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tas NetBackup™ 安全
和加密指南
UNIX、Windows 和 Linux

版本 8.0

Veritas 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指南
上次更新时间： 2016-12-01

法律声明
Copyright © 2016 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 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版权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 保留所有权利。
Veritas、Veritas 徽标和 NetBackup 是 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或其附属机构在美国和其他
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其他名称可能为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特此声明。
本产品可能包括 Veritas 必须向第三方支付许可费的第三方软件（“第三方程序”）。部分第
三方程序会根据开源或免费软件许可证提供。软件随附的许可协议不会改变这些开源或免费
软件许可证赋予您的任何权利或义务。请参考此 Veritas 产品随附的或以下链接提供的第三方
法律声明文档：
https://www.veritas.com/about/legal/license-agreements
本文档中介绍的产品根据限制其使用、复制、分发和反编译/逆向工程的许可证进行分发。未
经 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及其许可方（如果存在）事先书面授权，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
式复制本文档的任何部分。
本文档按“现状”提供，对于所有明示或暗示的条款、陈述和保证，包括任何适销性、针对
特定用途的适用性或无侵害知识产权的暗示保证，均不提供任何担保，除非此类免责声明的
范围在法律上视为无效。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不对任何与性能或使用本文档相关的伴随
或后果性损害负责。本文档所含信息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无论由 Veritas 作为内部服务还是托管服务提供，根据 FAR 12.212 中的定义，授权许可的软
件和文档被视为“商业计算机软件”，受 FAR Section 52.227-19“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 Restricted Rights”（商业计算机软件受限权利）和 DFARS 227.7202 等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and Commercial Computer Software Documentation”
（商业计算机软件和商业计算机软件文档）中的适用规定，以及所有后续法规中规定的权利
的制约。美国政府仅可根据本协议的条款对授权许可的软件和文档进行使用、修改、发布复
制、执行、显示或披露。
Veritas Technologies LLC
500 E Middlefield Road
Mountain View, CA 94043
http://www.veritas.com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负责维护全球的支持中心。所有支持服务将会根据您的支持协议以及当时最新的企
业技术支持政策进行交付。有关支持产品和服务以及如何联系技术支持的信息，请访问我们
的网站：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
您可以在下列 URL 上管理 Veritas 帐户信息：

https://my.veritas.com
如有关于现有支持协议有任何问题，请按如下所示给您所在区域的支持协议管理团队发送电
子邮件：
全球（日本除外）

CustomerCare@veritas.com

日本

CustomerCare_Japan@veritas.com

文档
请确保您的文档是最新版本。每个文档在第 2 页显示上次更新日期。可以在 Veritas 网站上获
取最新文档：
https://sort.veritas.com/documents

文档反馈
您的反馈对我们非常重要。请提出您对本文档的改进建议，或者就本文档中的错误或疏漏进
行报告。请注明所报告文本的文档标题、文档版本和章节标题。请将您的反馈发送至：
NB.docs@veritas.com
您也可以在以下 Veritas 社区站点中查看相关文档信息或进行提问：
http://www.veritas.com/community/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Veritas Services and Operations Readiness Tools (SORT) 是一个网站，提供的信息和统计
可自动处理和简化某些耗时的管理任务。根据您的产品，SORT 会帮助您准备安装和升级、
识别您数据中心的风险并提高操作效率。要了解 SORT 为您的产品提供了哪些服务和工具，
请参见数据表：
https://sort.veritas.com/data/support/SORT_Data_Sheet.pdf

目录

第1章

不断提高的 NetBackup 安全

.......................................... 11

关于 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 ...........................................................
NetBackup 安全实现级别 ...............................................................
全球级别安全 ...............................................................................
企业级别安全 ...............................................................................
数据中心级别安全概述 ...................................................................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全球、企业和数据中心组合级别 .......................................................
NetBackup 安全实现类型 ...............................................................
操作系统安全 ...............................................................................
NetBackup 安全漏洞 .....................................................................
标准 NetBackup 安全 ....................................................................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安全 ....................................
客户端加密安全 ............................................................................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图形用户界面上具备 NBAC 的安全 ..................
NBAC 完整安全 ...........................................................................
所有 NetBackup 安全 ....................................................................

第2章

安全部署模型

12
12
12
14
16
16
20
21
23
23
23
24
25
27
28
29

...................................................................... 31

工作组 ........................................................................................
单数据中心 ..................................................................................
多数据中心 ..................................................................................
采用 NetBackup 的工作组 ..............................................................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单数据中心 ..................................................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单数据中心 .................
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单数据中心 ..........................................................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单数据中心 ...........................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单数据中心 ...................................................
实现了所有安全的单数据中心 ..........................................................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多数据中心 ..................................................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多数据中心 .................
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多数据中心 ..........................................................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多数据中心 ...........................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多数据中心 ...................................................
具备所有 NetBackup 安全功能的多数据中心 ......................................

32
32
32
33
35
38
42
44
47
50
53
56
61
65
70
75

目录

第3章

端口安全

............................................................................... 82

关于 NetBackup TCP/IP 端口 .......................................................... 82
关于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端口和通信 ...................................... 83
标准 NetBackup 端口 .............................................................. 84
NetBackup 主服务器传出端口 ................................................... 85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传出端口 ................................................ 86
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 (EMM) 服务器传出端口 ......................... 87
客户端传出端口 ...................................................................... 87
Windows 管理控制台和 Java 服务器传出端口 ............................... 88
Java 控制台传出端口 .............................................................. 88
关于 MSDP 端口用法 .............................................................. 89
关于云端口用法 ...................................................................... 89
与 NetBackup 互操作的产品的其他端口信息 ................................ 89
关于配置端口 ............................................................................... 94
启用或禁用随机端口分配 .......................................................... 94
指定 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上的防火墙连接选项 .................... 95
通过源计算机指定目标计算机的防火墙连接选项 ............................ 97
编辑配置文件中的端口信息 ..................................................... 100
更新客户端连接选项 .............................................................. 100
在 vm.conf 文件中更新介质管理器的端口设置 ............................. 101
NDMP 备份的端口要求 ................................................................ 102
将 NetBackup 与第三方机械手产品一起使用时遇到的已知防火墙问题
.......................................................................................... 103

第4章

审核 NetBackup 操作 ...................................................... 104
关于 NetBackup 审核 ...................................................................
查看当前审核设置 .......................................................................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配置审核 .................................................
审核报告中的用户身份 .................................................................
关于增强的审核 ..........................................................................
启用增强的审核 ..........................................................................
配置增强的审核 ..........................................................................
使用增强的审核连接到介质服务器 ............................................
更改跨 NetBackup 域的服务器 .................................................
使用带 NBAC 或增强审核的更改服务器时的配置要求 ...................
禁用增强的审核 ..........................................................................
审核主机属性更改 .......................................................................
保留和备份审核跟踪记录 ..............................................................
查看审核报告 .............................................................................
使用命令行 -reason 或 -r 选项 .......................................................
nbaudit 日志行为 ........................................................................
审核失败的审核警报通知 ..............................................................

104
107
108
109
110
111
111
112
112
114
115
115
115
116
120
121
122

5

目录

第5章

访问控制安全

.................................................................... 123

关于 NetBackup 中的访问控制 .......................................................
用户管理 ...................................................................................
用户身份验证 .............................................................................
增强审核的访问控制对 Java 界面授权的影响 ....................................

第6章

123
129
130
130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安全 ................. 132
关于使用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对 NetBackup 访问管理的管理 .......................................................
关于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配置 ..................................
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NBAC 配置概述 ....................................................................
在独立主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安装在群集中具有高可用性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在群集主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在客户端上安装和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在代理与 Windows 远程控制台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
关于在 NetBackup 目录库热备份中包括身份验证和授权数据库
....................................................................................
NBAC 配置命令汇总 ..............................................................
使用 setuptrust 命令统一 NetBackup 管理基础架构 ......................
使用 setuptrust 命令 ..............................................................
配置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 ..............................
“身份验证域”选项卡 ...............................................................
“授权服务”选项卡 ..................................................................
“网络属性”选项卡 ..................................................................
客户端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对话框 ..................................................
客户端的“身份验证域”选项卡 ...................................................
客户端的“网络属性”选项卡 ......................................................
故障排除访问管理 .......................................................................
对 NBAC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的配置和故障排除主
题 ................................................................................
Windows 验证点 ...................................................................
UNIX 验证点 ........................................................................
在包含 UNIX 主服务器的混合环境中的验证点 .............................
在包含 Windows 主服务器的混合环境中的验证点 ........................
关于 nbac_cron 实用程序 .......................................................
使用 nbac_cron 实用程序 .......................................................
使用访问管理实用程序 .................................................................
关于确定谁可以访问 NetBackup ....................................................

