置集成到架构流程中。

• HP 机架式安装服务器

• HP c 系列刀片设备（不受 Virtual Connect 管理）
对于上面所说的每种服务器类型，以下存储配置都受支持：

引导磁盘 

• SAN（光纤通道）连接的磁盘

• 本地（直连）磁盘。如果使用板载 RAID 控制器，则仅支持单个逻辑卷。
数据磁盘 

• 一个或多个 SAN（光纤通道）连接的磁盘
包含的用于控制服务器电源的参考工作流支持以下服务器管理处理器：

• ProLiant iLO2

• Integrity iLO2

注意：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编写工具 (OO Studio) 可用于扩展参考工作流的功能，
以根据需求支持其他管理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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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中配置 ESA 口令
修改 ..\Program Files\HP\Virtual Server Environment\conf\esa.properties
以包含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Admin”口令：
esa.oo.admin.password=<your-oo-admin-password>

对 esa.properties 文件进行更改后，重新启动 HP Extensible Storage & Server Adapter
Windows 服务以使更改生效。

在架构流程中使用异构服务器参考工作流
这是对如何将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和 ESA 用于为非 Virtual Connect 受管服务器提供清单和
电源控制访问权限的基本概述。参考实现方案可能会按原样使用，也可能会通过扩展工作流从数
据中心的其他来源获取服务器清单来替换此方案。此外，电源控制工作流可能会扩展到其他服务
器管理处理器类型。

这些参考工作流受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esa_extensions\server 中的三个数据文件控制。

inventoryList.xml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esa_extensions\
server\inventoryList.xml 文件中包含所有服务器的高级列表，通过 ESA 以清单的形式显
示。以下单个服务器条目的示例会显示格式。在这种情况下，会将 UUID 用于 <handle/> 和
<uuid/> 元素。这是建议的形式。通常，会直接从受管服务器或从数据中心的集中配置管理数据
库 (CMDB) 提取 UUID。

<nodeAttributes>
<handle>38313933-3533-5355-4538-32304E334151</handle>
<uuid>38313933-3533-5355-4538-32304E334151</uuid>

</nodeAttributes>
OO Studio 中的以下屏幕会显示读取 inventoryList.xml 文件的参考工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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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文件系统读取“inventoryList.xml”文件，然后将它的内容直接发送到 ESA web 服务。
ESA Web 服务会处理返回的 XML 文档，并将其返回到充当较高级别清单管理器的逻辑服务器管
理 (LSM)。然后，LSM 会为每个服务器再调用一次工作流。

serverInfo.xml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esa_extensions\
server\serverInfo.xml 文件中包含 inventoryList.xml 文件中说明的每个服务器的详
细定义。以下是 HP 机架式安装服务器的定义示例。<handle/> 和 <uuid/> 元素连同此条目返回
到 inventoryList.xml 文件并且必须匹配。
<localStorageList/> 元素用于声明一个大小为 68 GB 的直连引导磁盘。
<networkInterfaceList/> 元素用于声明服务器的一个或多个 NIC 的设置。正确指定 <macAddress/>
和 <networkInterfaceName/>，这一点至关重要。具体地说，<networkInterfaceName/> 对应于
架构流程 Networks 标签中的指定网络。它会声明 NIC 连接到数据中心内的哪个指定网络。

<ooServers>
<handle>38313933-3533-5355-4538-32304E334151</handle>
<uuid>38313933-3533-5355-4538-32304E334151</uuid>
<serialNumber>USE820N3AQ</serialNumber>
<serverName>MyDLRackMount</serverName>
<hostname xsi:nil=”true”/>
<localStorageList>
<localStorageVolumes>
<id>1</id>
<sizeGB>68</sizeGB>
<volumeIdentifier>1</volumeIden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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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StorageVolumes>
</localStorageList>
<networkInterfaceList>
<networkInterfaces>
<nicID>nic0</nicID>
<macAddress>00:1E:0B:CC:61:B0</macAddress>
<ipAddress xsi:nil=”true”/>
<networkInterfaceName>vlan84-dhcp-pxe-sa</networkInterfaceName>
<pxeEnabled>true</pxeEnabled>
</networkInterfaces>
</networkInterfaceList>
<storageInterfaceList/>
<serverModel>ProLiant DL380 G5</serverModel>
<osType>Windows</osType>
<memoryMB>32000</memoryMB>
<coreCount>4</coreCount>
<cpuFrequencyMHz>3000</cpuFrequencyMHz>
<cpuCount>2</cpuCount>
<cpuFamily>x86_64</cpuFamily>
<powerOn>true</powerOn>
<extendedAttributes xsi:nil=”true”/>
</ooServers>

OO Studio 中的以下屏幕会显示读取和处理 serverInfo.xml 文件的参考工作流：

对于 inventoryList.xml 文件中的每个服务器，会调用“Get Server Info”工作流。此工作流会
从 serverInfo.xml 中提取详细的服务器定义，然后会使用服务器的管理处理器来确定当前的
电源状态。通过其他工作流调用服务器管理处理器操作。如果需要，会更新持续的电源状态，生
成的服务器记录会以 XML 文档的形式返回到 ESA web 服务。ESA web 服务会处理返回的 XML
文档，并将其返回到充当较高级别清单管理器的逻辑服务器管理。然后，逻辑服务器软件层会为
此服务器更新持续的清单记录，从而使架构流程可以将此服务器包含在它的清单中。由于会对服
务器进行处理，因此它们会显示在架构流程控制台的 Servers 标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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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idHostMapper.xml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esa_extensions\
server\uuidHostMapper.xml 文件是参考实现方案中使用的最终 XML 文件。它会提供服务
器记录和 IP 地址之间的映射，该服务器的管理处理器位于此映射中。查询和控制服务器电源的工
作流要求每个服务器都有此映射文件。

通过 ESA 启动电源操作（打开电源或关闭电源）时调用的工作流会接收服务器的标识，并检查
uuidHostMapper.xml 文件以确定与哪个管理处理器进行通信并执行电源操作。工作流还使用
serverInfo.xml 记录来确定服务器的型号，以便正确执行电源操作。使用相同的回调模式。
完成此工作流时，操作和状态信息的最终状态会返回到 ESA web 服务。

为电源控制配置管理信用凭证

需要执行另一步骤来为电源控制配置管理信用凭证。参考实现方案附带内置系统帐户。OO Studio
会为其中的每个帐户选择和配置用户名和口令。信用凭证以加密的形式存储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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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O Studio 中，选择 System Accounts 文件夹，然后选择相应的帐户（在本例中是“ILOUser”）。
然后选择锁定图标来签出此帐户进行编辑。分配要用于 iLO 帐户的用户名和口令。完成后，请再
次单击锁定图标来签入此帐户的更改。

最后，声明要在架构流程中管理的所有新服务器型号。通过将上述 serverInfo.xml 文件中提
供的 <ServerModel/> 字符串添加到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blade_models.properties，可以完成此操作。

a. 编辑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blade_models.properties 文件。

b. 添加新的服务器型号。服务器型号字符串是在 serverInfo.xml 文件中输入的字符串。
更改 blade_models.properties 文件之后，重新启动 HP Matrix 架构流程 Windows 服务以
使更改生效。

有关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oftware
Concepts Guide》（可从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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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 Matrix 架构流程应用程序
概述

Matrix 架构流程应用程序支持架构师、服务提供商管理员、组织管理员和用户等角色。

• 通过设计器，架构师可以使用拖放式界面来规划和设计多服务器、多层基础结构。

• 通过控制台，服务提供商管理员可以部署、管理和监视架构流程及其用户、模板、服务和资
源的整体行为。

• 在组织管理员门户中，通过创建池、添加用户、将服务器和磁盘添加到现有服务、提交和批
准及拒绝请求、以及定制组织管理员门户和自助服务门户的标题和徽标，组织管理员可以控
制组织的虚拟 IO 系统。

• 通过自助服务门户，用户可以根据发布的模板创建基础结构服务。

Matrix OE 架构流程设计器
Matrix OE 通过架构流程设计器，架构师可以使用拖放式界面来规划和设计多服务器、多层基础
结构。基础结构可包括虚拟服务器、物理服务器、ESX 资源池和云资源。Matrix 架构流程用户可
以使用架构流程模板设置服务。

架构师可创建和维护标准化的基础结构模板，并与系统管理员合作以确保模板与现有的资源和业
务需求相符，从而可以快速响应业务所定义的一组标准模板的不断变化的需求。

通常，架构任务包括：

• 设计简单的和多层、多节点的服务模板

• 捕获服务器、存储和网络的要求

• 将模板发布到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上以供创建服务之用

• 指定用于支持跟踪和报告资源的成本和资源

要完成这些任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研究实现运营和业务部门目标的所需要求

2. 创建基础结构服务模板以满足业务要求

3. 列出每个模板的材料清单，包括设置每个模板所需的资源

4. 将模板发布给业务部门使用

架构师可以使用架构流程设计器创建或修改服务模板，然后发布模板供其他人使用。

Matrix 架构流程设计器提供了一块图形画布，用来拖放代表服务器、磁盘和网络的逻辑资源对
象。架构师将这些资源对象连接在一起，为每个服务器组定义所需的网络和存储关系。

画布上的每个逻辑对象指定对象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架构流程支持的设置和持续维护操作的驱动
因素。Matrix 架构流程设计器使用验证规则来提供连续反馈，说明设计中的哪些对象无效以及如
何纠正验证错误和警告。

Matrix 架构流程设计器维护设计会话期间所做的更改在浏览器中的安全缓存。如果会话超时或浏
览器关闭，所做的更改将保留，并在架构师下次启动架构流程设计器时可用。

导入和导出模板
Matrix 架构流程设计器允许导入和导出服务模板。可以将模板作为 XML 文件、JPG 图像，PNG
图像或 Excel 电子表格导出。模板只能以 XML 格式导入。

重要信息： 不支持在架构流程设计器的外部编辑 XML 模板，且不会对其进行记录。XML 架构
不属于公用接口规范；HP 可能会更改 XML 架构，恕不另行通知。修改 XML 模板，或创建自己
的 XML 模板，执行这类操作的用户自己承担风险。使用无效的模板可能会导致设置失败。在提
供支持之前，HP 可能需要用户使用未修改的由 IO 生成的模板重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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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架构流程设计器
要访问架构流程设计器，您必须：

• 具有在 CMS 上使用 Matrix 架构流程的相应授权。

• 是 Windows 系统上 HPIO_Architects 或 HPIO_Administrators 组的成员。
可以从桌面或通过浏览器访问架构流程设计器。要从桌面访问架构流程设计器，请执行以下操
作：

1. 在安装了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的 CMS 上打开 Web 浏览器。
导航到 https://<CMS-名称或-IP-地址>:51443/hpio/designer/。

2. 在桌面上双击架构流程设计器图标。

设计器界面概述

模板编辑器窗口包含三个主要框：

• Components 框显示用于设计模板的逻辑对象的图标。

• Existing Templates 框提供可用模板的列表。

• 右侧的框是模板设计区域，用于在上面通过拖放组件创建模板。

保存模板时，可使用字母（A-Z，a-z）、数字 (0-9)、空格、句点、下划线和连字符指定名称。
有关使用架构流程设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架构流程设计器联机帮助系统，方法是单击架构流
程设计器窗口右上方的 ?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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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 OE 架构流程控制台
通过架构流程控制台，管理员可以部署、管理和监视架构流程及其用户、模板、服务和资源的整
体行为。管理员在完成或拒绝收到的请求时，也需要和架构师互动交流以确保模板与现有的资源
和业务需求相符。例如，管理员可以：

• 查看已完成的和正在执行的请求的状态、进度以及详细信息

• 查看可用资源

• 批准或拒绝请求

• 执行池管理

• 创建和管理组织

要完成这些任务，服务提供商管理员必须：

• 根据标准化的模板和业务预测，创建用来支持服务的资源池。

• 与业务部门合作，注册用户帐户以获得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的访问权限。

• 在组织管理员可以登录到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之前创建组织。

• 为组织和每个自助服务用户分配一个或多个资源池，授权用户使用指定的硬件资源池部署服
务模板。

访问控制台
安装架构流程后，通过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上选择工具→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启动
架构流程控制台。

要使用架构流程控制台，您必须是 HPIO_Administrators Windows 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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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台界面概述

架构流程控制台显示下列标签：

• Home
显示架构流程的运行概况，提供统计数据、资源利用情况以及用于访问架构流程任务的链
接。

• Templates
显示所有可用模板，并使您能够查看模板详细信息、编辑模板、新建模板、删除模板、提交
模板用于设置以及为模板分配用户。显示分配了模板的组织。

• Requests
显示用户生成的请求的列表，通过它可以查看请求历史、批准或拒绝请求、取消请求、查看
请求详细信息、查看服务详细信息以及继续请求。请求消息显示提交请求的用户所在的组
织。

• Services
显示活动服务的列表，通过它可以查看服务详细信息（包括分配了该服务的组织）、向服务
添加其他存储和服务器、激活或停用服务器、修改租用期以及删除服务。

• Servers
显示可用服务器资源的列表，通过它可以查看服务器详细信息、管理服务器资源、新建池以
及管理池的用户。显示已分配给其他组织的服务器，但不显示这些服务器所属的组织池。某
特定服务器的服务器详细信息显示分配了该服务器的组织。

• Storage
显示可用存储资源的列表，通过它可以查看存储详细信息和存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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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
显示有关环境中组织的详细信息，允许创建和修改组织，以及为组织分配资源、用户和管理
员。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创建组织” 和 “向组织添加资源”。

• Users
显示当前用户和组的列表以及分配给每个用户、组和角色的资源的列表。

• Networks
显示可用的网络，通过它可以配置这些网络。

• Software
通过它可以查看所有软件，并为可用的服务器部署文件夹添加注释。

• Calendar
通过它可以搜索并查看用户、服务和模板的利用率信息，并以图形方式显示使用情况和冲
突。

有关使用架构流程控制台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架构流程控制台联机帮助系统，方法是单击控制台
窗口右上方的 ? 按钮。

通过控制台访问部署的服务器
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从架构流程控制台和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通过控制台访问部署的服务器。
支持的控制台类型包括 Remote Desktop (RDP) 和 Telnet。
RDP 和 Telnet 访问依赖于从客户端到已部署服务器的网络连接。无法通过 RDP 和 Telnet 访问已
部署到不可路由网络的服务器。此外，对于使用 DHCP 的已部署服务器，服务器主机名必须可解
析，以使控制台连接成功。

要更改通过 IO 实例启动 RDP 会话的所有客户端的屏幕大小，请在文件 ..\Program Files\
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console\rdpSession.template
中更改 desktopwidth 和 desktopheight 的缺省值。
所有 Windows 客户端都支持 RDP 控制台访问。Telnet 控制台访问具有下列限制。

注意： VM 控制台访问不再可用于架构流程。VMware 删除了对 MKS 控制台插件的支持，通
过该插件，可从以前版本中的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Services 标签访问 VM 控制台。

为 Internet Explorer 7 或更高版本启用 Telnet
Microsoft 删除了对 Internet Explorer 7 中 Telnet 的支持，如《Release Notes for Internet Explorer
7》中所述。
HP 建议不要在 IE7 中使用 telnet。但是，如果希望继续使用 telnet 访问已部署的服务器，请执行
以下步骤来启用 IE7 中的 telnet 支持。
1. 将以下注册表文件内容复制到名为 telnet.reg 的文件中，并保存该文件。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FeatureControl\FEATURE_DISABLE_TELNET_PROTOCOL]
"iexplore.exe"=dword:00000000

2. 双击以执行此文件，从而在客户端上启用 Telnet 协议的 IE 执行。
3. 如果 IE 已运行，则重新启动 IE。

为 Firefox 启用 Telnet
Linux 和 Windows 2008 上运行的 Firefox 客户端支持 Telnet 控制台。
单击 Firefox 中的 Telnet 链接可能会显示一条启动外部应用程序的提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
选中 Remember my choice for all links of this type 复选框，然后单击 Launch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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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 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
多租户通过为每个组织提供一个虚拟架构流程系统，确保在不同组织间安全共享数据中心资源。

组织管理员可以通过使用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控制组织的虚拟 IO 系统，该门户可用于：

• 创建池并为其分配用户

• 向现有服务添加服务器和磁盘

• 提交请求

• 批准或拒绝组织用户的请求

• 定制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和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的标题和徽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6 章“Matrix 架构流程中的多租户”。

访问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
从浏览器访问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导航到 https://<CMS-名称或-IP-地址
>:51443/oap/<组织名称>。

用户可以属于多个组织。这些用户可以同时登录到属于不同组织的一个或多个门户（组织和自助
服务）。如果从一个组织中删除某个用户，此更改将在该用户从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注销后
生效。

组织管理员门户界面概述
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显示下列标签：

• Home
显示架构流程组织的运行概况，提供统计数据、资源利用情况和链接。

• Templates
查看可供组织使用的已发布和未发布的模板。已发布的模板可供所有组织用户使用。使用模
板和分配给组织的资源提交创建服务请求。

• Requests
查看组织用户提交的请求列表以及请求的详细信息。组织管理员可以取消请求，批准或拒绝
已暂停的请求。服务提供商管理员可以批准或拒绝组织的已暂停请求。服务提供商管理员接
收来自已暂停请求的电子邮件警报，但组织管理员不接收。

• Services
查看所有组织基础结构服务及其详细信息。提交删除服务或更改其租用期的请求。

• Servers
查看所有组织资源池，并创建、修改和删除这些池。向池分配用户。

• Networks
查看已分配给组织的网络及其详细信息。

• Organization
通过更改登录页面上的组织标题和徵标，以及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和架构流程自助服务
门户的每个标签来定制组织门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定制组织管理员和自助服务门
户”。

• Users
查看用户和组的列表以及分配给它们的池。一个用户可以是多个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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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使用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的详细信息，请单击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窗口右上方的 ?
按钮，来查看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联机帮助系统。

定制组织管理员和自助服务门户
组织管理员可从组织管理员门户的 Organization 标签定制组织管理员和自助服务门户。缺省情况
下，两个门户均显示标题“HP Matrix 架构流程”和 HP 徽标。

Title Logo 和 Login Logo Change 按钮用于上载图像。
• 标题徽标在组织管理员和自助服务门户中每个屏幕顶部的标题栏左侧显示图像文件。

• 登录徽标在组织管理员和自助服务门户的登录屏幕中间显示图像文件。

在 Organization Title 文本框中键入名称，以更新登录屏幕中间及两个门户中每个屏幕顶部的标题
栏左侧显示的组织名称。

可使用 Restore Default 撤消更新。更改会立即生效。
使用指向自助服务门户和组织管理员门户登录页面的链接来验证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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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 OE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通过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可以使用已发布的模板创建基础结构服务。

服务提供商管理员可以使用应用程序标题和徽标来定制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定制组织管理员和自助服务门户”。
组织用户与服务提供商用户具有相同的能力，除非限制他们可以使用的资源。只有分配给组织的
已发布模板和网络才能使用，并且计算资源必须位于组织管理员分配给用户的池中。

要创建基础结构服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查看已发布的模板并确定适合当前目标的模板。

2. 查看已分配的池，并选择要用于服务的资源。

3. 提交设置服务的请求。

4. 在管理员准许此请求之后，监视服务设置执行情况。

访问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要访问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您必须：

• 具有在 CMS 上使用架构流程的相应授权。

• 是 HPIO_Users 组成员，且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有适当的权限。
可以从桌面或通过浏览器访问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要从桌面访问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请
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安装了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的 CMS 上打开 Web 浏览器。
服务提供商用户请导航到 https://<CMS-名称或-IP-地址>:51443/hpio/portal/。
组织用户请导航到 https://<CMS-名称或-IP-地址>:51443/ssp/<组织名称>。

2. 在桌面上双击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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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服务门户界面概述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显示下列标签：

• Home
显示架构流程的运行概况，提供统计数据、资源利用情况和链接。

• Templates
显示可用模板的列表，通过它可以查看模板的详细信息，并提交模板用于设置。

架构师和管理员也可以使用 Templates 标签启动架构流程设计器，从而能够创建或编辑模
板。

• My Requests
显示请求列表，通过它可以取消请求、查看所提交请求的详细信息。可以禁止请求消息。

• My Services
显示基础结构服务列表，通过它可以查看服务的详细信息和请求变更。

• My Pools
显示要在服务设置请求中使用的资源池的列表。

• My History
显示系统事件和重要事件通知的列表，包括事件的日期和时间、结果以及事件结果的描述。
例如，如果请求失败，事件将在 My History 标签中显示，并显示请求失败的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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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Calendar
通过它可以搜索并查看服务的利用率信息，并以图形方式显示其使用情况和冲突。日历显示
与搜索的上下文相关的内容。

有关使用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联机帮助系统，方法
是单击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窗口右上方的 ?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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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trix 架构流程设置和分配
Matrix 架构流程生命周期操作

Matrix 架构流程涵盖整个 IT 生命周期（从系统配置的最初设计到资产最终的调整）。它使 IT 资
源请求能够以系统的方式进行处理，而不是利用标准配置、自助服务设置工具和自动的审批流程
进行处理。

Matrix 架构流程执行以下基础结构生命周期管理操作。

“创建服务”操作
使用从指定池中分配的资源，创建服务操作会根据服务模板中的规范自动设置基础结构。

要创建服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架构流程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或组织管理员门户

2. 选择 Templates 标签
3. 选择模板，然后单击 Create Service
Create Service 期间，架构流程会执行以下操作：
• 验证请求

• 定制属性（如果已指定）

• 分配网络和 IP 地址

• 分配服务器（刀片式服务器或虚拟机主机）

• 分配引导磁盘（物理盘和虚拟盘）

• 获得批准

• 创建虚拟机或刀片式服务器配置文件

• 将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部署到引导磁盘

• 配置虚拟硬件

• 定制操作系统（网络、Sysprep）

• 分配物理数据磁盘

• 为数据磁盘设置服务器

• 引导服务器

• 执行定制操作

• 发送通知

成功完成 Create Service 操作之后，设置的架构流程基础结构服务便可在租用期内使用。通过网
络访问服务器。

发生以下情况时，创建服务操作会失败：

• 没有可分配的资源

• SAN 管理员无法创建磁盘

• Matrix 架构流程管理员拒绝请求

“删除服务”操作
删除服务时，删除操作会自动取消现有基础结构的设置并释放资源以在其他服务中使用。

要删除服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架构流程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或组织管理员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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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 Services 或 My Services 标签
3. 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Delete
或

4. 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Details 或 View Details
5. 从 Actions 或 Server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Delete service
执行操作时，架构流程会：

• 验证请求

• 清理引导磁盘和数据磁盘

• 关闭服务器

• 删除虚拟机或刀片式服务器配置文件

• 取消服务器分配（刀片式服务器和虚拟机主机）

• 取消网络和 IP 地址分配

• 取消引导磁盘和数据磁盘分配

• 执行定制操作

• 发送通知

成功完成 Delete 操作后，会破坏架构流程基础结构服务，从而取消所有服务器、网络和存储资源
设置，使它们可用于新的 Create Service、Add servers to group 和 Add data disk to group 操作。
如果取消设置失败，则仍要删除基础结构服务。发生此情况时，架构流程管理员必须手动清理服
务器或磁盘。

“将服务器添加到组”操作

要添加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架构流程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或组织管理员门户

2. 选择 Services 或 My Services 标签
3. 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Details 或 View Details
4. 从 Actions 或 Server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Add servers
将服务器添加到组期间，架构流程会执行以下操作：

• 验证请求

• 分配服务器（刀片式服务器或虚拟机主机）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向 VM 主机分配服务器”。

• 分配 IP 地址

• 分配引导磁盘（物理盘和虚拟盘）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将存储空间分配给虚拟机”。

• 获得批准

• 创建虚拟机或刀片式服务器配置文件

• 将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部署到引导磁盘

• 配置虚拟硬件

• 定制操作系统（网络、Sysprep）

• 分配物理数据磁盘

• 为数据磁盘设置服务器

• 引导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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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定制操作

• 发送通知

成功完成操作后，架构流程会将其他服务器设置到架构流程基础结构服务，并且可在服务租用期
内使用它们。通过网络访问新的服务器。

发生以下情况时，操作会失败：

• 没有可分配的资源

• SAN 管理员无法创建磁盘

• Matrix 架构流程管理员拒绝请求

“从组中删除服务器”操作
“删除服务器”操作可停用服务器、取消其分配并将其从服务器组中删除。

要删除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架构流程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或组织管理员门户

2. 选择 Services 或 My Services 标签
3. 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Details 或 View Details
4. 从 Actions 或 Server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Remove servers
5. 展开树并选择要从服务器组中删除的服务器

注意： 不允许将服务器组大小减小到 0。不允许从使用共享磁盘或链接克隆的服务器组中删除
第一台服务器。

执行此操作时，架构流程会：

• 验证请求

• 验证从基础结构删除所选服务器的先决条件

• 运行服务的定制 OO 流

• 运行所选服务器的定制 OO 流

• 如果已手动部署操作系统，请暂停手动清理磁盘的请求

• 删除选定的服务器

• 必要时运行定制的 OO 流以手动删除磁盘（例如，如果存在包含物理数据磁盘的虚拟服务
器）

• 从 IO 数据库中删除资源

• 运行所选服务器的定制 OO 流

• 运行服务的定制 OO 流

“将数据磁盘添加到组”操作
将数据磁盘添加到组操作会将专用或共享数据磁盘添加到现有的基础结构服务。Matrix 架构流程
设置存储空间并将其分配给所连接的服务器。

注意： 您可以根据现有数据磁盘的大小添加数据磁盘，也可以指定要添加到服务器组的数据磁
盘的大小和其他属性。此大小不需要和模板中现有磁盘的大小和配置相同。

要添加数据磁盘，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架构流程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或组织管理员门户

2. 选择 Services 或 My Services 标签
3. 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Details 或 View Details
4. 从 Actions 或 Server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Add d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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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此操作时，架构流程会：

• 验证请求

• 分配数据磁盘

• 获得批准

• 关闭服务器

• 使新的磁盘对服务器可见

• 开启服务器

• 执行定制操作

• 发送通知

成功完成操作之后，架构流程会将其他磁盘设置到架构流程基础结构服务。

发生以下情况时，操作会失败：

• 没有可分配的资源。

• SAN 管理员无法创建磁盘。

• Matrix 架构流程管理员拒绝请求。

“激活组中的服务器”操作
激活组中的服务器操作会重新启动服务器。

要激活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架构流程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或组织管理员门户

2. 选择 Services 或 My Services 标签
3. 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Details 或 View Details
4. 从 Actions 或 Server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Activate servers
执行此操作期间，架构流程会：

• 验证请求

• 重新分配服务器（刀片式服务器）

• 打开服务器

• 执行定制操作

• 发送通知

重新分配刀片式服务器时，架构流程必须找到与原始逻辑服务器定义和之前分配的刀片式服务器
的物理特征（包括处理器体系结构和型号）匹配的刀片式服务器。此外，新的刀片式服务器至少
必须具有相同的处理器数量、内存量和处理器速度。如果架构流程找不到满足这些要求的刀片式
服务器，则请求会失败。

成功完成此操作后，会将物理刀片式服务器分配并配置到现有的服务器配置文件，物理和虚拟服
务器会被打开，并且服务器会恢复正常运行。

如果此操作失败，将无法激活服务器。

“停用组中的服务器”操作
停用组中的服务器操作使所选服务器处于备用状态，并从服务中将它们删除。

要停用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架构流程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或组织管理员门户

2. 选择 Services 或 My Services 标签
3. 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Details 或 View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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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 Actions 或 Server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Deactivate servers
执行此操作期间，架构流程会：

• 验证请求

• 取消服务器分配（刀片式服务器）

• 关闭服务器

• 执行定制操作

• 发送通知

成功完成此操作后，架构流程会取消物理刀片式服务器的分配，使它们可用于其他用途。Matrix
架构流程会保留服务器配置文件、SAN 磁盘、虚拟磁盘，并关闭虚拟服务器。
如果操作失败，架构流程会关闭服务器。

打开服务器电源

要打开服务器电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架构流程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或组织管理员门户

2. 选择 Services 或 My Services 标签
3. 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Details 或 View Details
4. 从 Actions 或 Server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Power on servers
执行此操作期间，架构流程会：

• 验证请求

• 执行定制操作

• 为所有选择的服务器启动 PowerOn 进程

• 执行定制操作

• 发送通知

关闭服务器电源

要关闭服务器电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架构流程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或组织管理员门户

2. 选择 Services 或 My Services 标签
3. 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Details 或 View Details
4. 从 Actions 或 Server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Power off servers
执行此操作期间，架构流程会：

• 验证请求

• 检查要关闭的服务器是否处于可以停止的状态

• 执行定制操作

• 为所有选择的服务器启动 PowerOff 进程

• 执行定制操作

• 发送通知

重启服务器电源

要重启服务器电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架构流程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或组织管理员门户

2. 选择 Services 或 My Services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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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Details 或 View Details
4. 从 Actions 或 Server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Power cycle servers
执行此操作期间，架构流程会：

• 验证请求

• 检查要关闭的服务器是否处于可以停止的状态

• 执行定制操作

• 为所有选择的服务器启动 PowerOff 进程

• 执行定制操作

• 为所有选择的服务器启动 PowerOn 进程

• 执行定制操作

• 发送通知

“更改租用期”操作
要修改服务的开始日期或结束日期，延长或缩短服务的生命周期，请使用更改租用期操作。

要更改服务租用期，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架构流程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或组织管理员门户

2. 选择 Services 或 My Services 标签
3. 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Details 或 View Details
4. 从 Actions 或 Server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Change service lease period
执行此操作期间，架构流程会：

• 验证新租用期的请求

• 修改新租用期的服务器（刀片式服务器或虚拟机主机）分配

• 修改新租用期的网络和 IP 地址分配

• 修改新租用期的磁盘分配

• 获得延长租用期的批准

注意： 缩短租用期不需要批准。

• 执行定制操作

• 发送通知

成功完成更改租用期操作后，架构流程会修改基础结构的租用期，为新租用期更新各种资源的分
配。如果资源不可用或管理员拒绝请求，则更改租用期操作会失败。

基础结构服务的租用过期时，架构流程将停用服务。此操作会保留该服务中的所有逻辑服务器，
并保留所有分配的资源（可用于其他用途的物理服务器除外）。停用服务是处理租用过期的缺省
策略。管理员可以更改此策略来：

• 忽略租用过期

• 取消租用过期的基础结构服务的设置

可以在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hpio.properties 文件中更改租用结束策略。
# Specifies the lease period end policy.
# Acceptable values (not case sensitive):
# - Ignore = Simply ignore the lease period ending.
# - Delete = Deletes the infrastructure. This cancels all pending and in-progress requests.
# - Deactivate = Deactivates all infrastructure's resources. This cancels all pending and in-progress requests.

