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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mazon Web Services （简称 AWS）提供多种服务与工具，用于在 AWS 云平台之上部署 SAP 产

品。本份指南意在探讨各类 AWS 资源的设置与配置步骤，具体包括 Amazon Elastic Compute 

Cloud（即 Amazon 弹性计算云，简称 Amazon EC2）实例以及 Amazon Elastic Block Store（即

Amazon 弹性块存储，简称 Amazon EBS）分卷，用于安装新的 SAP HANA 数据库实例或者对现

有 SAP HANA 数据库实例进行向外扩展。本份指南假定您已经熟知各类 AWS 服务与资源，例如

Amazon 虚拟专有云（简称 Amazon VPC）、Amazon EC2、Amazon EBS 以及安全组。 

 

简介 

AWS 提供快速启动参考部署方案，用于快速追踪 AWS 云之上的 SAP HANA 部署工作。这套快

速启动方案利用 AWS 可编程基础设施以快速配置部署 SAP HANA 所必需的资源，整个过程不足

一个小时且将其间的人工干预程度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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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 AWS 平台上 SAP HANA 部署机制的企业可能希望通过两种方式之一在 AWS 上扩展 SAP 

HANA，即要么部署更多其它 SAP HANA实例，要么在 AWS云基础设施向外扩展现有 SAP HANA

实例。尽管快速启动部署方案提供轻松易行的 AWS 之上新 SAP HANA 实例部署流程，但本份指

南专注于描述如何利用 AWS 命令行界面（简称 AWS CLI）设置 Amazon EC2 及 Amazon EBS 等

AWS 资源，旨在支持其它定制化场景。本份指南还将解释如何为新 SAP HANA 实例部署工作配

置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简称 SLES）操作系统，或者借此在 AWS 云之上向外扩展您

的现有 SAP HANA 实例。 

着手进行之前 

大家需要负责承担本教程之内各项 AWS 服务的使用成本。其价格可能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化，

因此请各位参阅各 AWS 服务对应的计费页面以了解具体细节信息。 

您需要已经拥有 SAP HANA 软件并访问 SAP 软件下载中心以下载 SAP HANA 平台版软件（需要

访问 SAP Service Marketplace）。 

面向 SAP HANA 安装创建 AWS 资源是一项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如果大家刚刚接触 AWS，则

应参阅以下内容以首先熟悉各项 AWS 技术： 

     AWS 上手指南 

    Amazon EC2 

    Amazon EBS 

    Amazon VPC 

    AWS CLI （命令行界面） 

 

对于在 AWS 之上实现 SAP HANA 的各项最佳实践，请参阅以下内容： 

    AWS 之上的 SAP HANA 实现及运营指南 

    SAP HANA 快速部署指南 (详见其中的〈AWS 之上 SAP HANA 概述〉章节) 

 

 

http://docs.aws.amazon.com/gettingstarted/latest/awsgsg-intro/gsg-aws-intro.html
http://aws.amazon.com/documentation/ec2/
http://aws.amazon.com/documentation/ec2/
http://aws.amazon.com/ebs/getting-started/
http://aws.amazon.com/ebs/getting-started/
http://aws.amazon.com/documentation/vpc/
http://aws.amazon.com/documentation/vpc/
http://aws.amazon.com/documentation/cli/
http://aws.amazon.com/documentation/cli/
http://https/s3.amazonaws.com/quickstart-reference/sap/hana/latest/doc/SAP+HANA+Quick+Start.pdf
http://https/s3.amazonaws.com/quickstart-reference/sap/hana/latest/doc/SAP+HANA+Quick+Sta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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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内容 

在本份指南中，我们将探讨以下两种场景。 

    场景一: 面向单节点 SAP HANA 实例创建 AWS 资源并配置 SLES。 

   场景二: 创建 AWS 资源并配置 SLES 以向外扩展现有 SAP HANA 实例。 

大家可以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场景。我们这里将具体探讨各种场景下如何利用 AWS CLI 与操作

系统命令进行实现。在本份白皮书结尾处，您将拥有一套能够安装多节点 SAP HANA 实例的 AWS

基础设施。 

本份教程并不涉及 Amazon VPC、子网、安全组或者 SAP HANA 安装的相关设置细节。 

 

筹备工作 

在开始之后，请首先完成以下准备工作： 

1.  确保具备与现有 AWS 资源相关的下列信息。大家需要利用这部分信息执行 AWS CLI 命令，从

而创建自己的 Amazon EC2 及 Amazon EBS 资源。 

 

所需信息   描述 

区域 ID 您希望部署 AWS 资源的具体区域。 

可用区 作为目标区域，大家可在可用区内部署自己的资源。 

放置组 大家利用放置组对可用区内各 Amazon EC2 实例进行逻辑分组（作为 SAP HANA 实现方案的向外扩展推荐作法）。 

Amazon VPC ID 我们希望部署 Amazon EC2 实例以进行 SAP HANA 安装的 Amazon VPC。 

子网 ID 用于部署 Amazon EC2 实例的子网。 

AMI ID Amazon Machine Image （简称 AMI），用于启动您的 Amazon EC2 实例。大家可以搜索“”格式的字符串以获取最新

64 位 AMI（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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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信息   描述 

‘suse-sles-11-sp3-v20141003-hvm-ssd-x86_64’)，并通过 AWS 管理控制台从 AMI 名称内获取，而后选择指向最新日期的 AMI

名称。 

密钥对 确保您已经在目标区内生成了密钥对，并可利用其访问私钥。 

安全组 ID 大家分配给 Amazon EC2 实例的安全组名称。可参阅本文附录以了解更多与 SAP HANA 实例安全组相关的细节信息。 

访问密钥 ID AWS 账户的访问密钥，可配合 AWS CLI 工具一同使用。 

安全访问密钥 AWS 账户的安全密钥，可配合 AWS CLI 工具一同使用。 

SAP HANA 介质分卷 ID 分卷名称，您可利用其承载 HANA 介质。 

 

2.  在需要执行命令以部署 AWS 资源的台式机、笔记本或者服务器之上安装 AWS 命令行界面（简

称 AWS CLI）。如果大家计划在 Linux、OS X 或者 Unix 之上设置 AWS CLI，我们建议您使用捆

绑安装工具。具体请参阅 AWS CLI 用户指南。 

 

提示    在您需要部署 SAP HANA 所用 AWS 资源的目标区域内配置 AWS CLI。 

 

 

 

 

 

 

 

 

 

 

 

 

http://docs.aws.amazon.com/cli/latest/userguide/install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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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一：为单节点 HANA 实例创建 AWS 资源并配置 SLES 