132
134
135
135
136
136
137
138
138
141
142
143
143
146
147
148
149
151
152
152
153
154
154
155
156
162
170
176
181
187
188
190
190

6

目录

单个用户 .............................................................................
用户组 ................................................................................
NetBackup 默认用户组 ..........................................................
配置用户组 ..........................................................................
关于定义用户组和用户 ...........................................................
查看 NetBackup 用户组的特定用户权限 ...........................................
授予权限 .............................................................................
授权对象 .............................................................................
介质授权对象权限 .................................................................
策略授权对象权限 .................................................................
驱动器授权对象权限 ..............................................................
报告授权对象权限 .................................................................
NBU_Catalog 授权对象权限 ....................................................
机械手授权对象权限 ..............................................................
存储单元授权对象权限 ...........................................................
磁盘池授权对象权限 ..............................................................
备份和还原授权对象权限 ........................................................
作业授权对象权限 .................................................................
服务授权对象权限 .................................................................
主机属性授权对象权限 ...........................................................
许可证授权对象权限 ..............................................................
卷组授权对象权限 .................................................................
卷池授权对象权限 .................................................................
设备主机授权对象权限 ...........................................................
安全授权对象权限 .................................................................
胖服务器授权对象权限 ...........................................................
胖客户端授权对象权限 ...........................................................
保管库授权对象权限 ..............................................................
服务器组授权对象权限 ...........................................................
密钥管理系统 (kms) 组授权对象权限 .........................................
升级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当较早版本的 NetBackup 使用安装在远程计算机上的根代理时升级
NetBackup .........................................................................

第7章

NetBackup 中的安全证书

191
192
194
195
196
201
201
203
203
203
204
204
205
205
206
206
207
207
208
209
209
210
210
210
211
211
212
212
213
213
213
214

.............................................. 219

NetBackup 中的安全证书概述 .......................................................
在 NetBackup 主机上部署安全证书 ...........................................
关于安全管理实用程序 .................................................................
关于登录活动 .......................................................................
与“访问历史记录”选项卡相关的审核问题故障排除 ........................
关于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
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

219
220
221
223
224
224
224

7

目录

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nbcertcmd 命令选项的 Web 登录要求 .......................................
使用证书管理实用程序发布并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
自动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证书有效期时钟偏差的含义 .....................................................
建立与主服务器（证书颁发机构）的信任关系 .............................
从多个主服务器部署证书 ........................................................
强制或重写证书部署 ..............................................................
在非主服务器主机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 时，保留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在未连接主服务器的客户端上部署证书 ......................................
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截止日期和续订 ....................................
从主机中清理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信息，然后再克隆虚拟机 ............
关于重新颁发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令牌管理 ................................................
创建授权令牌 .......................................................................
删除授权令牌 .......................................................................
查看授权令牌详细信息 ...........................................................
关于过期授权令牌和清理 ........................................................
关于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删除主机与主服务器之间的信任关系 .........................................
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在群集 NetBackup 设置中执行安全证书部署 .....................................
关于在群集 NetBackup 主机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在群集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仅升
级） .............................................................................
在群集 NetBackup 主机上续订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关于部署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查看群集 NetBackup 设置的证书详细信息 ..................................
从群集 NetBackup 设置中删除认证机构证书 ...............................

第8章

静态数据加密安全

225
226
227
230
231
232
234
235
238
239
240
240
241
242
243
247
247
249
249
250
250
251
252
253
254
256
256
257
257
259
259

............................................................ 261

静态数据加密术语 .......................................................................
静态数据加密注意事项 .................................................................
要考虑的加密安全问题 .................................................................
比较加密选项 .............................................................................
关于 NetBackup 客户端加密 ..........................................................
加密安全的安装前提条件 ........................................................
关于运行加密备份 .................................................................

261
262
263
264
265
265
265

8

目录

NetBackup 标准加密还原过程 .................................................
NetBackup 旧式加密还原进程 .................................................
在客户端上配置标准加密 ..............................................................
管理标准加密配置选项 ...........................................................
管理 NetBackup Encryption 密钥文件 ........................................
关于从服务器配置标准加密 .....................................................
将加密的备份文件还原到其他客户端 .........................................
关于直接在客户端上配置标准加密 ............................................
在策略中设置标准加密属性 .....................................................
从 NetBackup 服务器更改客户端加密设置 ..................................
在客户端上配置旧式加密 ..............................................................
关于从客户端配置旧式加密 .....................................................
关于从服务器配置旧式加密 .....................................................
还原其他客户端上创建的旧式加密备份 ......................................
关于在策略中设置旧式加密属性 ...............................................
从服务器更改客户端旧式加密设置 ...........................................
适用于 UNIX 客户端的附加旧式密钥文件安全 .............................
介质服务器加密 ..........................................................................

第9章

静态数据密钥管理

268
268
269
270
270
271
274
274
274
275
275
276
279
281
282
282
283
284

............................................................ 286

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
关于已启用 FIPS 的 KMS .............................................................
关于密钥管理服务 (KMS) ..............................................................
KMS 注意事项 ......................................................................
KMS 操作原理 ......................................................................
关于写入加密磁带 .................................................................
关于读取加密磁带 .................................................................
KMS 术语 ............................................................................
安装 KMS ..................................................................................
将 KMS 与 NBAC 一起使用 .....................................................
关于将 KMS 与 HA 群集一起安装 .............................................
允许在群集上使用 KMS 服务 ...................................................
启用对 KMS 服务的监视 .........................................................
禁用对 KMS 服务的监视 .........................................................
从监视列表中删除 KMS 服务 ...................................................
配置 KMS ..................................................................................
创建密钥数据库 ....................................................................
关于密钥组和密钥记录 ...........................................................
密钥记录状态概述 .................................................................
关于备份 KMS 数据库文件 ......................................................
关于通过还原所有数据文件来恢复 KMS .....................................
通过仅还原 KMS 数据文件来恢复 KMS .....................................

286
287
289
289
293
293
294
294
296
299
299
299
300
300
301
301
302
303
304
307
307
307

9

目录

通过重新生成数据加密密钥来恢复 KMS .....................................
备份 KMS 数据文件时的问题 ...................................................
备份 KMS 数据文件的解决方案 ................................................
创建密钥记录 .......................................................................
列出密钥组中的密钥 ..............................................................
配置 NetBackup 以与 KMS 一起使用 ........................................
关于使用 KMS 进行加密 ...............................................................
运行已加密磁带备份的示例 .....................................................
验证加密备份的示例 ..............................................................
关于导入 KMS 加密的映像 ......................................................
KMS 数据库组成部分 ...................................................................
创建空 KMS 数据库 ...............................................................
KPK ID 和 HMK ID 的重要性 ...................................................
关于定期更新 HMK 和 KPK .....................................................
备份 KMS 密钥存储和管理员密钥 .............................................
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 ..................................................................
CLI 使用帮助 .......................................................................
创建新密钥组 .......................................................................
创建新密钥 ..........................................................................
修改密钥组属性 ....................................................................
修改密钥属性 .......................................................................
获取密钥组详细信息 ..............................................................
获取密钥详细信息 .................................................................
删除密钥组 ..........................................................................
删除密钥 .............................................................................
恢复密钥 .............................................................................
关于从 KMS 数据库中导出和导入密钥 .......................................
修改主机主密钥 (HMK) ..........................................................
获取主机主密钥 (HMK) ID .......................................................
获取密钥保护密钥 (KPK) ID ....................................................
修改密钥保护密钥 (KPK) ........................................................
获取密钥存储统计数据 ...........................................................
静默 KMS 数据库 ..................................................................
取消静默 KMS 数据库 ............................................................
密钥创建选项 .......................................................................
KMS 故障排除 ............................................................................
备份不进行加密的解决方案 .....................................................
还原不进行解密的解决方案 .....................................................
故障排除示例 - 无活动密钥记录的情况下进行的备份 ....................
故障排除示例 - 使用不正确的密钥记录状态进行的还原 .................