Matrix 架构流程会在租用过期前一周和前一天将电子邮件通知发送给服务所有者。对于正在运行
或已停用的过期服务，除非租用期延长或服务被删除，否则架构流程会在过期后每周一次发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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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邮件通知。这些通知的期限配置在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 文件中。
# In *minutes*, when to send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lease ending notification
# emails and the frequency on which the expired notifications will be sent.
lease.ending.notification.email.first=10080
lease.ending.notification.email.second=1440
lease.expired.notification.email=10080

“编辑虚拟服务器”操作
要在创建服务后修改虚拟机的处理器数量和内存大小，请使用编辑虚拟服务器操作。此操作对
Integrity VM 和设置到云提供程序的虚拟机不可用。

注意： 创建服务时还可更改每个服务器的处理器数量和内存大小、选定的网络、服务器组 IP 地
址分配类型和网络连接。要更改这些值，请选中模板上的 Customizable，在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控制台 Create Service 对话框上的 Custom Attributes 字段中指定正确的格式（将鼠
标悬停在该字段上时将显示）。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创建服务时定制模板属性”。

要编辑虚拟服务器，请执行下列操作：

1. 打开架构流程控制台、自助服务门户或组织管理员门户

2. 选择 Services 或 My Services 标签
3. 选择服务，然后单击 Details 或 View Details
4. 从 Actions 或 Server Actions 列表中，选择 Edit virtual servers
5. 展开树并选择要编辑的虚拟机

6. 使用 Number of Processors 字段中的箭头将处理器数量最多增大或减少至最大数量（用红色
显示）。

初始值和最大值在架构流程设计器的 Processors Per Server 中的 Configure Server Group
Config 标签上指定。

7. 在 Memory Size 字段中输入新值，不能超过最大值（用红色显示）。
初始值和最大值在架构流程设计器的 Memory Size 中的 Configure Server Group Config 标签
上指定。

还将显示 Cost per Processor 和 Cost per Unit of Memory，并反映在 Configure Server Group
Config 标签上输入的值。
Total Reconfiguration Cost 显示增大或减少处理器数量或内存量的总更改成本（基于 Configure
Server Group Config 标签指定的单元成本）。

执行此操作期间，架构流程会：

• 验证请求

• 获得批准

• 向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管理发送编辑逻辑服务器的请求，其中包含每个请求的目标服务器
的相应参数

• 根据请求执行结果更新 IO 服务元数据

使用本地磁盘设置物理服务器
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将本地磁盘用于引导的 Virtual Connect 逻辑服务器（本地磁盘也称为 DAS
或直接连接存储）。尽管这些逻辑服务器缺乏使用从 SAN 引导的移动灵活性，但是可在服务器
上初次激活使用本地磁盘引导的逻辑服务器，在本地磁盘上安装操作系统，然后挂起并重新激活
到同一个物理服务器。如果在其他物理服务器（带有适当大小的本地磁盘）上激活逻辑服务器，
则必须重新部署操作系统。

在 Virtual Connect 环境中，Matrix OE 软件会自动收集有关刀片式服务器的信息（内存、处理器
和潜在连接）。当前不收集本地磁盘信息，因此，需要为已收集的服务器信息添加注释，指明是
否存在具有特定属性的本地磁盘。存储池条目不会显示本地磁盘引导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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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启用 Matrix 架构流程以设置使用本地磁盘的物理服务器。该操作包括手动编辑属性文件以
确保 Matrix 识别具有本地磁盘和移动性限制的服务器。
请参阅位于 http://www.hp.com/go/matrixoe/docs 上的《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逻
辑服务器管理用户指南》中的 “Modifying physical servers with local disk information”。

向 VM 主机分配服务器
Matrix 架构流程使用下列准则确定将托管新设置的虚拟机的 VM 主机。
Matrix 架构流程基于服务模板要求过滤 VM 主机，包括：

• 链接的克隆支持（如果适用）

• 高可用性 (HA) 支持（如果适用）

• VM 模板兼容性（如果指定为自动操作系统部署）

• 足够数量的处理器

• 足够的可用内存

• 足够的可用磁盘空间

• 网络连接

架构流程从这些候选项中选择下列值最大的 VM 主机：
• 可用磁盘空间

如果所有 VM 主机均具有相同数量的可用磁盘空间（在群集共享卷中很常见），架构流程将根据
处理器数和可用内存选择 VM 主机。

注意： Matrix 架构流程不执行负载均衡。使用 VM 技术执行负载均衡。

• IO 模板中的服务器组的所有服务器必须来自同一服务器池。IO 不拆分跨多个池的单个服务
器组。IO 将根据所有可用服务器池的列出顺序在这些池中进行搜索。例如，如果池的顺序
为“A、B”，且服务器池 A 没有容量，则 IO 将转至池 B。如果池 B 有足够的容量，IO 会将
资源部署到池 B。如果另一个池也没有足够的容量，则请求将失败（如果 IO 模板有两个或
多个服务器组，则 IO 可以将每个服务器组放入不同的服务器池中）。

• 服务器池列表控制 IO 的目标位置。如果托管 VM 模板的服务器在池 B 中，但设置请求中首
先列出了池 A，IO 将尝试在池 A 中查找容量。如果池 A 中没有足够的容量，IO 将尝试池
B 的容量。池顺序将覆盖 VM 模板的关系。

要查看已设置虚拟机的 VM 主机的 IP 地址，请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Services 标签中选择服务，然
后单击 Service Details。选择服务器组，然后选择下部窗格中的 Resource Details 标签。最右侧一
列标记为 Resource Binding ID，其中包含最终创建 VM 的 ESX 主机的 IP 地址。

将存储空间分配给虚拟机
Matrix 架构流程按照以下准则放置虚拟机磁盘。

• Matrix 架构流程将存储空间分配给具有最多可用空间的目标 VM 主机上的数据存储。

• 对于每个 VM，始终将引导磁盘和专用数据磁盘分配给同一个数据存储。
对于 Integrity VM，一个共享逻辑卷管理器 (SLVM) 数据存储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物理卷/磁
盘。IO 将 SLVM 存储数据解释为具有单一大小的单个实体。

• 对于 ESX 4.0 及更高版本，如果已为服务器组定义共享磁盘，则会将服务器组中所有 VM 的
所有磁盘分配给同一个数据存储（Hyper-V、Integrity VM 和 ESX 3.5 不支持共享磁盘）。
指定共享磁盘后，在服务中创建第一个 VM 所需的时间比随后的 VM 长。出现此情况的原因
是第一个 VM 是单独创建的。完成后，将同时创建剩余的 VM。

• 如果已指定链接的克隆设置（通过选中服务器组配置中的 Deploy as Linked Servers），服务
器组中所有 VM 的所有磁盘将分配给同一个数据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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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在架构流程模板中指定存储卷名称，则会将服务器组中所有 VM 的所有磁盘分配给与
存储卷名称相匹配的数据存储。

• 如果没有共享磁盘、存储卷名称和链接克隆，则可能会根据可用的空间将服务器组中的每个
VM 及其磁盘分配给不同数据存储上的不同主机，或者分配给不同数据存储上的相同主机，
具体由可用空间决定。

虚拟数据磁盘名可包含字母（A-Z，a-z）、数字 (0-9)、空格、下划线和连字符。不允许包含其他
字符，包括双字节字符。物理数据磁盘和引导磁盘可包含已本地化的名称。

从存储池中排除 VM 主机上的磁盘
对于 VM guest 虚拟机，请使用共享存储，而非仅限于本地的主机。这样，VM guest 虚拟机移动
到其他 VM 主机时效率更高。还可以将单个驱动器上的虚拟机的后备存储与包含虚拟机监控程序
系统文件的任何存储器分离，从而实现更高的性能。

可使用用于设置 VM 的设备配置架构流程服务。除非进行配置，否则 IO 会将 VM 主机上的所有
卷视为设置虚拟机。

要阻止 VM 主机上的磁盘被视为虚拟机的数据存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登录到 CMS。
2. 导航到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hpio.properties 文件。
3. 在 hpio.properties 文件中，找到以下部分：

##################### VOLUMES TO EXCLUDE #####################
# A semicolon separated list of volumes to be excluded for the
# list possible for allocation. They can be either VMware or
# Hyper-V style volumes:
# e.g. /vmfs/volumes/privateStorage; /vmfs/volumes/NotHere
# or C:;Y:;Z:
# An entry may contain one or more "*" characters which
# represent a wildcard and will match any character.
# comparison are case-insensitive.
# For example, if you had two volumes with Ids of
# "/vmfs/volumes/storage1" and "/vmfs/volumes/storage2" –
# you could exclude them both with an entry of
# "/vmfs/volumes/storage*".
# Note:
# This exclusion list applies to all hosts. So any host that
# is found to have a volume that matches an entry on the
# exclusion list - the volume will be removed and not reported
# as available to that host.
volume.exclusion.list =

4. 要配置 Hyper-V VM 主机，请将要排除的盘符（例如 “C:;Y:;Z:”）添加到属性
volume.exclusion.list。

5. 要配置 VMware VM 主机，请将要排除的数据存储路径（例
如，/vmfs/volumes/privateStorage）添加到属性 volume.exclusion.list。

6. 保存该文件。

7. 重新启动 Windows 服务：HP Matrix OE 架构流程。

注意： 由于 volume.exclusion.list 值被视为正则表达式，因此，一些字符被解释为具有
特殊含义，例如反斜杠 (\)、问号 (?) 和括号 {}。要指明这些字符为常规字符，需要使用反斜杠对
其进行转义。由于反斜杠在属性文件语法中是一个特殊字符，因此也必须对其进行转义。

例如，要排除卷 C:;Q:;\\?\Volume{1868cf92}，请向 volume.exclusion.list 中添加
下列行：

volume.exclusion.list=C:;Q:;\\\\\\\\\\?\\\\Volume\\{1868c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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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操作中的手动过程
架构流程生命周期操作的执行可能需要架构流程管理员执行手动任务。如果已定义，架构流程会
调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来启动、提醒或以其他方式帮助执行手动任务，并生成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事件。使用工作流集成或架构流程控制台界面发出手动任务完成的信
号。

在架构流程自动化中，手动任务与暂停的状态相关联，并且包括以下操作：

• 引导磁盘分配 
具有所需属性的 LUN 不可用于创建服务或将服务器添加到组操作时，会阻止磁盘分配并通
知架构流程管理员。
除非架构流程管理员执行以下操作，否则这些操作会暂停：

◦ 与 SAN 管理员合作以创建存储。

◦ 定义 HP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管理中的存储。

◦ 继续操作。

继续操作时，架构流程会重新尝试分配资源。成功与否取决于未使用的引导 LUN 的可用性。

• 批准 
保存资源后，创建服务、将服务器添加到组、将数据磁盘添加到组以及更改租用期（仅限延
长）操作会在架构流程管理员的批准下暂停。架构流程管理员可以批准或拒绝请求。如果批
准请求，则会继续设置请求。

注意： 管理员提交的请求不需要批准。

• 操作系统手动部署 
服务模板通常会将服务器部署或虚拟机软件分配给服务器组，但是，也可能会在未将服务器
部署或虚拟机软件分配给服务器组的情况下定义服务模板。在这种情况下，创建服务和将服
务器添加到组操作会暂停，以允许架构流程管理员手动部署操作系统。

• 数据磁盘分配 
具有所需属性的 LUN 不可用于创建服务、将服务器添加到组或将数据磁盘添加到组操作时，
会阻止磁盘分配并通知架构流程管理员。
架构流程管理员：

◦ 与 SAN 管理员合作以创建存储。

◦ 定义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管理中的存储。

◦ 继续操作。

继续操作时，架构流程会重新尝试分配资源。

架构流程被配置为执行手动存储设置并且数据磁盘被定义在服务模板中时，通常都需要暂停
操作。启用多启动器 NPIV 存储功能时，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暂停操作。

• “将数据磁盘添加到组”操作 
将数据磁盘添加到组操作会将专用或共享数据磁盘添加到现有的基础结构服务。

Matrix 架构流程会设置存储器，并将存储器分配给连接的服务器。执行此操作时，架构流程
会：

◦ 验证请求

◦ 分配数据磁盘

◦ 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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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服务器

◦ 使新的磁盘对服务器可见

◦ 开启服务器

◦ 执行定制操作

◦ 发送通知

• 数据磁盘清理 
如果创建服务操作使用操作系统手动部署，则相应的删除服务操作需要您手动清理磁盘。除
非架构流程管理员清理连接到要取消设置的服务器的磁盘并且继续操作，否则会通知架构流
程管理员，并暂停操作。

• 数据磁盘删除 
配置架构流程执行手动存储设置时，会在删除服务操作结束后通知架构流程管理员。架构流
程管理员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 编辑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管理存储池条目

◦ 从可用的存储池条目中删除数据磁盘手动分配期间添加的所有 LUN，以使它们可进行设
置

创建架构流程模板

创建用于物理 ProLiant 或 Integrity 服务器的模板
执行下列步骤创建用于在 ProLiant 或 Integrity 系统上部署物理服务器的服务模板。
1. 启动位于 https://<CMS-名称或-IP-地址>:51443/hpio/designer/ 的架构流程设计
器，然后单击 New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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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将其中一个 Physical Server Group（包括 Physical Storage）和 Network 组件拖到工作区上。

3. 将 Physical Server Group 连接到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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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每个组件的属性。右键单击 Physical Server Group，然后选择 Edit Server Group
Configuration。请注意，Server Type 为“Physical”。Processor Architecture 必须与存储池条
目相匹配。

5. 设置服务器组的 Networks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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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一个 Hostname。物理服务器的主机名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此服务模板中定义。
第二部分由用户的服务创建请求指定。第三部分是基于为该服务器组创建的服务器数量的数
字后缀。

在此模板中，“#”用作替换字符串，表示放置主机名的请求者部分的位置。尽管请求者替换
字符串是可选的，但如果不使用它就只能设置一次该模板，而不会生成重复的主机名。请记
住，所有部分必须足够短以符合常见的网络主机名限制。

例如，如果模板中的主机名值为 Matrix #，并且完整字符串为 abc6，则组中第一个服务器
的主机名将为 matrixabc601。
根据 IO 环境配置设置 Network Interface Assignment Type。DHCP 类型将获取 DHCP 服务
器的 IP 地址，而 Static 和 Automatic 类型将获取在网络资源配置中配置的静态 IP 地址中的
IP 地址。

注意： 对于 Integrity 部署，请始终选择“Automatic”或“Static”。IO 不支持 HP-UX 操作系统
部署的 DHCP。

可以指定一个网络连接作为必需的冗余。如果选择，IO 会自动将 NIC 配置到同一网络。VC
配置文件的构造方式类似于在备用 VC-Ethernet 模块间分配 NIC 的方式。IO 仅向冗余对的
主 NIC 分配自动/静态 IP 地址。不会向故障切换 NIC 分配 IP 地址。服务 XML 模型由加入
冗余对的 NIC 注释，并且将包含要分配给每个连接的 MAC 地址。IO 不会自动将操作系统
级别上的 NIC 分为一组。
架构流程设计器中网络的连接顺序控制 VC 配置文件中的 NIC 顺序。仅 LOM 或 MEZZ NIC
的前两个端口支持 PXE。在设计器中，以列表中第一个（或第二个）位置中的引导网络的顺
序添加网络。

使用活动配置时，不得选中 Redundant 标记，并且必须明确连接两个单独的 Virtual Connect
网络以表示数据中心内相同的活动网络。

6. 在 Software 标签中，选择操作系统和任何其他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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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选）在 Load Balance 标签上请求负载均衡器，其中包含在虚拟或物理服务器组中的服务
器间分发网络流量的指定属性。

有关配置负载均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配置负载均衡器”。
8. 配置 Physical Storage 组件。Storage Type 为“FC-SAN”。
选中 Select a storage template 或 Specify desired attributes。有关这些选项的说明，请参阅
“物理存储设置”。
选中 Disk is bootable 复选框。将 RAID Level 设置为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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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的冗余 SAN 路径的设置具体取决于如何配置逻辑服务器存储池条目。每个设置的服务
必须至少有一个匹配的存储池条目。这些条目可能已完全配置了冗余路径，也可能未完全配
置。

9. 通过编辑 Network 组件来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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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选择适当的网络并（可选）指定开销。有关所选网络的详细信息，请单击 Show All Network
Details。

11. 单击 Customizable 可对模板的某些属性进行更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创建服务时定制
模板属性”（请注意，物理服务器组不支持 Recoverable 复选框）。

12. 完成上述步骤后，请注意 Validation Status 将变成绿色。如果不是绿色，请单击 Show Issues
并解决这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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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选择 Published 框，对模板命名，然后单击 Save。该模板现在可供授权用户部署。

创建包含物理 VM 主机或 ESXi VM 群集的模板
下图显示了可设置到物理 VM 主机或 ESXi VM 群集的模板的主要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包括如何创建上述模板），请参阅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上的
《HP CloudSystem Matrix How-To Guide: ESXi Cluster Provisioning》白皮书。

创建用于 ProLiant 或 Integrity 虚拟机的模板
创建适用于部署 VM 的服务模板类似于创建适用于物理服务器的服务模板的步骤。
1. 启动位于 https://<CMS-名称或-IP-地址>:51443/hpio/designer/ 的架构流程设计
器，然后单击 New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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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模板名称，然后将 Virtual Server Group（其中自动包括 Virtual Storage）和 Network
组件拖到显示说明的区域。

3. 将虚拟服务器组连接到网络。

4. 对于每个组件，请右键单击该组件，然后从 Virtual Server Group 开始填写所需属性。未完
成的必填项显示红色“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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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Deploy as Linked Servers 以按照链接部署服务器组中的服务器，并根据需要调整最大
服务器数。选中此选项后，将使用父 VM 和克隆（子）VM 设置链接的克隆逻辑服务器组中
的第一个逻辑服务器。仅使用克隆 VM 设置逻辑服务器组中的剩余逻辑服务器。有关链接克
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VMware: Understanding Clones。
请注意，Server Type 为 Virtual。如果已选中 High Availability，架构流程会将虚拟逻辑服务
器部署到高可用性 (HA) 群集中的 VM 主机。
如果没有可用的群集 VM 主机，则不创建服务。如果未选中此复选框，且目标服务器池中只
提供 HA 主机/群集，则向 HA VM 主机分配非 HA VM。

5. 填写 Virtual Server Group 的 Networks 标签。
指定一个 Hostname。虚拟机的主机名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此服务模板中定义。第
二部分由用户的服务创建请求指定。第三部分是基于为该服务器组创建的服务器数量的数字
后缀。

在此模板中，“#”用作替换字符串，表示放置主机名的请求者部分的位置。尽管请求者替换
字符串是可选的，但如果不使用它就只能设置一次该模板，而不会生成重复的主机名。请记
住，所有部分必须足够短以符合常见的网络主机名限制。

例如，如果模板中的主机名值为 Matrix #，并且完整字符串为 abc6，则组中第一个服务器
的主机名将为 matrixabc601。

6. 对于网络接口分配类型，请根据 IO 环境的配置方式选择适当的设置：

DHCP 指示已使用 DHCP 将 IP 地址动态分配给连接到子网的服务器。
静态 表示架构师分配连接到子网的每个服务器使用的 IP 地址。使用静态

IP 地址可以创建只能设置一次的模板。
自动 指示 IO 自动从为网络设置的静态 IP 地址范围中选择要分配的静态

IP 地址。

注意： 对于 HP Integrity VM 部署，请使用 Auto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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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Software 标签上，选择要使用的适当模板。仅列出了使用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模
板” 中的步骤创建的 VM 模板（显示了物理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作业，但在创建 VM
过程中不可用于选择）。

使用 Windows 模板时也可以选择 Sysprep 文件。可供选择的 Sysprep 文件必须位于 ..\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sysprep
中。单击 Change 按钮后，将显示目录中的所有 Sysprep 文件。

8. （可选）在 Load Balance 标签上请求负载均衡器，其中包含在虚拟或物理服务器组中的服务
器间分发网络流量的指定属性。

有关配置负载均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配置负载均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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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设置 Virtual Storage 的属性。请注意，Storage Type 必须为 Virtual。
选中 Disk is bootable 表示该磁盘是服务器组的引导磁盘。
• 对于可引导磁盘，可以分配 Storage Volume Name 以符合 VM 主机上挂接卷的名称。
存储卷名称是引导磁盘的可选功能。存储卷名称用于连接到虚拟服务器组的每个虚拟磁
盘。输入 VM 主机存储卷名称，用逗号隔开。设置期间，IO 分配来自名称与引导磁盘
的存储卷名称相匹配的存储卷的虚拟存储。

• 对于非引导磁盘（未选中 Disk is bootable），未启用 Storage Volume Name 字段。
Storage Volume Name 与该引导磁盘相同。

选择模板后，如果虚拟存储大小不足，则需要至少增加到模板大小。

10. 设置 Network 的属性。仅需要选择适当的网络；无需指定其他属性。可以选择性地包括显示
的成本值。

11. 单击 Customizable 可对模板的某些属性进行更改，单击 Recoverable 可标记模板进行灾难恢
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创建服务时定制模板属性” 和 “配置灾难恢复 (DR) 服务”。

12. 完成上述步骤后，请注意 Validation Status 将变成绿色。如果不是绿色，请单击 Show Issues
并解决这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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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选中 Published 框，然后单击 Save。该模板现在可供授权用户部署。

创建要在云服务提供程序上设置的模板
除了设置本地资源，Matrix OE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还支持为下列公共云提供程序设置虚
拟服务器：HP Cloud Services、Amazon EC2 和 Savvis。
有关配置环境和创建模板用于云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位于 http://www.hp.com/go/matrixoe
的《Cloud bursting with HP CloudSystem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and HP Cloud Services
or Amazon EC2》和《Cloud bursting with HP CloudSystem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and
Savvis》白皮书。

创建服务请求
通过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可以从已发布的模板创建基础结构服务。

1. 在 CMS 桌面上，双击自助服务门户图标，或打开浏览器并转至 https://<CMS-名称或
-IP-地址>:51443/hpio/portal/。

或者，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选择工具→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来打开架构流程
控制台。

2. 使用 HPIO_Users 组成员的帐户登录到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或登录到架构流程控制台。
3. 选择 Templates 标签查看可用的已发布模板。
4. 选择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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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运行发现任务时，通过为主机名添加 VM 主机名和服务模板名
称作为前缀来更改逻辑服务器主机名。例如，如果 IO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运行发现
后使用名为 mytemplate 的模板在名为 VMhost1 的 VM 主机上设置名为 vm1 的虚拟机，
则虚拟机主机名更改为 VMhost1_mytemplate_vm1。
IO 中的发现任务和自动刷新之间可能存在延迟，在此期间虚拟机的主机名与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和 IO 中的主机名不相同。在下一次 IO 自动刷新后，会更改 IO 中的虚拟机名称
以与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名称匹配。

5. 单击 Create Service。
6. 在 Hostname Completion 中，输入完整字符串。
7. 单击 Options。在展开的 Create Service From Template 对话框中，指定 Service Name，并设
置或输入其他需要的选项。用户、管理员和进度日志使用服务名来识别该创建服务请求。服
务名最多可包含 15 个字符，可使用字母（A-Z、a-z）、数字（0-9）、空格、下划线和连字
符。

如果模板为 ESX 主机或群集，则选择的资源池为群集名称（可选）请指定数据中心的名称。
缺省情况下，数据中心名为服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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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以通知进度。使用逗号或分号隔开多个电子邮件地址。在最后一个电子邮
件地址后不要使用最终分号。

如果未指定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通知将发送到安装架构流程时使用的缺省电子邮件帐
户。

9. 指定一个 Hostname。虚拟机的主机名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在此服务模板中定义。第
二部分由用户的服务创建请求指定。第三部分是基于为该服务器组创建的服务器数量的数字
后缀。

在此模板中，“#”用作替换字符串，表示放置主机名的请求者部分的位置。尽管请求者替换
字符串是可选的，但如果不使用它就只能设置一次该模板，而不会生成重复的主机名。请记
住，所有部分必须足够短以符合常见的网络主机名限制。

例如，如果模板中的主机名值为 Matrix #，并且完整字符串为 abc6，则组中第一个服务器
的主机名将为 matrixabc601。

10. 选择适当的资源池。
11. 单击 Submit。
12. 选择 My Requests 标签（或架构流程控制台中的 Requests 标签）查看请求的状态。初始验证
完成并保留资源后，将暂停队列中的请求以供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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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服务时定制模板属性
创建服务时，您可以为服务器组定制内存量和处理器数量。还可以定制网络名称、服务器组 IP 地
址分配类型、网络连接和 IP 地址。这些定制可减少环境中的模板数，因为可基于一个主模板创建
不同类型的服务。

注意： 要在创建服务后修改虚拟机的处理器数量和内存大小，请使用编辑虚拟服务器操作。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编辑虚拟服务器”操作”。

通过网络定制可以使用一个 IO 模板将服务部署到不同的网络（例如，测试、开发和生产）。请
注意，不能在新服务中添加或删除网络连接；逻辑服务器组具有相同的连接，但连接指向定制的
网络。

注意： 不能定制主干网络（映射或信道）。不能将在服务模板中配置的主干网络替换为其他网
络，也不能使用主干网络替换其他网络。

如果通过选择“Specify desired attributes”指定网络，则不能在创建服务时定制网络。只能对指定
的网络执行网络定制。

定制仅影响正在创建的服务。模板不会更改。

组织管理员和用户只能定制组织可以访问的网络。

通过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选中模板内的 Customizable 复选框，IO 架构师可指定该模板是否可以
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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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架构流程控制台、组织管理员门户或自助服务门户中的模板创建服务时，可在 Create Service
Options 对话框上指定定制属性。这些属性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subnet=<network-name-in-template>,<replacement-network-name>
addressingType=<logical-server-group-name>,<network-name>,DHCP |
AUTOMATIC | STATIC [,<IP address>...]
memory=<logical-server-group-name>,<new-size>MB | GB
processor=<logical-server-group-name>,<new-count>.
单击 Custom Attributes 文本框时将显示一个包含所需格式的工具提示。将光标悬停在文本框时文
本框会展开，如果模板不可定制，文本框将灰显。

例如，要将网络名称更改为“replacement network”，网络分配类型更改为“static”，IP 地址更改为
192.168.0.99，内存量更改为 4GB，处理器数量更改为 2，请输入：
subnet=network-in-my-template, replacement-network;
addressingType=server-group-in-my-template,
second-network-in-my-template,STATIC,192.168.0.99;
memory=server-group-in-my-template,4GB;
processor=server-group-in-my-template,2

注意： 不支持将 Integrity VM 的网络分配类型定制为 D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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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准或拒绝”电子邮件和 Request Details 窗格中突出显示所做的更改。Templates 标签上显示
可定制的属性。

您也可以使用 ioexec CLI 或 SOAP API 来定制属性。下面是 ioexec 命令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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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创建服务超时值
缺省情况下，架构流程会在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 文件中将服务器创建请求的超时值设置为 180 分
钟（逻辑值）或 120 分钟（虚拟值）。如有必要，可以修改此值。

# Maximum number of minutes wait for a single physical
# CreateLogicalServer operation
timeout.create.physical.logicalserver = 180

# Maximum number of minutes wait for a single virtual
# CreateLogicalServer operation
timeout.create.virtual.logicalserver = 120

如果任意一个逻辑服务器设置所花的时间多于实际设置开始时（而不是创建请求开始时）指定的
时间，将会发生超时。

审批和自动部署
1. 要批准服务请求，请连接到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并使用 HPIO_Administrators 组成员的
帐户登录。选择工具→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然后选择 Requests 标签查看未决的请求
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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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队列中的 Create 请求，然后单击 Approve。
作业批准之后，将自动继续建立和部署该作业，而无需进一步的交互。

3. 继续设置时，请求用户可以在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My Requests 标签中监视部署的进度。
作业完成后，请求者将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通知。自助服务门户请求队列状态更新与架构流程
控制台的 Requests 标签中的状态同步。

虚拟机现在完全可供请求程序使用。可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Services 标签的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看到正在运行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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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在 HP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视图中看到虚拟机的当前状态和资源（从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选择工具→HP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作为管理员，您可能希望通过在新 guest 虚拟机现在所使用的 IP 地址上启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发现操作来完成新虚拟机的识别（按照 “管理新的逻辑服务器” 中的步骤）。此外，如
果您进行了配置，只需等待下一个调度的发现运行。

直到在网络中完全识别新的 guest 虚拟机后，它才会以生成的名称（由 VM 主机名、架构流程服
务名称和虚拟机名称组成）显示。 发现后，将填充所有 HP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属性。
对于架构流程设置的物理逻辑服务器，请遵循 “管理新的逻辑服务器” 中的步骤确保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和 HP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管理已为管理新部署的逻辑服务器做好准备。

注意： 仅物理 HP-UX 服务器需要：为确保在架构流程服务删除过程中可清除物理 HP-UX 服务
器的引导磁盘，必须使用正确的 root 用户信用凭证正确地发现节点。如果未完成，架构流程服务
的删除将失败，并显示错误消息 Failure: Error erasing disks for logical server。

管理新的逻辑服务器
要管理您创建的逻辑服务器（如 “创建服务请求” 中所述），请执行以下步骤：
1. 通过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定义新的发现任务来使用 IP 地址或主机名发现新的逻辑
服务器。使用正向和反向查找配置 DNS 服务器。
在执行此发现操作之前，ESX 主机必须连接到 VMware vCenter。如果 vCenter 是新服务器，
则发现 vCenter 服务器并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编辑所发现 vCenter 节点的系统信用
凭证，然后使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选项→VME 选项→添加或编辑 VME 信用凭证菜单
选项添加 VME 信用凭证。
有关如何创建发现任务的信息，请参阅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信息库 上的《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用户指南》。

2.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选择工具→HP Matrix OE visualization。然后选择 Tools→
Logical Servers→Refresh 并选中 HP SIM 复选框（每隔 30 分钟自动执行一次刷新）。
如果新的逻辑服务器是虚拟机监控程序（如 Integrity VM 主机），还需要刷新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资源。

3. 使用 Insight 受管系统设置向导 (MSSW) 来配置要管理的系统。从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选择配置→受管系统设置向导。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中的《Insight Managed System
Setup Wizard Getting Started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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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Matrix 架构流程不支持跨技术逻辑服务器。在 Matrix 架构流程中创建的逻辑服务器（通过部署
服务模板）不能作为跨技术逻辑服务器进行管理。例如，如果物理逻辑服务器在 IO 中创建，则
不能使用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管理移动到虚拟机。与此类似，如果虚拟逻辑服务器在 IO 中创
建，则不能使用 Virtual Connect 移动到服务器。只有使用 Create→Logical Server 或 Tools→Logical
Servers→Import 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中创建或导入的逻辑服务器才能在物理服务器和虚拟
服务器之间移动。

有关跨技术逻辑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位于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的《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逻辑服务器管理用户指南》和《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恢复管理用户指南》。

自动分配
分配是指找到资源以匹配在模板中描述的逻辑对象的过程。架构流程模板是使用模板组件（也称
为逻辑对象）的基础结构服务的逻辑规范，它使用户可以使用资源设置基础结构服务。

在架构流程模板中，通过属性值或名称指定逻辑对象。通过属性值指定逻辑服务器组和存储，通
过名称或属性指定网络。将逻辑对象与资源匹配的过程是架构流程的关键功能，也属于请求类
型，其中包括创建服务请求。

验证创建服务请求的参数之后，架构流程控制器会执行分配。如果架构流程可以找到与模板匹配
的资源，分配就可以成功完成。匹配成功后，架构流程会保留所选资源并进行设置以实例化模板
指定的基础结构服务。如果架构流程找不到所需资源，请求就会失败，资源无法保留并且不会创
建基础结构服务。

Matrix 架构流程也可以在设置过程中使用分配过程。架构流程无法成功设置逻辑服务器时，就可
以开始内部分配过程。Matrix 架构流程会释放分配的服务器并尝试进行另一种分配，以找到替换
服务器并继续进行设置。如果重新分配失败，则创建请求也会失败。

单独查看逻辑资源时，架构流程可能无法成功分配模板。如果未成功分配连接到网络的逻辑服务
器组，Matrix 架构流程便无法分配该网络。同样，如果未成功分配组中所有服务器的存储空间，
架构流程也无法分配逻辑服务器组。

架构流程执行分配算法来搜索资源时，会尝试分配网络，然后分配逻辑服务器组，最后分配存储
空间。为尽量提高成功的机会，在每种类别中，分配算法总是首先尝试分配限制条件最多的逻辑
对象。例如，评估模板中的所有网络，并首先选择分配备用子网数最少的网络。

Virtual Connect 域组定义资源（特别是服务器、网络和 SAN 卷）集的边界。VC 域组内的任何资
源都对相同 VC 域组内的其他资源可见，或连接到这些资源。但 VC 域组之间并不一定相连。架
构流程算法将通过回溯法验证 VC 域组的边界，逐步建立备用分配解决方案，并在确定某个不完
整的备用方案无法完成分配时立即舍弃该方案。如果子网没有足够的服务器连接到与 VC 域组相
关的网络，则分配给网络的子网将被舍弃。Matrix 架构流程将选择另一个备用子网，并重试逻辑
服务器组分配。如果没有找到另一个有效的备用子网，分配将会失败，并释放所有不完全保留。

同时提交多个创建服务请求时，将会进行分配。如果两个分配同时发生，它们可能会失败。如果
用户使用相同的资源同时设置解决方案，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架构流程将分配视为关键部
分，以确保同一时间只进行一项分配。

自动化操作系统设置
Matrix 架构流程的自动化操作系统设置支持在刀片式服务器上进行 SAN 引导或 DAS 引导，但不
同时支持这两项。配置为从 SAN 引导时，必须禁用内部硬盘驱动器。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带或
不带 SAN 数据的 DAS 引导，但不支持带 DAS 数据的 SAN 引导。
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使用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HP Server Automation (SA) 和 Ignite-UX 的
SAN 引导或 DAS 引导操作系统部署（如果模板包含五个以上的网络，则不支持使用 Ignite-UX
进行 HP-UX 的自动化操作系统设置。在这种情况下，请选择手动操作系统设置）。
在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中，为使架构流程支持从 SAN 引导，Deploy ProLiant System
Configuration (BL BFS) 服务器部署作业（来自 HP Deployment Toolbox\Hardware Configuration
文件夹）必须置于作业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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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Integrity 刀片式服务器设置 HP-UX 后，或新设置的服务器被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发现后，
需按照下列步骤向新的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节点授权运行 CMS 工具：
1. 在 UI 上，或通过命令行输入 mxnode -a <target IP or DNS name> -w，运行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发现。

注意： 要使用 mxnode 命令，请将所设置服务器的 root /<root password> 输入到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的全局信用凭证中（选项→安全性→信用凭证→全局信用凭证）。

2. 通过 GUI 或命令行 mxagentconfig -a -n <target IP or DNS name> -u <user>
-p <password> 将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代理部署到服务器。

其中：

<user>
是 root 用户
<ip>
是新建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节点的 IP 地址
<password>
是新建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节点的超级用户口令

注意： 在服务器被用于新服务之前完成以上步骤，成功删除服务器并正确清理连接到该服务器
的存储器。

对于 HP Server Automation (SA) 的物理设置，不需要额外配置。

将操作系统部署到多路径存储
Matrix 架构流程可以将操作系统部署到多路径存储卷。对于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Windows
操作系统不需要对服务器部署进行任何修改。但是，对于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4、5.5 和
6.0，要通过编辑 Configure Boot Environment 作业修改缺省服务器部署过程。
编辑 Configure Boot Environment 作业，并添加 export kernparm=mpath 核心参数。更新作
业之后，就可以将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5.5、5.6 和 6.0 部署到多路径 LUN。