注意    本章节当中涉及的 CLI 与 Linux 命令语法只适用于本份教程。各项命令支持多种其它选项。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在命令行中使用 help 选项或者参阅说明文档。 

1.  检查计划部署您 AWS 资源的对应区域。 

显示 AWS CLI 配置数据： 

$   aws   configure   list 

在该命令的输出结果中，确保配置于 AWS 文件内的默认区域与您希望部署 AWS 资源的目标区域保

持一致。 

2.  为 Amazon EBS 存储分卷创建一个 JSON 文件。 

创建一个 JSON 文件，其中包含 SAP HANA 主节点所必需的存储设置。大家将在下一步骤，即创

建 Amazon EC2 实例时使用此 JSON 文件。 

根据您所选定的 Amazon EC2 实例类型，这里我们建议您选择正确的存储大小以优化性能水平： 

Amazon EC2 

实例类型 
内存(GiB) 通用 SSD(GiB) 总体 SAP HANA 

分卷大小(GiB) 
c3.8xlarge 60 4 x 334* 

1 x 50** 
1336 

r3.2xlarge 61 4 x 334* 

1 x 50** 
1336 

r3.4xlarge 122 4 x 334* 

1 x 50** 
1336 

r3.8xlarge 244 4 x 667* 

1 x 50** 
2668 

 

* 这些分卷将用于存储 SAP HANA 的数据、日志、备份及共享文件。 

** 此分卷将用于存储本地 SAP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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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确定了要为 SAP HANA 实例使用的 Amazon EC2 实例类型，则可利用 vi 编辑器创建一个 JSON

文件（例如 ebs.json），示例内容如下，并将其保存在/tmp 文件夹当中。请将其中的 VolumeSize

参数根据您的具体实例类型进行替换。 

示例 JSON 文件: 

[ 

{"DeviceName":"/dev/sdf","Ebs":{"VolumeSize":667,"VolumeTyp 

e":"gp2","DeleteOnTermination":true}}, 

{"DeviceName":"/dev/sdg","Ebs":{"VolumeSize":667,"VolumeTyp 

e":"gp2","DeleteOnTermination":true}}, 

{"DeviceName":"/dev/sdh","Ebs":{"VolumeSize":667,"VolumeTyp 

e":"gp2","DeleteOnTermination":true}}, 

{"DeviceName":"/dev/sdi","Ebs":{"VolumeSize":667,"VolumeTyp 

e":"gp2","DeleteOnTermination":true}}, 

{"DeviceName":"/dev/sdj","Ebs":{"VolumeSize":50,"VolumeType 

":"gp2","DeleteOnTermination":true}}] 

注意    此处使用的设备名称/dev/sda 保留并用于 root 分卷。Amazon EBS 分卷的推荐设备名称为

/dev/sd[f-p]。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说明文档当中的块设备映射章节。 

3.  启动 Amazon EC2 实例。 

大家需要利用在筹备阶段内收集到的信息，在目标区域内为 SAP HANA 主节点启动对应的 Amazon 

EC2 实例。大家还需要创建 SAP HANA 主节点所需要的存储分卷，将其附加至 SAP HANA 主节点

的对应 Amazon EC2 实例当中，而后使用上一步骤内创建完成的 JSON 文件。 

从以下 Amazon EC2 实例类型当中为您的 SAP HANA 选择合适的选项： 

vCPU             内存 (GiB)         SAP 支持 

SAP HANA 所用 AWS 实例 

r3.2xlarge 8 61 仅限非生产性用例 

c3.8xlarge 16 60 适合 SAP Business One 的 SAP HANA 

版本的非生产与生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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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PU             内存 (GiB)         SAP 支持 

SAP HANA 所用 AWS 实例 

r3.4xlarge 16 122 仅限非生产性用例 

r3.8xlarge 32 244 适用于 SAP HANA 平台版及 SAP Business One SAP HANA 版本的非生产与生产使用 

注意   确保您已经拥有启动实例所需要的密钥对私钥。大家无法在不具备 

私钥的情况下访问实例。 

 

语法: 

$ aws ec2 run-instances 

--image-id AMI-ID 

--count  EC2 实例数量 

--instance-type 实例类型 

--key-name=密钥对名称 

--security-group-ids 安全组 ID 

--subnet-id 子网 ID 

--placement AvailabilityZone=可用区 ID, 

GroupName=放置组名称 

--block-device-mappings file:// JSON 文件路径 

 

示例（在使用以下命令时，请确保将命令及其参数放置在同一行当中）： 

$   aws   ec2   run-instances 

--image-id   ami-xxxxxxxx 

--count   1 

--instance-type   r3.8xlarge 

--key-name=my_key 

--security-group-ids   sg-xxxxxxxx 

--subnet-id   subnet-xxxxxxxx 

--placement   AvailabilityZone=us-east-1a,GroupName=My- 

PlacementGroup 

--block-device-mappings   file:///tmp/ebs.json 

 

要监控您的实例状态，请使用 describe-instance-status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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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 

$ aws ec2 describe-instance-status --instance-id 实例 ID 

示例: 

$   aws   ec2   describe-instance-status   --instance-id   i-xxxxxxxx 

 

在这里，大家可以选择为需要启动的实例创建标签。 

 

语法: 

$ aws ec2 create-tags 

--resources 资源 ID 

--tags Key=键名称,Value=键值 

示例: 

$   aws   ec2   create-tags   --resources   i-xxxxxxxx   --tags 

Key=Name,Value="SAP   HANA   Master" 

 

4.  更新主机名称。 

利用私钥对经由 SSH 登录至您的 SAP HANA 工作节点，而后根据您的实际要求切换至 root 用户

以更新主机名称。使用以下 Linux 命令。 

语法: hostname 主机名称 

示例: 

#   hostname   imdbmaster 

这项变更将在系统重启时进行验证。将该主机名称与域名添加至/etc/HOSTNAME 文件，从而完

成变更。 

语法: echo hostname.domain > /etc/HOSTNAME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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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ho   imdbmaster.local   >   /etc/HOSTNAME 

利用您的新主机名称以及实例 IP 地址向/etc/hosts 文件中添加一个条目。 

语法: echo "IP 地址主机名称.域主机名称" >> /etc/hosts 

 

示例: 

#   cp   /etc/hosts   /etc/hosts.bak 

#   echo   "10.0.1.2   imdbmaster   imdbmaster.local"   >>   /etc/hosts 

 