索引

308
309
309
309
310
311
313
314
315
316
316
316
317
317
317
318
319
319
319
320
320
321
322
322
323
323
324
327
327
327
328
328
328
328
329
329
330
330
330
333

.................................................................................................................... 335

10

1
不断提高的 NetBackup 安
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

■

NetBackup 安全实现级别

■

全球级别安全

■

企业级别安全

■

数据中心级别安全概述

■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全球、企业和数据中心组合级别

■

NetBackup 安全实现类型

■

操作系统安全

■

NetBackup 安全漏洞

■

标准 NetBackup 安全

■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安全

■

客户端加密安全

■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图形用户界面上具备 NBAC 的安全

■

NBAC 完整安全

■

所有 NetBackup 安全

不断提高的 NetBackup 安全
关于 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

关于 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
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可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以及挂接的客户端
上的 NetBackup 操作的所有部分提供保护。此外还保护服务器和客户端使用的操作
系统。通过加密过程和保管来保护备份数据。 通过网络发送的 NetBackup 数据受
专用且安全的网络端口保护。
以下主题中包含了 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的各种级别和实现。
请参见第 12 页的“NetBackup 安全实现级别”。
请参见第 16 页的“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请参见第 23 页的“操作系统安全”。
请参见第 23 页的“标准 NetBackup 安全”。
请参见第 24 页的“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安全”。
请参见第 25 页的“客户端加密安全”。
请参见第 27 页的“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图形用户界面上具备 NBAC 的安全”。
请参见第 28 页的“NBAC 完整安全”。
请参见第 29 页的“所有 NetBackup 安全”。

NetBackup 安全实现级别
NetBackup 安全实现角度在全球级别上给人一种比较宽泛的感觉，在企业级别上变
得更加详细。 在数据中心级别上，安全变得非常具体。
表 1-1 显示了如何可以实现 NetBackup 安全级别。
表 1-1

NetBackup 安全实现级别

安全级别

描述

全球级别

指定 Web 服务器访问权限和可运出保管的加密磁带

企业级别

指定内部用户和安全管理员

数据中心级别

指定 NetBackup 操作

全球级别安全
全球级别安全允许外部用户访问位于防火墙后的企业 Web 服务器，并允许将加密
磁带运输到场外进行保管。 全球级别安全涵盖企业级别和数据中心级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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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级别安全范围

图 1-1

全球级别

传输

场外保管库

外部用户

Internet
全球级别安全类型

表 1-2
类型

描述

全球级别外部用户

指定外部用户可以访问位于防火墙后的 Web 服务器。 因为外部防火墙禁止外部用
户访问 NetBackup 端口，所以外部用户无法从 Internet 访问或使用 NetBackup 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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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描述

全球级别 Internet

指定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接链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可以使用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穿过防火墙访问企业 Web 服务器。

全球级别 WAN

在安全概述图示中没有显示广域网 (WAN)。WAN 是一种专用高速连接，用于将地
理位置分散的 NetBackup 数据中心链接到一起。

全球级别运输

指定通过运输卡车可以将加密的客户端磁带转移到场外的安全保管库设施中。

全球级别场外保管库

指定加密的磁带可以保管在当前数据中心以外的安全存储设施中。

企业级别安全
企业级别安全包含 NetBackup 安全实现的更加切实的部分。 它涵盖内部用户、安
全管理员和数据中心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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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企业级别安全范围

安全概览
企业级别
内部用户

数据中心

安全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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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企业级别安全类型

类型

描述

内部用户

指定有权从数据中心内访问和使用 NetBackup 功能的用户。 内部用户通
常是个人（如数据库管理员、备份管理员、操作员和普通系统用户）的组
合。

安全管理员

指定已被授予管理员权限并可从数据中心内访问和管理 NetBackup 安全
功能的用户。

数据中心级别安全概述
数据中心级别安全包括 NetBackup 安全功能的核心。 它可以包括工作组、单个数
据中心或多数据中心。
表 1-4 介绍了数据中心级别安全独有的部署模型。
表 1-4

数据中心级别安全的部署模型

类型

描述

工作组

纯粹以内部方式与 NetBackup 一起使用的一个小型系统组（少于 50 个系统）。

单数据中心

一个中到大型的主机组（多于 50 台主机），可以在隔离区 (DMZ) 内备份主机。

多数据中心

指定指跨越两个或更多个地理区域的一个中到大型主机组（多于 50 台主机）。 它们可以
通过 WAN 连接。此配置还可以包括在 DMZ 中备份的主机。

请参见第 12 页的“NetBackup 安全实现级别”。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功能将 NetBackup Product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Product Authorization 融入到了 NetBackup 中，从而提高了主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安全。
请参见第 12 页的“关于 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
有关 NBAC 的一些要点包括：
■

身份验证和授权是一起使用的

■

NBAC 使用来自可信来源的身份验证标识可靠地标识涉及的各方。这样就可以
基于这些标识做出有关 NetBackup 操作的访问决策。请注意，现在嵌入了
NetBackup Secur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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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Product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Product Authorization 由根代
理、身份验证代理、授权引擎和图形用户界面组成。

■

NBAC 不支持 Oracle、Oracle Archiver、DB2、Informix、Sybase、SQL Server、
SAP 和 EV Migrator。

■

不支持在设备上使用 NBAC。

■

NBAC 支持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

下表介绍了安全中使用的 NetBackup 组件。
安全中使用的 NetBackup 组件

表 1-5
组件

描述

根代理

NetBackup 主服务器是位于数据中心安装中的根代理。对使用其他根代理无规定。
建议多个根代理之间互相信任。
根代理对身份验证代理进行身份验证。根代理不会对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身份验证代理

通过确认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图形用户界面和客户端各自的凭据对其进行身份
验证。 在命令提示符下操作时，身份验证代理还会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在一个
数据中心安装中可以有多个身份验证代理。 身份验证代理可以与根代理合二为一。

授权引擎

与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通信，以确定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的权限。这些权限决定
了针对给定服务器的可用功能。授权引擎还存储用户组和权限。一个数据中心安装
中仅需要一个授权引擎。 在多数据中心环境中，授权引擎还通过 WAN 进行通信，
从而为其他介质服务器授权。

图形用户界面

指定从身份验证代理接收凭据的远程管理控制台。然后图形用户界面可以使用这些
凭据获得对客户端、介质服务器和主服务器上的功能的访问。

MSEO

指定为由介质服务器写入到磁带的数据提供加密的 MSEO（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一种软件设备）（静态数据加密）。MSEO 是客户端加密的一种替代方
式，可以减轻客户端上的 CPU 处理负载。

主服务器

与根代理和身份验证代理、图形用户界面、授权引擎、介质服务器以及客户端通
信。

NetBackup 管理员

指定已被授予管理员权限并可从数据中心内访问和管理 NetBackup 功能的用户。

介质服务器

与主服务器、根代理和身份验证代理、授权引擎、MSEO 以及客户端 1 至 6 通信。
介质服务器为客户端 5 将未加密数据写入磁带，为客户端 6 将加密数据写入磁带。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 1 到 4 是标准 NetBackup 类型。客户端 5 是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
务器类型。 客户端 6 也是位于 DMZ 中的客户端加密类型。所有客户端类型都是
由主服务器管理的，并通过介质服务器将其数据备份到磁带中。客户端 5 和 6 使
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此外，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接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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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描述

磁带

指定通过添加以下功能，可以提高 NetBackup 中磁带的安全性：
■

客户端加密

■

MSEO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

静态数据加密

未加密数据磁带和加密数据磁带都在数据中心产生。 为客户端 1 至 5 写入的是未
加密磁带数据，并在数据中心场内存储。 为客户端 6 写入的是加密磁带，并被运
输到到场外的保管库以提供灾难恢复保护机制。
加密

指定 NetBackup Encryption 可以通过提供以下功能来提高安全性：
■

更高的数据机密性

■

如果所有数据都已有效加密，则物理磁带的丢失不会造成严重影响

■

最佳风险降低策略

有关加密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63 页的“要考虑的加密安全问题”。
线路上数据的安全

包括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客户端之间的通信，以及使用端口通过防火墙和 WAN
进行的通信。
有关端口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关于 NetBackup TCP/IP 端口”。
NetBackup 的线路上数据部分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帮助提高安全：
■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在启用 NBAC 时传统的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会使用身份验证

■

CORBA 后台驻留程序使用完全加密通道，从而确保机密性并提供数据完整性

■

防火墙

■

■

在 NetBackup 和其他产品中禁用未使用的端口：
请参见第 94 页的“启用或禁用随机端口分配”。
PBX 和 VNETD 专用端口提供增强的 NetBackup 安全

■

需要通过防火墙监视和打开的中央端口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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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描述