分配和检索成本及账单信息（计费）
Matrix 架构流程架构师可以指定服务中资源的分配成本。Matrix 架构流程将收集并存储此分配数
据，可以通过便于各种第三方应用程序使用的格式来检索这些数据。

以下是可分配的成本类型。

• 固定成本 — 具体视服务实例而定。表示启动成本、软件或管理开销，以及持续的维护。

• 服务器分配成本 — 服务器的成本分为：

内存单位成本 — 与每个分配给服务器的 CPU 相关的分配成本。◦
◦ CPU 单位成本 — 每个 CPU 单元的分配成本。

◦ 服务器基本成本 — 表示涉及其他服务的与服务器相关的成本，如链接的克隆部署和高
可用性。也可用于根据每个服务器来分配成本，而与 CPU 数和内存无关。

• 磁盘分配成本 — 每个磁盘单元（MB 或 GB）的分配成本。这是已分配的磁盘空间，而不是
磁盘空间的实际占用量。

• IP 地址分配成本 — 分配给服务中每个已分配地址的成本，包括虚拟 IP 地址。
• 成本频率 — 分配给某一服务，并且由所有资源继承。它表示上述每项成本的重复出现次数。
计费系统根据成本频率得出成本（基于以分钟为单位的值）。

成本频率可设置如下：

日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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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7 天，即 168 小时
月 30 天，即 720 小时

使用架构流程的计费功能，管理员可以：

• 将分配数据映射到服务、逻辑服务器、逻辑网络和逻辑磁盘

• 映射逻辑服务器的正常运行时间

• 过滤特定时间段内的数据

• 存储最近 365 天的分配数据和归档 365 天之后的月度数据
SOAP API 扩展和 chargeback 命令行界面可用于检索分配数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使用
API 扩展检索计费数据” 和 “使用 CLI 检索计费数据”。

注意： API 和 CLI 命令仅可检索最近 365 天的数据。请确保保存一年之内的旧数据，以便需要
时可以访问。

指定模板和服务的固定成本
除了服务器成本、网络成本和存储成本之外，Matrix 架构流程还允许模板架构师向模板中添加固
定成本。固定成本示例包括电源成本和设置成本。

通过单击模板中的 Cost 标签，并在架构流程设计器文本框中输入值，在 Fixed Cost 中输入固定
成本。

为 Cost Frequency 选择一个值，该值是要计算固定成本的时间间隔。值包括月（缺省值）、周、
天、小时或未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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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资源的单位成本
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右键单击服务器组以显示 Config 标签，您可在其中根据服务器组中的服
务器数量输入成本、每个服务器的处理器数和内存大小。

在 IO 模板中服务器的成本分为三个值：
Base Cost per Server 包含除 CPU 和内存成本外服务器的所有

成本。它可能包括可用性特性和类型特性
（物理、虚拟和云）。在服务器的生命周
期中此成本不变。

Cost per Processor 服务器中每个 CPU 的成本。在服务器的
生命周期中，该成本根据用户所执行的变
更推动服务器成本上升或下降。这使得服
务器成本可以与服务器配置一起进行调
整。

Cost per Unit of Memory 服务器中内存的单位成本。服务器成本还
会针对根据分配给服务器的内存量而对服
务器配置所做的变更进行更新。

Total Cost per Server 的计算如下：
每个服务器的总成本 = 基本成本 +（CPU 单位成本 * CPU 单元数）+（内存单位成本 * 内存单
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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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右键单击网络或主干网络以显示 Config 标签，您可在其中输入每个 IP 地
址的成本。

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右键单击虚拟磁盘或物理磁盘以显示 Config 标签，您可在其中输入每个
磁盘单元（MB 或 GB）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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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部署到公共云提供程序的服务的成本

部署到公共云服务提供程序的模板（在为云设置配置环境后，通过选中 Config 标签上的 Require
in Cloud）可以将成本值和成本频率关联到外部资源，所用方法与模板中所有其他资源采用的方
法相同。该值表示管理员或架构师希望向用户收取的该服务成本，与云提供程序实际将向管理员
收取的云实例成本无关。

计费组件根据服务模板中分配给它们的成本来报告云外部资源的成本。这使得管理员和架构师可
以分配涉及服务提供程序费用（经常性成本、固定成本等）的成本和维护云爆发基础结构所需的
开销。但是，如果管理员想要更改此成本并仅向用户收取这些服务器的云服务提供程序费用，计
费组件将确定哪些资源已部署到外部云提供程序。

指定服务的账单代码
创建服务时，可以添加一个账单代码，帮助使用 API 或数据库的 IO 计费或其他数据挖掘解决方
案抽取有关付款组织的信息。

通过单击 Create Service from Template 对话框上的 Options 按钮输入账单代码，然后在 Billing
Code 文本框中输入值。
计算成本信息时，会将停用的逻辑服务器计作逻辑服务器。

账单代码将显示在 Service Details 页面上。

注意： 只能在控制台上修改账单代码。它在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和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
上为只读。

“暂停以待批准”、“添加服务器”和“添加磁盘”时发送的电子邮件信息中会显示账单代码信息。如
果未提供账单代码，则显示为 None。

116 Matrix 架构流程设置和分配



指定所有模板的统一成本单位
通过右键单击模板设计区域的空白处并选择 Convert Template to use Global Cost Units，可以为模
板转换统一成本单位。仅当模板的成本单位与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 文件中的
cost.units.global.value 属性定义的统一成本单位不同时，才启用此菜单选项。如果执行
以下操作，则会出现此差异：

• 所导入模板的成本单位与 hpio.properties 文件中设置的成本单位不同

• 创建模板后，更改了 hpio.properties 文件中的 cost.units.global.value 值
在 Convert Template to use Global Cost Units 对话框中，输入 Conversion Factor，该值为正的小
数或整数值。例如，如果模板中的成本信息是以欧元 (€) 表示，而在 hpio. Properties 文件
中统一成本单位设置为美元 ($)，则通过输入等同于当前汇率的换算系数（如 1.3358）将模板成
本单位从欧元转换成美元。如果当前统一成本单位为美元/年，但模板中的成本信息按美元/月的
形式输入，则输入换算系数 12 将模板形式从按月计转换为按年计。
输入 1 可将模板转换为统一成本单位，无需更改值。例如，如果统一成本单位是欧元，模板中的
信息包含以欧元为单位的正确金额，但显示为美元，则可输入 1 将模板成本单位从美元转换成欧
元。

收集和报告的计费度量标准
下表说明了报告度量标准及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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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报告的计费度量标准

值度量标准

按分钟计算。表示将资源分配给基础结构服务的时间。收集对象是基础
结构内的所有资源（包括服务、逻辑服务器、磁盘和 IP 地址）和基础结
构本身

分配时间

按成本单位计算。表示分配时间乘以分配成本（以分钟为单位）。计算
对象是所有单个资源（包括固定成本、逻辑服务器、磁盘以及基础结构
中的 IP 地址）和整个基础结构

分配成本

按分钟计算。表示逻辑服务器启动和运行（电源状态为 UP）的时间逻辑服务器的正常运行时间

已分配给服务。在整个服务生命周期内仅考虑一次固定成本

升级后收集的计费度量标准
从早期版本的 Matrix OE 升级到 7.1 时，计费组件将自动确认是否存在已部署的服务，并自升级
时间起开始收集计费度量标准。对于这些服务，计费组件可以报告分配时间、正常运行时间、磁
盘大小、IP 地址数和服务器数。
早期版本的模板和服务不会分配成本频率。因此，不会跟踪或报告现有服务的成本，但会为这些
服务的成本度量标准返回负值。

升级到 7.1 后，将更新服务器成本以反映服务器成本分配。现有总成本被分配到基本成本，CPU
单位成本和内存单位成本分配为 0。在该模型中，此服务器的成本是固定的，与 CPU 数和内存
大小无关。

使用 API 扩展检索计费数据
Matrix 架构流程包括用于检索计费使用情况数据的 API 扩展。客户端软件可以连接到计费服务
器，以分配基础结构资源和生成有关当前和过去服务的信息使用情况报告。

计费 SOAP WSDL 的网址为
https://<cms-or-ip-address>:55443/hpio/chargeback/soap/v1?wsdl。
可以使用以下 API 方法检索计费使用情况数据。

表 7 计费 API 方法

说明方法

返回所选服务的使用情况和成本数据。
对于每天的基础结构使用情况数据，请将 period.type 标记设置为 DAILY。要返
回某时间段内汇总的基础结构，请将 period.type 标记设置为 PERIOD。服务器、
磁盘和 IP 地址数据按照基础结构进行整合。

getServicesUsagePage

返回所选服务的详细使用情况和成本数据。
对于每天的基础结构使用情况数据，请将 period.type 标记设置为 DAILY。要返
回某时间段内汇总的基础结构，请将 period.type 标记设置为 PERIOD。每个服
务器、磁盘和 IP 地址的数据都将详细显示。

getServiceUsageDetailPage

返回所选服务的使用情况和成本汇总值。
返回一个含有整个时间段内的合并数据的条目。

getAggregateServiceUsage

以下是各个 API 的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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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getServicesUsagePage API 的响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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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getServiceUsageDetailPage API 的响应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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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getAggregateServiceUsage API 的响应示例

使用 CLI 检索计费数据
Matrix 架构流程包括用于检索计费使用情况数据的命令行工具。此工具生成包含计费数据的 xml
文件，可使用浏览器或 Microsoft Excel 打开该文件。
chargeback.bat 工具位于缺省位置 C:\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hargeback\bin。

表 8 CLI 计费命令

说明操作

返回所选服务的使用情况和成本数据。
对于每天的基础结构使用情况数据，请将 period.type 标记设置为 DAILY。要返
回某时间段内汇总的基础结构，请将 period.type 标记设置为 PERIOD。服务器、
磁盘和 IP 地址数据按照基础结构进行整合。

get usage

返回所选服务的详细使用情况和成本数据。
对于每天的基础结构使用情况数据，请将 period.type 标记设置为 DAILY。要返
回某时间段内汇总的基础结构，请将 period.type 标记设置为 PERIOD。每个服
务器、磁盘和 IP 地址的数据都将详细显示。

get detailedusage

返回所选服务的使用情况和成本汇总值。
返回一个含有整个时间段内的合并数据的条目。

get aggregatedusage

要使用 CLI 工具，请执行下列步骤。
1. 在 CMS 上，打开命令提示符并将目录切换到

<IO-installation-path>\chargeback\bin。

2. 从命令提示符输入以下命令：

chargeback <operation> [<general-options>] <operation-options>

（输入 chargeback --help 以查看有关选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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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要查看 4 月 23 日的分配使用情况数据并将结果发送到 output.xml，请输入：
chargeback get usage -S 4/23/2012 -E 4/23/2012 -o output

3. 从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中，导航到 output.xml 文件所在的
<IO-installation-path>\chargeback\bin\reports。

4. 要查看结果，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a. 将 output.xml 拖到浏览器的 URL 栏中，以在浏览器中查看此文件。
b. 运行 Microsoft Excel，并打开 output.xml。
c. 使用所下载的 xsl 文件中的信息编辑 output.xml 文件以创建报告。xsl 示例文件可从 HP

Developer Resource Center for CloudSystem 下载。
以下是使用下载的 xsl 文件显示 getServiceUsageDetail 的输出示例。

图 5 getServiceUsageDetail 的输出示例

122 Matrix 架构流程设置和分配

http://www.hp.com/go/csdevelopers
http://www.hp.com/go/csdevelopers


5 Matrix 架构流程存储管理
Matrix 架构流程支持一系列存储设置功能以正确匹配客户环境。管理员可以选择手动定义存储池
条目，并手动设置存储，也可以利用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与 HP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SPM) 的集成。
SPM 是随 Matrix OE 自动安装的。Matrix 架构流程与 SPM 进行通信，以查找或创建与请求中的
要求相匹配的存储资源，并使该存储可供使用。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定义服务模板时，管理员可
以手动指定逻辑磁盘属性（例如，大小、RAID、标记），也可以浏览 SPM 中定义的存储模板，
并进行相应的选择。

在服务设置期间，架构流程搜索符合逻辑磁盘要求的存储池条目，如果未找到（使用服务模板逻
辑磁盘信息），可以自动创建存储池条目。

Matrix 架构流程可与 SPM 一起使用，以提供存储服务并自动化与存储关联的多个操作。如果客
户希望手动创建存储池条目，并通过 SPM 清单填充它们，与 SPM 的交互可以在服务设置期间进
行，也可以预先进行。向 SPM（手动或自动创建）发出存储请求时，将使用 SPM 存储模板。可
以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选择模板，否则将使用缺省模板。SPM 将满足来自服务清单的请求，可能
是使用预设置的存储或按需设置的存储（基于 SPM 存储模板中的策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填充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清单” 和《HP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SPM) User Guide》，网址为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注意： 可以手动创建存储池条目，或者架构流程可以自动创建存储池条目。在这两种情况下，
都可以使用预设的卷或按需设置（根据 SPM 中定义的存储模板所反映的客户需求）通过 SPM 来
满足存储池条目。

自动生成的存储池条目基于在服务模板中定义的逻辑磁盘存储需求进行创建，并遵循某些约定
（例如，SPM 的使用，将多个卷打包到同一个存储池条目以及 SAN 结构的选择）。如果您的特
定存储配置未遵循这些约定，则手动创建存储池条目是恰当的。例如：

• 未使用 SPM

• 来自其他专用数据卷的单独条目中的引导卷

• 没有 NPIV 的专用磁盘和共享磁盘的组合

• 不同基础结构上的多个非冗余磁盘

• 跨特殊结构组合的磁盘的冗余路径

• 冗余卷和非冗余卷的混合

• 连接到多个 SAN 基础结构的 Virtual Connect 模块
如果 Matrix 所处的环境中 Virtual Connect 模块的上行链路端口连接到不同的 SAN，则自动
生成的存储池条目可能会不够。Matrix OE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将为每个 VC 模块选
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上行链路，因此请注意与相应 SAN（而不是可以通过该模块上的其他
上行链路访问的 SAN）的连接。在这些环境中，应手动创建存储池条目（仍可以手动完成
或通过 SPM 完成）。

以下是架构流程中可用的存储设置类型。整个系统可以使用任意过程或所有过程的组合。

• 按需存储设置

存储管理员使用阵列和存储池填充 SPM 清单，然后根据各种策略（包括对这些池的访问权
限）定义存储模板。可使用存储服务从现有的池（由管理员或架构流程）划分新卷。存储架
构师通过使用模板要求来控制策略设置。

按需设置支持 HP EVA/P6000 和 HP 3PAR 存储系统，并且可以包括 Brocade SAN 环境中
的自动化 SAN 分区。

注意： 缺省情况下禁用按需存储设置。要启用按需存储设置，请参阅 “在 SPM 中启用按需
存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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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设置存储设置

存储管理员使用阵列、存储池和将用于完成存储服务的所有卷来填充 SPM 清单，然后设置
这些卷的访问权限。存储架构师通过使用模板要求来控制卷选择策略。

预设置存储支持 HP P6000/EVA、HP P9000/XP 和 HP 3PAR 存储系统。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则预设置的存储设置不可用：

◦ 未配置 SPM

◦ 环境包含没有 NPIV 的专用磁盘和共享磁盘

◦ 引导磁盘和其他专用磁盘包含在单独的存储池条目中

存储请求可由用户手动创建或通过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自动创建，并提交到 SPM
用于完成存储服务。SPM 可使用按需设置的存储器或预设置的存储器完成（可由用户从返回的候
选项中选择，也可由 IO 选出最佳候选项）。
有关具体存储解决方案型号和软件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SPM) User Guide》，网址为 http://www.hp.com/go/matrixoe/docs。
预设置 SAN 卷后，架构流程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使服务器的 LUN 显示过程自动进行。

• 通过多启动器 NPIV 的静态 SAN 卷自动化

• 动态 SAN 卷自动化

使用 SPM 通过 I/O 预设置存储设置使用逻辑服务器管理手动设置存储

✓静态 (NPIV)

✓✓动态 (SPM）

通过多启动器 NPIV 的静态 SAN 卷自动化
使用此过程，将对 SAN 中的一个或多个启动器 WWN 预先屏蔽 SAN 卷，逻辑服务器可在每个
物理 HBA 端口上支持多个启动器（多启动器 NPIV）。还会预配置分区。可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的存储池中提供 SAN 卷作为存储池条目。
创建服务时，架构流程从存储池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存储池条目。对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可
见的现有存储池条目已与存储卷相关联（手动完成或通过 SPM 完成）。如果没有合适的存储池
条目，并且正在使用 SPM，那么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将创建一个存储池条目并尝试通过
SPM 执行。如果 SPM 失败，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将指出需要手动存储设置。对于存储池
条目，为了使存储池条目所定义的 SAN 卷目标集在 SAN 中可看到服务器，架构流程会检查与
每个存储池条目相关联的启动器 WWN 并向服务器进行必要的分配。
此过程的优点是无需访问现有的 SAN 管理界面，便能在操作系统设置期间分隔服务器引导和数
据存储的可见性。此方法只限于 Virtual Connect 管理的服务器。

注意： 对于非 Integrity 服务器，缺省情况下，NPIV 处于启用状态。
为 Integrity 服务器手动启用 NPIV，Integrity 服务器使用专用磁盘和共享磁盘来存储自动设置。在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hpio.properties 中设置 npiv.integrity.enabled=true 以在 Integrity 服务器上启用
NPIV 支持（缺省情况下，npiv.integrity. Enabled 属性设置为 false）。

动态 SAN 卷自动化
在更加动态的环境中，预设置的 SAN 卷可以相应地调整 LUN 屏蔽，或 SAN 卷可使用合适的
LUN 屏蔽进行按需设置。
在预设置的使用样例中，SAN 卷在 SPM 中预先创建，但尚未对一个或多个启动器 WWN 屏蔽
SPM。必须预配置分区。SAN 卷在 SPM 存储清单中提供，并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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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中作为存储池条目显示（对手动创建的存储池条目预先设置，或在架构流程自动生成存储池条
目时进行服务设置）。

创建服务时，架构流程会尝试查找合适的存储池条目。存储池条目必须在以下方面完全符合逻辑
服务器的存储要求：SAN 卷数量、大小、RAID 级别、操作系统类型、冗余以及（可选）一个或
多个标记。与上面的多启动器 NPIV 方法不同，架构流程能够通过 SPM 自动分配 LUN 屏蔽和主
机模式。这使架构流程可以在操作系统设置期间分隔引导和数据存储的可见性。由于也可能根据
逻辑服务器的要求动态设置主机模式，因此它也会允许在不同的逻辑服务器中重新使用单个存储
池条目。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存储池条目，架构流程将创建存储池条目并尝试通过 SPM（匹配预设置的卷或
基于 SPM 存储模板策略使用按需设置）满足请求。返回的存储满足要设置的服务的需求，包括
对适当的启动器 WWN 屏蔽/显示。
仅 Virtual Connect 受管服务器上支持此过程。此方法需要 SAN 管理员授予对磁盘阵列管理界面
的有限访问权，以执行 SAN 卷清单和 LUN 屏蔽操作，如果使用按需设置，还需要创建卷并访问
SAN 分区的 Brocade SAN 管理 SMI-S 代理程序。存储管理员可以使用 SPM 指定存储模板中的
策略。SPM 使存储管理员可以创建存储模板，用来捕获策略（例如含边界的大小)、要使用（或
避免）的 RAID 级别、标记、预设置的 SAN 卷和/或按需设置的使用、Thin Provisioning 的使用
（或阻止使用 Thin Provisioning）以及其他方面。SPM 清单条目表示预设置的 SAN 卷，并可以
细致地控制操作（某些操作可能支持 LUN 屏蔽和更改主机模式，而其他操作可能不支持）。这
会比为服务器管理员提供存储阵列的管理员口令提供更细致的控制。

手动存储设置
可以使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逻辑服务器管理的 Modify→Logical Server Storage Pools 屏幕
和 SPM 执行手动存储设置。
当没有为逻辑服务器预设置存储或者只预设置了一部分存储时，使用手动存储设置。在创建服务
时，架构流程会尝试查找并分配存储资源。存储池条目必须在以下方面完全符合逻辑服务器的存
储要求：SAN 卷数量、大小、RAID 级别、操作系统类型、冗余以及（可选）一个或多个标记。
如果未找到存储资源，将会暂停整个请求，以便管理员可以手动设置所需的存储。会通过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生成的电子邮件通知管理员，此电子邮件包含将要设置的服务以及所需
存储资源的详细信息。管理员完成存储设置过程后，会重新激活此请求并继续操作。

如果 I/O 管理员向 SPM 提交存储请求，但未返回候选项，未完成的请求将显示在 SPM 中，存
储管理员可以创建适当的存储以匹配需求（并执行相应的 SAN 分区），然后完成 SPM 中的请
求。

如果 I/O 无法为自动生成的存储池条目找到存储，将会删除该存储池条目。管理员可以手动设置
存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调整 SPM 中的存储：将多个卷放入清单中、导入阵列或在重复尝试
创建存储池条目并通过 SPM 完成前修改模板。

在 Matrix OE 可视化界面中手动创建基于 SAN 的存储
要在 Matrix OE 虚拟化界面中手动创建基于 SAN 的存储池条目，请执行以下步骤。
1. 确认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已成功发现目标机箱。
2. 在 VCEM 中创建一个包含目标磁盘箱的 Virtual Connect 域组。
3. 刷新 Matrix OE，使其与 VCEM 同步。要刷新 Matrix OE，请执行以下操作：

a. 使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选择工具→HP Matrix OE visualization。然后选择
Tools→Logical Servers→Refresh。
此时将出现 Refresh Server Resource Information 页。

b. 选择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VCEM) 和 Storage Pool Entries，然后单击
Re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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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Modify→Logical Server Storage Pools。

5. 从可移植组列表中选择 Virtual Connect 目标可移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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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添加或修改存储池条目的详细说明，请参阅管理存储池屏幕的帮助或《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逻辑服务器管理用户指南》（位于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
库）。

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中预定义存储池条目
以下示例演示了如何选择 Linux SAN 卷来构建存储池条目。
从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中选择 Modify→Logical Server Storage Pools。在 Manage Storage
Pool 屏幕上，选择目标可移植组（本例中为 Virtual Connect 域组）并添加新的清单存储池条目。

在屏幕上指定端口和卷信息，并保存此存储池条目。它可用于未来的服务设置请求。

如果 SPM 清单条目向其授权，架构流程便能够动态调整 LUN 屏蔽，必要时还能够调整存储池条
目的主机模式。如果没有可满足需求的预设置的卷，且为所使用的模板启用了按需设置，SPM 可
以创建相应的存储（并在 Brocade SAN 环境中执行自动分区）。
有关用例以及如何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中管理存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HP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SPM) User Guide》、《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逻辑服务器管
理用户指南》和《Faster storage provisioning in an HP BladeSystem Matrix and Insight Dynamics
environment》白皮书（位于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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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存储标记
Matrix 架构流程会使用从存储池条目中的 Tag List 中选择的标记来匹配架构流程设计器中提供的
逻辑磁盘标记。

重要信息： 如果在模板设计中指定了逻辑磁盘标记，将仅分配包含确切标记的卷。如果未提供
逻辑磁盘标记信息，分配过程将忽略存储卷标记。

要创建存储标记，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选择工具→HP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2. 选择 Modify→Logical Server Storage Pools。
此时将显示 Manage Storage Pool 页。

3. 单击 Manage Tags。
此时将显示 Manage Storage Tags 页。

4. 添加存储标记和可选说明。

对于所有存储池条目，存储标记将显示在 Tag List 中。单击存储池条目旁的 Modify，然后选
中标记名称旁边的复选框以将标记与存储池条目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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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清单
要使用动态 SAN 卷自动化，请配置 SPM 以访问一个或多个阵列。要启动 SPM，请打开 Internet
浏览器并访问 https://localhost:8000，其中 “localhost” 是主 CMS 的名称。

注意： 缺省情况下，Matrix OE 使用 “localhost” 指定的主机查找 SPM 服务并与之通信。如果
要在群集环境中通过 Matrix OE 使用 SPM，请编辑 C:\Program Files\HP\Virtual Server
Environment\conf\lsa\lsa.properties 文件。
将 SPM_HOST=本地主机 属性更改为 SPM_HOST=<群集 FQDN>。

从左侧的树视图中选择 Arrays，然后单击右下角的 Import Arrays。此时将显示 Choose Array
Type 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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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管阵列支持 SPM 执行某些存储操作，例如收集属性信息、更改主机模式、执行 LUN 屏蔽或按
需设置。非受管阵列不支持使用自动机制来更改主机模式和 LUN 屏蔽或执行按需设置。任何预
先存在的 SAN 卷都可以作为非受管存储器通过 XML 文件与 SPM 通信，从而创建可以根据 SAN
预填充清单存储池条目进行匹配的清单条目，以提供适合架构流程使用的逻辑服务器存储器。

SPM 支持与受支持的存储解决方案（例如，P6000/EVA、HP 3PAR 存储系统和 P9000/XP）进
行正确通信的设备管理层。

SPM 提供可用于扩展开箱即用支持的扩展机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SPM) User Guide》，位于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指定要导入的阵列（例如，3PAR F 系列与 T 系列阵列）的连接信息：

选择一个或多个阵列进行导入。导入阵列后，查看并选择阵列上可见的 SAN 卷，再选择要包含
在清单中的卷。

对于每个阵列，都要选择这些设置。

重要信息： 选择 Matrix Security Group 作为安全组。

从左侧导航栏中选择 Volumes，然后选择要导入的卷，并按 Import 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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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 SPM 清单后，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 继续使用预设置的存储（无需执行其他步骤）

• 允许架构流程自动生成存储池条目（无需执行其他步骤）

• 启用按需存储设置（请参阅 “在 SPM 中启用按需存储设置”）

• 使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的 Storage Pool Entry 屏幕预定义存储池条目，并创建一个或
多个引用刚刚通过 SPM 导入的卷的存储池条目（请参阅 “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中预定
义存储池条目”）

在 SPM 中启用按需存储设置
可通过以下两种方法启用按需设置：

• 在 HP Matrix Default Storage Template 中。按需设置适用于以下所有请求：来自逻辑服务器
管理的请求、来自 IO 且需要手动指定逻辑磁盘信息的请求以及为其选中 HP Matrix Default
Storage Template 的请求。启用按需设置通常要用到容量限制（例如，不超过 256 GB），
该限制适用于使用缺省模板的所有请求。这样便可将限制仅应用于按需设置的卷，而不应用
于预设置的卷。

• 通过创建新模板并为此新模板（具有容量限制）启用按需设置。按需设置用于那些选择此存
储模板的 I/O 服务模板。

重要信息： 更改 Matrix 缺省模板时请务必谨慎，因为这些更改会影响所有此类请求。例如，
如果将模板的最大大小设置为 100 GB，则任何手动路径均无法通过 SPM 完成大于 100 GB 的
卷。与此类似，如果要为所有手动请求启用按需设置，则可修改 Matrix 缺省模板和规定容量限
制（例如，按需设置的卷不能超过 500 GB，但预设置的卷没有大小限制）。

要启用按需存储设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登录到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您必须是存储管理员才能启用按需存储设置。
要启动 SPM，请打开 Internet 浏览器并访问 https://localhost:8000，其中“localhost”是您的
CMS 的名称。

2. 选择 Storage Services 下的 Temp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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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模板列表中搜索并选择 HP Matrix Default Storage Template，或单击 Create Template 创
建新模板。

4. 单击 Edit Template。
5. 在 Edit Template 对话框中，选择 Read-Only Requirements 标签。
6. 在 Template read-only requirements 中选择 Resource Existence 要求。

7. 单击 Edit。
8. 将级别从 Required 更改为 Recommended。确认选中了 Use existing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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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 OK 退出 Edit Requirement – Resource Existence 对话框。
10. 单击 OK（或 Apply）。

物理存储设置
Matrix 架构流程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Storage 标签上显示可用于设置的存储卷。这些卷也作为存储
池条目显示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 Modify Logical Server Storage Pools 页面上。
在服务设置期间，架构流程搜索相应的存储池条目，如果找不到任何条目，则也可以创建一个。
可通过 SPM 使用预设置的清单存储池条目或按需设置的存储器完成自动生成的存储池条目。
对于每个物理逻辑服务器，架构流程最多支持 16 个数据磁盘。

服务模板通过“选中存储模板”定义存储
HP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SPM) 允许存储架构师创建用于所有存储设置请求的存储模
板。使用 SPM，存储架构师可以在存储模板定义中封装其策略，并指定各种要求（例如，特定的
RAID 级别、容量限制，或建议或要求使用精简设置）。
当在服务模板中定义逻辑磁盘时可以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查看并选择这些存储模板，也可以手动
定义逻辑磁盘属性。在这两种情况下，满足请求的存储可能是预设置的，也可能是通过 SPM 按
需新建的。

选定的存储模板要求与任何用户修改或添加的要求相结合，以制定设置过程需实现的目标。

注意： 仅当不存在符合要求的现有存储池条目时才使用存储模板规范通过 SPM 完成存储。
要强制架构流程使用 SPM 进行存储而不是使用现有的存储池条目，请确保不存在任何可用的匹
配存储池条目。执行此操作的一种方法是，为存储器选择一个不与任何存储池条目相关联但与
SPM 中的卷或存储池相关联的标记。

在 SPM 中，存储架构师创建一组存储模板，用于描述其具有所需保护级别（例如，Windows 引
导磁盘、HP-UX 引导磁盘、用于事务日志的 LUN、用于各种应用程序的 LUN）的策略。SPM 可
以按需创建存储卷，并执行相应的显示和分区步骤。通过将 “Resource Existence” 要求定义为模
板只读要求，存储架构师确定要使用按需设置功能的范围。如果将 “Resource Existence” 设置为
Required 并选中且要求选中 “Use Existing Volume”，则不使用按需设置，仅使用现有卷来满足请
求。

重要信息： 如果将辅助 CMS 配置为在联合 CMS 环境中使用，请确保每个 SAN 存储卷仅由一
个 HP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管理（一个存储阵列可由多个 SPM 共享）。
在服务模板中配置物理存储时，HP 建议您选择 HP Matrix Default Storage Template 并有选择地
定义其他属性。

每个 CMS 包含其自身的 HP Matrix 缺省存储模板，这些模板是相互独立的。架构流程设计器中
显示的缺省存储模板是主 CMS 上的缺省存储模板。但是，存储自动设置基于在部署模板的 CMS
上发现的模板。

如果不选择 HP Matrix 缺省存储模板，而选择用户定义的存储模板，则同一 SPM 服务器将用于
所有卷定义。如果 SAN 存储卷由多个 SPM 或 CMS 管理，则可能会出现无法预知的结果。

服务模板通过“指定所需属性”定义存储
在服务设置期间，架构流程使用在服务模板定义中指定了 SPM 存储模板，或者，如果手动指定
逻辑磁盘属性，将使用在 SPM 中预定义并在 Matrix OE 中集成的 HP Matrix Default Storage
Template。在服务模板中指定的所需属性与在 HP Matrix Default Storage Template 中定义的所有
要求结合使用。

预定义的 HP Matrix Default Storage Template 包含最少的限制，允许任何容量、RAID 级别、显
示要求或者标记，并需要预设置的存储。使用 SPM，可以编辑或复制 HP Matrix Default Storage
Template 以生成其他模板。
缺省情况下，在 HP Matrix Default Storage Template 中将 “Resource Existence” 设置为 Required，
因此仅现有卷（预设置的存储）用于满足所有手动定义的存储请求。这包括指定服务模板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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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信息（通过选择 Specify desired attributes）或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逻辑服务器管理中
手动创建存储池条目并通过 SPM 完成。
有关如何更改 “Resource Existence” 以便为所有手动指定的存储启用按需设置的说明，请参阅 “在
SPM 中启用按需存储设置”。

注意： 对 HP Matrix Default Storage Template 所做的任何编辑都将应用于所有手动指定的存
储。

如果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配置服务模板时选择了某个存储模板，则此存储模板的缺省要求将定义
您正在配置的存储的所需属性。您可以修改这些值，并添加未通过此存储模板定义的其他值。

在定义 SPM 存储模板时，请使用 Description 字段概述要求（例如，此模板是否仅支持 RAID 1
和 RAID 5）。此说明对架构流程设计器中的架构师可见。在 IO 中使用某个特定的 SPM 存储模
板时，请注意存储模板的容量、RAID 和标记要求（包含在 Description 字段中）。请不要指定与
这些要求相冲突的值，否则可能会导致存储设置不正确。

您可以手动定义的存储要求包括：

• 磁盘的 Name。

• Individual Disk Size 是指磁盘的大小，单位为千兆字节 (GB)。对于物理 (SAN) 磁盘，此属性
用于查找至少为指定值大小的 SAN 磁盘（对于物理存储，MB x 1000 = GB）。

• Cost per GB 是每千兆字节的估算成本，以数值形式表示。

• RAID Level 是特定的 RAID 级别，也可以是 Any。如果指定某个 RAID 级别，则此选项应与
服务分配期间设置的 Matrix OE 存储卷属性匹配。只有具有匹配的 RAID 级别的 SAN 卷才
可用于完成该模板的设置。