另外，大家也可以编辑/etc/hosts 文件并手动添加此条目。 

提示    对于 SAP 系统，其主机名称的最大长度不可超过 13 个字符。此名称 

应当符合 SAP 标准，详见 SAP OSS Note 611361（需要访问 SQP Service  

Marketplace）。 

 

在/etc/cloud/cloud.cfg 文件当中，将 preserve_hostname 的值变更为 true。这能够确保该

Amazon EC2 实例的主机名称将在重启时得到保留。 

 

最后，利用 YaST 工具更新网络设置，从而通过 DHCP 禁用主机名称重置： 

a.  启动 YaST。 

b.  导航至 Network Devices，Network Settings（按下回车键）。 

c.  在菜单中选择 Hostname/DNS。 

d.  如果必要，变更 Hostname and Domain Name 字段中的值。 

e.  通过 DHCP 对话框清空 Change Hostname。 

f.   按下 F10 以保存。 

g.  按下 F9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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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必要软件包。 

作为 root 用户，大家可以使用 zypper 命令以安装 SAP HANA 安装所必需的 SLES 软件包，而后

移除该 ulimit 软件包。 

语法: 

安装某一软件包: zypper –n install 软件包名称 

移除某一软件包: zypper remove 软件包名称 

 

注意    您的 Amazon EC2 实例应当接入互联网，从而自 SUSE 库内读取 

并下载各必要软件包。 

 

zypper  -n  install  gtk2 

zypper  -n  install  java-1_6_0-ibm 

zypper  -n  install  libicu 

zypper  -n  install  mozilla-xulrunner* 

zypper  -n  install  ntp 

zypper  -n  install  sudo 

zypper  -n  install  syslog-ng 

zypper  -n  install  tcsh   libssh2-1 

zypper  -n  install  autoyast2-installation 

zypper  -n  install  yast2-ncurses 

zypper  -n  install  libgcc_s1   libstdc++6 

zypper  -n  install  ntfs-3g 

zypper  -n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zypper   remove   ulimit 

 

6.  更新 NFS 服务器端口。 

作为 root 用户，更新 NFS 服务器配置文件以使用特定端口。大家的 SAP HANA 主节点将充当

NFS 服务器，在需要进行 SAP HANA 实例向外扩展时共享/hana/shared 与/backup 文件系统。 

在 /etc/sysconfig/nfs 文件当中使用编辑器以更新以下端口: 

STATD_PORT="4000" 

LOCKD_TCPPORT="4001" 

LOCKD_UDPPORT="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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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D_PORT="4002" 

7.  配置 NTP、AUTOFS、NFS 与 LVM 服务。 

作为 root 用户，将以下条目添加至/etc/ntp.conf 文件内以为 NTP 服务配置服务器池。在做出变

更之前，我们建议大家对现有 ntp.conf 文件进行备份。 

#  cp   /etc/ntp.conf   /etc/ntp.conf.bak 

#  echo   "server   0.pool.ntp.org"   >>   /etc/ntp.conf 

#  echo   "server   1.pool.ntp.org"   >>   /etc/ntp.conf 

#  echo   "server   2.pool.ntp.org"   >>   /etc/ntp.conf 

#  echo   "server   3.pool.ntp.org"   >>   /etc/ntp.conf 

现在配置 ntp、autofs、boot.lvm 以及 nfsserver 服务，从而保证其在实例重启时自动启动。 

语法: 

启动服务的自动启动功能: chkconfig 服务名称 on 

重启某项服务: service 服务名称 restart 

#  chkconfig   ntp   on 

#  chkconfig   autofs   on 

#  chkconfig   boot.lvm   on 

#  chkconfig   nfsserver   on 

#  service   ntp   restart 

#  service   autofs   restart 

#  service   nfsserver   restart 

 

8.   禁用 HugePages。 

作为 root 用户，在 SAP HANA 实例中禁用 HugePages，而后向/etc/init.d/boot.local 文件当中

添加一个条目以确保 HugePages 在整个实例重启过程中始终被禁用。我们建议大家在做出变更之

前，对现有/etc/init.d/boot.local 文件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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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   /etc/init.d/boot.local   /etc/init.d/boot.local.bak 

#   echo   never   >   /sys/kernel/mm/transparent_hugepage/enabled 

#   echo   "echo   never   > 

/sys/kernel/mm/transparent_hugepage/enabled"   >> 

/etc/init.d/boot.local 

9.  添加并更新内核参数。 

作为 root 用户，添加一条新的内核参数并以动态方式加载内核设置以激活变更。我们建议大家在

做出变更之前对/etc/sysctl.conf 文件进行备份。 

#   cp   /etc/sysctl.conf   /etc/sysctl.conf.bak 

#   echo   "net.ipv4.tcp_slow_start_after_idle=0"   >> 

/etc/sysctl.conf 

#   sysctl   -p   /etc/sysctl.conf 

 

10. 创建物理分卷。 

作为 root 用户，创建物理分卷。大家需要确保仅为用于存储 SAP HANA 数据、日志、备份以及

共享文件的分卷创建物理设备。（一般来讲，这些分卷的大小应为 334 GiB 或者 667 GiB。） 

要查看您实例所附加的分卷列表及其设备名称，请以 root 用户运行 lsblk 命令。此命令会显示已

经被附加至实例的各设备列表。 

语法: lsblk 

示例: 

#   lsblk 

NAME MAJ:MIN   RM SIZE   RO   MOUNTPOINT 

hda 3:0 0 10G 0 

└─hda1 3:1 0 10G 0   / 

xvdj 202:144 0 50G 0 

xvdi 202:128 0 667G 0 

xvdh 202:112 0 667G    0 

xvdg 202:96 0 667G 0 

xvdf 202:80 0 667G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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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设备在附加时使用的名称可能与您指定的名称有所不同。举例来 

说，如果您将某一设备名称指定为/dev/sdf，则内核可能将其重命名为 

/dev/xvdf。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末尾字母将保持不变。 

运行 pvcreate 命令以创建物理设备。 

语法:  pvcreate 设备名称...  设备名称 

示例: 

#   pvcreate   /dev/xvdf   /dev/xvdg   /dev/xvdh   /dev/xvdi 

11. 设置 I/O 调度选项为 NOOP。 

作为 root 用户，将 I/O 调度选项设置为“noop”以优化 SAP HANA 实例在 AWS 平台上的 I/O

性能。 

语法: echo "noop" > /sys/block/设备名称/queue/scheduler 

示例: 

#  echo  "noop"  >  /sys/block/xvdf/queue/scheduler 

#  echo  "noop"  >  /sys/block/xvdg/queue/scheduler 

#  echo  "noop"  >  /sys/block/xvdh/queue/scheduler 

#  echo  "noop"  >  /sys/block/xvdi/queue/scheduler 

 