防火墙安全

指定 NetBackup 防火墙支持可以帮助提高安全性。
关于防火墙安全的要点包括：
■

Veritas 建议为 NetBackup 使用防火墙和入侵检测保护

■

从 NetBackup 的角度看，防火墙保护关系到常规网络安全。防火墙专门用于减
少可能会被窃贼尝试和撬开的“门锁”。它可以实现对阻止 NFS、telnet、FTP
和电子邮件等端口的审查。这些端口并不是使用 NetBackup 时所必不可少的，
并且可能为不受欢迎的访问“敞开大门”。

隔离区 (DMZ)

■

尽可能保护主服务器的安全

■

防火墙可以包括内部防火墙和外部防火墙，如下所述：
■ 内部防火墙 - 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加密
客户端 6。 仅为通过内部防火墙进出 DMZ 的数据通信启用了选定的
NetBackup 端口和可能的其他应用程序端口。Http 端口是在外部防火墙中
打开的，不允许其通过内部防火墙。
■ 外部防火墙 - 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NetBackup 端口处于打开状态，以便于 Web 服务
器客户端 5 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 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只有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的 HTTP 端
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指定隔离区 (DMZ) 可以提高安全性，如下所述：
■

■

DMZ 是一个受限制区域，在该区域中，特定主机所允许的端口数量受到高度控
制
DMZ 位于外部防火墙和内部防火墙之间。本示例中的公用区域是 Web 服务器。
外部防火墙将阻止除 HTTP（标准）和 HTTPS（安全）Web 端口之外的其他
所有端口。 内部防火墙将阻止除 NetBackup 和数据库端口之外的其他所有端
口。DMZ 消除了外部 Internet 访问内部 NetBackup 服务器和数据库信息的可
能性。

DMZ 为在内部防火墙和外部防火墙之间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加密客户端 6
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操作区域。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使用指定
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还
可以仅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图 1-3 显示了一个带有 DMZ 的内部防火墙和外部防火墙示例。

下图显示了带有 DMZ 的内部和外部防火墙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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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防火墙和 DMZ 示例

基本防火墙配置
企业后端
NetBackup
服务器

数据库

NetBackup 端口

数据库端口
内部防火墙

NetBackup 端口

数据库端口
Web 服务器

Http 端口

Https 端口

DMZ

外部防火墙
Http 端口

Https 端口
Internet

全球、企业和数据中心组合级别
“全球、企业和数据中心组合级别”模型是运行典型的完整 NetBackup 操作功能时
使用的区域。 通过最外层的全球级别，外部用户可以访问位于防火墙后的企业 Web
服务器，且加密的磁带会被运输到场外并在场外进行保管。 在更深一层的企业级别
上，将实施与内部用户、安全管理员和数据中心级别有关的功能。 在最深的级别
（即数据中心级别）上，通过工作组、单数据中心或多数据中心实施核心 NetBackup
安全功能。
下图显示了全球、企业和数据中心组合级别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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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业和数据组合级别

图 1-4

企业级别
内部用户
根代理和
身份验证
代理

数据中心级别
授权
引擎

GUI

`
主
服务器

安全
管理员

介质
服务器

NetBackup
管理员

`

全球级别

介质服务器
加密
选项(MSEO)

`

已加密
客户端数据

`

传输

未加密
客户端数据

`

客户端 1 客户端 2 客户端 3 客户端 4

内部防火墙 - 允许使用 NetBackup 端口

`

场外保管库

隔离区
(DMZ)

客户端 6
加密

客户端 5

外部防火墙 - 允许使用 Http 端口

图例
凭据
外部用户

Internet

已加密
密钥存储

NetBackup 安全实现类型
下表显示了 NetBackup 安全实现类型、特征、复杂性和可能的安全部署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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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实现类型

表 1-6
安全实现类型

特征

请参见第 23 页的“操作系统安全”。

■

依赖于操作系统

■

因系统组件不同而不同

复杂性

安全部署模型

变量

工作组
单数据中心
多数据中心

请参见第 23 页的“标准 NetBackup 安 ■
全”。
■

以 root 或管理员身份进行 低
管理
数据未加密

采用 NetBackup 的工作组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单数
据中心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多数
据中心

请参见第 24 页的“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安全”。

■

介质服务器加密

■

从客户端到介质服务器的
通信未加密
可能会影响介质服务器上
的 CPU 性能
密钥的位置

■

■

请参见第 25 页的“客户端加密安全”。 ■

数据在客户端上加密

■

通过线路发送加密的数据

■

可能会影响客户端上的
CPU 性能
密钥的位置

■

低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单数据中心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多数据中心

中等

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单数据中心
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多数据中心

请参见第 27 页的“主服务器、介质服 ■
务器和图形用户界面上具备 NBAC 的
安全”。
■

NBAC 授予访问主服务器 中等
和介质服务器的权限
对访问主服务器和介质服
务器的系统和用户进行身
份验证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
用 NBAC 的单数据中心

请参见第 28 页的“NBAC 完整安全”。 ■

NBAC 在整个系统内进行 高
授权
NBAC 对整个系统（服务
器、客户端和用户）进行
身份验证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单数
据中心

囊括了所有 NetBackup 安 非常高
全类型
示例图和文档采用了所有
的安全机制

实现了所有安全的单数据中心

■

请参见第 29 页的“所有 NetBackup 安 ■
全”。
■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
用 NBAC 的多数据中心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多数
据中心

具备所有 NetBackup 安全功
能的多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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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安全
可以通过执行下列操作增强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的操作系统安全：
■

安装操作系统修补程序
操作系统修补程序包括应用于操作系统的升级程序，以使其保持以最高级别的
系统完整性运行。 升级程序和修补程序应该保持在供应商指定的级别上。

■

执行安全防火墙步骤

■

采用最小权限管理

■

限制 root 用户数

■

应用基于 IP 的安全协议 (IPSEC) 硬件

■

关闭面向外部的应用程序的未使用端口

■

提供运行 NetBackup 的安全基础

■

添加调查的最初结果以确定操作系统是否受到危害

■

确保所有操作系统的安全实现都是相同的

■

在异构环境中使用 NBAC 以实现不同系统间的完全互操作性

NetBackup 安全漏洞
Veritas 建议采取保护措施以防范在极少数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 NetBackup 安全漏
洞，如下所述：
■

随下次 NetBackup 维护修补程序会提供一个完整的 NetBackup 更新

■

累积 NetBackup 更新的重要性

■

使用 Veritas 网站可获取有关可能的安全漏洞问题的信息：
https://www.veritas.com/content/support/en_US/security.html 或
http://www.veritas.com/security

■

对于可能的安全漏洞问题，请使用电子邮件进行联系：
secure@veritas.com

标准 NetBackup 安全
标准 NetBackup 安全只包括数据中心的操作系统和硬件组件所提供的安全。 经授
权的 NetBackup 用户以 root 或管理员身份进行管理。客户端数据未加密。主服务
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全部在一个本地企业数据中心内运行。 未加密的数据通常
存储在站点上，这使没有灾难恢复的计划面临相对较高的风险。发送到场外的数
据，如果被截取，则其机密性可能会受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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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标准 NetBackup 配置的示例。
图 1-5

标准 NetBackup

数据中心
主
服务器

介质
服务器

企业
内部防火墙

`
客户端

已加密数据

图例

已加密磁带
密钥存储

传输
场外保管库

明文
已加密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安全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安全类型提供了一种客户端级别的数据加
密解决方案。在完全灾难恢复方案中，会将加密的磁带数据传输并存储到场外保管
库中，从而降低数据丢失风险。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MSEO 和客户端全部在一
个本地企业数据中心内运行。 MSEO 可减少各个客户端上的 CPU 密集型操作。实
现方法是通过将加密操作移动到介质服务器来比较 MSEO 和客户端加密。但是，
MSEO 可能会影响介质服务器上的 CPU 性能。MSEO 到磁带的通信会被加密，但
是，不会加密客户端到介质服务器的通信。保留 MSEO 设备上的密钥，以便将来可
以访问加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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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配置的示例。
图 1-6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数据中心
主
服务器

介质
服务器

MSEO

企业
内部防火墙

`
客户端

已加密数据

图例

已加密磁带
传输

密钥存储
场外保管库

明文
已加密

客户端加密安全
客户端加密安全用于确保线路中和磁带上的数据机密性。此加密有助于降低在组织
内的被动窃听风险。在将磁带移到场外时，数据泄露风险会降低。加密密钥位于客
户端上。数据通信是在客户端和介质服务器之间的线路上加密的。客户端执行的数
据加密可能会大量占用 CPU。
下列备份策略类型支持使用客户端加密选件。
■