• Disk is bootable 表示磁盘将作为服务器组的引导磁盘。

• Redundant SAN paths to disk 表示磁盘将具有到磁盘的冗余路径。如果磁盘是引导磁盘，则
选定的软件必须是嵌入式多路径软件的映像。

• Disk is shared across servers 表示该磁盘是在组中所有服务器之间共享的数据磁盘（非引导
磁盘）。

• Tags 允许从在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管理中定义的标记列表中选择或输入一个或多个标记。
存储标记用于匹配 Matrix OE 清单中（或 SPM 存储清单中）相应的 SAN 存储卷。IO 未预
定义或限制标记集。

• Additional Tags 允许输入以逗号分隔的标记列表。

注意： 在服务分配期间，所有指定标记用于查找与现有 Matrix OE 存储池条目匹配的合理
分配，或传递到 SPM 以完成新创建的存储池条目。只有具有匹配标记（预设置或按需创建）
的 SAN 卷才用于完成该 IO 模板的设置。将标记字段留空可扩展该 IO 模板的设置选项。

虚拟存储设置
通过架构流程设计器的 Virtual Storage 组件的 Config 标签，可以为连接到虚拟存储器的服务器
组中的每个服务器配置可引导磁盘或数据磁盘。

注意： 虚拟机逻辑服务器的所有存储卷必须属于同一个数据存储。将在虚拟机配置文件所在的
磁盘上创建文件卷。

可以手动定义的虚拟存储要求包括：

• 磁盘的 Name。

• Individual Disk Size 是指磁盘大小，并指定是以兆字节还是千兆字节为单位。对于虚拟磁盘，
此值设置磁盘的实际大小（对于虚拟存储，MB x 1024 = GB）。

• Cost per GB 是每千兆字节的估算成本，以数值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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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k is bootable 指定磁盘将作为服务器组的引导磁盘。
对于可引导磁盘，可以分配 Storage Volume Name 以符合 VM 主机上挂接卷的名称。如果
Storage Volume Name 不匹配，您可以手动分配虚拟存储。为逻辑服务器配置的任何数据磁
盘将继承为引导磁盘设置的名称。

对于非引导磁盘（未选中 Disk is bootable），未启用 Storage Volume Name 字段。Storage
Volume Name 与该引导磁盘相同。

• Disk is shared across servers 指定该磁盘为数据磁盘（非引导磁盘），在组中所有服务器之
间共享。

• Storage Volume Name(s) 是一个以逗号分隔的列表，指定用于为连接的服务器组分配虚拟存
储的 VM 主机存储卷（这类似于使用物理存储标记指定用于为物理服务器分配存储的存储
卷）。Storage Volume Name(s) 仅用于为虚拟引导磁盘设置或编辑 ；但是，引导磁盘上指定
的卷名称将应用于连接到服务器组的所有磁盘，包括数据磁盘。

Storage Volume Name(s) 可以是简单的 VMware ESX 数据存储名称（例如：
ClusterStorageOne）、简单的 Hyper-V 数据存储名称（例如：S）或 HP-UX 共享逻辑卷组
（例如：/dev/slvm_disk1)。如果指定一个或多个卷名称，则在设置模板时，仅考虑与这些
名称匹配的卷。

Matrix 架构流程的存储保留和分配方法
服务创建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包括服务模板需要的所有资源的保留和分配阶段。本节介绍存储算法
中的存储保留和分配规则。

以下匹配规则将按先后顺序应用。规则不能部分匹配。对于要匹配的规则，必须匹配整个规则定
义。规则将查找引导磁盘的匹配项设为最高优先级。

1. 根据逻辑服务器的引导磁盘定义来查找仅包含完全匹配的引导磁盘的存储池条目 (SPE)。
a. 如果找到了 SPE，则查找一个或多个与逻辑服务器的数据磁盘定义完全匹配的其他 SPE。
结果：如果规则 1 和 1a 成功匹配，则使用匹配的 SPE 设置服务器。否则，继续尝试在其他
配置中查找匹配的 SPE。

2. 如果单个 SPE 和独立的数据卷条目无法满足保留引导磁盘的要求，则寻找完全符合逻辑服务
器的引导磁盘和专用数据磁盘要求的单个 SPE（共享数据磁盘必须包含在其自己的存储池条
目中）。

结果：如果规则 2 成功找到 SPE，则使用匹配的 SPE 设置服务器。
3. 如果仍然无法满足保留引导磁盘的要求，则寻找仅完全符合逻辑服务器的引导磁盘定义的单
个 SPE（这可能与规则 1 中找到的 SPE 相同）。
结果：如果存在匹配的引导磁盘，请跳转至规则 5 为数据磁盘设置存储。

4. 如果仍然无法满足保留引导磁盘的要求，Matrix OE 将尝试自动创建将通过 SPM 自动完成
的 SPE，其中包含引导磁盘和专用数据磁盘。
结果：如果未完成引导磁盘，请求将暂停并发出电子邮件警报（使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要求对引导磁盘和数据磁盘进行手动存储设置。如果服务包含共享数据磁盘，
Matrix OE 将视情况创建独立的 SPE，并尝试通过 SPM 来完成。
如果完成了引导/数据磁盘请求，但 SPM 指出需要进行手动分区，请求将暂停并发出电子邮
件警报（使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要求对相应磁盘进行手动存储分区。存
储管理员对存储进行分区，并编辑 SPM XML 文件。然后可以恢复请求。此时，Matrix OE
会使用相应的 SPE（不重复上述算法）。

5. 如果保留了引导磁盘，但数据磁盘保留仍得不到满足，Matrix OE 尝试自动创建将通过 SPM
执行的数据磁盘 SPE。
结果：如果仍未设置数据磁盘，请求将暂停并发出电子邮件警报（使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要求对数据磁盘进行手动存储设置。
如果完成了引导/数据磁盘请求，但 SPM 指出需要进行手动分区，请求将暂停并发出电子邮
件警报（使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要求对相应磁盘进行手动存储分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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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管理员对存储进行分区，并编辑 SPM XML 文件。然后可以恢复请求。此时，Matrix OE
会使用相应的 SPE（不重复上述算法）。

6. 对于所有暂停以进行存储设置的请求，管理员可手动创建存储池条目，并尝试手动执行该条
目或通过 SPM（可能满足预设置存储的要求或使用按需设置（如果启用））执行该条目。对
于暂停以进行存储分区的请求，在存储管理员手动对存储进行分区并编辑 SPM XML 文件以
反映该分区之后，可恢复这些请求。

注意： 继续执行为进行手动存储设置而暂停的请求时，架构流程会重新输入保留算法，应用相
同的逻辑来满足逻辑服务器的引导磁盘和数据磁盘要求。

通过 SPM 执行时，IO 会监视作业的状态。完成后，它会在服务请求中使用该存储。继续执行为
进行手动存储分区而暂停的请求时，架构流程算法会使用已通过 SPM 完成的适当 SPE（现已进
行分区因而适合使用）。

若使用上述步骤，尝试满足存储要求时要遵守以下优先级：

1. 尝试：通过多启动器 NPIV 进行静态 SAN 卷自动化（每个卷位于一个独立的 SPE 中）
2. 回退到：通过 LUN 屏蔽的动态 SAN 卷自动化（在 SPE 中合并卷）

a. 搜索现有 SPE
b. 如果没有找到任何 SPE，将自动生成 SPE，并尝试通过 SPM 来完成

3. 回退到：手动存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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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trix 架构流程中的多租户
多租户可为每个组织提供一个虚拟架构流程系统，从而允许在独立的租户之间动态并安全地共享
数据中心资源。在 Matrix 架构流程中，租户称为组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位于 http://www.hp.com/go/matrixoe 的《Multi-Tenancy in HP Matrix
OE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和《HP CloudSystem Matrix Step-by-Step Guide: Multi-tenancy》。

组织概述
组织的虚拟架构流程系统供以下企业实体使用：

• 具有要使用架构流程系统创建服务的多个用户或用户组

• 需要将关于资源、活动和用户的信息在组织内部保密并确保不受其他组织干涉

不同的组织使用的 IO 系统之间存在信息安全和私密性。无法从组织访问服务提供程序或 CMS。
Matrix 架构流程包含两个层级，即服务提供程序和组织。

• 服务提供程序

Matrix 架构流程包含单个永久服务提供程序（实际上为以前版本中的 IO 系统）。该服务提
供程序包含下列角色：

◦ 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

使用架构流程控制台，可以登录到任何组织的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和架构流程
自助服务门户

–

– 对 IO 系统及其所有资源拥有完全访问权限和控制权限

– 负责在架构流程控制台中创建组织并为其分配资源

– 可以创建池并为其分配服务提供程序用户

◦ 服务提供程序架构师

可以访问架构流程设计器以创建、修改和发布服务提供程序和组织的模板

◦ 服务提供程序用户

可以登录到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并使用已发布的模板发出设置请求

• 组织

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动态创建组织并通过架构流程控制台为该组织提供资源。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 “创建组织” 和 “向组织添加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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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MS 上为每个组织创建两个 Microsoft Windows 组：

◦ <组织-ID>_Administrators 使用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管理组织的虚拟 IO 系统。

◦ <组织-ID>_Users 实质上与服务提供程序用户相同，但组织用户的访问和控制权限仅限
于分配给组织虚拟 IO 系统的资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将用户分配给组织”。

架构流程多租户中的安全性
架构流程中的多租户可确保一个组织的信息不会传递到另一个组织。表 9 “对服务提供程序和组
织的管理员及用户可见的资源” 和 表 10 “对服务提供程序和组织的管理员及用户可见的信息” 显
示了如何过滤资源和信息。

资源访问权限
架构流程中的资源访问权限采用分层结构。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对资源的访问权限不受限制，并
可以将资源提供给组织使用。在组织内，组织管理员控制组织用户对计算资源的访问权限。

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将服务提供程序用户分配给模板。但是组织管理员无法将组织用户分配给模
板。组织用户可以访问分配给组织的所有模板。

Windows 用户可能同时是服务提供程序用户和组织用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Windows 用户登
录到自助服务门户，那么该用户可以访问分配给自己的模板。如果 Windows 用户登录到组织管
理员门户，那么该用户可以访问分配给组织的所有模板。

表 9 对服务提供程序和组织的管理员及用户可见的资源

组织用户/组访问组织管理员访问
服务提供程序用
户访问

服务提供程序管理
员控制来源资源

如果已由组织管理
员分配给组织则可
见（仅限已发布）

如果已由服务提供
程序管理员分配给
组织则可见（已发
布和未发布）

如果已发布，则
可见。如果启用
了访问限制，则
在已发布并且模

分配给一个或多个
组织和/或限制服
务提供程序用户/
组访问

由 IO 架构师使用
架构流程设计器创
建

架构流程模板

板已分配给用户/
组时可见

如果已由组织管理
员分配给组织则可
见

如果已由服务提供
程序管理员分配给
组织则可见

无限制分配给一个或多个
组织1

由 IO 创建或发
现；可由服务提供
程序管理员编辑

网络

如果分配给组织且
用户已由组织管理

如果已由服务提供
程序管理员分配给
组织则可见

如果资源保留在
服务提供程序级
别且用户已由服

保留在服务提供程
序级别或分配给一
个组织

由 IO 发现计算资源（物理
服务器、VM 主
机、ESX 资源池
和云资源）2

员分配给包含该资
源的池，则可见务提供程序管理

员分配给包含该
资源的池，则可
见

为每个组织分配一
个单独的存储标

由 Matrix OE 自动
生成，或者由服务

存储池条目

记。匹配逻辑磁盘提供程序管理员使
标记与存储池条目用 Matrix OE 逻辑
标记，或使用 IO服务器管理（也可
模板中的标记选择以使用 Storage
适当的 SPM 存储
模板

Provisioning
Manager）创建

1 IO 不包含或排除 VLAN 之间的活动防火墙。
2 只有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可以执行刀片式物理服务器的存储管理。

信息安全
下表显示对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服务提供程序用户、组织管理员和组织用户可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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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和用户只能看到与该组织相关的信息。为防止信息通过存储从一个组织传递
到另一个组织，架构流程在删除服务时会清理引导磁盘和数据磁盘。

只有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可以登录到架构流程 CMS 访问其他技术，如逻辑服务器管理和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以及详细的架构流程日志。

表 10 对服务提供程序和组织的管理员及用户可见的信息

使用自助服务门户的
组织用户

使用组织管理员门户
的组织管理员

使用自助服务门户的
服务提供程序用户

使用控制台的服务提
供程序管理员信息

不可见：
其他用户

分配给组织的用户和
组
不可见：
其他组织

不可见：
其他用户

与每个组织关联的
Windows 用户和组

用户1

来自用户以及该用户
所属的所有组织的消
息

来自所有组织用户的
请求的消息

来自用户的请求的消
息

不受限请求消息

由用户创建的服务由所有组织用户创建
的服务

由用户创建的服务不受限服务2

1 用户可以属于多个 Windows 组；可以进行带外信息共享。
2 服务名称在组织中必须唯一，但不同的组织可以使用相同的名称。但是，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或用户不能使用某组织

正在使用的名称创建服务。

创建组织
使用架构流程控制台时，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必须先在 Organization 标签中创建组织，组织管理
员才能够登录到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

创建组织后，每个组织均具有一个唯一名称和一个唯一标识符，格式为 org<十进制数字串>。组
织标识符适用于 CMS 上的本地 Windows 组（包含组织管理员和用户）的名称。对组织进行重
命名时，组织标识符不变。

要创建组织：

1.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的 Organization 标签中，单击 Create。此时将出现 Create new Organization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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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Organization Name 中，输入新组织的名称。
3. 单击 Add。
4. （可选）添加组织管理员。输入本地用户、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AD) 用户或 Windows

AD 组的名称，然后相应地单击 Add User 或 Add Group。
5. （可选）添加组织用户。输入本地用户、Windows AD 用户或 Windows AD 组的名称，然
后相应地单击 Add User 或 Add Group。

6. 单击 Close。
要删除一个组织、该组织不能拥有分配给它的任何计算资源，并且所有服务必须已删除。

删除一个组织
要删除一个组织、该组织不能拥有分配给它的任何计算资源，并且所有服务必须已删除。

1. 在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组织管理员门户的 Services 标签中，删除组织的用户提供的所
有服务。

2. 在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组织管理员门户的 Servers 标签中，将所有服务器池移动到未
分配的池中。这些池会显示在架构流程控制台的 Servers 标签中。

3.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中，取消分配组织的所有模板、网络和服务器池。

4. 从架构流程控制台的 Organization 标签中删除组织。

将用户分配给组织
使用架构流程控制台时，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通过添加预先存在的本地 Windows 用户填充 <组
织-ID>_Administrators 和 <组织 ID>_Users 组。如果 CMS 是 Windows 域的一部分，预先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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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组也可以添加到 <组织-ID>_Administrators 和 <组织 ID>_Users
组。

高可用性( HA) CMS 故障切换到新节点后，会在该新节点上为每个组织自动创建 <组织
-ID>_Administrators 和 <组织-ID>_Users 组。对当前活动节点不再有效的组会被删除。

注意： 如果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在组织管理员门户外（例如，在 Windows 本地用户和组中）
修改 <组织-ID>_Administrators 或 <组织-ID>_Users 组，则 Matrix 架构流程必须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运行。否则，重新启动架构流程时将丢失所有更改。
在组织管理员门户外进行更改后，运行 ioexec sync Organizations，或根据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 文件中
organization.sync.interval 的值等待 IO 自动同步这些更改。缺省值为 600 秒（10 分
钟）。

向组织添加资源
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在架构流程控制台的 Organization 标签中为组织分配计算资源。
缺省情况下，新创建的组织包含 Maintenance 池和 Unassigned 池。

重要信息： 要将计算资源分配给组织、该计算资源必须位于服务提供程序的 Unassigned 池中，
并且处于未使用状态。

将计算资源分配给组织之后，该计算资源将出现在组织的 Unassigned 池中。通过 Organization
标签还可以从组织中删除资源。这些删除的计算资源会移到服务提供程序的 Unassigned 池中。
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可以分配和取消分配：

• 一组计算资源，其中计算资源可以是虚拟机主机，物理刀片式服务器、ESX 资源池或云资
源。

计算资源不能在组织之间共享。

服务提供程序和组织的管理员可以创建资源池。如果计算资源未使用且处于 Unassigned 池
中，则可以将其分配给一个组织或从该组织中分配出去。只有组织的 Unassigned 池对服务
提供程序管理员可见。

HP 建议群集的所有节点都保留在服务提供程序级别或分配给同一组织。

• 一组网络。

网络可以分配给多个组织。架构流程不会阻止在组织之间共享网络；它是一个服务提供程序
决策。服务提供程序管理员可以将网络分配给一个或多个组织。可从组织中取消分配正在使
用的网络。任何现有服务均不会受影响，但组织用户不能再创建使用该网络的服务。如果服
务提供程序策略禁止网络共享，则在将网络重新分配给另一个组织之前，必须删除使用该网
络的所有服务。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将网络分配给组织进行 VLAN 分隔”。

• 一组架构流程模板。

IO 模板可以分配给多个组织。

要分配或取消分配资源：

1.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的 Organization 标签中，选择一个组织。此时在右侧的 Organization 列
表中将显示组织名称。

2. 在 Service Provider 列表中，选择计算资源、网络或模板。
只能移动服务提供程序的未分配池中未在使用的计算资源。

3. 展开树，在左侧的 Service Provider 列表中选择资源并单击右箭头，从而选择一个或多个资
源。这样可将选定的资源放在右侧的 Organization 列表中，从而将资源分配给组织。选择一
个资源并单击左箭头可从组织取消分配资源。

继续选择资源，使用箭头调整分配给组织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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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 Save。

将网络分配给组织进行 VLAN 分隔
将不同的 Matrix 架构流程网络分配给每个组织，为物理或虚拟主机的设置提供 VLAN 分隔。
定义 IO 模板时，可以使用属性（而不是通过选择特定的网络）来指定网络。其中的一个属性是
网络名称。使用命名约定，模板可以在服务的分配过程中，按其部分名称和已分配给组织的适当
网络来调用网络。例如：

1.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标签上，将 VLAN organization_1_Production 和 organization_2_Production
分别分配给 organization_1 和 organization_2。

2. 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创建模板并指定网络，如下所示：

a. 在 Configure Network 标签中，选择 Specify desired attributes
b. 指定 Allocation Name Hint: 作为 _Production

为 organization_1 创建服务时，网络将绑定到 organization_1_Production。
为 organization_2 创建服务时，网络将绑定到 organization_2_Production。

注意： 如果通过选择 Specify desired attributes 指定网络，则不能在创建服务时定制网络。只
能对指定的网络执行网络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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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故障排除
验证 CMS 配置

Matrix 架构流程利用 vseassist 工具和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诊断菜单来帮助识别和解决任何
CMS 配置问题。检查 CMS 配置任务将在 CMS 上执行配置检查。要运行此任务，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菜单中选择诊断→排除 Matrix OE 故障→检查 CMS 配置。此外，当在系统上安
装架构流程时，将执行一系列与架构流程配置和资源可用性相关的检查，以帮助识别任何架构流
程配置问题。

IOAssist 有自己的命令行界面。但是，IOAssist 主要通过 vseassist 使用，即通过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界面或者 vseassist 命令行界面 (vseassist-c) 使用。有关 vseassist 的详细信息，请
参阅 vseassist(1M) 联机帮助页和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帮助系统。

概要
ioassist [–f <过滤>] [–o <输出类型>]
ioassist —g <组 ID> [–f <过滤>] [–o <输出类型>]
ioassist —c <检查 ID> [–d] [–f <过滤> ] [–o <输出类型>]
ioassist —L <locale>

其中：

• [–f <过滤>] 按级别过滤输出内容。有效条目为 ALL、PASS、INFO、WARN 和 FAIL。

• [–g <组 ID>] 对特定组执行检查。

• [–d] 强制执行整体依赖检查（仅与 —c 一起使用）。

• [–c <检查 ID>] 将验证给定的检查标识号所标识的检查。

• [–L <locale>] 以相应语言（en 表示英语，ja 表示日语）显示输出内容。

• [–o <输出类型>] 将以 DEFAULT 或 XML 格式显示输出内容。

• [–l ] 列出可用的检查和组，或者某个给定组可用的检查。

• [–h ] 显示帮助和退出。
示例：在 CLI 中运行全部检查
..\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ioassist -g all

HP IO Assist tool
Executing checks...
Checking group all
-----------------------------------
Check: HP IO Database Responsiveness
Result: PASS
Actions:
-----------------------------------
Check: HP SIM Responsiveness in Primary CMS
Result: PASS
Actions:
-----------------------------------
Check: HP IO And Domain User Groups Configured
Result: WARN
Actions:
There are no users or user groups in the HPIO_Architects group in the Primary CMS.
Assign a valid user or user group to the HPIO_Architects group.
There are no users or user groups in HPIO_Users group in the Primary CMS.
Assign a valid user or user group to the HPIO_Users group.
(...)
Amount of checks executed: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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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流程提供的检查

说明名称

验证 CMS 在联合环境中的通信是否正常IO CMS 通信

验证用于数据库通信的架构流程配置文件IO 数据库的响应能力

验证架构流程和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之间的通信IO 响应能力

验证架构流程用户组在 Windows 中是否正确配置以执行
基本操作

已配置的 IO 用户组

验证架构流程用户组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是否
正确配置以执行架构流程操作

HP SIM 中配置的 IO 工具箱

验证架构流程和虚拟机管理之间的通信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软件的响应能力

验证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的虚拟基础结构服务器
配置

虚拟基础结构服务器配置

检查部署服务器是否可用于操作系统自动部署部署服务

验证架构流程是否能够与逻辑服务器管理进行通信逻辑服务器管理通信

验证在架构流程中是否至少有一个网络是以最小必要参数
正确配置的

IO 网络配置

检查架构流程用户池（虚拟的和物理的）上资源的可用性IO 用户池配置 — 资源可用性

检查是否有分配给架构流程池的用户IO 用户池配置 — 分配给池的用户

为每个已配置的组织验证网络、资源池、用户池、用户组
和模板

组织、池、网络、用户和模板

检查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中配置的可用架构流程工
作流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配置

检查是否为操作系统自动部署正确配置了虚拟软件定制虚拟软件定制

检查是否有已发布的有效架构流程模板可用和已发布的 IO 模板

检查每个 VCDG 上是否有可用于物理设置的存储池分配给 VCDG 的存储池

检查是否有可供设置的物理和虚拟网络或两者的混合可用网络

检查是否有可用于架构流程操作的虚拟和物理服务器服务器可用性

检查部署服务器是否有用于操作系统自动部署的软件可用软件

验证是否有已配置的云容量池，并显示池的数量。云容量池配置

验证是否有可用的云软件映象，并显示映像的数量。云容量池中可用的软件映象

检查云服务器是否显示为已由 IO 创建但不再受 IO 管理，
并显示这些未知云服务器的名称。

不再受管的云服务器

检查防火墙（安全组）是否显示为已由 IO 创建但不再受
IO 管理，并显示这些未知防火墙的名称。

不再受管的云防火墙

对于执行的每项检查，将显示下列某种状态指示符：

• PASS — 未发现配置问题。

• FAIL — 发现严重的配置问题，必须将其解决才能正常运行。

• WARN — 发现配置问题。此问题不一定会影响正常运行，但可能会限制运行某些功能。

• N/A — 不适用：该检查不适用于此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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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IOAssist 超时

IOAssist 中的检查无法与架构流程通信，从而生成一个 TimeoutException。问题

响应 VM 主机的详细信息时，在虚拟机管理中出现延迟。
每次 IOAssist 检查缺省的超时时限为两分钟。超时说明检查的组件（架构流程及其子系统或部件）
没有响应或不可用，或者未在适当的时间内作出响应。

可能的原因

如果 IOAssist 超时，则认定该组件未在预期的时间内作出响应。不要认定该组件不可用。可以通
过 IOAssist 错误消息得出任何其他结论。

选择下列选项之一：操作

• 在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ioassist.properties 中，将 timeout.await 设置为大于 120 秒的值。

• 在 Windows 命令提示符中，执行 ioassist 命令行。

手动启用联合 CMS
联合 CMS 环境包含一个运行架构流程的主要 CMS，和一个或多个运行 Matrix OE 的辅助 CMS。

首次安装时，会缺省启用 Matrix 架构流程联合 CMS。首次安装结束时，Insight Management 安
装程序将显示以下内容：

问题

警告 — HP Matrix 架构流程已成功安装，但联合 CMS 功能未启用。有关如何启用联合 CMS 的
信息，请参考《HP Matrix 架构流程用户指南》。

安装过程中，无法将 CMS IP 地址正确解析为 CMS FQDN，因此安装程序会将该 CMS IP 地址添
加到 managed_cms_list 属性中。但是，必须使用 CMS FQDN 配置 managed_cms_list。

可能的原因

在联合 CMS 环境中，正向 DNS 查找会将 CMS 主机名解析为 IP 地址。此外，在主要 CMS 上，
必须为每个辅助 CMS 解析正向和反向 DNS 查找。

操作

1. 确定所有 DNS 查找都可以使用每个系统的 FQDN 进行解析。
2. 手动启用联合 CMS。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配置联合 CMS 环境” 和《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Federated CMS Overview》白皮书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创建服务

创建物理服务

无法在同一 Virtual Connect 域组中分配服务器和网络

Unable to allocate servers and networks in the same Virtual Connect
Domain Group. Either more available servers are required, or could not

失败消息

match existing servers against memory size, disk space and processor
count requirements.

保留已失败，因为：可能的原因

• 创建请求中引用的服务器池中没有足够的合适服务器。

• 被认为可以使用的一个或多个服务器实际上位于维护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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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的用户服务器池中至少有一个刀片式服务器已分配了配置文件。

操作 • 验证创建请求中引用的架构流程服务器池是否包含足够的合适服务器（考虑模板的所有服务器
要求、存储要求和网络要求）。

• 检查是否有服务器由于之前的设置失败而被移到维护池中。检查是否有“clean-me”逻辑服务器。
如果有，请执行手动清理过程。请参阅 “手动清理过程（物理）”。

• 如果这些步骤查不出问题，请检查每台架构流程认为空闲的服务器（仅刀片式服务器），了解
是否已向其分配 Virtual Connect 配置文件。为此，请找出架构流程中每一台可用（而非“使用
中”）的刀片式服务器，并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选择工具→集成控制台→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2. 选择 Server Profiles 标签，取消与刀片式服务器相关的任何配置文件的分配。
3. 从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屏幕中，选择 Tools→Logical Servers→Refresh 以刷新 Matrix

OE，并使所做的更改生效。
4. 在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Console Servers 标签中，单击环形绿色箭头图标（在 Click

to refresh server resources 左侧）来检测更改。

至少有一个操作系统或软件部署失败

Task for logical server <logical server name> …. Failure: At least one
OS or software deployment has failed. Check the deployment service to
diagnose the details.

失败消息

可能的原因 • 已分配给服务器的 LUN 有问题或服务器上的固件有问题

•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没有为架构流程修改 Erase ProLiant ML/DL/BL Array
Configuration {LinuxPE} 作业。

要检查 LUN 和/或服务器固件，请执行以下操作：操作

1. 使用远程桌面并登录到服务器部署服务器。
2. 为逻辑服务器 XYZ 机箱托架检查服务器部署控制台。此消息应为 RDeploy: The disk was

not found。

3. 在请求消息中，找到已分配给逻辑服务器的 LUN。
4. 如果消息指出 LUN 的服务器 WWN 可能有问题，请参阅 “配置存储池条目、FC 区域和磁盘
阵列显示”。

5. 如果怀疑固件有问题，请使用 iLO 来观察服务器引导过程。如果显示消息 WARNING Adapter
NVRAM contains invalid data，请按 <ALT-Q> 进入 Fast!UTIL，并重新设置适配器缺省
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更正校验和错误”。

6. 对任何受影响的逻辑服务器执行手动清理过程。请参阅 “手动清理过程（物理）”。
要修改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作业：
1. 执行 创建服务器部署作业文件夹 中的步骤。此作业必须只有两个步骤：

详细信息任务

清理磁盘运行脚本

关闭（如果可
以）

电源控制

2. 对任何受影响的逻辑服务器执行手动清理过程。

服务设置请求已暂停

Provisioning request for <service_id> has paused. Manual data disk
allocation is required.

失败消息

此错误表示现有的 LUN 数不足以设置服务。可能的原因

创建 LUN 并继续进行设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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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磁盘请求中设置存储时发生超时

Timeout occurred while provisioning storage.失败消息

提交多磁盘请求（例如，包含一个服务器、一个专用磁盘和一个共享磁盘的逻辑服务器组）所花
费的时间比预期的长并且超时。

可能的原因

操作 1.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Requests 标签中，删除已暂停的请求。
2. 编辑架构流程属性文件（位于缺省位置 C:\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中的 timeout.generate.storage.entry
属性。

3. 将缺省超时值从 25 分钟（1500 秒）增加到 60 分钟（3600 秒）。
4. 编辑逻辑服务器管理属性文件（位于缺省位置 C:\Program Files\HP\Virtual Server

Environment\conf\lsa\lsa.properties）中的 spm_timeout 属性。
5. 将缺省超时值从 20 分钟（1,200,000 毫秒）增加到 40 分钟（2,400,000 毫秒）。
6. 重新启动 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
7. 重新启动 HP Logical Server Automation 服务。
8. 在 Templates 标签上，选择模板并提交新的创建服务请求。

由于 UUID 无效导致逻辑服务器任务失败

Task for logical server <logical_server_id> has failed. Logical server
job (ID = …) completed with a failure status. The deployment server does

失败消息

not have the specified system UUID recorded. Deployment Service Connector
cannot confirm the system UUID provided by the caller.

部署服务器无法引导该服务器。如果已将操作系统部署到与该服务器连接的 LUN 上，则服务器将
从已分配的 LUN 上引导，而不会引导到指定的部署服务器，这样可能会发生上述问题。

可能的原因

操作 1. 查找 Provisioning logical server 消息，确认使用中的刀片式服务器。
2. 对任何受影响的逻辑服务器执行手动清理过程。请参阅 “手动清理过程（物理）”。

存储池条目状态为“Presentation Completed with Errors – Inoperable”或“Presentation Completed –
Inoperable”

从已导入到 SPM 的阵列创建存储池条目后，Matrix OE visualization Manage Storage Pool 屏幕
上的存储池条目状态为“Presentation Completed with Errors Inoperable”或“Presentation Completed
Inoperable”。

问题

当阵列导入到 SPM 时，在 Array Properties 屏幕上选择了 Matrix 安全组以外的安全组。可能的原因

存储管理员或有权使用 SPM 的管理员应执行下列步骤。操作

1. 通过将浏览器指向 https://localhost:8000 启动 SPM，其中“localhost”是 CMS 的名称。
2. 右键单击某个阵列，然后选择 Change Security Group。
3. 选择 Matrix Security Group。
4. 在 Matrix OE 中，在 Tools→Logical Servers→Refresh 或 Modify→Logical Server Storage Pools
屏幕上刷新存储池条目。

无法运行的存储池条目的状态将变为“Presentation Completed – Available”。

自动设置存储失败并出现“No matching storage found”错误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管理请求符合 IO 模板中的要求的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存储。在
某些环境中，自动设置不会成功并显示错误“No matching storage found”。

问题

对于 IO 中的非冗余存储请求：可能的原因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管理选择一个结构，询问 SPM 该结构上是否存在任何符合 IO 架构师定义
的要求的存储。如果该结构未返回任何匹配的存储，则逻辑服务器管理将尝试列表中的下一个结
构，直至找到存储或查找完所有结构。如果查找完所有基础结构后仍未发现匹配的存储，则自动
设置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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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结构用于第一个卷，则必须在同一结构上发现同一存储池条目中的所有其他卷，否则自动设
置将失败。

对于 IO 中的冗余存储请求：
由于要尝试的基础结构组合可能很多，因此逻辑服务器管理将会通过仅选择与自然成对的连接托
架相关的成对基础结构来限制组合数量。例如，在机箱中托架 3 和 4 是自然成对的，5 和 6 以及
7 和 8 也是自然成对的。仅当 VC 域组中只有两个基础结构时才会尝试非自然成对的基础结构。
一旦基础结构对用于第一个卷，则必须在同一基础结构对上发现同一存储池条目中的所有其他卷，
否则自动设置将失败。

使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逻辑服务器管理 Modify→Logical Server Storage Pools 屏幕手动配置
存储。

操作

如果与使用基于 SLVM 文件的存储的 guest 虚拟机相关，则逻辑服务器无法运行

启动 HP Integrity VM 主机后，如果与使用基于 SLVM 文件的存储的 guest 虚拟机相关，则逻辑服
务器无法运行。

问题

HP Integrity guest 虚拟机可使用 SLVM 存储，在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管理中称为基于文件的存
储。这些卷是在 HP-UX LVM 卷组中创建的。缺省情况下，HP-UX 主机启动时卷组未联机。这会导
致现有的 guest 虚拟机无法访问其存储，进而导致任何关联的逻辑服务器无法运行。

可能的原因

为每个 SLVM 卷组创建一个多节点 Serviceguard 程序包以在主机重新引导后激活卷组。这样，在
HP Integrity VM 主机启动过程中启动 Serviceguard 时，SLVM 卷组就可以启动。
按照《HP Integrity Virtual Machines 4.3：安装、配置和管理》(www.hp.com/go/hpux-hpvm-docs)
中 10.5.2（创建并配置带有 SLVM 后备存储的作为 Serviceguard 程序包的 VM）部分的前两个步
骤执行操作。

操作

要使 Serviceguard 在 HP Integrity VM 主机引导过程中自动启动，请在 /etc/rc.config.d/
cmcluster 中将 AUTOSTART_CMCLD 设置为 1。

找不到服务器序列号或逻辑服务器任务失败

失败消息 • Could not find server with serial number <serial_number>.