重要提示     确保您在已经创建的全部物理设备之上将 I/O 调度选项设 

置为“noop”。 

 

12.创建一套分卷组。 

作为 root 用户，创建一个名为 vghana 的分卷组，用于拆分大家在第 10 步中创建的、用于优化

I/O 性能的各物理分卷。 

语法:  vgcreate  vg 名称 设备名称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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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gcreate   vghana   /dev/xvdf   /dev/xvdg   /dev/xvdh   /dev/xvdi 

13.创建逻辑分卷。 

作为 root 用户，创建逻辑分卷以存储 SAP HANA 日志、数据、共享及备份文件。各逻辑分卷的具

体大小因你选定的 Amazon EC2 实例类型而有所区别，具体如以下表所示。 

Amazon EC2 

实例类型 
日志大小 

(GiB) 
数据大小 

(GiB) 
共享数据大小 

(GiB) 
备份大小 

(GiB) 
c3.8xlarge 60 180 60 300 
r3.2xlarge 60 180 60 300 
r3.4xlarge 122 366 122 610 
r3.8xlarge 244 732 244 1200 

 

语法:  lvcreate –n  lv 名称 -i  #需要拆分的分卷数量 

-I  256  –L  lv 大小 vg 名称 

示例: 

#  lvcreate  -n  lvhanalog   -i   4   -I   256   -L   244G   vghana 

#  lvcreate  -n  lvhanadata   -i   4   -I   256   -L   732G   vghana 

#  lvcreate  -n  lvhanashared   -i   4   -I   256   -L   244G   vghana 

#  lvcreate  -n  lvhanaback   -i   4   -I   256   -L   1200G   vghana 

 

14.格式化逻辑分卷。 

作为 root 用户，对上一步骤内创建的全部逻辑分卷进行格式化。大家可以在/dev/mapper 内找到逻

辑分卷列表。 

 

语法: mkfs.xfs  逻辑分卷的完整路径 

示例: 

#  mkfs.xfs  /dev/mapper/vghana-lvhanalog 

#  mkfs.xfs  /dev/mapper/vghana-lvhanadata 

#  mkfs.xfs  /dev/mapper/vghana-lvhanashared 

#  mkfs.xfs  /dev/mapper/vghana-lvhana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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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为/usr/sap 进行块设备格式化。 

作为 root 用户，对附加至实例以存储本地 SAP 文件的 Amazon EBS 分卷进行格式化（设备名称：

/dev/xvdj）。 

语法: mkfs.xfs  -f  设备名称 

示例: 

#   mkfs.xfs   -f   /dev/xvdj 

 

16.创建目录以安装文件系统。 

作为 root 用户，创建各目录以安装 SAP HANA 主节点安装所需要的文件系统。大家需要完成以

下安装点： 

 

    /hana/log 

    /hana/data 

    /hana/shared 

    /usr/sap 

    /backup 

 

语法:  mkdir  目录路径 

示例: 

#   mkdir   /hana   /hana/log   /hana/data   /hana/shared   /backup 

/usr/sap 

 

17. 在/etc/fstab 文件中创建安装点条目。 

作为 root 用户，向/etc/fstab 文件内添加条目并安装文件系统。向/etc/fstab

中添加条目以确保您的文件系统能够在 Amazon EC2 实例重启时进行自动安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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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以下命令向/etc/fstab 文件内为 SAP HANA 数据、日志、共享、备份与本地 SAP 文件系统添

加条目： 

 

语法: echo "逻辑分卷路径   安装目录   文件系统类型安装选项" >> /etc/fstab 

示例: 

#   echo   "/dev/xvdj /usr/sap xfs 

nobarrier,noatime,nodiratime,logbsize=256k,delaylog   0   0"   >> 

/etc/fstab 

#   echo   "/dev/mapper/vghana-lvhanadata /hana/data 

xfs   nobarrier,noatime,nodiratime,logbsize=256k,delaylog   0 

0"   >>   /etc/fstab 

#   echo   "/dev/mapper/vghana-lvhanalog /hana/log 

xfs   nobarrier,noatime,nodiratime,logbsize=256k,delaylog   0 

0"   >>   /etc/fstab 

#   echo   "/dev/mapper/vghana-lvhanashared /hana/shared 

xfs   nobarrier,noatime,nodiratime,logbsize=256k,delaylog   0 

0"   >>   /etc/fstab 

#   echo   "/dev/mapper/vghana-lvhanaback /backup xfs 

nobarrier,noatime,nodiratime,logbsize=256k,delaylog   0   0"   >> 

/etc/fstab 

 

另外，大家也可以编辑/etc/fstab 文件并添加这些条目。在向/etc/fstab 文件内添加完成各项条目

后，安装文件系统并运行 df 命令，旨在验证其是否已经正确安装完成。 

 

语法:    mount –a 

df -h 

 

示例: 

#   mount   –a 

#   df   -h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rootfs 9.9G    1.8G    7.6G    20%   / 

udev121G    116K    121G 1%   /dev 

tmpfs 121G 0    121G 0% 

/dev/shm 

/dev/hda1 9.9G    1.8G    7.6G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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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xvdj 50G 33M 50G 1% 

/usr/sap 

 

 

/dev/mapper/vghana-lvhanashared    244G    8.1G    236G 4% 

/hana/shared 

/dev/mapper/vghana-lvhanadata 732G    2.6G    730G 1% 

/hana/data 

/dev/mapper/vghana-lvhanalog 244G    4.2G    240G 2% 

/hana/log 

/dev/mapper/vghana-lvhanaback 1.2T 34M    1.2T 1% 

/backup 

# 

 

18. 附加并加载 HANA 介质分卷以完成安装。 

使用 AWS CLI 将 HANA 介质分卷附加至您的 SAP HANA 实例，而后将其加载至文件系统以进行

安装。 

 

语法: aws ec2 attach-volume --volume-id 分卷名称 

--instance 实例名称--device 设备名称 

示例: 

$   aws   ec2   attach-volume   --volume-id   vol-xxxxxxxx   --instance 

i-yyyyyyyy   --device   /dev/sdk 

 

 

注意    该设备在附加时使用的名称可能与您指定的名称有所区别。举例来说，如果您将设备名称

指定为/dev/sdf，则内核可能将设备重命名为/dev/xvdf，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末尾字母仍将保持一

致。 

现在加载您的 HANA 介质分卷。 

语法: mount  设备名称 加载目录 

#   mkdir   /media 

#   mount   /dev/xvdk1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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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为了在每系统重启时正确加载/media，需要向/etc/fstab 文件内添加一个条目。我们建议