AFS

■

D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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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Store

■

DataTools-SQL-BackTrack

■

Informix-On-BAR

■

LOTUS_NOTES

■

MS-Exchange

■

MS-SharePoint

■

MS-SQL-Server

■

MS-Windows

■

Oracle

■

PureDisk-Export

■

SAP

■

Split-Mirror

■

Standard

■

Sybase

下列备份策略类型不支持客户端加密选件。无法在策略属性界面中为这些策略类型
选中加密复选框。
■

FlashBackup

■

FlashBackup-Windows

■

NDMP

■

NetWare

■

OS/2

■

保管库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是在将数据写入磁带时应用的，可以用于列出的所
有策略类型。NDMP 策略是例外，这些策略直接从 NDMP 服务器以 NDMP 格式写
入数据。如果是使用常规介质服务器将备份写入磁带，则远程 NDMP 支持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请注意，VMS 和 OpenVMS 客户端不支持客户端加密选件。这些客户端使用
Standard 策略类型。
下图显示了一个客户端加密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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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客户端加密

数据中心

主服务器
企业

介质
服务器

内部防火墙

加密数据
客户端

图例

加密磁带

密钥存储
明文
场外保管库

已加密

运输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图形用户界面上具备 NBAC
的安全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图形用户界面上具备 NBAC 的安全方法使用身份验证代
理。 该代理为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图形用户界面提供凭据。 此数据中心示例
使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来限制对 NetBackup
的各个部分的访问。 使用此示例也可以执行 NetBackup 的非 root 管理。NBAC 配
置为在服务器与图形用户界面之间使用。 非 root 用户可以使用操作系统登录
NetBackup。 使用 UNIX 密码或 Windows 本地域来管理 NetBackup。也可使用全
局用户存储库（NIS/NIS+ 或 Active Directory）来管理 NetBackup。此外，NBAC
可以用于限制特定的个人对 NetBackup 的访问权限级别。例如，您可以将日常操作
控制（如添加新策略、机械手等等）从环境配置中分离出来。
下图显示了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配置上的一个 NBAC 示例。

27

不断提高的 NetBackup 安全
NBAC 完整安全

图 1-8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的 NBAC

数据中心
根代理和
身份验证
代理

授权
引擎

主
服务器

企业

GUI

`
介质
服务器

`

客户端

图例
磁带
凭据
身份验证
明文
授权
经过身份验证的
连接

NBAC 完整安全
NBAC 完整安全方法使用身份验证代理向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提供凭
据。此环境与 NBAC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图形用户界面模型非常相似。 主要
的区别在于，参与 NetBackup 环境的所有主机都是使用凭据可靠标识的。并且非
root 管理员具有基于可配置的访问权限级别管理 NetBackup 客户端的能力。请注
意，用户标识可以存在于全局存储库中，如 Windows 中的 Active Directory 或 UNIX
中的 NIS。标识也可以存在于支持身份验证代理的那些主机上的本地存储库（UNIX
密码、本地 Windows 域）中。
下图显示了 NBAC 完整配置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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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NBAC 完整

数据中心
根代理和
身份验证
代理

授权
引擎

主
服务器

企业

GUI

`
介质
服务器

`

客户端

图例

磁带
凭据
身份验证
明文
授权
经过身份验证的连接

所有 NetBackup 安全
所有 NetBackup 安全将所有安全组合到一起。它代表一种非常复杂的环境，在该环
境中存在对各种客户端的不同要求。某些客户端可能要求使用脱离主机加密（如供
电不足的主机或数据库备份）。而另一些客户端可能会由于主机上数据的敏感性，
要求使用在机加密。将 NBAC 添加到安全混合体中，可以在 NetBackup 内将管理
员、操作员和用户分离开来。
下表显示了一个已实现所有 NetBackup 安全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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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NetBackup 安全

图 1-10
根代理和身份
验证代理

GUI

授权引擎

`
主服务器

介质
服务器

客户端 1、2、3 的
MSEO

6 据
端 数
户 密
客 加
已
的

设备
文件

`

`

`

客户端
1
MSEO

客户端
2
MSEO

客户端
3
MSEO

`

客户端
1、2、3、6 的
已加密数据

客户端 4 和 5 的
未加密数据

客户端 4
标准 NBU

场外保管库

内部防火墙 - 允许使用 NetBackup 端口
`
客户端 5
Web 服务器

DMZ

外部防火墙 - 仅允许使用 Http 端口

Internet

传输

客户端 6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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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部署模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工作组

■

单数据中心

■

多数据中心

■

采用 NetBackup 的工作组

■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单数据中心

■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单数据中心

■

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单数据中心

■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单数据中心

■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单数据中心

■

实现了所有安全的单数据中心

■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多数据中心

■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多数据中心

■

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多数据中心

■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多数据中心

■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多数据中心

■

具备所有 NetBackup 安全功能的多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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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
工作组是在内部与 NetBackup 一起使用的小型系统组（少于 50 个系统）。
工作组示例如下所示：
■

请参见第 33 页的“采用 NetBackup 的工作组”。

单数据中心
单数据中心是一个中到大型主机组（多于 50 台主机）。
下面的列表中显示了单数据中心示例：
■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单数据中心”。

■

请参见第 38 页的“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单数据中
心”。

■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单数据中心”。

■

请参见第 44 页的“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单数据中心”。

■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单数据中心”。

■

请参见第 50 页的“实现了所有安全的单数据中心”。

多数据中心
多数据中心包含一个中到大型主机组（多于 50 台主机）。主机可以跨越由广域网
(WAN) 连接的两个或多个地理区域。
下面的列表中显示了多数据中心示例：
■

请参见第 53 页的“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多数据中心”。

■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多数据中
心”。

■

请参见第 61 页的“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多数据中心”。

■

请参见第 65 页的“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多数据中心”。

■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多数据中心”。

■

请参见第 75 页的“具备所有 NetBackup 安全功能的多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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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NetBackup 的工作组
采用 NetBackup 的工作组是一个小型系统组（少于 50 个系统）。工作组在内部与
NetBackup 一起使用。通常，此配置没有统一命名服务，如 NIS 或 Active Directory。
它可能没有权威性主机命名服务，如 DNS 或 WINS。此配置通常用于大公司的测
试实验室中或者用于小公司环境中。
采用 NetBackup 的工作组包括以下要点：
■

非常少的 NetBackup 服务器

■

小型计算机环境

■

不涉及面向外部的设备

图 2-1 显示了一个采用 NetBackup 的工作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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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采用 NetBackup 的工作组
主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

`
客户端
1

`

`

客户端
2

客户端
3

客户端
1、2、3、4 的
未加密数据

`
客户端
4

内部防火墙 - 允许使用 NetBackup 端口

DMZ
外部防火墙 - 仅允许使用 Http 端口

Internet

下表介绍了工作组采用的 NetBackup 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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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工作组采用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主服务器

与介质服务器以及客户端 1、2、3 和 4 通信。

介质服务器

与主服务器以及客户端 1、2、3 和 4 通信。介质服务器为客户端 1、2、3 和 4 管理未加密
数据的磁带写入。

磁带

包含为客户端 1、2、3 和 4 写入的未加密备份数据。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 1、2、3 和 4 是受主服务器管理的标准 NetBackup 客户端。它们通过介质服务
器将其未加密的数据备份到磁带上。

内部防火墙

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客户端。仅为进出 DMZ 的数据通信启用了选定的 NetBackup
端口和可能的其他应用程序端口。不允许在外部防火墙中打开的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通
过内部防火墙。内部防火墙不与工作组部署模型一起使用。在此示例中，没有任何客户端访
问内部防火墙，因此不应通过它打开 NetBackup 端口。

注意：在此示例中，在内部防火墙之外，没有任何客户端。因此，不应通过内部防火墙打
开 NetBackup 端口。
隔离区 (DMZ)

为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的 NetBackup 客户端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操作区
域。可以在 DMZ 中运行的客户端包括使用标准 NetBackup 客户端或加密 NetBackup 客户
端的 Web 服务器 NetBackup 客户端。DMZ 中的客户端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
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 NetBackup 客户端可以使用典型的 HTTP
端口从通向 Internet 的外部防火墙接收连接。工作组部署模型中的客户端无法访问 DMZ。