• Task for logical server <logical_server_id> has failed. Logical server
job <job_id> completed with a failure status. Failure: Exception
creating connection to: 15.2.50.138; nested exception is:
java.net.NoRouteToHostException: No route to host: connect.

• Task for logical server <logical_server_id> has failed. Logical server
job <job_id> completed with a failure status. Failure: no such object
in table.

已分配的刀片式服务器在设置过程中遇到硬件或固件问题，如供电不足警报或断电。可能的原因

操作 1. 使用管理员面板检查刀片式服务器的状态。
2. 检查刀片式服务器是否安装了最新的固件。
3. 对任何受影响的逻辑服务器执行手动清理过程。请参阅 “手动清理过程（物理）”。

“手动存储设置”电子邮件指出，应该添加超过要求数量的数据 LUN

“手动存储设置”电子邮件指出，应该添加超过要求数量的数据 LUN。问题

当向现有服务添加新服务器并且满足以下条件时，将会发送此电子邮件：可能的原因

• 使用“添加服务器”功能向已部署的服务器组添加了服务器。

• 所选组中的服务器已连接到共享数据磁盘。

• 需要对数据磁盘进行手动存储设置。

如果收到此电子邮件，请将 LUN 信息添加到新服务器和现有服务器。只需要将 LUN 信息添加到
新服务器的 Matrix OE 存储池条目。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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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使用静态 IP 地址向现有服务添加服务器

无法使用静态 IP 地址向现有服务添加服务器。问题

静态 IP 分配限制。
当某个服务包含多个服务器，且使用静态 IP 地址配置网络时，将无法向已设置的服务添加其他服
务器（即使架构流程界面允许您创建该请求，且不发出警告）。此类请求在处理时会失败。

可能的原因

如果模板使用静态定义的 IP 地址和自动分配的网络来定义服务器组，则只能对模板中的服务进行
一次设置。通常，模板中的静态 IP 地址与明确定义的网络一起使用。Matrix 架构流程不支持将多
个基础结构分为包含重复 IP 地址集的单独网络和 VLAN。当静态 IP 地址被分配给某个网络时，将
不能再分配给其他网络。

在每次使用模板时更改模板中的静态 IP 地址，或者使用自动 IP 地址分配。自动分配功能使您能够
对多个基础结构多次使用该模板，每次向服务分配不同的 IP 地址集合。

操作

设置请求在手动分配存储时保持暂停状态，无法创建存储池条目

设置请求在手动分配存储（约 5%）期间保持暂停状态，并且由于 VC 域组未在“Storage Pools”屏
幕中列出，因此无法在 Matrix OE 上创建存储池。

问题

VCDG 使用出厂缺省 MAC/WWN 设置。Matrix OE 和架构流程不支持使用出厂缺省 MAC/WWN
设置的 VCDG。逻辑服务器需要能够从一个刀片式服务器移动到另一个刀片式服务器的可移植
WWN 和 MAC 地址。

可能的原因

在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中创建 VCDG 时，选择 HP Pre-Defined 选项以启用可移植
WWN 和 MAC 地址（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文档，网址为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信息库）。

操作

• 要避免此问题，请确保来自未配置为可移植地址的 VCDG 的服务器不包括在架构流程服务器
池中。

• 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请取消请求，并使用目标架构流程池（包含具有可移植地址的 VCDG 的
服务器）重新提交请求。

在设置 Integrity 刀片式服务器的过程中，出现 Integrity 固件刀片式服务器损坏

在设置以下 Integrity 刀片式服务器的过程中出现 Integrity 固件刀片式服务器损坏：BL870c、BL870c
i2、BL890c 或 BL860c i2。

问题

部署 Integrity 刀片式服务器时，在设置和取消设置的过程中 Matrix 架构流程执行了电源周期操
作。如果在引导过程完成之前发生了电源周期操作，则刀片式服务器 HBA 固件可能会损坏。

可能的原因

电源周期时间要求测量的是从开机到 EFI Shell 提示符出现的时间。

为正确执行物理设置，必须对架构流程和逻辑服务器管理进行相应的配置，以便等待一段合适的
时间让最慢的刀片式服务器完成引导。

操作

• 在架构流程的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conf\hpio.properties 文件中，增加 serverboot.physical.wait.seconds 属性。

• 在逻辑服务器管理的 ..\Program Files\HP\Virtual Server environment\conf\
lsa\lsa.properties 文件中，增加 INTEGRITY_POWERON_WAITTIME 属性。

以下是建议的最小值。根据各个刀片式服务器的内存大小和 HBA 卡的数量，值可能会大于建议的
最小值。

• Integrity BL860c 和 BL860c i2 刀片式服务器：

◦ 对于架构流程 serverboot.physical.wait.seconds，使用缺省的最小值 360 秒。

◦ 对于 LSM INTEGRITY_POWERON_WAITTIME，使用缺省的最小值 360000 毫秒。

• BL870c 和 BL870c i2 刀片式服务器：

对于架构流程 serverboot.physical.wait.seconds，使用缺省的最小值 540 秒。◦
◦ 对于 LSM INTEGRITY_POWERON_WAITTIME，使用缺省的最小值 540000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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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890c 和 BL890c i2 刀片式服务器：

◦ 对于架构流程 serverboot.physical.wait.seconds，使用缺省的最小值 1080 秒。

◦ 对于 LSM INTEGRITY_POWERON_WAITTIME，使用缺省的最小值 1080000 毫秒。

当 gWLM 控制主机时，无法部署 Integrity VM guest

如果 IO 选择 gWLM 控制的主机来部署 Integrity VM guest 服务模板，guest 虚拟机将无法启动并
会在 /var/opt/hpvm/common/command.log 中显示以下消息：

问题

05/31/12 11:43:45|ERROR|Guest_number|root|Guest Guest_number has been
marked as not startable.

05/31/12 11:43:45|ERROR|Guest_number|root|An external manager (gWLM) is
managing VMs on this Host. This manager is located on location and can
be accessed via http://location. Add the VM to the manager to make it
available for starting.

当 gWLM 控制 VM 主机时，无法部署 Integrity VM guest。可能的原因

排除来自 IO 服务器池的 gWLM 所控制的任何 Integrity VM 主机和 VSP。操作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期间的操作系统部署在部署到 SAN 引导的物理服务器时失败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期间的操作系统部署过程在部署到 SAN 引导的物理服务器时失败。问题

如果目标服务器正在与环境中的其他服务器共享 FC 区域，SAN（如 RSCN，注册声明更改通知）
事件中的更改可能会导致操作系统部署或 SAN 引导失败。

可能的原因

使用启动器 WWN 区隔离结构中的各个服务器。在 SAN 中（服务器从 SAN 中的某个磁盘启
动），这是一种典型的最佳实践。请参阅 “配置存储池条目、FC 区域和磁盘阵列显示”。

操作

在目标重新配置阶段，服务创建失败

在目标重新配置阶段，服务创建失败。
使用 RedHat Enterprise Linux 6 操作系统创建服务时，服务创建偶尔会失败。

失败消息

由于 HP Health Agents 8.70 及更高版本出现问题，无法关闭目标服务器。可能的原因

操作 1. 确定维护服务器池中出现故障的目标服务器。
a. 在架构流程中，选择 Servers 标签。
b. 展开 Maintenance 服务器池。
c. 请注意，此服务器池中服务器的名称与服务器的序列号相同。

2. 从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删除逻辑服务器。
a.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选择工具→Matrix OE visualization。
b. 从 Perspective 下拉框中选择 Logical Server。
c. 确定逻辑服务器条目，其中名称以“Clean-me”开头且包含前面记录的序列号。
d. 选择这些逻辑服务器，并通过选择 Delete→Delete Logical Server 将它们删除。

3. 成功删除逻辑服务器之后，将这些服务器从维护池移到适当的服务器池。
a. 选择工具→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然后选择 Servers 标签。
b. 选择维护池中的服务器将移到的服务器池。
c. 单击 Modify Pool 按钮。
d.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 Maintenance。
e. 选择需要从所显示列表中移动的服务器，然后单击 >> 按钮。
f. 保存服务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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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时，物理请求的服务创建失败

选择使用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的物理模板时，服务创建将失败。目标服务器上的 HP Insight
Management WBEM 提供程序安装挂起。

问题

架构流程在等待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完成 Insight Management Agent 安装时超时。可能的原因

请求失败时，架构流程会自动重试请求，并使用已请求的服务设置新服务器。原始服务器将移到
维护池并进行清理，然后移回有效的服务器池。如果经常发生该故障，则可执行以下步骤禁止安

操作

装 Insight Management WBEM 提供程序。若未安装 WBEM 提供程序，则 Insight Management
SNMP 代理继续提供管理功能。
1. 编辑 <Insight Management 安装文件夹>\rdp\deployment server\hpfeatures\

hpagents-ws\components 文件夹下的 install.cmd 文件，并删除以下两行。

• call :installsc wbem%PROCESSOR_ARCHITECTURE%

• if %cpresult% geq 1 set /a cpresults=cpresults+1

2. 保存该文件。
新的服务请求现在不再尝试安装 Insight Management WBEM 提供程序。

带有未来启动日期的请求停留在 10%，状态为 Reserved

带有未来启动日期的请求为 10%（Progress 字段），状态为 Reserved（而不是 Scheduled）。问题

此请求已被调度，但状态未更新。可能的原因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操作

• 等到选定的开始日期，此时该请求应自动开始设置。

• 取消请求，然后重新提交。

注意： 如果准备将来在设置服务前对租用期进行更改，请选中此选项。

• 重新启动架构流程，将更新请求状态。

在最后的个性化步骤过程中，使用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进行物理服务器设置失败

当已用 IE 中的自动代理配置脚本完成 CMS 的配置时，在最后的个性化步骤中，使用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的物理服务器设置失败。

问题

与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中配置的自动配置脚本通信时存在问题或延迟。此问题存在于
Windows .NET 中，并且代理配置将在 IE 和 .NET 间共享。
如果代理配置导致物理部署失败，则位于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logs 的架构流程日志文件将显示类似如下的错误：

可能的原因

ERROR com.hp.hpio.sbapi.tasks.CreatePhysicalServerTask.execute — Error
personalizing OS with host uuid: 38C77BED-9FAE-4886–8C06–0F536BA46507
com.hp.hpio.sbapi.exception.AresAdapterException: Deployment server did
not accept customization data.

用于控制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的连接器软件的日志文件 (..\Program Files\HP\Systems
Insight Manager\logs\Alc1_0.0.log) 显示，执行定制的操作已超时。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操作

• 使用显式代理服务器地址和相应异常（而不是自动配置脚本）配置 Internet Explorer。如果服务
器部署服务器位于 CMS 上，选中“跳过本地地址的代理服务器”。否则，将服务器部署服务器
的地址添加到配置代理服务器时的“高级”选项的“例外情况”字段中。

• 为 Internet Explorer 提供 .NET 配置文件，以便其不使用系统缺省代理。创建用于以下内容的
文件 ..\Program Files\HP\Systems Insight Manager\bin\
alc-rdpaccess.config：

<configuration>
<system.net>

<defaultProxy>
<proxy usesystemdefault = "false" />
</defaultPro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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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net>
</configuration>

即使服务器存在于已分配的池中，服务器保留和分配仍会失败

即使服务器存在于满足模板要求的已分配池中，服务器保留和分配失败仍会失败并显示以下消息。问题

• Reservation failed for logical server <server>. Unable to find a
physical server with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There are no valid
available targets to provision the service. Check if the targets in
the selected pools are in maintenance.

• Unable to allocate servers and networks in the same Virtual Connect
Domain Group. Either more available servers are required, or could
not match existing servers against memory size, disk space and
processor count requirements.

因为逻辑服务器管理和 OA 之间出现通信错误，Matrix 架构流程的 Resource Manager 在发现资
源期间已将服务器标记为“无效”。

可能的原因

检查机箱内刀片式服务器的状态。操作

1.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中，选择 Servers 标签并查看 Enclosures 列。该列标识了环境中的 C 系列机
箱。

2.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所有机箱集合中找到每个机箱。每个机箱的页面包括了指向 Onboard
Administrator (OA) 的链接。

3. 登录 OA；在机箱信息下单击设备托架，解决所有状态错误或警报。

提示： 在某些情况下，状态错误可以通过重置活动 OA 来解决。

创建请求失败，但服务仍以“Reserved”状态在 Service 标签中列出，并且未分配资源

创建请求失败，但服务仍以“保留”状态在 Service 标签中列出，且未分配资源。问题

在创建请求等待批准时，尝试进行了数据迁移。可能的原因

请勿在服务请求等待批准时尝试进行数据迁移。在迁移数据之前，批准或拒绝创建请求并允许请
求完成。

操作

创建虚拟服务

设置了 Windows 2008 R2 及更高版本的 VM 口令为空

如果 VM 通过架构流程设置了 Windows 2008 R2 操作系统，而未在 Sysprep 文件中设置任何口
令，将发生以下情况：

问题

• 在 ESX 和 ESXi 主机上部署的 VM 启动时，使用空口令即可登录。

• 在 Hyper-V 上部署的 VM 启动时，提示用户设置口令。

Microsoft 删除了 Windows 2008 R2 及更高版本中的“密码永不过期”选项（作为 Sysprep 的一部
分）。

可能的原因

VMware 覆盖选项“prompt for a password on the next boot”。

操作 • 在 Sysprep.ini 文件中为所有安装了 Windows 2008 R2 或更高版本操作系统的 VM 部署指定
明确的口令，或者

• 在 Sysprep.ini 文件中指定一个空字符串“”口令，这将导致 VMware 出现“prompt for a password
on the next b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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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逻辑服务器时出错：复制虚拟机失败：无法访问文件 vmware-template-name.vmdk

Error deploying logical server from <vm-hostname>_ls realized by
vm://<vmhost-ip>/vmfs/volumes/...<vm-hostnames>.vmx/. Copy virtual

失败消息

machine failed: Unable to access file
[inactive-datastore-name]vmware-template-name/vmware-template-name.vmdk.

在以上消息中，“/.../”代表为 VM 分配的数据存储；[inactive-datastore-name]”代表模
板所在的数据存储。

选定用于设置 ESX VM 的模板位于非活动的数据存储中。可能的原因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操作

• 激活选定的 VMware 模板所在的数据存储。

• 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选择其他 VMware 模板来设置 ESX VM。

启动虚拟机功能失败：已安装的许可证不足以执行操作

The start function on virtual machine <logical_server_id> failed: There
are not enough licenses installed to perform the operation.

失败消息

ESX 主机未获得许可。可能的原因

使用 vCenter 将完整的 ESX 许可证应用到该主机。操作

选择或创建空文件夹作为目标

Select or create an empty folder as the target destination.失败消息

架构流程尝试部署到的目录不是空的，很可能是由于没有完全清理上一次失败的设置。可能的原因

当架构流程部署虚拟机时，会创建一个用于接受所设置的虚拟机的目录结构。所创建的目录遵循
以下模式：<VMFS 卷>\<服务名称>\<VM 名称>。此文件夹包含所有与虚拟逻辑服务器相关的文
件夹和文件。删除此文件夹及其所有内容。

操作

对于 ESX，完成此操作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 vCenter 客户端浏览 ESX 服务器数据存储，然后导航
到该目录，删除违规的目录及目录内容。

无法删除 <VM 名称> 或删除失败

失败消息 • Unable to delete <vm name> on <host:path/to/vm>, VM may still exist.
Please clean up the directory manually.

• Failed to delete VM <vm name> from <host:path/to/vm>. Please clean up
the directory manually.

设置失败，架构流程与虚拟机主机的通信丢失。因此，架构流程无法删除虚拟机。可能的原因

当架构流程部署虚拟机时，会创建一个用于接受所设置的虚拟机的目录结构。所创建的目录遵循
以下模式：<VMFS 卷>\<服务名称>\<VM 名称>。此文件夹包含所有与虚拟逻辑服务器相关的文
件夹和文件。删除此文件夹及其所有内容。

操作

对于 ESX：
1. 使用 vCenter 客户端浏览 ESX 服务器的数据存储。
2. 导航到该目录，删除违规的目录及目录内容。
对于 Hyper-V：
1. 连接到 Hyper-V Hypervisor。
2. 从 Hyper-V Manager 中删除 VM（如果尚未删除）。
3. 导航到该目录，删除违规的目录及目录内容。
如果使用 HP Server Automation (SA) 部署设置 VM：
1. 删除在前面的步骤中使用的 ESX 和/或 Hyper-V VM。
2. 连接至 SA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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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 HP Server Automation (SA)“Devices”视图中，选择 VM。
4. 执行“deactivate”和“delete”命令。

新服务器不会显示在 Unassigned 池中

新服务器不会显示在架构流程 Unassigned 池中。问题

当架构流程发现资源可用且已获得许可并进行了正确配置时，会将它们添加到 Unassigned 池中。
缺省情况下，架构流程会每小时发现和更新一次可用资源。最近添加的资源要在 1 至 2 小时之后

可能的原因

才可在架构流程 Unassigned 池中使用（具体取决于其他产品的发现过程，例如 Insight Control 虚
拟机管理、VCEM 和 Matrix OE）。

操作 • 从 Matrix OE Management 屏幕中，选择 Tools→Logical Servers→Refresh 以刷新 Matrix OE
并使所做的更改生效。在架构流程屏幕中，单击 Servers 标签，然后单击 Refresh 按钮以触发
服务器清单刷新。

• 执行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发现。必须通过 IP 地址发现机制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级
别发现服务器，然后才能在架构流程中使用该服务器。必须在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中注
册 VM 主机。

• 确保服务器已许可用于 Matrix OE。

• 确保 VMware ESX 主机具有完整的 ESX 许可（而不是基本许可）。

部署 Hyper-V 模板时出现“Could not retrieve mounted disk drive details”错误

定制 Hyper-V VM 时出现错误 Could not retrieve mounted diskdrive details。失败消息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要求 Hyper-V VM 的引导磁盘必须在磁盘 ide0:0 中。可能的原因

操作 • 在 SCVMM 中编辑模板并将引导磁盘更改到 ide0:0 中，或者

• 删除虚拟机管理模板，更改原始 VM 以将引导磁盘设置为 ide0:0，然后重新创建模板。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无法管理 Hyper-V VM

Hyper-V VM 不受虚拟机管理管理。失败消息

创建服务后，如果 Hyper-V VM 在已安装了操作系统的 ide1:1 上有一个本地磁盘，则 VM 不受虚
拟机管理管理。

可能的原因

操作 • 在 SCVMM 中编辑模板并将引导磁盘更改到 ide0:0 中，或者

• 删除虚拟机管理模板，更改原始 VM 以将引导磁盘设置为 ide0:0，然后重新创建模板。

在 VM 定制阶段，服务创建失败

在 VM 定制阶段，服务创建失败。问题

• 在 Hyper-V 主机上创建虚拟机时，服务创建失败。

• 在部署虚拟机的定制阶段，服务创建失败。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日志文件中显示 VMware
故障 fault.CustomizationPending.summary。

• 定制 Windows Server 2008 虚拟机失败。VM 控制台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Windows could not parse or process the unattend answer file for pass [specialize]. The settings
specified in the answer file cannot be applied. The error was detected while processing settings
for component [Microsoft-Windows-Shell-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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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uter restarted unexpectedly or encountered an unexpected error. Windows installation cannot
proceed. To install Windows, click OK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and then restart the installation.

可能的原因 • 未完全配置环境。

• 虚拟机管理模板中使用的虚拟机未正确关闭。

• 未正确配置 vCenter 或 vSphere，无法成功定制。

• Sysprep 文件中为操作系统指定了不正确的产品密钥。

• IO Sysprep 文件包含无效参数。

• 使用包含 | 或 “ 字符的口令配置 Hyper-V 主机。

• 未添加或缺少 Windows sysprep 文件。

操作 • 对于 VMware ESX VM，确定用于创建模板的源 VM 已安装并配置 VMware Tools。对于 Linux
VM guest 虚拟机，确保安装工具后执行了 vmware-config-tools.pl 命令。

• 确定用于创建模板的源 VM 在创建模板之前已停止或暂停（而非挂起）。

• 确定用于创建模板的源 VM 在创建模板之前已正常关闭。guest 虚拟机未正常关闭或暂停时，
可能导致定制阶段失败。

• 通过执行以下测试，验证 Sysprep 文件中使用的产品密钥（以及任何其他配置选项）是否可
以在 VM 上正常使用。在 vCenter 或 vSphere 中：

◦ 查找用于创建虚拟机管理模板（已出现故障）的原始 VM。

◦ 右键单击 VM，然后选择 Template→Clone to Template。此操作将创建 VM 的 vSphere 模
板。

◦ 在 vSphere 中根据此 vSphere 模板创建新的 VM。在 VM 创建向导中，选择用于定制 VM
的选项并输入请求的定制参数。

◦ 如果此 VM 定制过程失败，则 IO 中的部署也将失败。更正 vSphere 定制问题，然后从运行
的 VM 创建新的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模板。继续从 IO 进行部署。

• 确保 IO Sysprep 文件不包含无效参数。使用示例文件作为参考。

• 对于 VMware VM，VMware vCenter Server 必须在 vCenter 管理服务器上的 VMware
VirtualCenter\sysprep\svrOS 文件夹中安装 Sysprep 工具。对于 Hyper-V，需要在 CMS
上的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 Sysprep 文件夹中安装 Sysprep 工具。

• 更改 Hyper-V 主机上的口令，使其不包含 | 或 “ 字符。
1. 从系统列表中选择 Hyper-V 主机。
2. 编辑系统信用凭证。转至 Options→Security→Credentials→System Credentials…，然后从列
表中选择 Hyper-V 主机。

3. 更改登录信用凭证并保存新的信用凭证。等待几分钟，以便主机完成重新标识。
4. 启动 IO 服务请求。
5. 验证是否已添加 Windows Sysprep 文件：

◦ 对于运行 Windows 的 Hyper-V VM，请转到 CMS 并将 Sysprep 文件复制到 C:\Program
Files\HP\Insight Control virtual machine management\Sysprep\2003。

◦ 对于运行 Windows 的 VMware ESX VM，请转至已安装 Virtual Center 的系统并将 Sysprep
文件复制到以下路径：

– Virtual Center 4.x 和 5.x：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
Application Data\VMware\VMware VirtualCenter\sysprep\svr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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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服务失败并显示虚拟机定制错误

创建请求失败并显示虚拟机定制错误。问题

可能的原因 • 未完全配置环境

• 虚拟机管理模板中使用的虚拟机未彻底断开电源

如果未完全配置环境，则在执行虚拟机定制步骤时请求可能会失败。问题可能包括：vCenter Server
上缺少 sysprep 文件夹，vCenter Server 上的许可证数量不足，或者尝试使用 vCenter Server 上
不支持的 guest 虚拟机操作系统定制虚拟机。

操作 • 验证环境是否正确配置，并确保设置受支持的 guest 虚拟机操作系统。有关配置的详细信息，
请参阅位于 http://www.hp.com/go/insightcontrol/ 的《HP Insight Management 安装和配置
指南》。

• 在创建虚拟机管理模板前彻底断开虚拟机电源。

Hyper-V 主机更改 VM 的 UUID 并同时创建服务请求

当 10 个或更多“创建服务”请求同时访问 Hyper-V VM 主机时，Hyper-V 主机将更改某些 VM 的
UUID。

问题

由 IO 提供的输入：请注意 value= 中显示的 UUID。失败消息
2012-05-22 07:04:29,682 | DEBUG | RMI TCP Connection(18256)-172.16.101.0
| 8026 | Entering |
setDeviceProperty(config=vmfile://172.16.0.161/E:\VSE_VirtualMachines\
Template1_5_22_c_testCirotest06, device=BIOSSerial, prop=BIOSGUID,
value=2EFDF6C5-8FAE-9C41-BB68-DF1598E3BCB4) | 1337681069682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中的 VM 详细信息：请注意 biosID= 中的 UUID 与上面所示的不同。
vm://172.16.0.161/E:\VSE_VirtualMachines\Template1_5_22_c_testCirotest09\Virtual
Machines\2BC14013-0967-46EC-AFDC-E0A743A5626B.xml biosId =
C11CA80F-C9A0-4891-B213-5CC78A09FCFC

操作 • 指定更大的引导磁盘大小以使并行请求之间有足够的时差，或者

• 在 2 个或更多不同的 Hyper-V VM 主机上创建 VM。

创建服务失败并出现内部错误

“创建服务”请求在 ESC 或 Hyper-V 上失败，并显示如下所示的错误：“Failed, Task for Logical
Server ESXre301 has failed. Logical server job completed with a failure status. Failure: Internal
Error (Error occurred while executing deploy template Operation: null).”

问题

该错误在启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和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服务时显示。该问题会在升
级期间、数据迁移后的服务重新启动期间或重新启动 CMS 期间发生。这些服务的计时功能全面
运行会导致在很短的时间内引发数据的不正确初始化。

可能的原因

重新启动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服务并重试“创建服务”请求。操作

创建服务失败并出现“Unable to locate boot disk path”

“创建服务”请求在 ESC 或 Hyper-V 上失败，并显示如下所示的错误：“Unable to locate boot disk
path H:\VSE_VirtualMachines for logical server {logical_server}_ls. VM host {vm_host} may have

问题

more than one local disk visible as a target data store. Select a VM host with a single local disk,
or update the selected VM host to have just one local disk.”

当虚拟化类型的并发请求数太高时显示该错误。可能的原因

操作 1. 编辑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hpio.properties 文件。

2. 将 esx.max.concurrent.requests 和/或 hyperv.max.concurrent.requests 的值
设置为 5。

3. 重试“创建服务”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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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服务失败并出现“Remote Exception: Error while setting the VLAN ID on Switch Port null for the
VM”

Hyper-V 主机上的创建服务请求失败，并在一定时段内出现“Remote Exception: Error while setting
the VLAN ID on Switch Port null for the VM”。Hyper-V 主机事件显示一个错误，错误代码为
2424869。

问题

关于此问题的 Microsoft 知识库 表明这是一个在主机上安装并运行特定的备份程序时出现的计时
问题。

可能的原因

在其他主机上重试创建服务请求，或稍后在同一主机上重试创建服务请求。操作

服务创建失败并显示“Error powering on logical server”

创建服务请求因 ESX VM 模板具有自动 OS 部署功能而失败。将显示下面的错误消息：
Failure: Error powering on logical server. The start function on virtual
machine vm-name failed: VMware ESX Server cannot open the virtual disk

问题

disk-name for clustering. Please verify that the virtual disk was created
using the 'thick' option. Cannot open the disk disk-name or one of the
snapshot disks it depends on. Reason: Thin/TBZ disks cannot be opened
in multiwriter mode. This error may occur when no virtual machine
licenses are available on the target VM Host.

VMware ESX Server 3.5 是目标 VM 主机，不再受架构流程支持。可能的原因

将 VM 主机更新到受支持的 ESX 版本，或编辑 IO 服务并选择其他资源池，该资源池包含具有受
支持 ESX 版本的 ESX VM 主机。

操作

Sysprep.inf 中设置的时区不会反映在 Microsoft Windows 2008 guest 虚拟机中

Sysprep.inf 中设置的时区不会反映在 Microsoft Windows 2008 guest 虚拟机中，时区缺省值
为 GMT（Greenwich Mean Time，格林威治标准时间）。

问题

虚拟机管理安装中的缺省配置文件包含已定义且可进行定制的世界标准时区。对于虚拟机管理缺
省配置文件中不包含的时区，在 tzmapping 文件中未分配索引。

可能的原因

操作 1. 编辑 bin 目录 (..\Program Files\HP\Insight Control virtual machine
management\bin) 中安装的 tzmapping 文件。

2. 为应包含在 guest 虚拟机中的任意新时区分配唯一索引。
<唯一编号>=<新时区>

例如：

235=东京标准时间

在添加服务器请求期间获取 DHCP 地址时出错

用户无法在添加服务器请求期间从特定子网分配 DHCP 地址问题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会出现该问题：可能的原因

• Matrix OE 正在联合 CMS 环境中运行

• 同时在子网上进行更改（在编辑子网时请求分配 IP 地址）

• 出现错误消息后，将启动备份/还原过程

要避免此问题：操作

• 请勿编辑正在由请求更改其地址分配的子网（创建/删除/添加服务器）

• 不允许多个已登录用户编辑同一子网

如果发生此问题：

过一段时间系统会从此状态自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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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数据磁盘名不能包含双字节字符

创建模板并使用无效字符或双字节字符命名虚拟数据磁盘后，无法提交请求并且显示以下错误消
息：“Invalid logical disk name for disk <disk-name>. A logical disk name

问题

may contain only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A-Z, a-z, 0-9, '_', '-' and
' '. Other characters are not allowed.”
物理数据磁盘和引导磁盘可包含已本地化的名称。

虚拟数据磁盘名中包含除字母（A-Z，a-z）、数字 (0-9)、空格、下划线和连字符以外的字符。可能的原因

使用有效字符重命名虚拟数据磁盘，然后重新提交请求。操作

Microsoft Windows 2008 guest 虚拟机无法加入 Active Directory 域

Microsoft Windows 2008 guest 虚拟机无法加入 Active Directory 域。问题

可能的原因 • Network 标签上或 Sysprep.inf 文件中的 Windows Settings 和 DNS 标签上未指定域名。

• DomainAdmin 用户名在 Sysprep.inf 文件中以域名作为前缀。

要指定架构流程自动将新虚拟机加入到 Microsoft Windows 域中：操作

1. 指定虚拟机将连接到的网络的域名。
a.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的 Networks 页面上，选择网络并打开 Edit Network 对话框。
b. 编辑 DNS 标签以指定 MS 域。
c. 编辑 Windows Settings 标签以指定 MS 域。

2. 编辑架构流程 Sysprep.inf 文件（位于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sysprep\Sysprep.inf）。

在下列行中，指定域的用户名和口令。DomainAdmin 值必须是不带域前缀的用户名。
DomainAdmin="Administrator"
DomainAdminPassword="password"

设置虚拟机失败并显示“VM must be powered off for customization”错误消息

设置虚拟机失败并显示“VM must be powered off for customization”错误消息。问题

所使用的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模板是在虚拟机处于挂起状态时创建的。可能的原因

如果虚拟机管理模板是在虚拟机处于挂起状态时创建的并用于架构流程，则在定制过程中设置将
失败并显示错误消息。要解决此问题，请在从虚拟机中创建虚拟机管理模板之前断开虚拟机电源。

操作

由于 VM 主机硬件配置不正确，导致已设置的 VM 失败

由于 VM 主机硬件配置不正确，导致已设置的 VM 失败。已设置 VM 的定制失败，HP Matrix 架
构流程服务请求失败。

问题

在 ProLiant 服务器上使用 Microsoft Hyper-V 2008 R2 SP1/SP2 快速设置 VM 的过程中，虚拟网
络管理器无法加载。将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Task for logical server has failed, failure virtual machine hardware
was not configured correctly.

可能的原因

操作 1. 安装 HP NCU 10.10。有关安装说明，请参阅 HP Network Configuration Utility for Windows
Server 2008 R2。

2. 启用 Hyper-V 主机中的 TCP 负载转移功能。
• 访问 VM 主机的 Network Adapter Properties 窗口。

• 单击 Advanced 标签。

• 在 Property 列表中选择 TCP offload options，然后选择 Enable 作为值。

• 单击 OK。

158 故障排除

http://h20000.www2.hp.com/bizsupport/TechSupport/SoftwareDescription.jsp?lang=en&cc=us&prodTypeId=3709945&prodSeriesId=4132949&swItem=MTX-5221f1131e1e46a49d795ccded&prodNameId=4132827&swEnvOID=4064&swLang=8&taskId=135&mode=3
http://h20000.www2.hp.com/bizsupport/TechSupport/SoftwareDescription.jsp?lang=en&cc=us&prodTypeId=3709945&prodSeriesId=4132949&swItem=MTX-5221f1131e1e46a49d795ccded&prodNameId=4132827&swEnvOID=4064&swLang=8&taskId=135&mode=3


删除 VM 主机服务时，VM 主机刀片式服务器无法作为“未使用”服务器返回到服务器池

删除 VM 主机服务时，VM 主机刀片式服务器无法作为“未使用”服务器返回到服务器池。该刀片
式服务器仍标记为使用中的 VM 主机，不可用于其他部署。

问题

在没有先从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中取消注册 VM 主机的情况下删除了 VM 主机的 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

可能的原因

请使用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客户端 API 取消注册 VM 主机。操作

1. 登录：
..\Program Files\HP\Insight Control virtual machine
management\clientapi\bin>adminlogin

2. 取消注册 VM 主机：
..\Program Files\HP\Insight Control virtual machine
management\clientapi\bin>cli unregisterAgent -host <VM_host_IP_address>

3. 检索注册为 VM 主机的 IP 地址列表：
..\Program Files\HP\Insight Control virtual machine
management\clientapi\bin>cli getHostIds

4. 确定不再列出 VM 主机 IP 地址。

逻辑服务器的任务已失败：源服务器上的服务控制台平均负载大于阈值

Task for logical server <ls name> has failed. Failure: Service console
load average on the source server is greater than the threshold value.
Retry the operation later.