大家在做出变更之前，首先对现有/etc/fstab 目录内的文件进行备份。具体操作方式参见第 17 步。 

19.安装 SAP HANA。 

遵循标准 SAP 安装规程以安装您的 SAP HANA 数据库实例。 

 

场景二：创建 AWS 资源与配置 SLES 以向外扩展现有 HANA 实

例 

开始前的准备工作： 

    确保您已经利用与主节点相同的区域、可用区、子网以及放置组创建了 SAP HANA 工作节点

实例。另外，大家在这里为工作节点选定的 Amazon EC2 实例类型应该与主节点实例类型保持一

致。 

    确保 SAP 支持您所采用的 SAP 解决方案的 SAP HANA 向外扩展场景，例如 SAP NetWeaver 

Business Warehouse（简称 BW）或者 SAP Business Suite。 

注意    此章节中 CLI 与 Linux 命令中的语法只适用于本份白皮书。每条命令支持多条其它选项。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在命令行中使用 help 选项或者参阅说明文档。 

 

1.  检查您计划部署 AWS 资源的区域。 

显示 AWS CLI 配置数据： 

语法: $ aws configure list 

在此命令的输出结果中，确保 AWS 配置文件内的默认区域与您计划部署 AWS 资源的目标区域相

一致。 

2.  为 Amazon EBS 存储分卷创建一个 JSON 文件。 

 

创建一个 JSON 文件，其中包含 SAP HANA 工作节点的存储要求。您还将在下一步骤内创建

Amazon EC2 实例时使用该 JSON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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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您所选择的 Amazon EC2 实例类型，这里我们建议您对应选择存储大小以实现性能优化： 

Amazon EC2 

实例类型 

Amazon EC2 

实例类型 
内存(GiB) 通用 SSD(GiB) 总体 SAP HANA 

分卷大小(GiB) 
c3.8xlarge 60 4 x 334* 

1 x 50** 
1336 

r3.2xlarge 61 4 x 334* 

1 x 50** 
1336 

r3.4xlarge 122 4 x 334* 

1 x 50** 
1336 

r3.8xlarge 244 4 x 667* 

1 x 50** 
2668 

 

* 这些分卷将被用于存储 SAP HANA 数据与日志文件。 

** 此分卷将被用于存储本地 SAP 文件。 

 

在确定您打算用于 SAP HANA 实例的 Amazon EC2 实例类型之后，使用 vi 编辑器以创建一个 JSON

文件（例如 ebs.json），具体内容如下。而后将该文件存储在/tmp 文件夹当中。将其中的 VolumeSize

参数替换为您所使用的实际实例类型。 

 

示例 JSON 文件: 

[ 

{"DeviceName":"/dev/sdf","Ebs":{"VolumeSize":667,"VolumeTyp 

e":"gp2","DeleteOnTermination":true}}, 

{"DeviceName":"/dev/sdg","Ebs":{"VolumeSize":667,"VolumeTyp 

e":"gp2","DeleteOnTermination":true}}, 

{"DeviceName":"/dev/sdh","Ebs":{"VolumeSize":667,"VolumeTyp 

e":"gp2","DeleteOnTermination":true}}, 

{"DeviceName":"/dev/sdi","Ebs":{"VolumeSize":667,"VolumeTyp 

e":"gp2","DeleteOnTermination":true}}, 

{"DeviceName":"/dev/sdj","Ebs":{"VolumeSize":50,"VolumeType 

":"gp2","DeleteOnTermination":true}} 

] 

 

注意     保留设备名称/dev/sda 用于 root 分卷。这里建议大家使用/dev/sd[f-p]

作为 Amazon EBS 分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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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 AWS 说明文档当中的块设备映射章节。 

 

3.  启动 Amazon EC2 实例。 

 

利用在筹备阶段当中收集到的信息在您的目标区域内为 SAP HANA 工作节点启动 Amazon EC2 实

例。大家还需要为 SAP HANA 工作节点创建必要的存储分卷，并将其附加至 SAP HANA 工作节点

所用之 Amazon EC2 实例，同时使用上一步骤中创建的 JSON 文件。 

 

确保您为自己的 SAP HANA 实例选择以下 Amazon EC2 实例类型中的一种： 

                      vCPU             内存 (GiB)         SAP 支持 

SAP HANA 所用之 AWS 实例 

r3.2xlarge         8               61         只适用于非生产环境 

c3.8xlarge 16              60                  适用于 SAP Business One SAP HANA 版本的非生产与生产环境 

r3.4xlarge      16             122         只适用于非生产环境 

r3.8xlarge          32             244         只适用于 SAP HANA 平台版以及 SAP Business One SAP HANA 版的非生产与生产环境 

 

注意    确保您在启动实例时使用对应密钥对中的私钥。大家无法在不具备私钥的情况下访问自己的

实例。 

 

语法: 

$ aws ec2 run-instances 

--image-id AMI-ID 

--count  EC2 实例数量 

--instance-type 实例类型 

--key-name=密钥对名称 

--security-group-ids 安全组 ID 

--subnet-id 子网 ID 

--placement AvailabilityZone=可用区 ID, 

GroupName=放置组名称 

--block-device-mappings file://JSON 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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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在使用此命令时，请确保将该命令及其参数放置在同一行当中）： 

 

aws   ec2   run-instances 

--image-id   ami-xxxxxxxx 

--count   1 

--instance-type   r3.8xlarge 

--key-name=my_key 

--security-group-ids   sg-xxxxxxxx 

--subnet-id   subnet-xxxxxxxx 

--placement   AvailabilityZone=us-east-1a,GroupName=My- 

PlacementGroup 

--block-device-mappings   file:///tmp/ebs.json 

 

提示    如果大家希望添加多个工作节点，请使用-count 选项以指定所需要的节点数量。如此一来，

即可并行启动全部工作节点。 

 

要监控您的实例状态，请使用 describe-instance-status 命令。 

语法: 

$ aws ec2 describe-instance-status --instance-id 实例 ID 

 

示例: 

$   aws   ec2   describe-instance-status   --instance-id   i-xxxxxxxx 

 

另外，大家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为刚刚启动的实例创建各类标签。 

 

语法: 

 

$ aws ec2 create-tags 

--resources 资源 ID 

--tags Key=键名称,Value=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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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aws   ec2   create-tags   --resources   i-xxxxxxxx   --tags 

Key=Name,Value="SAP   HANA   Master" 

 