外部防火墙

允许外部用户从 Internet（通常通过 HTTP 端口）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 NetBackup
客户端。对于为允许客户端通过内部防火墙进行通信而打开的 NetBackup 端口，不允许其
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Internet

指定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接链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在工作组部署模型
中，客户端不使用 Internet。

小心：客户不应将 NetBackup 客户端放到 DMZ 之外或直接放到 Internet 中。必须使用外
部防火墙，以始终阻止外部世界访问 NetBackup 端口。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单数据中心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单数据中心是一个中到大型主机组（多于 50 台主机）。它
包括纯内部主机和通过 DMZ 扩展到 Internet 的主机。此配置通常为主机使用集中
式命名服务（例如 DNS 或 WINS）。它还为用户使用集中式命名服务（例如 NIS
或 Active Directory）。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单数据中心包括以下要点：
■

面向外部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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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具有集中式命名服务

■

在规模方面超过 50 台主机

■

配置过程最简单，仅需要常规 NetBackup 知识

■

适合 NetBackup 客户的典型配置

■

假定在备份运行时无需担心线路上的被动数据截取

图 2-2 显示了一个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单数据中心示例。

36

安全部署模型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单数据中心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单数据中心

图 2-2

单数据中心 – 标准 NetBackup

主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
客户端4 和
5的未加密数据

客户端 4
标准 NetBackup

内部防火墙 – 允许 NetBackup 端口

客户端 5
Web 服务器

外部防火墙 – 仅允许 Https 端口

Internet

下表介绍了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单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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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单数据中心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主服务器

与介质服务器、标准 NetBackup 客户端 4 以及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 NetBackup 客户端
5 通信。

介质服务器

与主服务器、标准 NetBackup 客户端 4 以及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 NetBackup 客户端 5
通信。介质服务器为客户端 4 和 5 管理未加密数据的磁带写入。

磁带

包含为客户端 4 和 5 写入的未加密的备份数据。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 4 是标准 NetBackup 类型，而客户端 5 是 Web 服务器类型。主服务器管理这
两个客户端，并通过介质服务器将其未加密的数据备份到磁带。客户端 4 位于数据中心内。
客户端 5 位于 DMZ 中。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获得连接。请注意，
与查询相关的所有 NetBackup 通信将以未加密的方式通过线路发送出去。

内部防火墙

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 NetBackup 客户端 5。仅为进出 DMZ 的数据
通信启用了选定的 NetBackup 端口和可能的其他应用程序端口。在外部防火墙中打开的
HTTP 端口无法从 Internet 通过内部防火墙。

隔离区 (DMZ)

为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的 NetBackup 客户端 5（Web 服务器）提供了一个
“安全的”操作区域。DMZ 中的客户端 5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
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外部防火墙

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NetBackup 端口为客户端 5 打开，用于通过内部防火墙进行通信。

小心：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在通向 Internet 的外部防火
墙中，仅会打开到客户端 5 的 HTTP 端口。
Internet

指定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接链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Web 服务器客户
端 5 可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接收 Internet 上的连接。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单
数据中心
此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单数据中心示例通常包含 50 台
以上的主机。所有面向外部的主机都使用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在此示例中，客户端为所有主机使用了 MSEO 选件。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单数据中心包括以下要点：
■

MSEO 是 NetBackup 中较新的一个选件

■

保护发送到场外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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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仍是以明文的方式从客户端发出的，意味着线路下的被动数据截取是可接
受的风险

■

密钥管理和加密在一个中央位置（等同于单一故障点）进行管理。使用高可用
性群集会有帮助。

■

介质服务器必须可靠才能一次处理多个客户端

■

如果需要将加密的磁带发送到场外，并且希望从客户端消除大量占用 CPU 的加
密工作量，则此部署很有用

■

必须有用于取回数据的密钥。丢失密钥就意味着丢失数据。（请参见“加密”
一章中有关密钥共享备份的信息。）

图 2-3 显示了一个具备 MSEO 的单数据中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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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 MSEO 的单数据中心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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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了具备 MSEO 的单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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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具备 MSEO 的单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主服务器

与介质服务器、MSEO 客户端 1、2、3 以及 DMZ 中的 MSEO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通信。

介质服务器

与主服务器、MSEO 客户端 1、2、3 以及 DMZ 中的 MSEO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通信。
介质服务器与 MSEO 设备通信，该设备为客户端 1、2、3 和 5 启用向磁带写入加密数据。

MSEO

指定 MSEO 硬件设备免除各个客户端上的加密工作负荷，并为客户端 1、2、3 和 5 生成
加密的数据。然后，将加密的数据写入磁带。通过使用 MSEO 设备，可提高各个客户端的
CPU 性能（与客户端加密相关）。

磁带

包含为客户端 1、2、3 和 5 写入的 MSEO 加密备份数据。加密的磁带将转移到场外的保
管库进行保管以提供灾难恢复保护机制。

注意：要解密数据，用于加密数据的密钥必须可用。
运输

指定通过运输卡车将加密的磁带转移到场外的安全保管库设施中。即使在运输过程中丢失
了磁带，数据中心管理员也已潜在降低了数据泄露风险。通过使用数据加密，减少了数据
泄露。

场外保管库

在数据中心之外的位置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存储设施，可提高灾难恢复保护能力。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 1、2 和 3 属于 MSEO 类型，而客户端 5 属于 Web 服务器类型（也使用 MSEO
选件）。两种类型均可由主服务器进行管理，并可将其加密的数据备份到磁带。备份是通
过介质服务器挂接的 MSEO 硬件设备完成的。客户端 1、2 和 3 位于数据中心内。客户端
5 位于 DMZ 中。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
信。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获得连接。

内部防火墙

指定 NetBackup 使用内部防火墙访问 DMZ 中的客户端 5（Web 服务器）。仅为进出 DMZ
的数据通信启用了选定的 NetBackup 端口和可能的其他应用程序端口。在外部防火墙中打
开的 HTTP 端口无法通过内部防火墙。

隔离区 (DMZ)

为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操作
区域。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还可以仅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外部防火墙

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NetBackup 端口处于打开状态，以便于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只有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Internet

指定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接链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Web 服务器客户
端 5 可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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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单数据中心
使用客户端加密的此单数据中心示例使用客户端加密来确保线路中和磁带上数据的
机密性。客户端加密降低了在组织内的被动窃听风险。在将磁带移到场外时，数据
泄露风险会降低。此数据中心模型可保证中量到大量（大于 50）受控主机的安全。
数据中心内的和 DMZ 内的客户端可以为主机和用户标识使用集中式命名服务。
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单数据中心包括以下要点：
■

对于保护场数外数据很有用

■

已加密客户端中的数据，并消除了数据在线路上的被动截取风险

■

密钥管理是在客户端上分散进行的

■

原始 NetBackup Encryption Option

■

使用客户端 CPU 执行加密

■

必须有用于取回数据的密钥。丢失密钥就意味着丢失数据。

■

需要扫描场外磁带和/或在线路上需要确保机密性时很有用。

图 2-4 显示了一个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单数据中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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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单数据中心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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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了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单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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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单数据中心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隔离区 (DMZ)

为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加密客户端 6 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操作区域。这些客户端
位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加密客户端 6 可
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加密客户端 6 可以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DMZ 中的加
密客户端 6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

外部防火墙

允许外部用户访问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加密客户端 6。可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 DMZ 中的这些客户端。NetBackup 端口为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加密客户端 6
打开，用于通过内部防火墙进行通信。但是，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访
问 Internet。只有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加密客户端 6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
火墙访问 Internet。外部防火墙限制客户端 5 和 6 通过 Internet 进行双向通信。

Internet

指定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接链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Web 服务器客
户端 5 可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单数据中心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单数据中心示例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
上使用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此配置限制对 NetBackup 各部分的访问，并
提供 NetBackup 的非 root 管理。NBAC 配置为在服务器与 GUI 之间运行。非 root
用户可使用操作系统（UNIX 密码或 Windows 本地域）或全局用户存储库（NIS/NIS+
或 Active Directory）登录到 NetBackup 来管理 NetBackup。NBAC 可以用于限制
特定的个人对 NetBackup 的访问权限级别。例如，您可以将日常操作控制（如添加
新策略、机械手等等）从环境配置中分离出来。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单数据中心包括以下要点：
■