失败消息

源 VM 主机或目标 VM 主机上的平均负载可能过高。可以通过检查位于 ..\Program Files\
HP\Virtual Machine Management\log\hpvmmsvc.log 的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日
志文件来确认此问题。查找与以下内容类似的日志记录消息：

可能的原因

• 2009/07/29 08:31:02 | INFO - Source server 16.92.61.30 load average
for 5 Minute -> 1.85

• 2009/07/29 08:31:02 | INFO - Source server 16.92.61.30 load average
for 15 Minute -> 2.27

• 2009/07/29 08:31:02 | WARN - Source server 16.92.61.30 load average
exceeded the threshold

这些日志记录消息指示使用 “Source server” 标记标识的 VM 主机超出了所允许的阈值，并且 VM
部署失败。

可以增加分配给 VMware 服务控制台的内存和 CPU 份额，以便 VM 主机获得更好的性能。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 “增加 VMware 服务控制台内存和 CPU 份额”。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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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atrix OE 中定义的存储池条目未显示在架构流程控制台的 Storage 标签中

在 Matrix OE 中定义的存储池条目可能未显示在架构流程控制台的 Storage 标签中。问题

可能的原因 • 在 Matrix OE 的 Manage Storage Pool 页面中进行更改后未刷新架构流程控制台的 Storage 页
面。

• 该存储池条目已被过滤掉，因为架构流程无法使用该条目。

操作 • 刷新架构流程的 Storage 页面。

• 检查 Matrix OE 的 Manage Storage Pool 页面中的存储池条目，使其可供架构流程使用：

◦ 确保正确指定了存储条目操作系统。
◦ 确保正确指定了 WWN。

◦ 确保正确指定了 LUN。

◦ 刷新架构流程的 Storage 页面。

删除服务

删除物理服务

Matrix 架构流程删除服务请求脱离“clean-me”逻辑服务器

Matrix 架构流程删除服务请求脱离“clean-me”逻辑服务器问题

如果使用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尚未针对架构流程修改“Erase ProLiant ML/DL/BL
Array Configuration {LinuxPE}”作业。

可能的原因

如果使用 Ignite-UX，尚未对客户端设置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运行清除磁盘作业的权限。

如果使用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请执行 创建服务器部署作业文件夹 过程中的步骤 9。此作
业必须只有两个步骤：

详细信息任务

操作

清理磁盘运行脚本

关闭（如果可
以）

电源控制

注意： 如果使用 mxnode 命令，请将已设置的服务器的 root/<root password> 输入到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的全局信用凭证中（选项→安全性→信用凭证→全局信用凭证）。
mxagentconfig –a –n <目标 IP 地址或 DNS 名> –u <用户> –p <口令>

其中：

<用户> 
是 root 用户
<目标 IP 地址或 DNS 名> 
是新建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节点的 IP 地址
<口令> 
是新建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节点的超级用户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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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设置时，Matrix 架构流程未正确清除磁盘

取消设置时，Matrix 架构流程未正确清除磁盘。问题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清除磁盘作业名称不正确。可能的原因

为了使架构流程在使用非英文服务器部署版本取消设置物理服务器时能够正确清除磁盘内容，在
Server Deployment Toolbox\1 – Hardware Configuration\Array\ 服务器部署文件

操作

夹下必须有英文版 Erase ProLiant ML/DL/BL Array Configuration {LinuxPE} 作
业。复制等效的非英文版本的服务器部署作业并粘贴到同一文件夹中，然后修改 Erase ProLiant
ML/DL/BL Array Configuration {LinuxPE} 作业。有关修改作业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创
建服务器部署作业文件夹”。

基础结构服务已被删除，但未执行删除操作

基础结构服务已被删除，但未执行删除操作。问题

可能将 Matrix 架构流程配置为在租用期到期时删除基础结构服务。当基础结构服务的租用期到期
且服务被删除时，My History and Request Details 将显示表明所有者启动了删除过程的消息（即
使删除过程是由租用期到期触发的也是如此）。

可能的原因

可以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周和前一天发送有关租用过期和服务删除的电子邮件通知。电子邮件将发
送到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的 System Property: HpioNotificationRecipients
中设置的地址。使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设置此配置参数。

操作

删除请求失败

删除请求失败。必须手动清理环境。问题

—可能的原因

对于虚拟逻辑服务器，架构流程将在虚拟机主机下新建一个与用户提供的基础结构服务同名的文
件夹。此文件夹包含所有与虚拟逻辑服务器相关的文件夹和文件。删除此文件夹及其所有内容。

操作

对于虚拟逻辑服务器，验证是否所有虚拟机和基础结构文件夹名称已从 vCenter 服务器上删除。
在虚拟机主机下找到与用户提供的基础结构服务同名的架构流程文件夹。Matrix 架构流程将在此
文件夹下创建虚拟机。如果它们仍然存在，请删除虚拟机和基础结构文件夹。

对于物理逻辑服务器，对受影响的逻辑服务器执行手动清理过程。请参阅 “手动清理过程（物
理）”。

删除虚拟服务

Matrix 架构流程无法成功保留资源

在某些情况下，处理包含一个由属性指定的网络和一个虚拟逻辑服务器组的模板的创建请求时，
架构流程可能无法成功保留资源（即使这些资源存在也如此）。

问题

此问题没有特定的故障消息，尽管该问题会由服务器保留故障消息指示。此问题只适用于虚拟逻
辑服务器。

Matrix 架构流程先执行子网分配，然后再执行服务器分配。请考虑以下情形：可能的原因

两个子网（Subnet1、Subnet2）与 LogicalSubnetA 匹配。
Subnet1 只与 VmHost1 相关联。
Subnet2 只与 VmHost2 相关联。
根据子网分配标准，Subnet1 是 LogicalSubnetA 的最佳选择。
但是，如果 VmHost1 不适用于与 LogicalSubnetA 相关联的 LogicalServerGroup，保留将失败且
不对 Subnet2 进行评估。VmHost1 可能不适用，因为它不可恢复或其处理器数目不足，在这种情
况下将显示以下服务器保留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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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ation failed for logical server SvrGrp1-1. Unable to find a
virtual server with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Recoverable. 3
processor(s)."

要解决此问题，请缩小网络选择选项的范围，从网络选择属性中删除常规规范（“Any”选项）。如
果删除所有常规选项不能找到正确的网络，请在提交请求时用名称指定网络或选择更少的服务器
池和资源。

操作

无法在 Matrix 架构流程中找到使用指定逻辑服务器设置的基础结构服务

在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视图中，单击 Manage this logical server with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图标将显示以下消息：Could not find a provisioned infrastructure service

失败消息

with the specified logical server in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If a physical server was selected and the infrastructure service was
provisioned by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check if its status is not
standby.

此逻辑服务器已停用。可能的原因

操作 • 如果这不是“clean-me”逻辑服务器，则返回到架构流程并针对该逻辑服务器发出 Activate servers
请求。

• 如果是“clean-me”逻辑服务器，请对该逻辑服务器执行手动清理过程。请参阅 “手动清理过程
（物理）”。

将服务器添加到服务

添加数据磁盘请求失败

添加数据磁盘请求失败。问题

服务器已停用。可能的原因

如果尝试为已停用的逻辑服务器添加数据磁盘，则可能会发生此错误。要继续添加数据磁盘，请
发出 Activate servers 请求，并在恢复服务后将磁盘添加到逻辑服务器组。

操作

取消激活、激活、关闭电源或打开电源操作

当管理员取消已暂停的引导磁盘部署时显示的消息

当管理员取消已暂停的引导磁盘部署时，会显示什么消息？问题

—可能的原因

当管理员取消已暂停的引导磁盘分配时，架构流程可能会在 Request 页面上显示两条消息：操作

• 第一条消息表明管理员已取消引导磁盘部署，例如：

“Request for 3Tier_infra_1 has been canceled by Ann.”

• 第二条消息包含管理员在取消操作时输入的注释，例如：

“Unable to do this right now, please call me at 555-1234 to
re-schedule, Ron”。如果管理员未输入注释，将不会显示此消息。

控制台操作

因登录失败而无法显示 Matrix 架构流程工具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的架构流程控制台将显示：故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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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tool cannot be displayed.
Problem: Failed to login to the HP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service from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登录的 Windows 用户不是 HPIO_Administrators 组的成员。管理员组的成员不会自动成为
HPIO_Administrators 组的成员。

可能的原因

将用户添加到 HPIO_Administrators 组。例如，在 Windows 2008 中：操作

1. 选择开始→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
2. 展开系统工具→本地用户和组。
3. 单击组。
4. 右键单击 HPIO_Administrators，然后选择添加到组。
5. 单击添加...。
6. 在输入要选择的对象名称(示例)字段中，输入 <要添加的用户名>。
7. 单击确定。
8. 单击确定。

HP Matrix 架构流程工具无法显示并且出现“User not authenticated”消息

Matrix OE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的架构流程控制台显示以下消息：The HP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tool cannot be displayed，并且错误对话框显示：
User not authenticated。

问题

从架构流程控制台启动架构流程设计器（使用 Template 标签的 New 或 Edit 按钮）后注销它。可能的原因

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关闭 IE7 浏览器（使用右上方的关闭 (X) 按钮）或关闭 IE7 浏览器标签（使
用架构流程设计器标签右端的关闭 (X) 按钮），而不是单击 Sign Out。

操作

因服务联系失败而无法显示 Matrix 架构流程工具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登录架构流程时，显示一个错误页面，内容为：The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tool cannot be displayed. Cannot contact
the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service running at: <service-name>

问题

架构流程服务未在 CMS 上运行。可能的原因

在 CMS 的“Services”窗口中，检查 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是否正在运行。操作

1. 例如，在 Windows 2008 中选择开始→管理工具→服务。
2. 确认架构流程的状态为“已启动”。

在列出服务器池时显示“The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tool cannot be
displayed”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如果列出服务器池的时间大于超时值（一分钟），会显示架构流
程错误页面 The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tool cannot be displayed。

问题

可能的原因 • 物理服务器或虚拟机监控程序不响应。

• 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已关闭。

• 网络较慢或已断开连接。

操作 • 验证物理服务器和 VM 主机是否可用。

• 验证 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是否已启动。

• 验证是否已正确配置网络设置。

• 刷新 Servers 页面。

控制台操作 163



已添加到 HPIO_Administrators 组的用户无法登录到架构流程控制台

已添加到 HPIO_Administrators 组的用户无法登录到架构流程控制台。问题

HPIO_Administrators 组未与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的架构流程工具箱关联。可能的原因

安装 Matrix 架构流程后，HPIO_Administrators 组必须与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的架构流程
工具箱关联。确保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上正确设置此关联。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在
Windows 中配置架构流程用户”。

操作

Service Details 页面中不显示操作系统信息

Service Details 页面中不显示操作系统消息。问题

如果服务器或服务处于“未知”状态，则说明该服务器或服务已发生问题。可能的原因

如果未部署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信息不会显示在 Service Details 页面上。在这些情况下，架构流
程能够清理数据库，但可能不会从对等域中删除服务或服务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系统管理员
必须清理无法访问的服务器。对于物理服务器，请参阅 “手动清理过程（物理）”。

操作

对于虚拟服务器，请参阅故障排除问题“删除请求已失败”。必须手动清理环境。

Networks 标签不检索网络信息

Networks 标签不检索任何网络信息，或者发生 IO 分配失败和设置失败。问题

可能的原因 • VMware vCenter Server 信用凭证未进行配置或在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更新期间丢失。

• 无法访问 VMware vCenter Server。

操作 • 在 HP SIM 中输入 VMware vCenter Server 信用凭证。
1. 请转到选项→VME 选项→查看 VME 选项→查看 VME 设置并检查 vCenter 状态。
2. 执行该页上的步骤或执行以下步骤：

a. 选择选项→安全→信用凭证→系统信用凭证。
b. 编辑系统信用凭证。
c. 单击显示高级协议信用凭证→VME 标签。
d. 输入信用凭证，然后单击确定。

• 验证是否可以访问配置的 VMware vCenter Server。

完成保留过程后，请求详细信息显示“allocated”

完成保留过程后，请求详细信息显示“allocated”。问题

已保留资源。可能的原因

当针对设置请求保留资源时，Matrix 架构流程将显示“allocated”消息。如果针对已计划的设置操
作显示此消息，则仅针对将来的租用期保留资源。

操作

安装完成后或将用户分配到其他的架构流程组后，用户将无法登录架构流程

安装完成后或将用户分配到其他的架构流程组后，用户将无法登录架构流程。问题

CMS 需要重新引导。可能的原因

安装架构流程后或将用户从一个架构流程用户组移到另一个组（例如将用户从 HPIO_Administrators
移到 HPIO_Users 组）后，用户可能无法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或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中
登录到架构流程控制台。要解决此问题，请重新引导 CMS。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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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租用期操作将失败，但不显示特定的原因或错误消息

延长租用期时操作将失败，但不显示特定的原因或错误消息。问题

资源不足。当尝试将基础结构的租用期延长至超过资源可用的期限（虚拟机主机上静态 IP 地址不
足或容量不足）时，架构流程将显示错误消息，内容为：“The informed lease period

可能的原因

conflicts with another infrastructure service lease period and cannot
be updated.”。

检查以下资源是否充足和可用：操作

• 静态 IP 地址

• 虚拟机内存资源

• 磁盘资源

VCDG 下服务器上的操作没有完成请求的操作

VCDG 下服务器上的操作没有完成请求的操作。问题

服务器不由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管理。为了使架构流程能够在其资源上正确执行
操作，Virtual Connect 域组状态必须显示为由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管理。

可能的原因

为了能够在由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管理的 Virtual Connect 域上执行维护活动，并
且阻止架构流程尝试使用 VCDG 处于维护状态时不可用的物理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操作

1. 访问架构流程控制台并选择 Servers 标签。
2. 将 VCDG 中的物理服务器移到维护池。
3. 访问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然后执行完成所需操作所必需的步骤。
4. 在架构流程中，将物理服务器从维护池移回合适的服务器池，以便这些服务器在架构流程中可
用。

并非所有的虚拟资源都会显示在 Servers 标签中

并非所有的虚拟资源都会显示在 Servers 标签中。问题

单击刷新按钮 5 分钟之后，Servers 标签仍未显示虚拟机主机（在 CMS 上 hpio-controller.log
文件内的堆栈跟踪中存在由 getVMHostServerPools 调用引起的 TimeoutException）。这

可能的原因

可能是由导致虚拟机管理意外花费很长时间与某些 VM 主机通信的环境问题引起的，也可能是由
花费虚拟机管理很长时间从所有 VM 主机检索信息的大规模设置引起的。在一段时间内响应的 VM
主机会将它们的结果返回到 Servers 标签。
检查 hpio-controller.log 文件中是否存在以下形式的警告消息：“Unable to get all VM Host
data in the allotted time. The data from some hosts will not be returned.”和“Unable to get VM Host
data in the allotted time for host : <hostname>.”

修复环境问题或增大以下超时属性设置。如果一个刀片式服务器不可再进行设置（特别是在上面
提到的操作 3 和 4 中），则可以将其移到另一个专门为不可用服务器创建的服务器池。

操作

1. 编辑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hpio.properties 文件。

2. 将 timeout.get.serverpools 设置为较长的时间间隔（例如，如果间隔为 20 分钟，设置
timeout.get.serverpools=20）。

3. 将 timeout.get.vmhost 设置为较长的时间间隔，但要小于 timeout.get.serverpools。
timeout.get.vmhost 的缺省值为 10（如果更改此值，则该值在升级架构流程后会重置为
缺省值）。

timeout.get.vmhost 的值应该始终小于 timeout.get.serverpools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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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未使用的刀片式服务器显示在架构流程服务器池中，但不分配这些刀片式服务
器以用于设置

当前未使用的刀片式服务器显示在 IO 服务器池中，但 IO 不分配这些刀片式服务器以用于设置。问题

刀片式服务器不是有效的设置目标。可能的原因

运行 sbapi GetServerPools 命令并检查刀片式服务器的 isValidTarget 值。操作

• 如果 IsValidTarget=true，则刷新“Servers”视图并重试。

• 如果 IsValidTarget=false，则刀片式服务器不能用于设置。可能的原因：
1. 刀片式服务器存在固件问题
2. 刀片式服务器机箱处于维护模式（通过 VCEM 验证）
3. 刀片式服务器不再位于其机箱中（通过 OA 验证）
4. VC 域组已删除（通过 VCEM 验证）

如果一个刀片式服务器不再能进行设置，则可以将其移到另一个专门为不可用的服务器创建的服
务器池（IO 包含内置维护池）。

将服务器移到维护池始终会使服务器停用

将服务器移到维护池始终会使服务器停用。问题

将服务器移到维护池时，将停用该资源。将显示警告消息，表明保留服务器以供将来使用的服务
将取消，使用该资源的当前逻辑服务器将停用。

可能的原因

将服务器移到维护池时，可以向服务器附加注释，说明将服务器移到维护池的原因。操作

执行停用服务器操作后，分配给虚拟机主机的内存资源不可用

执行停用服务器操作后，分配给虚拟机主机的内存资源不可用。问题

当虚拟基础结构或单个服务器停用后，架构流程不会将以前分配给逻辑服务器的内存识别为可分
配给其他虚拟机。

可能的原因

—操作

请求详细信息中的步骤失败

请求详细信息中的某一步显示为已失败。问题

执行请求时，架构流程可能会在 Request Details 页面上报告一个或多个步骤的失败情况。发生此
错误后，架构流程会尝试通过重试任务或重新分配资源来执行恢复。在恢复分配过程中，架构流
程会使用在初始请求中选定的服务器池。如果某个步骤失败的次数过多，整个请求将失败。

可能的原因

在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hpio.properties 文件中配置重试次数。

操作

请求在取消后继续处理

请求在取消后继续处理。问题

当前任务正在进行中。可能的原因

当某个请求取消后，架构流程必须允许完成受管环境中正在进行的任务。不会开始新任务，但必
须完成所有正在进行的任务后才能取消请求。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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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SCVMM 模板不会显示在 Software 标签中

SCVMM 模板不会显示在 Software 标签中。问题

—原因

操作 1. 在 SCVMM 服务器中，打开虚拟机管理的 powershell 命令提示符
2. 输入下列命令：

get-vmmserver –ComputerName localhost
get-template | select -Property Name
get-template | select -Property Name, VirtualizationPlatform

VirtualizationPlatform 作为“Hyper-V”返回的模板将列在架构流程 Software 标签中。

架构流程服务器池树在架构流程卸载期间未从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删除

架构流程服务器池树在架构流程卸载过程中未从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删除。问题

卸载架构流程时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不可用。可能的原因

操作 • 停止 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

• 手动删除 HP SIM 集合。

• 启动 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

自助服务门户操作

Linux 服务器不会列出最近添加的数据磁盘

Linux 服务器不列出最近添加的数据磁盘。问题

服务器未重新引导。可能的原因

将新数据磁盘添加到现有服务时，如果服务器是物理 Linux 服务器或数据磁盘是手动添加的（例
如，没有使用多启动器 NPIV），则重新引导 Linux 服务器以使磁盘可用。

操作

在网络 WINS 设置中输入主机名导致 Windows 定制失败

在网络 WINS 设置中输入主机名导致 Windows 定制失败。问题

—可能的原因

输入 IP 地址或将网络 WINS 设置留空。操作

资源不显示在架构流程未分配池中

架构流程未分配池中不显示我的资源。问题

当架构流程将资源识别为可用、经过许可且配置正确时，资源会添加到架构流程未分配池中。可能的原因

要显示 VM 主机：操作

1. 在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中，注册 VM 主机。
2. 在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Console Servers 标签中，单击圆形的绿色箭头图标（在 Click to

refresh server resources 的左侧）。
要显示物理服务器：

1. 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菜单中，为逻辑服务器管理的自动发现选择 Tools→Logical
Servers→Refresh 或等待 60 分钟（缺省值，可配置）。

2.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 Servers 标签中，单击圆形的绿色箭头图标（在 Click to refresh server resources
的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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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从服务器池“消失”

服务器从服务器池“消失”。问题

架构流程清单提供程序之一（逻辑服务器管理或虚拟机管理）出现通信问题，或提供程序服务已
停止。

可能的原因

Matrix 架构流程定期检索受管环境中的服务器（刀片式服务器和虚拟机主机），以更新架构流程
服务器池中列出的资源。缺省轮询间隔为 60 分钟。如果某种资源在两次轮询间隔期间未显示在

操作

清单中，架构流程将从服务器池中删除该资源。假设资源已经从受管环境中删除，因此应该从架
构流程服务器池中删除。

恢复通信或重新启动提供程序服务。然后通过使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Tools→Logical
Servers→Refresh) 刷新 Matrix OE。根据需要选择虚拟连接资源刷新或虚拟机资源刷新。
或者，在删除服务器之前，通过更改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 中 server.keep.alive.rounds 属性的值更
改轮询间隔的数量。

为已发布的模板创建请求失败

为已发布的模板创建请求失败。问题

资源不可用。模板发布后，会经架构流程设计器验证。但是，如果发布后，从系统（软件、网络）
删除资源，模板可能会由于缺少资源而变得无效。然后，直到此模板经过重新验证并保存在架构
流程设计器中，架构流程才能发现此模板。

可能的原因

在更改环境配置后，重新验证所有受影响的模板。操作

设计器操作

一段非活动时间之后，模板显示为可编辑，直到尝试保存模板

一段非活动时间之后，模板显示为可编辑，直到尝试保存模板。问题

架构流程设计器会话服务已过期。可能的原因

Matrix OE 您已注销架构流程设计器，但设计器会保存更改。要保存模板，请登录，恢复修改，
然后保存模板。

操作

只能为连接到服务器组的第一个网络分配虚拟 IP 地址

只能为连接到服务器组的第一个网络分配一个虚拟 IP 地址。问题

使用架构流程设计器，能够为服务器组定义虚拟 IP 地址。如果多个网络连接到组，架构流程仅允
许向为服务器组列出的第一个网络分配虚拟 IP 地址。网络以字母数字顺序列出。

可能的原因

操作 • 使您想要使用的网络名称以“a”开头，从而强制使其位于列表中的第一个位置，或

• 导出并编辑模板 XML，更改分配至虚拟 IP 的网络。

逻辑网络保留失败

逻辑网络 <网络名> 的保留失败。为网络设置的静态 IP 地址范围必须包含 IP 地址 xx.xx.xx.xxx。问题

在模板中定义的静态 IP 地址必须在选定网络的静态 IP 地址范围内。可能的原因

修改模板，使静态 IP 地址在选定网络的静态 IP 地址范围内；或修改选定网络的静态 IP 地址范围
以包含该模板的静态 IP 地址。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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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计器中，不对 Cost units 字段中的特殊字符进行验证

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中，不对 Cost units 字段中的特殊字符进行验证。问题

架构流程设计器不验证 Cost units 文本字段。可能的原因

要避免显示意外字符，配置模板时不要在“Cost Units”字段中输入特殊字符。操作

针对用户和架构师的模板访问限制

用户和架构师的面板访问限制。问题

管理员可能已配置非管理员（架构师和用户）模板查看和使用，因此架构师和用户仅查看和使用
各自有访问权限的模板。如果受到限制，通常情况下：

可能的原因

•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中的管理员仅可以查看和使用自己的模板

• 架构流程设计器和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中的架构师仅可以查看和使用自己的模板

•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中的用户可以查看和使用他们有权访问的已发布模板

请联系管理员解决此问题。在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 中，管理员可以选择限制 CMS 的模板：

操作

template.access.restricted=true，或打开 CMS 的模板：
template.access.restricted=false。如果受到限制，通过转至架构流程控制台，单击
Templates，然后单击 Modify Users 向模板分配或取消分配各个用户。

初始化设计器时出现致命错误

设计器错误对话框消息：
A fatal error occurred while initializing the Designer.

问题

Please make sure the HP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service is
running and try again.

从架构流程控制台启动架构流程设计器（使用 Template 标签 Edit 按钮）时会出现此问题。可能的原因

请使用浏览器启动架构流程设计器（网址为 https://<CMS>:51443/hpio/designer）并打开所需
的模板。

操作

在导入到架构流程设计器时，不会捕获某些模板 XML 手动编辑错误

在架构流程设计器从 XML 导入模板的过程中，不会捕获某些模板 XML 手动编辑错误，例如，重
复的逻辑服务器组引导顺序。

问题

从架构流程设计器将模板导出到 XML，然后用重复的 <Ordinal /> 值手动编辑 XML，最后将 XML
重新导入到架构流程设计器。

原因

请不要在架构流程设计器外部编辑 XML 模板。不支持在架构流程设计器的外部编辑 XML 模板，
且不会对其进行记录。XML 架构不属于公用接口规范；HP 可能会更改 XML 架构，恕不另行通知。

操作

修改 XML 模板，或创建自己的 XML 模板，执行这类操作的用户自己承担风险。使用无效的模板
可能会导致设置失败。在提供支持之前，HP 可能需要用户使用未修改的由 IO 生成的模板重现问
题。

将在较高的 IO 发行版中创建的模板 XML 文件导入到向后兼容的先前发行版中

将在较高的 IO 发行版中创建的模板 XML 文件导入到先前 IO 发行版时显示错误：“The template
is invalid and could not be read by the IO server. The Details tab may

问题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which part of the template XML is
invalid.”

对于 IO 模板，不支持向后兼容。但支持向前兼容。原因

在最早的 IO 版本中创建模板并将其发布为所要使用该模板的版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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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6 中的偶发性架构流程设计器界面故障

使用 IE6 从架构流程控制台启动架构流程设计器时可能会导致偶发性架构流程设计器界面故障。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的 Matrix OE 架构流程控制台将显示以下消息：“The HP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tool cannot be displayed.”

问题

—可能的原因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选择工具→架构流程，从而使架构流程控制台恢复正常显示。操作

其他问题

电子邮件和通知

架构流程电子邮件（例如批准和通知）未发送

架构流程电子邮件（例如批准和通知）未发送。问题

可能的原因 • SMTP 配置参数不正确。

• SMTP 信用凭证不正确。

• SMTP 服务器未响应。

• CMS 无法与 SMTP 服务器进行通信。

操作 • 请确保 SMTP 配置参数和信用凭证均正确。

• 检查 CMS 和 SMTP 服务器的连接。

• 检查以确定 SMTP 服务器正常运行。

架构流程通知电子邮件中包含一个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不显示为链接的 URL

架构流程通知电子邮件中包含一个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不显示为链接的 URL。问题

—可能的原因

手动将 URL 链接复制并粘贴到浏览器中。操作

架构流程不向分配到服务器池或从服务器池取消分配的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Matrix 架构流程不向分配到服务器池或从服务器池取消分配的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问题

—可能的原因

确认在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hpio.properties 中设置 oo.user.pool.notification.enabled=true。

操作

使用专用网络访问电子邮件通知中的架构流程网页时出错

使用专用网络访问电子邮件通知中的架构流程网页时出错。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管理员无法通过让管理员继续或拒绝用户请求的通知电子邮件访问批准/拒绝网页
（以及其他 Matrix 架构流程页面）。此时将出现页面访问错误，而非预期的架构流程请求网页。

可能的原因

将架构流程 CMS 配置为使用专用网络，并且该专用网络可与公共网络通信时，会出现此错误。
专用网络用于设置虚拟基础结构和物理基础结构，只能通过 IO CMS 访问。IO 通知电子邮件通过
专用网络设置进行设置，而专用网络设置不允许从外部访问通知电子邮件中包含的 URL。

操作 1. 打开 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并使用有效信用凭证登录。
2. 展开 Configuration 节点。
3. 展开 System Properties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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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双击 HpioCmsIp 属性。
5. 单击 Lock 按钮以签出该属性。
6. 将该属性值更新为 CMS 的主机名。
7. 单击 Save，然后单击 Check in。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安装失败并出现错误：Studio version: 9.00 does not
match Central version: 2.0. Setup will exit

无法安装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显示以下错误：Studio version: 9.00 does
not match Central version: 2.0. Setup will exit.

在架构流程安装过程中，将根据操作系统类型（32 位或 64 位）在 CMS 上安装相应版本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单击架构流程设计器 Workflows 标签中的齿轮图标，可以仅下
载 32 位版本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问题

尝试在 64 位 CMS 操作系统上安装 32 位版本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可能的原因

如果 CMS 上已经安装了 64 位操作系统，则可从 /matrixio 文件夹中的 HP Insight Management
DVD #2 安装 64 位版本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操作

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未安装到缺省路径时编辑 ESA 流

如果架构流程未安装到缺省路径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则必须编辑工作流操作以引用 IO 的安装路径。

问题

可能的原因

操作 1. 选择开始→所有程序→Hewlett-Packard→Operations Orchestration→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2. 在登录提示符下，使用以下信用凭证登录到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管理员帐户：
a. 用户名：admin
b. 口令：安装期间指定的 Insight Management 服务帐户口令

3. 在左窗格显示的树中，展开 Library，再展开 Hewlett-Packard→ESA→Server→Flows。
4. 双击 Get Inventory 流并签出该流。
5. 双击 Readfile 操作。
6. 在 Inspector 网格中，单击右侧的箭头按钮并编辑显示在 Constant Value 字段中的路径，以便
与实际路径相匹配。

7. 单击 Save 保存路径，然后签入并保存具有更新信息的流。

Matrix 架构流程 Windows 服务

Matrix 架构流程在等待识别服务器时可能会超时

Matrix 架构流程在等待识别服务器时可能会超时。问题

服务器执行 POST 操作的时间太长，使用 BL620c G7 或 BL680c G7 时尤为如此。可能的原因

要避免任何服务器上出现此问题，请执行以下操作：操作

1. 编辑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hpio.properties 并将 retry.count.ares.pxe 参数设置为大于 30 的值。

2. 重新启动 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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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可能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无法自动启动，并显示错误 Unable to retrieve
database password from mxpassword

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可能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无法自动启动。显示以下错误：Unable to
retrieve HPIO's database password from mxpassword.

