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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集群的日常使用 

1.1 使用 Moebius 配置管理器 

首先通过 SSMS 管理工具登录到数据库，需要使用带有 sysadmin 权限的帐号登录数据库 

右键点击待维护的数据库,并选择“Moebius(Plus) for SQL Server“→”选择已创建好的集群” 

 

弹出集群配置管理界面，通过配置管理节点进行集群配置和维护操作。 

1.2 节点状态检查 

在配置管理界面中，会呈现当前集群的节点数量，和节点的健康状态如下图： 

集群当前是 3 个节点，且节点状态正常， 

节点状态：蓝色为正常，灰色为脱机异常 

如果有节点发生脱机异常，选中节点右键点击-选择修复功能，修复节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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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库状态检查 

数据库同步状态检查，需要登录到集群节点的每个数据库 SSMS，打开集群配置管理-选择数据库 

这里会呈现当前节点所有集群数据库的状态信息 

已同步代表当前节点同步节点 

正在同步代表当前节点是异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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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同步模式 

集群数据库同步模式有两种：同步模式和异步模式 

同步模式代表数据实时同步 

异步模式代表数据是非实时同步 

同步模式查看和修改如下图： 

选中要修改的节点右键-选择属性功能，点击 

 

弹出节点属性窗口，在可用性模式状态栏可以查看和修改同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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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行修改操作，修改好后，点击确定 

注意：异步同步模式，故障转移模式不能采用自动模式，需改为手动模式，自动故障转移模式不

可用于异步同步节点。 

1.5 故障转移模式 

故障转移模式有两种：自动转移和手动转移 

故障转移的前提要求数据同步模式为同步模式，这样发生转移时不会有数据丢失。 

故障转移模式查看和修改如下图 

选中要查看和修改的节点右键-选择属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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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节点属性窗口，在故障转移模式状态栏，可查看和修改故障转移模式 

 

如要进行修改操作，修改好后，请点击确定。 

注意：异步同步的节点不支持自动故障转移模式。 

手动转移如下图： 

选择要转移的节点，右键点击切换为主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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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节点角色切换 

集群支持自动切换和手动切换两种方式 

自动切换： 

只有节点同步模式和故障转移模式为自动模式时，才能进行自动角色切换。 

以下几种情况都会产生自动切换： 

服务器故障 

网络异常 

SQL 服务停止运行 

切换时间为 1-10S 

手动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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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节点同步模式为自动模式时，才能进行手动角色切换。 

手动切换如下图： 

选择同步模式为自动模式的节点，右键点击切换为主节点 

 

切换之后，检查节点状态和数据库同步状态 

注意：如果同步节点都发生故障，这时需要强制手动切换角色到异步节点，但是这可能会

造成数据丢失。 

1.7 虚拟 IP 配置 

集群搭建好后需要通过虚拟 IP 进行数据库连接访问 

配置虚拟 IP 如下图 

选择连接-点击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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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IP 地址和子网掩码，点击确定，最后点击保存。 

 

目前集群支持 3 个虚拟 IP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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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仲裁配置 

为了监测集群的运行状态，集群采用仲裁机制的方式，来监测集群运行的状态，根据仲裁监测集

群节点的健康信息，如果监测到集群节点信息状态异常，就会自动对故障节点进行转移、切换、脱机

等处理。 

集群仲裁有三种方式 

 

不配置仲裁见证代表集群采用内部默认的仲裁方式 

选择-不配置仲裁见证-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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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仲裁要求磁盘为集群节点都可以访问的共享磁盘 

选择磁盘见证-点击配置-选择磁盘，最后点击保存 

 

文件共享见证要求文件夹为集群节点都可以访问的在非集群节点上的共享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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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文件共享见证-输入文件夹所在路径，点击保存即可 

 

以上三种仲裁方式选择一种即可，建议配置磁盘和文件共享仲裁见证中的一种。 

1.9 通知告警 

邮件通知告警主要是为了集群发生节点切换、节点故障等状况，发出通知，提醒客户及时处理 

有邮件通知和接口通知两种 

邮件通知需要有自己的邮件服务器或者数据库服务器可以联网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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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口通知配置由于每个客户接口都不一样，需要具体技术对接 

 