管理非 root 用户

■

使用 Windows 用户 ID 管理 UNIX

■

使用 UNIX 帐户管理 Windows

■

分离和限制特定用户的操作

■

root 或管理员或客户端主机仍可执行本地客户端备份和还原

■

可以和其他与安全相关的选件组合到一起

■

所有服务器必须使用 NetBackup 版本 7.x 及更高版本

图 2-5 显示了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单数据中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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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单数据中心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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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了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单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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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单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主服务器

与介质服务器、根代理和身份验证代理进行通信。它还与授权引擎、客户端 1、2、3 以及
DMZ 中的客户端 5（Web 服务器）通信。主服务器还与身份验证代理进行通信并接收来自
该代理的凭据。
当 CLI 或 GUI 访问主服务器上的后台驻留程序时，会交换凭据以标识用户。然后会与授权
引擎联系以确定是否可以访问后台驻留程序功能。

介质服务器

与主服务器、客户端 1、2、3 以及 DMZ 中的客户端 5（Web 服务器）通信。介质服务器还
与授权引擎通信，并从身份验证代理接收凭据。介质服务器为客户端 1、2、3 和 5 启用未
加密数据的磁带写入。
当 CLI 或 GUI 访问介质服务器上的后台驻留程序时，会交换凭据以标识用户。然后会与授
权引擎联系以确定是否可以访问后台驻留程序功能。

GUI

指定此远程管理控制台 GUI 从身份验证代理接收凭据。然后 GUI 使用此凭据获得对介质服
务器和主服务器上的功能的访问。

根代理

对身份验证代理进行身份验证，但是不对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在此示例中，根代理和身份
验证代理显示为同一组件。

身份验证代理

通过确认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 GUI 各自的凭据对其进行身份验证。如果使用的是命令
提示符，则身份验证代理还会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授权引擎

与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通信，以确定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的权限。这些权限决定了功能是
否对用户可用。它还存储用户组和权限。仅需要一个授权引擎。

注意：授权引擎作为后台驻留程序进程驻留在主服务器上。在此图中，它显示为一个单独
的图像（仅用于示例）。
磁带

包含为客户端 1、2、3 和 5 写入的未加密备份数据。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 1、2 和 3 属于标准 NetBackup 类型，而客户端 5 属于 Web 服务器类型。两种
类型均由主服务器进行管理，并通过介质服务器将其未加密的数据备份到磁带。客户端 1、
2 和 3 位于数据中心内。客户端 5 位于 DMZ 中。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
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获得连接。

内部防火墙

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仅为进出 DMZ 的数据通信启用了
选定的 NetBackup 端口和可能的其他应用程序端口。不允许在外部防火墙中打开的 HTT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

隔离区 (DMZ)

为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提供“安全”操作区域。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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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外部防火墙

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NetBackup 端口为客户端 5 打开，用于通过内部防火墙进行通信。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
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只有客户端 5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Internet

指定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接链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客户端 5 可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单数据中心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此单数据中心环境与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单数据中心非常相似。主要区别在于，参与 NetBackup 环境的所有主机都是使用
凭据来可靠标识的。非 root 用户管理员可以基于可配置的访问权限级别管理
NetBackup 客户端。请注意，用户标识可以存在于全局存储库中，如 Windows 中
的 Active Directory 或 UNIX 中的 NIS。标识也可以存在于支持身份验证代理的那些
主机上的本地存储库（UNIX 密码、本地 Windows 域）中。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单数据中心包括以下要点：
■

与具备 NBAC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的单数据中心类似，但客户端上的 root 用
户或管理员除外

■

在客户端系统上，可以配置非 root /管理员用户来执行本地备份和还原（默认情
况下的设置）

■

该环境有助于可信地标识参与 NetBackup 的所有主机

■

要求所有主机使用 NetBackup 版本 7.x 或更高版本

图 2-6 显示了一个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单数据中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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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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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了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单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表 2-6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单数据中心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主服务器

与介质服务器、根代理、身份验证代理进行通信。它还与授权引擎、客户端 1、2、3 以及
DMZ 中的客户端 5（Web 服务器）通信。主服务器进一步与身份验证代理通信，并从身份
验证代理接收凭据。
当 CLI 或 GUI 访问主服务器上的后台驻留程序时，会交换凭据以标识用户。然后会与授权
引擎联系以确定是否可以访问后台驻留程序功能。

介质服务器

与主服务器、客户端 1、2、3 以及 DMZ 中的客户端 5（Web 服务器）通信。介质服务器还
与授权引擎通信，并从身份验证代理接收凭据。介质服务器为客户端 1、2、3 和 5 启用未
加密数据的磁带写入。
当 CLI 或 GUI 访问介质服务器上的后台驻留程序时，会交换凭据以标识用户。然后会与授
权引擎联系以确定是否可以访问后台驻留程序功能。

GUI

指定此远程管理控制台 GUI 从身份验证代理接收凭据。然后 GUI 使用此凭据获得对介质服
务器和主服务器上的功能的访问。

根代理

对身份验证代理进行身份验证，但是不对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图 2-6 显示根代理和身份验
证代理由同一组件充当。

身份验证代理

通过确认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GUI、客户端和用户各自的凭据对其进行身份验证。

授权引擎

与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通信，以确定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的权限。它还存储用户组和权
限。仅需要一个授权引擎。

注意：授权引擎作为后台驻留程序进程驻留在主服务器上。在此图中，它显示为一个单独
的图像（仅用于示例）。
磁带

包含为客户端 1、2、3 和 5 写入的未加密备份数据。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 1、2 和 3 属于标准 NetBackup 类型，而客户端 5 属于 Web 服务器类型。从身
份验证代理收到凭据时，将基于 NetBackup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域验证客户端
1、2、3 和 5 的身份。标准服务器和 Web 服务器类型均由主服务器进行管理，并通过介质
服务器将其未加密的数据备份到磁带。客户端 1、2 和 3 位于数据中心内。客户端 5 位于
DMZ 中。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客
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获得连接。

内部防火墙

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仅为进出 DMZ 的数据通信启用了
选定的 NetBackup 端口和可能的其他应用程序端口。在外部防火墙中打开的 HTTP 端口无
法通过内部防火墙。

隔离区 (DMZ)

为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提供“安全”操作区域。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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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外部防火墙

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NetBackup 端口为客户端 5 打开，用于通过内部防火墙进行通信。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
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只有客户端 5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Internet

指定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接链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客户端 5 可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

实现了所有安全的单数据中心
这个实现了所有安全的单数据中心示例将前面的所有示例组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环境，在该环境中，各个客户端具有不同的要求。某些客户端可能要求使
用脱离主机加密（如，供电不足的主机，或数据库备份）。而另一些客户端可能会
由于主机上数据的敏感性，要求使用在机加密。将 NBAC 添加到安全混合体中，可
以在 NetBackup 内将管理员、操作员和用户分离开来。
实现了所有安全的单数据中心包括以下要点：
■

请参见前面有关单数据中心的各节，了解各个选件的要点

■

提供最灵活但最复杂的环境

■

按照类似模型认真设计便可利用每个选件的优点

图 2-7 显示实现了所有安全的单数据中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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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所有安全的单数据中心

图 2-7
根代理和
身份验证
代理

授权
引擎

GUI

`
主
服务器
介质
服务器

客户端 1、2、3 的
MSEO

户
客

设备
文件

端
加
已
的
6
据
数
密

`
客户端 1
MSEO

`

`

客户端 2
MSEO

客户端 1、2、3、6 的
已加密数据

传输

客户端 3
MSEO

`

客户端 4 和 5 的
未加密数据

场外保管
库

客户端 4
标准 NBU

内部防火墙 - 允许使用 NetBackup 端口

`
客户端 5
Web 服务器

DMZ

外部防火墙 - 仅允许使用 Http 端口

Internet

客户端 6
加密

51

安全部署模型
实现了所有安全的单数据中心

下表介绍实现了所有安全的单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表 2-7

实现了所有安全的单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主服务器

与介质服务器、根代理、身份验证代理、授权引擎、客户端 1、2、3 以及 DMZ 中的客
户端 5（Web 服务器）通信。主服务器还与身份验证代理进行通信并接收来自该代理
的凭据。
当 CLI 或 GUI 访问主服务器上的后台驻留程序时，会交换凭据以标识用户。然后会与
授权引擎联系以确定是否可以访问后台驻留程序功能。

介质服务器

与主服务器、客户端 1、2、3 以及 DMZ 中的客户端 5（Web 服务器）通信。介质服务
器还与授权引擎通信，并从身份验证代理接收凭据。介质服务器为客户端 1、2、3 和
5 启用未加密数据的磁带写入。
当 CLI 或 GUI 访问介质服务器上的后台驻留程序时，会交换凭据以标识用户。然后会
与授权引擎联系以确定是否可以访问后台驻留程序功能。