问题

当 CMS 的使用率较高（主要出现在服务启动期间）时，Systems Insight Manager mxpassword
命令可能需要一分多钟才能返回，从而导致在架构流程启动先决条件检查时失败。

可能的原因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操作

• 在其他服务启动完成后，手动启动 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

• 增加超时以及 IO 为检索所需信息执行尝试的次数。增大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 中的以下属性

◦ launcher.mxpasswd.retry.count

IO 在失败时执行 mxpassword 命令的次数。缺省值为 6。

◦ launcher.mxpasswd.retry.timeout

每次尝试之间的间隔时间（以秒为单位）。缺省值为 30 秒。

CMS 崩溃恢复

CMS 崩溃恢复后，创建服务请求未成功完成

在 CMS 从崩溃恢复后再继续时，创建服务请求未成功完成。仅使用 IO 建议的手动步骤并不足以
恢复逻辑服务器并重新成功地发出请求。

问题

由于在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时发生 CMS 崩溃，VCEM 和 Virtual Connect Manager (VCM) 不再同
步。

可能的原因

操作 • 执行 VC 域维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用户指南》。

• 删除列出的所有 clean-me-<LS>logical server。

• 将刀片式服务器从维护池移动到其他服务器池，这样会释放服务器 IP 地址并将刀片式服务器标
记为可用。

• 从逻辑服务器管理中刷新服务器资源。

• 重新发出架构流程创建服务请求。

CMS 崩溃恢复后，停用物理服务器未成功完成

在 CMS 从崩溃恢复后再继续时，停用物理服务器未成功完成。仅使用 IO 建议的手动步骤并不足
以恢复逻辑服务器并重新成功地发出请求。

问题

由于在取消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时发生 CMS 崩溃，VCEM 和 VCM 不再同步。可能的原因

操作 • 在 VCEM 中执行 VC 域组维护，这样会取消分配服务器配置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用户指南》。

• 将逻辑服务器从维护池移动到其他服务器池。这样会释放服务器 IP 地址并将刀片式服务器标记
为可用。

• 从逻辑服务器管理中刷新服务器资源。

• 从逻辑服务器管理激活服务器。

• 重新发出架构流程停用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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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MS 崩溃恢复后，激活/停用虚拟服务器未成功完成

当 CMS 从崩溃恢复并且服务可能仍保持 Partial/Down 状态时，激活或停用虚拟服务器操作未成
功完成。

问题

激活/停用请求未完成，并且 VM 的当前状态未知。可能的原因

操作 • 请执行手动刷新。在 Matrix OE 可视化中，选择工具→逻辑服务器→刷新。

• 手动激活或停用状态不正确的服务器。

在 CMS 崩溃恢复后，创建/删除虚拟服务器未成功完成

当 CMS 从崩溃恢复后继续运行时，创建/删除虚拟服务器操作未成功完成。问题

没有删除已创建的 VM，并且没有释放资源。可能的原因

操作 • 如果服务仍然存在，则删除架构流程中的服务。

• 请为逻辑服务器执行手动清理过程，包括从 VMware vCenter 手动删除虚拟机。请参阅 “手动
清理过程（虚拟）”。

• 对于创建操作，请重新提交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服务请求。

CMS 崩溃恢复后，ESX 虚拟服务器的添加磁盘请求未成功完成

在 CMS 从崩溃恢复后再继续时，ESX 虚拟服务器的添加磁盘请求未成功完成。问题

vCenter 创建虚拟磁盘时发生 CMS 崩溃，导致磁盘创建未完成。可能的原因

操作 • 从 vCenter 删除未完全创建的虚拟磁盘文件。

• 从逻辑服务器管理中刷新服务器资源。

• 重新发出添加磁盘请求。

日志文件

如何找到某个错误的更多详情？

如何找到某个错误的更多详情？问题

—可能的原因

请参阅 hpio-controller.log 文件（位于 CMS 上的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logs 中）。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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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enter 服务器未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配置或变得不可用

vCenter server is not configured in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or becomes
unavailable. Matrix 架构流程可能生成大量的此类消息，导致架构流程日志文件快速增大。

问题

如果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中已注册了 ESX 主机，但在虚拟机管理中未配置 vCenter 信用凭
证，架构流程会一直记录虚拟机管理未配置为与 vCenter 通信这一错误。

可能的原因

操作 •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注册已发现 vCenter 节点的系统信用凭证，并使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选项→VME 选项→添加或编辑 VME 信用凭证菜单选项添加 VME 信用凭证。

• 确认已启动“VMware vCenter Management Webservices”服务。

• 作为一种解决办法（如果未在 ESX 上执行 VM 设置，且该消息导致架构流程日志文件快速增
大），将架构流程配置为仅 Hyper-V 模式。在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 文件中更改以下属性：
##### HYPERVISORS ####
# Set this value to true if the only hypervisors in the
# managed environment is MS Hyper-V
only.hyperv.hypervisors = true

更新 hpio.properties 文件后，重新启动 HP Matrix 架构流程。

纠正过程

手动更新计费数据库

计费服务器未运行

如果计费服务器由于某种原因未运行，计费数据库将会过期。问题

—可能的原因

执行 Update_Chargeback_DB.py 命令以强制计费数据库在给定日期或一系列日期填充。操作

运行位于缺省位置 ..\Program Files\HP\Matrix 架构流程\chargeback 的
Update_Chargeback_DB.py。

要运行该工具，必须在 CMS 上安装 Python 和 pyodbc。该工具仅供具有数据库管理权限的用户
执行。该命令使用 Windows 身份验证模式连接到数据库。
命令的用法，其中 start_date 和 end_date 指定为 yyyy-mm-dd：
Update_Chargeback_DB.py start_date [end_date] [-force]

排除通信失败故障

排除通信失败故障。问题

—可能的原因

操作 • 验证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上的 vCenter 信用凭证是否正确。

• 验证虚拟机主机是否正确注册到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使用以及是否未报告有关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的问题

• 验证 Matrix OE 是否正确显示资源（物理或虚拟）

• 验证 Onboard Administrator 信用凭证是否已添加到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上的机箱节点

更正所有通信问题，然后等待下一个同步周期。资源应正确显示在架构流程未分配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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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示资源且增加超时值

一种或多种类型的架构流程资源（例如虚拟网络）未显示在架构流程用户界面中。问题

Due to a large number of resources to fetch, one or more of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s resource fetch operations may have timed

可能的原因

out, waiting for completion. By default,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is configured to fetch resources of each type for up to 5 minutes.

在正在运行架构流程的 CMS 上，可以在 hpio.properties 文件（例如位于：..\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中配
置超时。

操作

下面是需要增加的主要超时属性：

• timeout.get.serverpools

• timeout.get.subnets

对于大量软件自动化 (SA) 或部署映像，该属性为 timeout.get.images。
以下是其他可配置的超时属性：

• timeout.get.storagepools

• timeout.generate.storage.entry

• timeout.get.vmtemplates

• timeout.get.deployment.services

例如，要将 fetch subnets timeout 从缺省值 5 分钟增加到 15 分钟，请将行
timeout.get.subnets = 5 修改为 timeout.get.subnets = 15。

手动清理过程（物理）
如果架构流程物理服务器部署或删除服务请求失败，请执行手动清理过程，其中包括：

• 从引导磁盘完全清除操作系统。

• 从存储断开刀片式服务器。

• 将刀片式服务器返回到架构流程服务器池以供将来的设置请求使用。

这种类型的故障会强制将刀片式服务器移至架构流程维护池，并使用前缀“Clean-me-”重命名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

服务器配置文件和引导磁盘将保留，这样管理员可以确定故障原因并在将刀片式服务器返回到用
户池之前执行任何所需的维护。发生故障的刀片式服务器的手动清理取决于用于设置该服务器的
部署服务器。

对于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
1. 打开刀片式服务器

如果刀片式服务器卡住，请重启电源。

2.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确保附加的引导 LUN 已清除。
• 从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控制台运行 Erase ProLiant ML/DL/BL Array

Configuration {LinuxPE} 作业。这是首选项。
• 或者打开刀片式服务器的电源，然后按 F9，再选择 Advanced Options→Erase Boot Disk。

3. 完成上述步骤后，确认已断开刀片式服务器的电源。手动关闭刀片式服务器的电源（如果需
要）。

4. 从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控制台手动删除刀片式服务器。
对于 Ignit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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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刀片式服务器电源并允许其引导操作系统。

2. 从 CMS 通过将以下命令输入到 Windows 命令提示符中来运行 mxtool Ignite Erase Disks。
* mxexec –t “Ignite Erase Disks” –n <ip>

* 其中 <ip> 是要清理的 Ignite 服务器的 IP 地址

对于 HP Server Automation (SA)：
1. 打开刀片式服务器

2. 按 F9，然后选择 Advanced Options, Erase Boot Disk。
3. 再次引导，然后再次按 F9，再选择 NIC 作为第一引导设备。
4. 完成上面的步骤后，验证刀片式服务器电源是否已关闭。手动关闭刀片式服务器的电源（如
果需要）。

5. 刀片式服务器可能存在于 Unprovisioned Servers 列表或 Unmanaged Servers 列表中的设备
列表中，由其 MAC 地址标识（切换到 Hardware 或 Network 视图可查看 MAC 地址）。从
其中一个列表中手动删除刀片式服务器。

基于正在使用的部署服务器完成过上述步骤后，执行以下操作，以允许在未来的设置请求中选择
存储池条目：

1. 通过使用 Matrix OE 菜单 (Tools→Logical Servers→Deactivate) 停用关联的 Matrix OE 逻辑
服务器（如果处于活动状态）。

2. 关联的逻辑服务器处于非活动状态后，使用 Matrix OE 菜单 (Delete→Delete Logical Server)
删除逻辑服务器。

在 Delete Logical Server 屏幕中，显示 Type YES to proceed with this operation:
时输入 Yes 以确认操作。

注意： 不要选择 Unmanage Logical Server 选项。执行此操作将对逻辑服务器存储池条目
进行修改，以包含新 WWN（不考虑显示或分区）。按照 “配置存储池条目、FC 区域和磁
盘阵列显示” 中的过程解决此问题。

3. 验证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中是否存在与发生故障的刀片式服务器相关联的
VC 配置文件。如果存在该配置文件，则从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取消分配并
删除与发生故障的刀片式服务器相关联的 VC 配置文件。

4. 将刀片式服务器移出架构流程维护池。

a. 在架构流程控制台（从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访问）中，选择原始刀片式服务器池
并单击 Modify。

b. 将发生故障的服务器从架构流程维护池移回刀片式服务器池，然后保存该池。

手动清理过程（虚拟）
当架构流程虚拟服务器部署失败或架构流程虚拟服务器删除服务请求失败时，显示某个虚拟服务
器的 Clean-me 逻辑服务器。发生这些故障时，将刀片式服务器移到架构流程维护池，并使用
Clean-me 前缀重命名 Matrix OE 逻辑服务器。
当架构流程部署虚拟机时，会创建一个用于接受所设置的虚拟机的目录结构。所创建的目录遵循
以下模式：<VMFS 卷>\<服务名称>\<VM 名称>。此文件夹包含所有与虚拟逻辑服务器相关的
文件夹和文件。删除此文件夹及其所有内容。

对于 ESX：
1. 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中，选择 Tools→Logical Servers→Refresh。
2. 在 Logical Server 透视图中，确保逻辑服务器不再存在。如果存在，请使用 Delete→Delete

Logical Server 将其删除。
3. 使用 vCenter 客户端浏览 ESX 服务器的数据存储。
4. 如果存在，请删除 VM。
5. 浏览到 ESX 服务器的数据存储。
6. 导航到该目录，删除违规的目录及目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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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Hyper-V：
1. 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中，选择 Tools→Logical Servers→Refresh。
2. 在 Logical Server 透视图中，确保逻辑服务器不再存在。如果存在，请使用 Delete→Delete

Logical Server 将其删除。
3. 连接到 Hyper-V Hypervisor。
4. 从 Hyper-V Manager 中删除 VM。
5. 导航到该目录，删除违规的目录及目录内容。

如果使用 Server Automation (SA) 部署设置 VM：
1. 删除在前面的步骤中使用的 ESX 和/或 Hyper-V VM。
2. 连接到 SA 核心服务器。
3. 从 SA 设备列表（所有受管服务器）中，选择 VM。
4. 执行 deactivate 和 delete。

配置存储池条目、FC 区域和磁盘阵列显示
以下过程是 HP 建议的配置存储池条目、FC 区域和磁盘阵列显示的方法。
1. 使用 Matrix OE 的存储池管理屏幕在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内创建一个存储池条
目。在本示例中，存储池条目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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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示例中，存储池条目名称是“e5_win_BD_05”。该图突出显示了要连接的 SAN、目标及
启动器 WWN。

2. 转至存储结构并创建区域。在本示例中，已连接存在于上述“san3”中的交换机。该区域应与
存储池条目名称相同，如突出显示的条目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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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至磁盘阵列管理界面（此处为管理 EVA 的 CommandView）并创建主机条目和提供 LUN。
在第一个图中，在 EVA 上创建的主机条目使用与存储池条目相同的名称。向主机条目分配
了在存储池条目中指定的启动器 WWN：

4. 在 EVA 上创建 vdisk 并将其提供给上述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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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示例中，存储池条目仅需一个 vdisk。存储池条目、FC 区域、阵列上的主机条目和 vdisk
之间名称相同。该方式支持不同工具中资源的强相关。也可以定义具有多个 LUN 的存储池
条目。在此处，vdisk 的命名可以遵循常见前缀的格式（例如，e10_vc_w2k_1, 2, 3, 4 等）。
HP 建议选择一种命名约定，然后在所有工具之间遵循该模式。

更正校验和错误
如果在加电序列的过程中移除了电源，光纤通道 HBA 固件中可能会出现无效校验和错误。如果
出现该错误，服务器加电过程中会显示以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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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更正此问题，请按 CTRL+Q 键启动 HBA Fast!UTIL 实用程序。此时将出现以下屏幕：

2. 在该屏幕上，按 Enter 键。按 Enter 更正 NVRAM 并生成一个新校验和。在此过程和服务器
重新引导过程中，Virtual Connect 继续提供 HBA 配置参数以防止数据丢失。
按 Enter 后会出现以下屏幕，表明已更正 NV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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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 ESC 键可退出该实用程序。此时将出现以下屏幕：

4. 按 Enter 键重新引导系统。重新引导系统时，Virtual Connect 将重新提供所有 HBA 配置参
数，并且服务器将恢复正常运行。

增加 VMware 服务控制台内存和 CPU 份额
可以增加分配给 VMware 服务控制台的内存和 CPU 份额，以便 VM 主机获得更好的性能。登录
到提供对 VM 主机管理的 vCenter 服务器并执行以下更改：
1. 增加分配给 ESX 3.X 或 ESX 4.X 服务控制台的 RAM 大小：

a. 从 Virtual Infrastructure Client 以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到 vCenter。

注意： 如果您没有 vCenter，请以 root 用户身份直接登录到 ESX 主机。

b. 从清单选择 ESX Server 主机。
c. 选择 Configuration 标签。
d. 单击 Memory。
e. 单击 Properties。
f. 在“Memory”窗口为服务控制台参数输入一个介于 256MB 和 800MB 之间的值。

注意： 为了排除故障，VMware 建议将服务控制台 RAM 增加到 800MB。

g. 单击 OK。重新引导 ESX 主机后更改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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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重新引导 ESX 主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 VMware 知识库文章：http://
kb.vmware.com/selfservice/microsites/search.do?language=en_US&cmd=displayKC&
externalId=1003501。

2. 增加分配给 ESX 3.X 或 ESX 4.X 服务控制台的 CPU 份额：
a. 从 Virtual Infrastructure Client 以具有管理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到 vCenter。
b. 从左边的树浏览器中选择 VM 主机。
c. 选择 Configuration。
d. 在 Software 面板中，选择 System Resource Allocation。
e. 单击 Advanced。
f. 从系统资源池中选择 console。
g. 选择 Edit Settings。
h. 将 Shares: 调整为 High。
i. 如果 Reservation 值小于 Limit: 值的 0.5 倍，请将 Reservation 限制调整为 Limit: 值的

0.7 倍。在下面的示例中，Limit 值为 3065 MHz，此值的 0.7 倍为 2145。
j. 单击 OK 应用这些值。

注意： 增加控制台的保留值可能会影响主机上虚拟机的可用 CPU 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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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支持信息和其他资源
联系 HP 前要收集的信息

与 HP 联系前，请确保准备好下列信息：

• 软件产品名称

• 硬件产品型号

• 操作系统类型和版本

• 适用的错误消息

• 第三方硬件或软件

• 技术支持注册编号（如果适用）

如何联系 HP
可使用下列方法联系 HP 技术支持：

• 请访问 Contact HP Worldwide 网站获取联系方式：
http://www.hp.com/go/assistance

• 使用 HP 支持中心网站上的联系 HP 链接：
http://www.hp.com/go/hpsc

• 在美国，请通过电话拨打 1-800-334-5144 与 HP 联系。此服务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全
天候为您提供。为了不断提高质量水平，可能会对通话进行记录或监控。

注册以便获得软件技术支持和更新服务
HP CloudSystem Matrix 包含为期三年或一年的全天候（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标准 HP 软
件技术支持和更新服务，以及全天候（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四小时响应的 HP 硬件支持服
务。此服务提供对 HP 技术资源的访问，能帮助解决软件实施或操作方面的问题。
此服务还提供了对软件更新和参考手册的访问，当 HP 提供相应的电子版本时您可以对它们进行
访问。购买电子许可证的客户能够使用电子更新。

此服务能加快问题的解决速度并能主动就软件更新进行通知和传递，Insight Management 软件客
户将从中受益。有关此服务的详细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http://www.hp.com/services/insight
联机索回许可证证书之后将对此服务进行注册。

如何使用您的软件技术支持和更新服务
HP 发行软件更新后，会为您提供最新版的软件和文档。通过“软件更新和许可”门户，可以获取
适用于您的 HP 软件支持协议上产品的软件、文档和许可证的更新。
您可以从 HP 支持中心访问此门户：
http://www.hp.com/go/hpsc
在创建配置文件并将支持协议链接到配置文件后，请访问位于 http://www.hp.com/go/
hpsoftwareupdatesupport 的“软件更新和许可”门户，从而获取软件、文档和许可证的更新。

保修信息
自购买之日起 90 天内，HP 将负责更换有缺陷的介质产品。此保修适用于所有 Insight Management
软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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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授权经销商
要获得最近的 HP 授权经销商的姓名，请查看以下资源：

• 在美国，请访问 HP 在美国的服务定位程序网站：
http://www.hp.com/service_locator

• 在其他地区，请访问 Contact HP Worldwide 网站：
http://welcome.hp.com/country/us/en/wwcontact.html

文档反馈
HP 非常欢迎您提供反馈。若对产品文档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发送邮件至：
docsfeedback@hp.com
请在邮件中注明文档标题和生产部件号。所有提交内容将成为 HP 的宝贵资产。

适用于非 HP 软件组件的安全公告和警报策略
有时 HP 产品包含开放式源代码软件（例如 OpenSSL）或第三方软件（例如 Java）。HP 声明在
Matrix OE 中包含了在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ULA) 中列出的非 HP
软件组件。

要查看该 EULA，请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HP-UX CMS 上的 /opt/vse/src/README 文件或
Windows CMS 上的 <安装目录>\src\README 文件（Windows CMS 上的缺省安装目录为 C:\
Program Files\HP\Virtual Server Environment，但可以在安装时更改此目录）。

HP 将以与为 HP 产品所提供的相同级别的支持来处理在 EULA 中列出的软件组件的安全公告。
HP 承诺减少安全缺陷，并帮助您降低发生安全缺陷时的相关风险。HP 为应对安全缺陷制定了一
套完善的流程，并会在流程处理结束时发布安全公告。安全公告将为您提供对问题的深层说明，
并解释如何缓解安全缺陷。

订阅安全公告
要从 HP 接收安全信息（公告和警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打开浏览器，登录到 HP 主页：

http://www.hp.com
2. 单击 Support & Drivers 标签。
3. 单击右侧导航窗格中 Additional Resources 下的 Sign up: driver, support, & security alerts。
4. 单击 Business & IT Professionals 打开 Subscriber's Choice 网页。
5.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您已注册，请登录。

•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立即注册。然后，选中 Driver and Support alerts 旁的框，并单
击 Continue。

相关信息

文档与支持
可以从 HP 网站下载 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及相关产品的最新版手册和白皮书。可在
http://www.hp.com/go/matrixoe 上获得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软件的文档资料。
有关 HP Matrix OE 架构流程、相关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详细信息，请访问以下 HP 网站：

• HP Matrix OE 架构流程网站，网址为 http://www.hp.com/go/insightorchestration

• 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网站，网址为 http://www.hp.com/go/matrixoe

• HP Insight Control 网站，网址为 http://www.hp.com/go/insight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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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P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网站，网址为 http://www.hp.com/go/vmmanage

• HP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网站，网址为 http://www.hp.com/go/rdp

• 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网站，网址为 http://www.hp.com/go/insightmanagement/
sim/

• VMware 文档，位于 http://www.vmware.com/support/pubs

• Ignite-UX 文档，位于 http://www.hp.com/go/ignite-ux-docs

• HP Server Automation (SA) 文档，位于 http://support.openview.hp.com/selfsolve/documents

Matrix 架构流程文档资料
有关 HP Matrix OE 架构流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以下针对当前发行版提供的资源：

• 《HP Insight Management 支持列表》

• 《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发行说明》

• 《HP Insight Management 安装和配置指南》

• 《HP CloudSystem Matrix How-To Guide: ESXi Cluster Provisioning》

• 《Cloud bursting with CloudSystem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and HP Cloud Services
or Amazon EC2》

• 《Cloud bursting with CloudSystem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and Sav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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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CMS 请参见 中央管理服务器。
CSI 请参见 通用存储接口。
Enterprise Virtual
Array

HP 存储阵列产品线。

ESA 请参见 可扩展的服务器适配器。
ESX VMware 企业级别的虚拟化产品。
EVA 请参见 Enterprise Virtual Array。
FC 请参见 光纤通道。
Flex-FC 一种使用若干组预分配给共享存储池（可供一个或多个物理服务器使用）的 SAN 资源的技术：

N_Port ID 虚拟化。
HBA 请参见 主机总线适配器。
HP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

一个多服务器部署工具，使 IT 管理员能够以无人照管和自动化的方式轻松在大量服务器上部署
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原名为 HP Insight Rapid Deployment 软件。

HP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

HP 的虚拟化管理技术。

HP Insight Rapid
Deployment 软件

请参见 HP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 。

HP SIM 请参见 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HP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与 Matrix OE 捆绑在一起的可选软件解决方案，为存储器提供以服务为中心的管理界面。

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HP 系统和资源监视及管理产品。

HP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HP 跨机箱硬件虚拟化管理软件产品。

IE 请参见 Internet Explorer。
Internet Explorer
(IE)

Microsoft Web 浏览器。

Internet 协议第 6
版

Internet 协议第 6 版是继 IPv4 之后的下一代 Internet 协议。

IPv6 请参见 Internet 协议第 6 版。
LUN 请参见 逻辑单元号。
MAC 请参见 介质访问控制。
RDP 请参见 HP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原名为 HP Insight Rapid Deployment 软件。
RSCN 请参见 注册状态更改通知。
URL 请参见 统一资源定位器。
UUID 请参见 通用唯一标识符。
VC 请参见 Virtual Connect。
VCEM 请参见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vCenter VMware 企业级别的虚拟化管理产品。
Windows Internet
名称服务

Microsoft 的名称服务器和服务（类似于域名的 DNS ）－ 在主机名与网络地址之间映射。

WINS 请参见 Windows Internet 名称服务。
WWN 请参见 全球通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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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池条目 Matrix OE 在存储池环境中跟踪存储器的方法（每个可移植组有一个存储池）。存储池条目包
含有关需求/要求的信息（大小、RAID 级别、标记、服务器启动器 WWN）以及满足这些要求
的存储器（存储控制器 WWN、LUN 信息）。Matrix OE 支持三种存储池条目类型：一种用于
手动存储规范，另两种通过 HP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实现。逻辑服务器需要存储器，
因此关联了一个或多个存储池条目。

存储区域网络 将数据存储设备与相关联的数据服务器连接到一起的网络（或子网）。通常，存储区域网络属
于整个计算资源网络的一部分。

多启动器 NPIV 使管理员能够预定义 SAN 存储池，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存储灵活地指定给不同的服务器。每
个存储池条目定义一个或多个位于 SAN 上的 LUN 和一个或多个允许访问 LUN 的服务器端启动
器。使用 HBA 端口虚拟化，可灵活授予某个服务器对一个或多个存储池条目的访问权限。该存
储管理方式确保 SAN 管理员对所有 SAN 资源保持完全管理控制，并且服务器管理员可灵活地
将逻辑服务器存储任务自动化。

发现 管理应用程序中的一个功能，用于查找并识别网络对象。在 HP 管理应用程序中，发现过程可
查找并识别指定网络范围内的所有 HP 系统。

分配 会根据模板中定义的条件、为用户分配的资源池以及 HP Matrix OE 架构流程完成的当前资源保
留或分配为请求分配服务器、存储和网络资源。

服务器组 一组服务器（一个或多个），可将其视为启用多层基础结构服务的构建的层。层中的服务器必
须是同类的，且必须满足所有组属性。

工作流 定义一组将架构流程设置的服务中特定于客户的 IT 任务自动化的链接操作。使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Studio、架构流程内置的工作流设计器创建、修改和保存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可使用工作流定义与 IT 流程的集成，包括审批、手动操作系统部署、手动存储设置和
发送通知。也可将工作流与架构流程模板相关联。这些服务操作工作流在相关请求之前或之后
执行。它们旨在执行特定于模板和从模板中创建的服务的操作。Library/Hewlett-Packard/
架构流程/Service Actions/Samples 文件夹中提供了样例工作流。你可以按原样使用这些
样例工作流，也可以复制或修改它们。

公用 一个子网，它可访问 Internet，但不能包含在 192.x.x.x 或 10.x.x.x 地址范围内的 IP 地址。
管理员 可通过 Matrix OE 架构流程控制台管理用户、资源池和自助服务请求的用户。
光纤通道 一个高速存储网络标准。

基础结构服务 基础结构资源的运行配置，旨在运行多层 Web 应用程序等业务应用程序。也称为服务或服务
实例。基础结构资源包括刀片式服务器、虚拟机、SAN 磁盘、网络和 IP 地址。

架构流程控制台 一个 Web 应用程序（Systems Insight Manager 插件），可用于部署、管理和监视架构流程及
其用户、模板、服务和资源的整体行为。

架构流程设计器 一个 Web 应用程序，通过它可使用拖放式界面来规划和设计多服务器、多层基础结构。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
门户

一个 Web 应用程序，可用于从已发布的模板创建基础结构服务。可以查看可用的模板，选择
符合设置要求的模板，然后提交服务请求。

架构师 负责使用 Matrix OE 架构流程设计器（一个图形设计器）创建多服务器基础结构模板，然后发
布这些模板，供其他用户创建基础结构服务的一类用户

介质访问控制 由制造商指定给大部分网络接口卡 (NIC) 或网络适配器的唯一标识符。在计算机网络中，是一
个介质访问控制地址。也称为以太网硬件地址 (EHA)、硬件地址、适配器地址或物理地址。

可恢复 发生故障时可恢复部署的功能。从系统故障或灾难中快速恢复的功能不仅依赖于对数据进行最
新的备份，还依赖于针对在新硬件上恢复该数据预定义计划。

可扩展的服务器适
配器

用于将架构流程和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连接到第三方存储设备的 HP 适配器。

逻辑单元号 SCSI、光纤通道或 iSCSI 逻辑单元的标识符。
命令视图 管理 HP 存储阵列的软件和服务器。
模板 一种设计蓝图，用于指定基础结构服务在服务器组、网络、存储方面的要求，并包含在执行请

求的过程中使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的定制点。
批准 由管理员授予用户生成的请求的许可。在创建或更新服务的分配和设置阶段中发生批准行为。

请求 一种需要管理批准的自助服务用户操作。执行其他任务（如服务实例化或删除）时生成请求。
当用户想要执行以下操作时生成请求：

• 创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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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服务

• 停用服务器

• 激活服务器

• 更新服务以添加服务器

• 更新服务以添加存储器

• 更改租用期

全球通用名称 唯一标识符，用于标识特定的光纤通道 (FC)、高级技术连接 (ATA) 或串行连接的 SCSI (SAS) 目
标。每个全球通用名都是一个 8 字节标识符。

冗余 SAN 用于防止 SAN 解决方案出故障的组件的复制。
设置 通过模板创建服务的过程。通过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或架构流程控制台，用户可提交创建服

务的请求，架构流程将搜索其目录，并向模板中的所有逻辑资源定义分配计算资源。

通用唯一标识符 一种唯一标识符，用于供分布式系统唯一标识信息，具有高度的中央协调性。

统一资源定位器 指定可在 Internet/万维网上的何处获得指定的计算资源及检索该资源的机制。
虚拟接口 用作多个执行应用程序包的群集服务器的单个网络地址的 IP 地址。虚拟接口也称为服务 IP。
虚拟连接 HP 硬件虚拟化产品，主要用于刀片式服务器。
用户 通过从按优先级排序的资源池列表设置模板并借助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指定服务租用期（整

体服务的开始和结束时间）来创建基础结构服务的一类用户。

中央管理服务器 管理域中运行 HP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软件的系统。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的所有核
心操作都从该系统启动。

主机总线适配器 一个电路板和/或集成电路适配器，用于在服务器和存储设备之间提供输入/输出处理和物理连
接。

注册状态更改通知 在光纤通道协议中，RSCN 是所有重大光纤更改的光纤通道结构的通知。将 RSCN 发送到指定
的节点，使节点对更改作出相应的反应。

专用 一个子网，它不在数据中心外部进行路由，且通常仅包含在 192.x.x.x 或 10.x.x.x 地址范围内
的地址。

资源池 由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管理的物理资源组及虚拟资源组。管理员可通过是否允许用
户访问资源池来控制资源利用率。

租用期 基础结构服务的持续时间或生命周期。它由用户进行设置或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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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可定制分配过程
概述

Matrix 架构流程使用内置的分配机制执行自动化资源分配，如上所述。此内置的分配程序即为缺
省分配机制。另外，可定制的分配机制可以代替内置分配程序，用于某部分资源的可定制分配。
可定制分配程序支持灵活、基于规则且使用 JBoss Drools 规则引擎 (http://www.jboss.org/drools)
的适配过程。您可以配置架构流程启用基于选择性规则的适配过程，该过程可根据您的需要进行
定制。缺省情况下，将禁用所有基于规则的适配过程，而使用内置分配程序的适配过程。本节讲
述如何启用基于规则的适配过程。

策略配置文件
可定制分配过程使用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conf\policy 配置文件中预定义的策略钩挂。策略文件 (policy.xml) 包含多个预定义入口点
（或钩挂）、已启用状态和相应规则文件。下图显示了 policy.xml 文件中的一个示例入口。

• 图中的名称 PhysicalServerPolicyCheck.applyFitting 表示物理服务器适配过程
的入口点或钩挂。

• 启用的标记，用于启用或禁用此钩挂基于规则的适配。

• <policy-rule-file> 提供了在适配过程中应用的规则文件的列表。
当可定制分配过程开始后，架构流程将读取 policy.xml 文件，并使用此信息通过引用相应的
钩挂状态来查找要使用的适配过程。如果已启用钩挂，此钩挂将使用基于规则的适配过程，否则
将继续使用缺省适配过程。

重新启动架构流程 Windows 服务，以反映对策略文件所做的更改。

规则文件
规则文件通常是扩展名为 .drl 的文本文件。在 .drl 文件中，可以有多个规则、查询和函数，
以及由规则和查询分配和使用的资源声明。可以将规则分成多个规则文件，以帮助管理大量规
则。

规则文件的整体结构：

• 程序包名

• 导入

• 全局

• 功能

• 查询

• 规则

除了程序包名外，这些元素的声明顺序并不重要。如果您声明了程序包名，那么它必须是规则文
件中的第一个元素。

例如：验证服务器内存条件的规则
package com.hp.hpio.controller.policy;

import java.util.List;
import java.lang.Integer;

import com.hp._2007.ess.sw.model.infrastructureutilityschema.Logical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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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com.hp._2007.ess.sw.model.infrastructureutilityschema.ComputeServer;

import com.hp.hpio.controller.wrapper.LogicalServerWrapper;

import com.hp.hpio.common.messages.HPIOBundleKey;
import com.hp.hpio.common.messages.HPIOMessage;

dialect "java" // Since we are using Java syntax with drools

/*
* INIT should be the first rule in a drl file which inserts service
* entity, resource list and result map into working memory by reading
* from PolicyExecutionVO passed to rule engine.
*
*/

/* DO NOT MODIFY */
rule "INIT"
salience 1000
when
pVO : PolicyExecutionVO();

then
insert(pVO.getAllocationEntry().getServiceEntity());
insert(pVO.getResultMap());
insert(pVO.getResourceList());

end

/*
* Rule to check memory criteria for a given service entity
* (LogicalServer) compared to list of physical resources available
* (ComputeServer)
*
*/

rule "MemorySizeCriteria"

when

$pVO : PolicyExecutionVO( );
$resLst : List();

$logicalServer : LogicalServer();
$computeServer : ComputeServer() from $resLst;

eval(memorySizeCriteria($logicalServer, $computeServer, $pVO));

then

$pVO.match($computeServer, HPIOMessage.get(HPIOBundleKey.ALLOCATION_CRITERIA_MEMORY));

end

function boolean memorySizeCriteria(
LogicalServer logicalServer,
ComputeServer computeServer,
PolicyExecutionVO pVO) {

pVO.doesNotMatch(computeServer,HPIOMessage.get(HPIOBundleKey.ALLOCATION_CRITERIA_MEMORY));

/* -------------- CUSTOM LOGIC ----------------------*/
Integer logicalMemorySizeMB = LogicalServerWrapper.getMemorySizeMi(logicalServer);

if (computeServer.getMemoryConsumedMB() == null) {
computeServer.setMemoryConsumedMB(0);

}
Integer resourceMemorySizeMB = computeServer.getMemorySizeMB() - computeServer.getMemoryConsumedMB();

if(logicalMemorySizeMB.doubleValue() <= resourceMemorySizeMB.doubleValue()){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 -------------- CUSTOM LOGIC ----------------------*/

定制现有规则
提供基于规则的分配适配过程的优点是，允许通过修改代码的 CUSTOM LOGIC 部分来更改规则
定制和业务逻辑。

您可以修改或删除现有的规则，或添加新的定制规则。规则是用 Java 和 Drools 语法编写的。
可用于定制的钩挂：

• SubnetPolicyCheck.applyFitting

• AttributeBasedSubnetPolicyCheck.applyFitting

• SpecifiedSubnetPolicyCheck.applyFi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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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maticIpAddressPolicyCheck.applyFitting

• StaticIpAddressPolicyCheck.applyFitting

• DhcpIpAddressPolicyCheck.applyFitting

• PhysicalServerPolicyCheck.applyFitting

• PhysicalBootDiskPolicyCheck.applyFitting

• NPIVDataDiskPolicyCheck.applyFitting

• VirtualServerPolicyCheck.applyFitting

• EsxDiskPolicyCheck.applyFitting

• HypervDiskPolicyCheck.applyFitting

• DasDiskPolicyCheck.applyFitting

• SoftwarePolicyCheck.applyFitting

编写新的规则文件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新的 drl 文件，添加规则文件的其他部分（如 “规则文件” 中所示），然后
添加新的规则逻辑。

• Package — 程序包名，始终为 com.hp.hpio.controller.policy。
• Import — 声明使用编写规则业务逻辑所需的任何其他 Java 类。
• 规则：

可以在单个规则 (.drl) 文件中定义多个规则。◦
◦ 每个规则中都包含要执行的业务逻辑。

◦ INIT 规则是一个示例结构，您可以复制它，并基于它来定义定制规则。

可以使用 Eclipse (http://downloads.jboss.com/drools/updatesite3.3/) 这样的工具编写规则文
件，方法是将 Drools Eclipse 插件包含到创建规则项目中，并将所需的架构流程库也包含到此项
目中。Eclipse 具有突出显示语法和自动完成代码的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列文档：

• JBoss Rules User Guide，位于 http://downloads.jboss.com/drools/docs/4.0.7.19894.GA/
html_single/index.html

• JBoss Rules，位于 http://downloads.jboss.com/drools/docs/4.0.7.19894.GA/apidocs/
index.htm

例如：定制规则
rule "CustomRule1"

when

$pVO : PolicyExecutionVO( );
$resLst : List();

/* -------------- CUSTOM LOGIC ----------------------*/
// Get service entity and resource objects.
$logicalSubnet : LogicalSubnet();
$subnet : Subnet() from $resLst;

// call new user defined function with required arguments
// function has to return true in case of success or false
// in case of failure.
eval(customRule1($logicalSubnet, $subnet, $pVO));
/* -------------- CUSTOM LOGIC ----------------------*/

then

/* -------------- CUSTOM LOGIC ----------------------*/
// Since this is a custom rule/criteria construct HPIO message
// using ALLOCATION_CRITERIA_CUSTOM bundle key and providing
// allocation failure message (string) to be displayed. In case
// this rule fails. NOTE same information should be used while
// calling doesNotMatch in the custom function below.