重要事项    大家需要在每台工作节点之上重复第 4 步的结尾流程。 

 

4.  更新主机名称。 

利用私钥对经由 SSH 登录至您的 SAP HANA 工作节点，而后切换至 root 用户以根据实际要求利

用域名对主机名称加以更新。使用以下 Linux 命令。 

 

语法: hostname 您的主机名称 

示例: 

#   hostname   imdbworker01 

 

此项变更需要在系统重启后方可生效。将主机名称与域名添加至/etc/HOSTNAME 文件内，从而

保证变更持续存在。 

 

语法: echo 主机名称.域名> /etc/HOSTNAME 

示例: 

#   echo   imdbworker01.local   >   /etc/HOSTNAME 

 

利用实例的新主机名称与 IP 地址向/etc/hosts 文件内添加一个条目。 

 

语法: echo " IP 地址 主机名称.域名 主机名称" >> /etc/hosts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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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   /etc/hosts   /etc/hosts.bak 

#   echo   "10.0.1.3   imdbworker01   imdbworker01.local"   >> 

/etc/hosts 

 

另外，大家可以编辑/etc/hosts 文件并手动添加此条目。 

 

提示    对于 SAP 系统，主机名称的最大长度不可超过 13 个字符。此名称应当符合 SAP 标准。具

体参见 SAP OSS Note 611361 以了解更多细节信息（要求访问 SAP Service Marketplace）。 

 

在/etc/cloud/cloud.cfg 文件当中，将 preserve_hostname 值变更为 true。这将确保该 Amazon 

EC2 实例的主机名称能够在重启当中得到保留。 

最后，利用 YaST 工具更新网络设置，从而禁用通过 DHCP 进行主机名称重置。 

a.  启动 YaST。 

b.  导航至 Network Devices，Network Settings（按下回车键）。 

c.  在菜单中选择 Hostname/DNS。 

d.  如果必要，变更 Hostname and Domain Name 字段中的值。 

e.  通过 DHCP 对话框清空 Change Hostname。 

f.   按下 F10 以保存。 

g.  按下 F9 退出。 

5.  安装必要软件包。 

作为 root 用户，大家可以使用 zypper 命令以安装 SAP HANA 安装所必需的 SLES 软件包，而后

移除该 ulimit 软件包。 

语法: 

安装某一软件包: zypper –n install 软件包名称 

移除某一软件包: zypper remove 软件包名称 

 

注意    您的 Amazon EC2 实例应当接入互联网，从而自 SUSE 库内读取 

并下载各必要软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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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pper  -n  install  gtk2 

zypper  -n  install  java-1_6_0-ibm 

zypper  -n  install  libicu 

zypper  -n  install  mozilla-xulrunner* 

zypper  -n  install  ntp 

zypper  -n  install  sudo 

zypper  -n  install  syslog-ng 

zypper  -n  install  tcsh   libssh2-1 

zypper  -n  install  autoyast2-installation 

zypper  -n  install  yast2-ncurses 

zypper  -n  install  libgcc_s1   libstdc++6 

zypper  -n  install  ntfs-3g 

zypper  -n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zypper   remove   ulimit 

 

 

6.  更新 NFS 服务器端口。 

作为 root用户，更新NFS服务器配置文件以使用特定端口。首先使用编辑器，在/etc/sysconfig/nfs

文件当中更新以下端口： 

STATD_PORT="4000" 

LOCKD_TCPPORT="4001" 

LOCKD_UDPPORT="4001" 

MOUNTD_PORT="4002" 

 

7.  配置 NTP、AUTOFS、NFS 以及 LVM 服务。 

作为 root 用户，将以下条目添加至/etc/ntp.conf 文件当中，从而为 NTP 服务配置服务器池。在

执行变更之前，我们建议大家首先对现有 ntp.conf 文件进行备份。 

#  cp   /etc/ntp.conf   /etc/ntp.conf.bak 

#  echo   "server   0.pool.ntp.org"   >>   /etc/ntp.conf 

#  echo   "server   1.pool.ntp.org"   >>   /etc/ntp.conf 

#  echo   "server   2.pool.ntp.org"   >>   /etc/ntp.conf 

#  echo   "server   3.pool.ntp.org"   >>   /etc/ntp.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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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配置 ntp、autofs、boot.lvm 以及 nfs 服务器服务，从而在实例重启时自动启动这些服务。 

语法: 

要启用服务的自动启动功能: chkconfig 服务名称 on 

重启某项服务: service 服务名称 restart 

#  chkconfig   ntp   on 

#  chkconfig   autofs   on 

#  chkconfig   boot.lvm   on 

#  chkconfig   nfsserver   on 

#  service   ntp   restart 

#  service   autofs   restart 

#  service   nfsserver   restart 

 

8.  禁用 HugePages。 

作为 root 用户，在 SAP HANA 实例中禁用 HugePages，而后向/etc/init.d/boot.local 文件当中

添加一个条目以确保 HugePages 在整个实例重启过程中始终被禁用。我们建议大家在做出变更之

前，对现有/etc/init.d/boot.local 文件进行备份。 

 

#   cp   /etc/init.d/boot.local   /etc/init.d/boot.local.bak 

#   echo   never   >   /sys/kernel/mm/transparent_hugepage/enabled 

#   echo   "echo   never   > 

/sys/kernel/mm/transparent_hugepage/enabled"   >> 

/etc/init.d/boot.local 

 

9.  添加并更新内核参数。 

作为 root 用户，添加一条新的内核参数并以动态方式加载内核设置以激活变更。我们建议大家在

做出变更之前对/etc/sysctl.conf 文件进行备份。 

 

#   cp   /etc/sysctl.conf   /etc/sysctl.conf.bak 

#   echo   "net.ipv4.tcp_slow_start_after_idle=0"   >> 

/etc/sysctl.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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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ctl   -p   /etc/sysctl.conf 

 

10. 创建物理分卷。 

作为 root 用户，创建物理分卷。大家需要确保仅为用于存储 SAP HANA 数据、日志、备份以及

共享文件的分卷创建物理设备。（一般来讲，这些分卷的大小应为 334 GiB 或者 667 GiB。） 

要查看您实例所附加的分卷列表及其设备名称，请以 root 用户运行 lsblk 命令。此命令会显示已

经被附加至实例的各设备列表。 

语法: lsblk 

示例: 

#   lsblk 

NAME MAJ:MIN   RM SIZE  RO   MOUNTPOINT 

hda 3:0 0 10G    0 

└─hda1 3:1 0 10G    0   / 

xvdj 202:144 0 50G    0 

xvdi 202:128 0 667G    0 

xvdh 202:112 0 667G    0 

xvdg 202:96 0 667G    0 

xvdf 202:80 0 667G    0 

$ 

 