注意：配置邮件或接口通知功能：请定期查看邮件或接口通知，如果有节点脱机，会显示脱机节

点的 IP 地址以及脱机数据库名称，请及时联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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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配置告警通知，请定期检查集群节点状态和数据库同步状态。 

1.10 同步登录名 

集群有同步登录名的功能，集群搭建完成后，或未来数据库的帐号增加，都可以在集群中设置。 

此操作需要在主节点进行 

首先先在主节点创建好帐号 

然后打开集群配置管理器-选项界面，查看帐户项，确认开启同步帐号功能 

 

选中 login_name 栏，点击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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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窗口会列出当前主节点下所有的数据库帐号，勾选要同步的帐号，点击确定 

 

 

确定好后，要点击保存，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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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好同步的帐号，如果帐号权限，密码等发生改变，都会定时同步到其它节点，保证主节点角

色发生切换，业务能正常使用。 

 注意：如果设置好同步的帐号被删除，集群不会同步删除帐号操作，需要去每个节点上手动删除。 

1.11 同步作业 

集群有同步作业的功能，集群搭建完成后，或未来数据库的作业新加，都可以在集群中设置。 

此操作只能在主节点上进行 

首先先在主节点创建好作业任务 

然后打开集群配置管理器-选项界面，查看作业项，确认开启同步作业功能 

开启作业自动同步-false 改为-true 



   Moebius for SQL Server 集群维护文档 

第21页共26页 

 

一般建议作业只在主节点上运行，作业同步到其它切时，其它节点作业为禁用状态，false改为 true 

 

选择 sysc_job，点击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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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窗口会列出当前主节点下所有的客户手动创建的作业，勾选要同步的作业，点击确定 

 

确定好后，要点击保存才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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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作业只同歩用户手动创建的作业，系统作业不会同步，例如：通过维护计划等产生的作业。 

新创建的作业，要在集群中设置好后，才会自动同步到其它节点。 

设置好后同步的作业，只要作业名称不发生改变，作业内容发生变化都会定时同步到其它节点 

如果某一作业名称发生改变，请重新设置这一作业同步。 

1.12 服务器关机、重启 

通常网络机房会定期进行机房维护，维护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机房断电、硬件更换、服务器关闭等

情况，这时可能要提前进行服务器关机，确保安全。 

在集群下服务器关机需要按照以下流程进行操作 

关机顺序：先关闭同步节点服务器，最后关闭主节点服务器 

开机顺序：先开启主节点服务器，再开启同步节点服务器 

开机后请检查集群节点状态（见 1.2 节）和数据同步状态（见），如果发现脱机节点，默认会自

动联机，如果出现不能自动联机情况，修复节点（见 1.2 节）后请手动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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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补丁更新 

操作系统和数据库都要定期进行更新补丁，更新补丁的过程中一般都需要重启服务器。更新补丁

遵循以下过程： 

补丁要一台一台去更新，确保更新之后服务器操作系统能够正常启动 

首先更新同步节点的补丁，更新好后把主节点角色手动切换已打好补丁的同步节点上，然后再进

行原主节点补丁更新，更新重启好操作系统后，把主节点角色切换到原来的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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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集群使用的注意事项 

2.1 集群配置库 

Moebius_root为集群配置信息库，不能进行修改删除，否则会造成集群异常，每个节点都存在这

个库。 

 

 

2.2 集群管理帐号 

Moebius_user为集群管理帐号，不能修改密码或删除帐号，每个节点都存在这个帐号。 

 

2.3 MoebiusAgent 服务 

在Windows服务中的Moebius(Plus) for SQL Server Agent不要关闭，该服务默认为开机自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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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链接服务器 

当用户在集群节点上创建链接服务器时，集群每个节点都需要创建相同的链接服务器 

当用户把集群作为链接服务器时，建议使用集群虚拟 IP 创建链接服务器 

这样集群发生切换时才能保证链接服务器访问正常。 

2.5 数据库删除 

在 Moebius集群中，如果集群中某个数据库不用了客户想删除数据库，不能直接右键选择删除数

据，需要从集群配置管理器-数据库界面，勾选要删除的库，点击删除，把库从集群中删除出去，再选

择数据库右键选择删除。 

 

2.6 不要修改数据库名称 

在 Moebius集群中，不能直接修改数据库名称 

如果想要修改数据库名称需要先从集群配置管理器-数据库-删除数据库，再修改数据库名称，这

时这个数据库需要重新搭建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