$pVO.match($subnet, HPIOMessage.get(HPIOBundleKey.ALLOCATION_CRITERIA_CUSTOM, “Failure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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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USTOM LOGIC ----------------------*/
end

/*
* The function is responsible to do criteria check and return
* true/false based on the requested resource and the available
* resources.
* Initialize result map with doesNotMatch to start with, if this
* function returns success (true) then rule result map will be
* changed to match.
*
*/
function boolean customRule1(

LogicalSubnet logicalSubnet,
Subnet subnet,
PolicyExecutionVO pVO) {

// Custom message.
pVO.doesNotMatch(subnet, HPIOMessage.get(HPIOBundleKey.ALLOCATION_CRITERIA_CUSTOM, “Failure message”));

boolean match=true;
/* -------------- CUSTOM LOGIC ----------------------*/

/* -------------- CUSTOM LOGIC ----------------------*/
return match;

}

部署规则
1. 确保规则文件有效（使用 iopolicyassist 工具）。
2. 将已验证的规则文件复制到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policy 目录。
3. 如果合适，通过修改或添加最近定义的规则文件来更新 policy.xml 文件中钩挂

<policy-rule-file> 的信息。
<policy enabled="false" name="SubnetPolicyCheck.applyFitting">
<policy-rule-file>

SubnetCheck.drl,
newrulefile.drl

</policy-rule-file>
<policy-class-name>policy-class-name</policy-class-name>
</policy>

4. 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要启用任何策略，请将策略文件中已启用的相应标记改为 true。
• 要禁用任何策略，请将策略文件中已启用的相应标记改为 false。

5. 重新启动架构流程 Windows 服务以使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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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通信安全
本附录说明了 Matrix 架构流程和 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之间交互的安全性。
Matrix 架构流程与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集成。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提供可定制的工作
流，可在基础结构服务生命周期的多个点调用该工作流。使用 HTTPS 和（在某些情况下）SMTP
将有关基础结构服务的信息在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之间进行交换。缺省情况下，
IO 和 OO 在同一个中央管理服务器 (CMS) 上运行，但可对 IO 和 OO 进行配置，使其在不同的
服务器上运行并通过有潜在危害的网络交换数据。

将对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采取的操作进行记录。
HP 建议：
• 只有受信任的管理员在 CMS 上具有一个登录帐户（缺省行为）
• 仅受信任的管理员可访问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配置文件（缺省行为）
• 将 Matrix 架构流程模板创建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流定制限制为仅由受信任的架构师
执行（此为缺省行为）

• Matrix 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由受信任的公司网络（而不是公共或有潜在危
害的 Internet）连接（缺省情况下，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安装在同一个服务
器上）

Matrix 架构流程与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的交互
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之间有两种类型的交互。
• 管理操作

在执行管理操作的基础结构服务的生命周期中调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并在
..\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
hpio.properties 中配置该工作流。

• 服务操作

由架构流程架构师将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分配给基础结构服务模板。架构师在
基础结构服务生命周期的特定点分配工作流。

由架构流程传递到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的数据
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之间交换的数据包括：
• 日期 － 调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流的日期。
• 用户令牌 － 用于验证用户的响应的唯一字符串。
• 请求 XML － 有关基础结构服务的数据，包括服务器、磁盘、网络及其使用的存储器和服务
用户的名称。

• 用户 XML － 有关架构流程用户的数据，包括用户名、电子邮件地址、上次登录时间和用户
令牌（在没有用户名和口令的情况下，无法使用该令牌连接到架构流程）。

• 磁盘或服务器标识符

• 服务器组名

• 网络接口卡 (NIC) 标识符
服务操作工作流必须接收以下参数：

• 请求 XML － 表示基础结构的 XML。
• 用户令牌 － 回调架构流程时要使用的安全性令牌。
• 日期 － 架构流程触发流的日期和时间。

注意： 工作流定义中必须有这些参数，即使工作流中不使用这些参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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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 架构流程与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的通信
Matrix 架构流程使用与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服务器的 HTTPS 通信来调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并传递工作流所需的任何数据。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服务器可能与架
构流程位于同一个 CMS 上，也可能位于单独的服务器上。HP 建议将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放在同一个受信任的公司网络上。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以 Windows 本地系统权限运行 ，可以将其定制为运行任意操
作（如文件系统读取、打开网络连接或发送电子邮件）。

对于某些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流，架构流程会等待用户响应，然后再执行基础结构生命周
期的下一步。Matrix 架构流程将这些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流的唯一的一次性用户令牌传递
到管理员定义的电子邮件收件人。此令牌用于验证用户响应。Matrix 架构流程会等待用户令牌传
回到架构流程服务（使用正确的请求 ID），然后才执行基础结构服务生命周期的下一步。
缺省情况下，这些流将包含响应页面的 URL 的电子邮件发送给架构流程管理员。此 URL 包含用
户令牌和请求的 ID。管理员在 Web 浏览器中打开 URL，此时会显示一个允许其继续执行或拒绝
该请求的表单。单击“Continue”或“Reject”将打开到架构流程服务的 HTTPS 连接并传递用户令牌、
请求 ID 和需要的操作。如果架构流程确认该请求 ID 的用户令牌正确，则架构流程将根据需要“继
续”或“取消”请求。
如果用户令牌被截获，则未授权的用户可在基础结构服务上批准、拒绝、继续执行或取消请求的
步骤。但管理员会发现基础结构服务在没有他的直接操作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从而可以采取措置
纠正该问题。

管理操作

管理操作是在基础结构服务的生命周期中调用的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过程。
• 手动操作系统部署 － 架构流程等待用户的“继续”或“取消”响应
• 手动存储设置 － 架构流程等待用户的“继续”或“取消”响应
• 手动存储删除 － 架构流程等待用户的“继续”或“取消”响应
• 手动磁盘清除 － 架构流程等待用户的“继续”或“取消”响应
• 请求批准 － 架构流程等待用户的“批准”或“拒绝”响应
• 服务开始操作

• 服务终止操作

• 全局服务终止操作

• 用户通知

• 用户池通知

• 服务租用通知

• 服务恢复

• 服务失败操作

服务操作

服务操作是可能会调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工作流的基础结构服务阶段。
• 创建服务开始（或终止）

• 添加服务器开始（或终止）

• 添加数据磁盘开始（或终止）

• 更改租用开始（或终止）

• 备用服务器或服务开始（或终止）

• 恢复服务器或服务开始（或终止）

• 删除服务开始（或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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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使用的配置文件和 URL
•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服务的 URL：

https://localhost:16443/PAS/services/WSCentralService
• 批准的响应 HTML 页面的 URL：https://localhost:51443/hpio/ooflows/ApprovalResponse.html
• 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的 URL：https://localhost:51443/hpio/controller/
• 为管理操作指定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服务器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流的 Matrix
架构流程配置文件：..\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conf\hpio.properties

•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日志：..\Program Files\HP\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Central\logs

• Matrix 架构流程日志：..\Program Files\HP\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logs

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使用的配置文件和 URL 197



索引

A
Active Directory
与 Insight Management 集成, 14

Amazon EC2
云设置, 42

API 参考, 13

C
clean-me 逻辑服务器, 175
CMS 配置, 143
CPU 份额, 182

D
DAS
设置物理服务器, 86

E
ESA 流, 引用正确的 OO 安装路径, 171
ESA 配置, 64
ESX 云资源, 59
ESX 资源池, 59
ESXi 群集设置
配置, 49
资源池, 59

ESXi 支持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 27

F
FC 区域
配置, 177

H
HBA Fast!UTIL 实用程序, 180
HP Cloud Services
云设置, 42

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10
HP Server Automation (SA)

hpio.properties 文件中的最小内存, 33
配置, 32
用于 RHEL 6 和 SLES 10 的修补程序, 32

HP SIM
故障排除, 154, 164

HPIO_Administrators, 14
HPIO_Architects, 14
HPIO_Users, 14
hpio.properties

esx.max.concurrent.requests, 33
hyperv.max.concurrent.requests, 33
integrityvm.max.concurrent.requests, 33
physical.max.concurrent.requests, 50
Server Automation 最小内存要求, 33
创建服务超时值, 108
概述, 17
模板访问限制, 169
启用 m-NPIV 支持, 50

启用联合 CMS, 18
删除批准电子邮件要求, 24
统一成本单位, 117
租用结束策略, 85
阻止 VM 主机上的磁盘被视为虚拟机的数据存储, 88
组织同步间隔, 141

Hyper-V
VLAN 标记, 58

Hyper-V 的 ide0:0 引导磁盘要求, 154
Hyper-V 设置

Linux guest 虚拟机, 34

I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组织管理员门户
访问, 75

inoperable 存储池条目, 147
Insight Control, 10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作业文件夹, 28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 10
故障排除, 164

IO 服务的灾难恢复保护, 39
IO 模板
创建

ProLiant VM, 97
ProLiant 服务器, 90
VM 主机, 97
云服务提供程序, 102

ioexec 命令行接口参考, 13
IP 地址

VM 主机, 87

L
Linux guest 虚拟机
在 Hyper-V 上设置, 34

M
Matrix Security Group
在 SPM 中, 130

Matrix 安全组
在 SPM 中, 147

Matrix 恢复管理
与架构流程集成, 39

Microsoft SCVMM 模板, 37

N
NPIV 配置
物理设置, 50

NVRAM, 180

O
OO 未安装到缺省路径
编辑 ESA 流, 171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MTP 值, 22
登录, 21
访问, 24

198 索引



更新到最新版本, 25
配置, 21
数据库整理, 26
信用凭证, 21
在远程计算机上安装, 25
在远程计算机上配置, 25

OS 构建计划管理权限, 32

S
Savvis
云设置, 42

SCVMM 模板, 37
故障排除, 167

Server Automation (SA)
配置, 32

SLVM, 87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按需存储设置, 131
在联合 CMS 环境中, 20

sysprep, 38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设置, 50

V
vDS 网络交换机
架构流程支持, 34

Virtual Connect
故障排除, 172

Virtual Connect Enterprise Manager, 10
Virtual Connect 域组
资源池中的资源, 60

VLAN 标记
配置, 58

VM 模板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创建, 36

VM 群集设置
联合 CMS 环境, 49

VM 主机
部署在刀片式服务器上，在 Servers 标签中出现两次,

60
数据磁盘, 88
数据磁盘名, 88

VMware
CPU 份额, 182
ESX, 154
内存, 182

vNetwork 分布式交换机 (vDS)
架构流程支持, 34

A
安全组
配置, 42

安装, 14
按需存储设置
在 SPM 中启用, 131

B
本地磁盘
设置物理服务器, 86

编辑 ESA 流, 171

编辑虚拟服务器, 86
部署, 89

C
操作系统, 部署, 112
操作系统设置, 111
产品概述, 10
超时值, 108
创建

IO 模板
ProLiant VM, 97
ProLiant 服务器, 90
VM 主机 , 97
云服务提供程序, 102
存储, 125
服务请求, 102
虚拟机管理模板, 35
作业文件夹, 27

创建服务, 80
词汇表, 188
磁盘清理, 90
磁盘删除, 90
磁盘阵列显示
配置, 177

存储, 125
存储标记
在逻辑服务器管理中创建, 128

存储池条目
inoperable, 147
配置, 177
无法运行, 148

存储分配算法, 87
存储设置
物理, 133
虚拟, 134

D
定制, 38
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 76

多路径存储, 112
多租户, 137
概述, 137

多租赁, 75

F
防火墙
配置, 42

访问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组织管理员门户, 75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24
架构流程控制台, 72
架构流程设计器, 70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77

分配, 89
分配概述, 111
分配规则, 191
分配算法
存储, 87
服务器, 87

199



服务器部署
配置, 27

服务器池, 59
服务器分配算法, 87
服务请求
创建, 102
审批, 108

服务请求失败
更正, 175

服务设置, 12
负载均衡器
可选择的属性, 46
配置, 43
注册, 44
组成员, 48

G
概述
操作, 10
产品, 10
多租户, 137
管理员, 12
集成, 10
架构流程控制台, 72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77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界面, 78
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 137
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界面, 75
架构师, 11
控制台界面, 73
设计, 10
设置, 10
生命周期操作, 80
用户, 11, 12
自动化, 10

更改租用期, 85
功能, 10
共享磁盘 (虚拟)
受支持数, 34

共享磁盘（物理）
支持的数量, 133

共享磁盘的制作性能, 87
故障排除
创建服务, 145
创建物理服务, 145
创建虚拟服务, 152
服务操作, 162
服务器操作, 162
架构流程设计器操作, 168
将服务器添加到服务, 162
控制台操作, 162
其他问题, 170
删除服务, 160
删除物理服务, 160
删除虚拟服务, 161
伸缩服务, 162
自助服务门户操作, 167

管理员, 12
过程

生命周期操作, 80

J
基于 SAN 的存储, 125
基于 SLVM 文件的存储
无法运行的逻辑服务器, 148

计费
单位成本, 114
度量标准, 117
概述, 112
固定成本, 113
故障排除, 174
手动更新数据库, 174

架构流程
功能, 10
优点, 10

架构流程控制台
Calendar 标签, 74
Networks 标签, 74
Organization 标签, 74
Requests 标签, 73
Servers 标签, 73
Services 标签, 73
Software 标签, 74
Storage 标签, 73
Templates 标签, 73
Users 标签, 74
访问, 72
概述, 72
任务, 72
主页, 73

架构流程设计器
导航到, 70
访问, 71
先决条件, 70

架构流程应用程序, 70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Calendar 标签, 79
My History 标签, 78
My Pools 标签, 78
My Requests 标签, 78
My Services 标签, 78
Templates 标签, 78
定制, 76
访问, 77
主页, 78

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
Networks 标签, 75
Organization 标签, 75
Requests 标签, 75
Servers 标签, 75
Services 标签, 75
Templates 标签, 75
Users 标签, 75
定制, 76
主页, 75

架构师, 11
角色
在 Matrix 架构流程中, 15

200 索引



K
控制台
界面概述, 73

跨技术逻辑服务器
支持 Matrix 架构流程, 111

L
联合 CMS
故障排除, 145
配置, 17
配置联合, 18
手动启用, 18
在备用 CMS 上创建用户组, 20

联合 CMS 环境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20
VM 群集设置, 49

链接的克隆服务器组, 98
链接的克隆服务器组存储, 87
浏览器访问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组织管理员门户, 75
架构流程控制台, 72
架构流程设计器, 70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77

逻辑服务器
管理新, 110

M
名称
由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更改, 103

命令行接口 (CLI) 参考, 13
模板, 35

N
内存, 182
内存过度订阅, 38

P
配置

ESX, 33
FC 区域, 177
HP Server Automation (SA), 32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21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50
磁盘阵列显示, 177
存储, 125
存储池条目, 177
定制, 38
服务器部署, 27
服务器池, 59
联合 CMS, 17
网络, 51
物理设置, 50
系统属性, 21
虚拟机管理模板, 35
虚拟机交换机, ESX, 34
虚拟机交换机, Hyper-V, 35
虚拟机交换机, Integrity, 35
虚拟设置, 33
虚拟域组, 50

用户, 14
批准, 89

Q
请求
批准, 89

R
软件部署, 12

S
删除服务, 80
删除服务器, 82
设计器
组件, 71

审批, 服务请求, 108
生命周期操作, 80
编辑虚拟服务器, 86
创建服务, 80
打开服务器电源, 84
更改租用期, 85
关闭服务器电源, 84
激活服务器, 83
删除服务, 80
删除服务器, 82
手动过程, 89
添加磁盘, 82
添加服务器, 81
停用服务器, 83
重启服务器电源, 84

手动操作, 89
手动清理过程, 175
属性文件
概述, 17

数据磁盘, 89
VM 主机, 88
排除, 88

T
添加
用户帐户到组, 15

添加磁盘, 82
添加服务器, 81

W
网络配置, 51
网络主干, 53
无法运行的存储池条目, 148
物理磁盘
支持的数量, 133

物理存储设置, 133
物理到虚拟逻辑服务器
支持 Matrix 架构流程, 111

物理服务器
使用本地磁盘设置, 86

物理共享磁盘
支持的数量, 133

物理设置, 50

201



X
系统属性, 21
先决条件, 70, 77
相关文档, 186, 187
校验和错误
更正, 180

卸载, 14
虚拟存储设置, 134
虚拟到物理逻辑服务器
支持 Matrix 架构流程, 111

虚拟共享磁盘
受支持数, 34

虚拟机
ProLiant 服务模板, 97

虚拟机监控程序设置
配置, 49

虚拟机交换机配置
ESX, 34
Hyper-V, 35
Integrity, 35

虚拟设置, 33
虚拟域, 50
虚拟专用磁盘
受支持数, 34

许可, 14
许可证

Matrix OE 公共云受管实例, 42

Y
验证 CMS 配置, 143
要求, 38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22
引导磁盘分配, 89
用户
配置, 14
删除权限, 16
验证, 64

用户和组
在 Matrix 架构流程中, 15

用户帐户到组
添加, 15

用户组, 在备用 CMS 上创建, 20
云设置
配置, 42

云许可证
Matrix OE 公共云受管实例, 42

云资源, 59

Z
支持, 186
支持 DR（灾难恢复保护）的服务, 39
支持列表, 14
支持与架构流程一起使用的产品版本, 14
主干网络, 53
配置 VLAN 标记, 58

专用磁盘 (虚拟)
受支持数, 34

专用磁盘（物理）
支持的数量, 133

资源
不显示, 175

资源分配, 191
自动化设置, 111
自助服务用户, 12
租用期, 85
组织
标识符, 137
创建, 139
添加资源, 141
网络共享, 141
用户和组, 137

作业文件夹, 27, 28

202 索引


	HP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7.1 架构流程用户指南
	目录
	1 简介
	自动化基础结构设计设置和管理
	Matrix 架构流程和 Matrix Operating Environment 解决方案
	Matrix 架构流程用户和组
	软件部署和服务设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API 和 CLI 支持

	2 安装和配置
	安装架构流程
	升级架构流程
	卸载架构流程
	许可架构流程
	在 Windows 中配置架构流程用户
	Matrix 架构流程角色
	将用户帐户添加到组
	删除具有 IO 资源权限的 Windows 用户

	修改架构流程属性文件
	配置联合 CMS 环境
	全新安装中手动启用联合 CMS
	配置联合
	支持 CMS 联合的滚动升级
	在备用 CMS 上创建用户组
	在备用 CMS 上配置资源

	配置 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配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系统属性
	指定 SMTP 信用凭证和系统属性
	访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配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远程实例
	下载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安装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远程实例
	将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远程实例更新到最新版本
	在远程计算机上配置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升级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后复制 keystore 文件

	整理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中央系统的历史记录数据

	配置部署服务器
	注册部署服务器
	配置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
	创建服务器部署作业文件夹
	修改 Erase ProLiant Hardware 作业

	配置 Ignite-UX
	发现 Ignite-UX 部署服务器
	Integrity VM Guest Kit 安装

	配置 HP Server Automation

	配置虚拟设置环境
	在 Hyper-V 上设置 Linux VM
	设置虚拟机网络
	设置 ESX 虚拟机网络
	设置 Integrity 虚拟机网络
	设置 Hyper-V 虚拟机网络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模板
	查看包含数据磁盘的 VM 模板
	Hyper-V 虚拟机管理模板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SCVMM) 模板
	配置 ESX 内存过度订阅
	使用 Sysprep 定制 Windows 系统
	安装 Microsoft Sysprep 工具


	配置灾难恢复 (DR) 服务
	配置云设置环境
	配置防火墙（安全组）
	查看防火墙的详细信息

	配置负载均衡器
	注册负载均衡器
	向负载均衡器请求服务
	向负载均衡器请求组织

	创建和删除逻辑负载均衡器组
	从逻辑负载均衡器组添加和删除组成员
	查看负载均衡器的详细信息

	配置 ESXi 群集设置环境
	配置物理设置环境
	验证 VC 域组

	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配置架构流程资源
	查看和配置网络
	主干和 VLAN 网络
	Virtual Connect 信道主干配置
	Virtual Connect 映射主干配置
	VLAN 划分

	配置主干和 VLAN 网络
	配置主干和 VLAN 网络以启用对 Hyper-V VLAN 标记的支持
	将网络配置为使用 Hyper-V VLAN 标记：7.0 及更高版本方法
	迁移网络以使用 Hyper-V VLAN 标记：6.3 方法到 7.0 及更高版本方法

	配置池
	ESX 资源池和云容量池
	Virtual Connect 域组中的资源
	在刀片式服务器上部署的 VM 主机
	创建池


	验证架构流程用户和组
	配置架构流程以列出异构硬件
	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中配置 ESA 口令
	在架构流程中使用异构服务器参考工作流


	3 使用 Matrix 架构流程应用程序
	概述
	Matrix OE 架构流程设计器
	导入和导出模板
	访问架构流程设计器
	设计器界面概述

	Matrix OE 架构流程控制台
	访问控制台
	控制台界面概述
	通过控制台访问部署的服务器
	为 Internet Explorer 7 或更高版本启用 Telnet
	为 Firefox 启用 Telnet


	Matrix 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
	访问架构流程组织管理员门户
	组织管理员门户界面概述
	定制组织管理员和自助服务门户

	Matrix OE 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访问架构流程自助服务门户
	自助服务门户界面概述


	4 Matrix 架构流程设置和分配
	Matrix 架构流程生命周期操作
	“创建服务”操作
	“删除服务”操作
	“将服务器添加到组”操作
	“从组中删除服务器”操作
	“将数据磁盘添加到组”操作
	“激活组中的服务器”操作
	“停用组中的服务器”操作
	打开服务器电源
	关闭服务器电源
	重启服务器电源
	“更改租用期”操作
	“编辑虚拟服务器”操作
	使用本地磁盘设置物理服务器
	向 VM 主机分配服务器
	将存储空间分配给虚拟机
	从存储池中排除 VM 主机上的磁盘

	生命周期操作中的手动过程

	创建架构流程模板
	创建用于物理 ProLiant 或 Integrity 服务器的模板
	创建包含物理 VM 主机或 ESXi VM 群集的模板
	创建用于 ProLiant 或 Integrity 虚拟机的模板

	创建要在云服务提供程序上设置的模板
	创建服务请求
	创建服务时定制模板属性
	修改创建服务超时值

	审批和自动部署
	管理新的逻辑服务器
	自动分配
	自动化操作系统设置
	将操作系统部署到多路径存储
	分配和检索成本及账单信息（计费）
	指定模板和服务的固定成本
	指定资源的单位成本
	指定部署到公共云提供程序的服务的成本

	指定服务的账单代码
	指定所有模板的统一成本单位

	收集和报告的计费度量标准
	升级后收集的计费度量标准

	使用 API 扩展检索计费数据
	使用 CLI 检索计费数据

	5 Matrix 架构流程存储管理
	通过多启动器 NPIV 的静态 SAN 卷自动化
	动态 SAN 卷自动化
	手动存储设置
	在 Matrix OE 可视化界面中手动创建基于 SAN 的存储
	在 Matrix OE visualization 中预定义存储池条目
	创建存储标记

	填充 Storage Provisioning Manager 清单
	在 SPM 中启用按需存储设置

	物理存储设置
	服务模板通过“选中存储模板”定义存储
	服务模板通过“指定所需属性”定义存储

	虚拟存储设置
	Matrix 架构流程的存储保留和分配方法

	6 Matrix 架构流程中的多租户
	组织概述
	架构流程多租户中的安全性
	资源访问权限
	信息安全

	创建组织
	删除一个组织
	将用户分配给组织
	向组织添加资源
	将网络分配给组织进行 VLAN 分隔


	7 故障排除
	验证 CMS 配置
	概要
	架构流程提供的检查
	执行 IOAssist 超时
	手动启用联合 CMS

	创建服务
	创建物理服务
	无法在同一 Virtual Connect 域组中分配服务器和网络
	至少有一个操作系统或软件部署失败
	服务设置请求已暂停
	在多磁盘请求中设置存储时发生超时
	由于 UUID 无效导致逻辑服务器任务失败
	存储池条目状态为“Presentation Completed with Errors – Inoperable”或“Presentation Completed – Inoperable”
	自动设置存储失败并出现“No matching storage found”错误
	如果与使用基于 SLVM 文件的存储的 guest 虚拟机相关，则逻辑服务器无法运行
	找不到服务器序列号或逻辑服务器任务失败
	“手动存储设置”电子邮件指出，应该添加超过要求数量的数据 LUN
	无法使用静态 IP 地址向现有服务添加服务器
	设置请求在手动分配存储时保持暂停状态，无法创建存储池条目
	在设置 Integrity 刀片式服务器的过程中，出现 Integrity 固件刀片式服务器损坏
	当 gWLM 控制主机时，无法部署 Integrity VM guest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期间的操作系统部署在部署到 SAN 引导的物理服务器时失败
	在目标重新配置阶段，服务创建失败
	选择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时，物理请求的服务创建失败
	带有未来启动日期的请求停留在 10%，状态为 Reserved
	在最后的个性化步骤过程中，使用 Insight Control 服务器部署进行物理服务器设置失败
	即使服务器存在于已分配的池中，服务器保留和分配仍会失败
	创建请求失败，但服务仍以“Reserved”状态在 Service 标签中列出，并且未分配资源

	创建虚拟服务
	设置了 Windows 2008 R2 及更高版本的 VM 口令为空
	部署逻辑服务器时出错：复制虚拟机失败：无法访问文件 vmware-template-name.vmdk
	启动虚拟机功能失败：已安装的许可证不足以执行操作
	选择或创建空文件夹作为目标
	无法删除 <VM 名称> 或删除失败
	新服务器不会显示在 Unassigned 池中
	部署 Hyper-V 模板时出现“Could not retrieve mounted disk drive details”错误
	Insight Control 虚拟机管理无法管理 Hyper-V VM
	在 VM 定制阶段，服务创建失败
	创建服务失败并显示虚拟机定制错误
	Hyper-V 主机更改 VM 的 UUID 并同时创建服务请求
	创建服务失败并出现内部错误
	创建服务失败并出现“Unable to locate boot disk path”
	创建服务失败并出现“Remote Exception: Error while setting the VLAN ID on Switch Port null for the VM”
	服务创建失败并显示“Error powering on logical server”
	Sysprep.inf 中设置的时区不会反映在 Microsoft Windows 2008 guest 虚拟机中
	在添加服务器请求期间获取 DHCP 地址时出错
	虚拟数据磁盘名不能包含双字节字符
	Microsoft Windows 2008 guest 虚拟机无法加入 Active Directory 域
	设置虚拟机失败并显示“VM must be powered off for customization”错误消息
	由于 VM 主机硬件配置不正确，导致已设置的 VM 失败
	删除 VM 主机服务时，VM 主机刀片式服务器无法作为“未使用”服务器返回到服务器池
	逻辑服务器的任务已失败：源服务器上的服务控制台平均负载大于阈值
	在 Matrix OE 中定义的存储池条目未显示在架构流程控制台的 Storage 标签中


	删除服务
	删除物理服务
	Matrix 架构流程删除服务请求脱离“clean-me”逻辑服务器
	取消设置时，Matrix 架构流程未正确清除磁盘
	基础结构服务已被删除，但未执行删除操作
	删除请求失败

	删除虚拟服务
	Matrix 架构流程无法成功保留资源
	无法在 Matrix 架构流程中找到使用指定逻辑服务器设置的基础结构服务


	将服务器添加到服务
	添加数据磁盘请求失败

	取消激活、激活、关闭电源或打开电源操作
	当管理员取消已暂停的引导磁盘部署时显示的消息

	控制台操作
	因登录失败而无法显示 Matrix 架构流程工具
	HP Matrix 架构流程工具无法显示并且出现“User not authenticated”消息
	因服务联系失败而无法显示 Matrix 架构流程工具
	在列出服务器池时显示“The Matrix infrastructure orchestration tool cannot be displayed”
	已添加到 HPIO_Administrators 组的用户无法登录到架构流程控制台
	Service Details 页面中不显示操作系统信息
	Networks 标签不检索网络信息
	完成保留过程后，请求详细信息显示“allocated”
	安装完成后或将用户分配到其他的架构流程组后，用户将无法登录架构流程
	延长租用期操作将失败，但不显示特定的原因或错误消息
	VCDG 下服务器上的操作没有完成请求的操作
	并非所有的虚拟资源都会显示在 Servers 标签中
	当前未使用的刀片式服务器显示在架构流程服务器池中，但不分配这些刀片式服务器以用于设置
	将服务器移到维护池始终会使服务器停用
	执行停用服务器操作后，分配给虚拟机主机的内存资源不可用
	请求详细信息中的步骤失败
	请求在取消后继续处理
	Microsoft SCVMM 模板不会显示在 Software 标签中
	架构流程服务器池树在架构流程卸载期间未从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删除

	自助服务门户操作
	Linux 服务器不会列出最近添加的数据磁盘
	在网络 WINS 设置中输入主机名导致 Windows 定制失败
	资源不显示在架构流程未分配池中
	服务器从服务器池“消失”
	为已发布的模板创建请求失败

	设计器操作
	一段非活动时间之后，模板显示为可编辑，直到尝试保存模板
	只能为连接到服务器组的第一个网络分配虚拟 IP 地址
	逻辑网络保留失败
	在设计器中，不对 Cost units 字段中的特殊字符进行验证
	针对用户和架构师的模板访问限制
	初始化设计器时出现致命错误
	在导入到架构流程设计器时，不会捕获某些模板 XML 手动编辑错误
	将在较高的 IO 发行版中创建的模板 XML 文件导入到向后兼容的先前发行版中
	IE6 中的偶发性架构流程设计器界面故障

	其他问题
	电子邮件和通知
	架构流程电子邮件（例如批准和通知）未发送
	架构流程通知电子邮件中包含一个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不显示为链接的 URL
	架构流程不向分配到服务器池或从服务器池取消分配的用户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使用专用网络访问电子邮件通知中的架构流程网页时出错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Studio 安装失败并出现错误：Studio version: 9.00 does not match Central version: 2.0. Setup will exit
	在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未安装到缺省路径时编辑 ESA 流

	Matrix 架构流程 Windows 服务
	Matrix 架构流程在等待识别服务器时可能会超时
	HP Matrix 架构流程服务可能在系统重新启动后无法自动启动，并显示错误 Unable to retrieve database password from mxpassword

	CMS 崩溃恢复
	CMS 崩溃恢复后，创建服务请求未成功完成
	CMS 崩溃恢复后，停用物理服务器未成功完成
	在 CMS 崩溃恢复后，激活/停用虚拟服务器未成功完成
	在 CMS 崩溃恢复后，创建/删除虚拟服务器未成功完成
	CMS 崩溃恢复后，ESX 虚拟服务器的添加磁盘请求未成功完成

	日志文件
	如何找到某个错误的更多详情？
	vCenter 服务器未在 Systems Insight Manager 中配置或变得不可用


	纠正过程
	手动更新计费数据库
	计费服务器未运行

	排除通信失败故障
	不显示资源且增加超时值
	手动清理过程（物理）
	手动清理过程（虚拟）
	配置存储池条目、FC 区域和磁盘阵列显示
	更正校验和错误
	增加 VMware 服务控制台内存和 CPU 份额


	8 支持信息和其他资源
	联系 HP 前要收集的信息
	如何联系 HP
	注册以便获得软件技术支持和更新服务
	如何使用您的软件技术支持和更新服务
	保修信息

	HP 授权经销商
	文档反馈
	适用于非 HP 软件组件的安全公告和警报策略
	订阅安全公告

	相关信息
	文档与支持
	Matrix 架构流程文档资料



	词汇表
	A 可定制分配过程
	概述
	策略配置文件
	规则文件
	定制现有规则
	编写新的规则文件
	部署规则


	B HP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通信安全
	Matrix 架构流程与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的交互
	由架构流程传递到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的数据
	Matrix 架构流程与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的通信
	架构流程和 Operations Orchestration 使用的配置文件和 URL

	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