注意    设备在附加时使用的名称可能与您指定的名称有所不同。举例来 

说，如果您将某一设备名称指定为/dev/sdf，则内核可能将其重命名为 

/dev/xvdf。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末尾字母将保持不变。 

 

运行 pvcreate 命令以创建物理设备。 

语法:  pvcreate 设备名称...  设备名称 

示例: 

#   pvcreate   /dev/xvdf   /dev/xvdg   /dev/xvdh   /dev/xvdi 

 



Amazon Web Services – 为 SAP HANA 设置 AWS 资源与 SLES 操作系统 2015 年 3 月 

 28 

 

11. 设置 I/O 调度选项为 NOOP。 

作为 root 用户，将 I/O 调度选项设置为“noop”以优化 SAP HANA 实例在 AWS 平台上的 I/O

性能。 

语法: echo "noop" > /sys/block/设备名称/queue/scheduler 

示例: 

#  echo  "noop"  >  /sys/block/xvdf/queue/scheduler 

#  echo  "noop"  >  /sys/block/xvdg/queue/scheduler 

#  echo  "noop"  >  /sys/block/xvdh/queue/scheduler 

#  echo  "noop"  >  /sys/block/xvdi/queue/scheduler 

 

重要提示     确保您在已经创建的全部物理设备之上将 I/O 调度选项设置为“noop”。 

 

12.创建一个分卷组。 

作为 root 用户，创建一个名为 vghana 的分卷组，用于拆分大家在第 10 步中创建的、用于优化

I/O 性能的各物理分卷。 

语法:  vgcreate  vg 名称 设备名称 

示例: 

#   vgcreate   vghana   /dev/xvdf   /dev/xvdg   /dev/xvdh   /dev/xvdi 

13.创建逻辑分卷。 

 

作为 root 用户，为 SAP HANA 日志与数据文件创建逻辑分卷。各逻辑分卷的大小根据大家所选定

的 Amazon EC2 实例类型而有所区别，具体如下表所示： 

 

Amazon EC2                 日志大小             数据大小 

实例类型                     (GiB)                      (GiB) 

c3.8xlarge               60                   180 

r3.2xlarge                        60                   180 

r3.4xlarge                      122                   366 

r3.8xlarge                       244                   732 



Amazon Web Services – 为 SAP HANA 设置 AWS 资源与 SLES 操作系统 2015 年 3 月 

 29 

 

语法:  lvcreate –n  lv 名称 -i  #需要拆分的分卷数量-I  256  –L  lv 大小 vg 名称 

示例: 

#   lvcreate   -n   lvhanalog   -i   4   -I   256   -L   244G   vghana 

#   lvcreate   -n   lvhanadata   -i   4   -I   256   -L   732G   vghana 

 

14. 格式化逻辑分卷。 

作为 root 用户，对上一步骤内创建的全部逻辑分卷进行格式化。大家可以在/dev/mapper 内找到逻

辑分卷列表。 

语法: mkfs.xfs  逻辑分卷的完整路径 

示例: 

#   mkfs.xfs   /dev/mapper/vghana-lvhanalog 

#   mkfs.xfs   /dev/mapper/vghana-lvhanadata 

 

15. 为/usr/sap 进行块设备格式化。 

作为 root 用户，对附加至实例以存储本地 SAP 文件的 Amazon EBS 分卷进行格式化（设备名称：

/dev/xvdj）。 

语法: mkfs.xfs  -f  设备名称 

示例: 

#   mkfs.xfs   -f   /dev/xvdj 

 

16.创建目录以安装文件系统。 

作为 root 用户，创建目录以安装 SAP HANA 工作节点安装所必需的文件系统。这里大家需要完

成以下几项安装点： 

  /hana/log 

  /hana/data 

  /usr/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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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a/shared and /backup (这些将在主节点上由 NFS 安装) 

 

 

 

语法:  mkdir  目录路径 

示例: 

#   mkdir   /hana   /hana/log   /hana/data   /hana/shared   /backup 

/usr/sap 

 

17. 在/etc/fstab 文件中创建安装点条目。 

作为 root 用户，向/etc/fstab 文件内添加条目并安装文件系统。向/etc/fstab 中添加条目以确保您

的文件系统能够在 Amazon EC2 实例重启时进行自动安装。 

利用以下命令向/etc/fstab 文件内为 SAP HANA 数据、日志、共享、备份与本地 SAP 文件系统添

加条目： 

语法: echo "逻辑分卷路径   安装目录   文件系统类型安装选项" >> /etc/fstab 

示例: 

#   echo   "/dev/xvdj /usr/sap xfs 

nobarrier,noatime,nodiratime,logbsize=256k,delaylog   0   0"   >> 

/etc/fstab 

#   echo   "/dev/mapper/vghana-lvhanadata /hana/data 

xfs   nobarrier,noatime,nodiratime,logbsize=256k,delaylog   0 

0"   >>   /etc/fstab 

#   echo   "/dev/mapper/vghana-lvhanalog /hana/log 

xfs   nobarrier,noatime,nodiratime,logbsize=256k,delaylog   0 

0"   >>   /etc/fstab 

 

另外，大家也可以编辑/etc/fstab 文件并添加这些条目。在向/etc/fstab 文件内添加完成各项条目

后，安装文件系统并运行 df 命令，旨在验证其是否已经正确安装完成。 

 

语法:    mount –a 

df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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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   mount   –a 

#   df   -h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rootfs 9.9G    1.8G    7.6G    20%   / 

udev121G    116K    121G 1%   /dev 

tmpfs 121G 0    121G 0% 

/dev/shm 

/dev/hda1 9.9G    1.8G    7.6G    20%   / 

/dev/xvdj 50G 33M 50G 1% 

/usr/sap 

/dev/mapper/vghana-lvhanadata    732G 34M    732G 1% 

/hana/data 

/dev/mapper/vghana-lvhanalog 244G 33M    244G 1% 

/hana/log 

# 

 

 

18.利用主节点与工作节点 IP 地址更新/etc/hosts 文件。 

作为 root 用户，将 SAP HANA 主节点及全部工作节点的 IP 地址与主机名称添加至 HANA 主节

点以及全部工作节点的/etc/hosts 文件当中。如此一来，主节点与各工作节点即可解析其主机名

称以实现跨节点通信。 

我们建议大家在执行上述变更之前，首先对现有/etc/hosts 文件进行备份。 

语法:  IP 地址 主机名称 主机名称.域名 

示例: 

10.0.1.2   imdbmaster   imdbmaster.local 

10.0.1.3   imdbworker01   imdbworker01.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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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 SAP HANA 主节点中配置 NFS 导出。 

 

 

使用 SSH 接入您的 SAP HANA 主节点。作为 root 用户，将以下条目添加至/etc/exports 文件，

而后导出该文件系统。 

语法: 文件系统名称  NFS-客户端-主机 (mount-选项) 

#   echo   "/hana/shared 

imdbworker01(rw,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   >> 

/etc/exports 

#   echo   "/backup 

imdbworker01(rw,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   >> 

/etc/exports 

 

提示    如果大家的各工作节点在主机名称当中存在共同的命名方式，则可使用通配符以指定 NFS

客户端主机。举例来说，大家可以指定 imdbworker* (rw,no_root_squash,no_subtree_check)

将您的文件系统导出至多台主机（imdbworker01、imdbworker02 等）。 

 

在各条目被添加至/etc/exports 文件之后，导出该 NFS 文件系统并确保其已经被导出至正确的目

标主机。 

语法: 

exportfs  -a 

showmount -e 

示例: 

#   exportfs   -a 

#   showmount   –e 

 

20.在 SAP HANA 工作节点当中配置 AUTOFS 服务。 

作为 root 用户，在 SAP HANA 工作节点中配置 autofs 服务以访问已经从 SAP HANA 主节点导出

的 NFS 文件系统。 

编辑/etc/auto.master 文件，将+auto.master 标记为注释，而后添加条目 

/-  auto.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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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ster 

 

 

/-   auto.direct 

现在，将各条目添加至/etc/auto.direct 文件以自动安装/hana/shared 与/backup。 

语法: mount-目录  mount-选项  nfsserver.域名:导出的 mount 点 

#   echo   "/hana/shared - 

rw,rsize=32768,wsize=32768,timeo=14,intr 

imdbmaster.local:/hana/shared"   >>   /etc/auto.direct 

#   echo   "/backup - 

rw,rsize=32768,wsize=32768,timeo=14,intr 

imdbmaster.local:/backup"   >>   /etc/auto.direct 

 

最后，重启 autofs 服务以应用变更并尝试访问/hana/shared 与/backup 目录。 

语法： service 服务名称 restart 

#   service   autofs   restart 

#   ls   /hana/shared 

#   ls   /backup 

 

21.附加并加载 HANA 介质分卷以进行安装。 

使用 AWS CLI 将 HANA 介质分卷附加至您的 SAP HANA 工作节点，而后将其加载至文件系统以

进行安装。 

语法: aws ec2 attach-volume --volume-id  

分卷名称--instance 实例名称 --device 设备名称 

示例: 

$   aws   ec2   attach-volume   --volume-id   vol-xxxxxxxx   --instance 

i-yyyyyyyy   --device   /dev/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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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设备在附加时使用的名称可能与您指定的名称有所不同。举例来说，如果您将某一设备名

称指定为/dev/sdf，则内核可能将其重命名为/dev/xvdf。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末尾字母将保持

不变。 

现在加载您的 HANA 介质分卷。 

语法: mount  设备名称 mount-目录 

#   mkdir   /media 

#   mount   /dev/xvdk1   /media 

 

提示    要确保每次系统重启时加载/media，向/etc/fstab 文件当中添加一个条目。我们建议大家

在执行上述变更之前，首先对现有/etc/fstab 文件进行备份。具体参见第 17 步。 

 

22. 安装 SAP HANA。 

遵循标准 SAP 安装流程以向 SAP HANA 实例当中添加其它工作节点。 

 

注意    如果大家使用 SAP HANA Service Pack 9（简称 SP9），大家可能需要首先手动安装 SAP 

Host Agent，而后再进行工作节点添加。具体细节信息请参阅 OSS Note 2101350（要求访问 SAP 

Service 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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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安全组规范 

建议大家在进行 HANA 向外扩展部署时使用以下入站与出站协议及端口。此表中列出的 CIDR 部

分仅为示例，大家需要根据实际网络设置进行调整。在本表当中，10.0.1.0/24 为专有子网 CIDR，

而 10.0.2.0/24 为公共子网 CIDR。 

 

SAP HANA 主与工作安全组 

入站(## 代表 SAP 实例编码) 

 

源 协议 端口区间(服务) 描述 

 

10.0.1.0/24 TCP 1 - 65535 专有子网内各实例间通信 

10.0.1.0/24 TCP/UDP 111,2049, 4000-4002 用于实现 NFS 通信的端口 

10.0.1.0/24 TCP 3##00 – 3##10 内部数据库通信与 SAP 支持访问 

10.0.1.0/24 TCP 22 (SSH) 允许来自其它 SAP HANA 节点的 SSH 访问 

10.0.2.0/24 TCP 22 (SSH) 允许来自 NAT 实例的 SSH 访问 

10.0.2.0/24 TCP 1128 - 1129 主机代理访问 

10.0.2.0/24 TCP 43## 立足 10.0.2.0 子网访问 XSEngine（HTTPS） 

10.0.2.0/24 TCP 80## 立足 10.0.2.0 子网访问 XSEngine（HTTP） 

10.0.2.0/24 TCP 8080 (HTTP) 软件更新管理器（简称 SUM）访问（HTTP） 

10.0.2.0/24 TCP 8443 (HTTPS) 软件更新管理器（简称 SUM）访问（HTTPS） 

10.0.2.0/24 TCP 3##15 数据库客户端访问 

10.0.2.0/24 TCP 3##17 数据库客户端访问 

10.0.2.0/24 TCP 5##13 – 5##14 允许来自 RDP 实例的 HANA Studio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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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站 

0.0.0.0/0 TCP 1 - 65535 允许来自 SAP HANA 主节点指向任意位置的出站访问 

 

向我们提交反馈 

 

欢迎您向我们提交反馈。如果您希望发布评论或者提出问题，请访

问 http://aws.amazon.com/sap/interest 论坛。 

 

© 2015 年，Amazon Web Services 有限公司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通告 

本文档所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且仅代表截至本文件发布之日时 AWS 的当前产品与实践情况，

若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客户有责任利用自身信息独立评估本文档中的内容以及任何对 AWS 产

品或服务的使用方式，任何“原文”内容不作为任何形式的担保、声明、合同承诺、条件或者来

自 AWS 及其附属公司或供应商的授权保证。AWS 面向客户所履行之责任或者保障遵循 AWS 协

议内容，本文件与此类责任或保障无关，亦不影响 AWS 与客户之间签订的任何协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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