GUI

指定此远程管理控制台 GUI 从身份验证代理接收凭据。然后 GUI 使用此凭据获得对介
质服务器和主服务器上的功能的访问。

根代理

对身份验证代理进行身份验证，而不是对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在该图中，根代理和身
份验证代理显示为同一组件。

身份验证代理

通过确认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GUI、客户端和用户各自的凭据对其进行身份验证。

授权引擎

与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通信，以确定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的权限。它还存储用户组和
权限。仅需要一个授权引擎。

注意：授权引擎作为后台驻留程序进程驻留在主服务器上。在此图中，它显示为一个
单独的图像（仅用于示例）。
磁带

指定第一个磁带包含为客户端 1、2、3 写入的加密 MSEO 备份数据，以及客户端 6 的
在客户端加密的数据。第二个磁带包含为客户端 4 和 5 写入的未加密的备份数据。

运输

指定通过运输卡车将加密的磁带转移到场外的安全保管库设施中。即使在运输过程中丢
失了磁带，数据中心管理员也已提前降低了风险。通过使用加密，降低了数据泄露风
险。

场外保管库

指定场外保管库是一个安全的存储设施，与数据中心位于不同的位置，可提高灾难恢复
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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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 1、2、3 和 4 是标准 NetBackup 类型。客户端 5 属于 Web 服务器类型。
客户端 6 使用客户端加密。从身份验证代理收到凭据后，将基于 NetBackup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域验证客户端 1、2、3、5 和 6 的身份。标准服务器和 Web 服
务器类型均可由主服务器进行管理，并通过介质服务器将其未加密的数据备份到磁带。
客户端 6 有自己的加密数据，且其加密数据通过介质服务器备份到磁带。客户端 1、2
和 3 位于数据中心内。客户端 5 和 6 位于 DMZ 中。它们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
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客户端 5 和 6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
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内部防火墙

指定内部防火墙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仅为进出 DMZ
的数据通信启用了选定的 NetBackup 端口和可能的其他应用程序端口。不允许在外部
防火墙中打开的 HTT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

隔离区 (DMZ)

为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加密客户端 6 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操作区域。这些客户端
位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加密客户端 6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
户端 5 和加密客户端 6 可以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DMZ 中
的加密客户端 6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

外部防火墙

指定外部防火墙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
务器客户端 5。NetBackup 端口为客户端 5 打开，用于通过内部防火墙进行通信。不允
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只有客户端 5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
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Internet

指定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接链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客户端 5 可使
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多数据中心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多数据中心是一个中到大型主机组（多于 50 台主机）。这
些主机可以跨越两个或更多地理区域，并且可以通过广域网 (WAN) 进行连接。在
此示例中，一个数据中心位于伦敦，另一个数据中心位于东京。两个数据中心通过
专用 WAN 连接进行连接。
多数据中心包括纯内部主机和通过 DMZ 扩展到 Internet 的主机。此配置通常为主
机使用集中式命名服务（例如 DNS 或 WINS）。它还为用户使用集中式命名服务
（例如 NIS 或 Active Directory）。
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多数据中心包括以下要点：
■

NetBackup 通过 WAN 跨越两个或更多地理区域

■

通常具有集中式命名服务

■

在规模方面超过 50 台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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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过程最简单，仅需要常规 NetBackup 知识

■

假定在备份运行时无需担心线路上的被动数据截取

图 2-8 显示了一个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多数据中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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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多数据中心

下表介绍实现了标准 NetBackup 的多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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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实现了标准 NetBackup 的多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伦敦数据中心

包含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1、标准 NetBackup 客户端 4 以及客户端 4 的未加密数据
磁带。伦敦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连接到东京数据中心。

东京数据中心

包含介质服务器 2、标准 NetBackup 客户端 10 以及客户端 10 的未加密数据磁带。
东京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连接到伦敦数据中心。

广域网 (WAN)

指定将伦敦数据中心连接到东京数据中心的专用 WAN 链路。WAN 提供了主服务器与
介质服务器 2 和客户端 10 之间的连接。

主服务器

指定主服务器位于伦敦并与伦敦的介质服务器 1 进行通信。主服务器还通过 WAN 与
东京的介质服务器 2 进行通信。主服务器与伦敦的标准 NetBackup 客户端 4 和东京
的客户端 10（通过 WAN）进行通信。

介质服务器

指定该多数据中心可以具有两个介质服务器。一个介质服务器位于伦敦，另一个介质
服务器位于东京。伦敦的介质服务器 1 与同样位于伦敦的主服务器和标准 NetBackup
客户端 4 进行通信。介质服务器 1 为伦敦的客户端 4 管理未加密数据的磁带写入。
东京的介质服务器 2 与伦敦的主服务器和东京的标准 NetBackup 客户端 10 进行通
信。介质服务器 2 为东京的客户端 10 管理未加密数据的磁带写入。

磁带

指定磁带是在伦敦和东京数据中心产生的。伦敦的磁带包含为客户端 4 写入的未加密
备份数据。东京的磁带包含为客户端 10 写入的未加密备份数据。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位于伦敦和东京数据中心。客户端 4 和 10 是标准 NetBackup 类型。两个
客户端均可由位于伦敦的主服务器进行管理。其未加密的数据由介质服务器备份到磁
带。未加密的数据被写入伦敦的客户端 4 磁带和东京的客户端 10 磁带。请注意，与
客户端 10 查询有关的所有 NetBackup 通信都以未加密形式通过有线网络 (WAN) 从
东京发送到伦敦。

内部防火墙

指定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伦敦和东京数据中心不使用内部防火墙。

隔离区 (DMZ)

指定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伦敦和东京数据中心不使用 DMZ。

外部防火墙

指定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伦敦和东京数据中心不使用外部防火墙。

Internet

指定具备标准 NetBackup 的伦敦和东京数据中心不使用 Internet。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多
数据中心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多数据中心是一个跨越两个或更
多地理区域的中到大型主机组（多于 50 台主机）。主机通过广域网 (WAN) 进行连
接。在此示例中，一个数据中心位于伦敦，另一个数据中心位于东京。两个数据中
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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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多数据中心示例通常可以包含超过 50 台主机。所有面向外部的主机都使用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在此示例中，客户端为某些客户端使用加密备
份，为其他主机使用 MSEO 选件。因太敏感而不能场外存档的数据将以未加密格式
“保持不动”。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多数据中心包括以下要点：
■

NetBackup 通过 WAN 跨越两个或更多地理区域

■

NetBackup 中较新的选件

■

对于保护场数外数据很有用

■

数据仍是以明文的方式从客户端发出的，意味着线路下的被动数据截取是可接
受的风险

■

密钥管理和加密在一个中央位置（等同于单一故障点）进行管理。使用高可用
性群集会有帮助。

■

介质服务器需要相当可靠以确保能够一次处理多个客户端

■

如果需要将加密的磁带发送到场外，并且希望从客户端消除大量占用 CPU 的加
密工作量，则此部署很有用

■

必须有用于取回数据的密钥。丢失密钥就意味着丢失数据。（请参见“加密”
一章中有关密钥共享备份的信息。）

图 2-9 显示了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的多数据中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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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实现了 MSEO 的多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伦敦数据中心

包含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1、MSEO 1、客户端 1、2、3 以及 DMZ 中的客户端 5（Web
服务器）。伦敦数据中心还包含客户端 1、2、3 的加密数据磁带，以及客户端 5 的未加
密数据磁带。伦敦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连接到东京数据中心。

东京数据中心

包含介质服务器 2、MSEO 2、客户端 8、9 以及 DMZ 中的客户端 11（Web 服务器）。
东京数据中心还包含客户端 8、9 的加密数据磁带，以及客户端 11 的未加密数据磁带。
东京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连接到伦敦数据中心。

广域网 (WAN)

指定专用 WAN 链路将伦敦数据中心连接到东京数据中心。WAN 提供了伦敦的主服务器
与东京的介质服务器 2（具有客户端 8、9、11）之间的连接。

主服务器

指定位于伦敦数据中心的主服务器与介质服务器 1 以及客户端 1、2、3 和 5 进行通信。
主服务器还使用 WAN 与东京的介质服务器 2 以及客户端 8、9 和 11 进行通信。

介质服务器

指定该多数据中心使用两个介质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1 位于伦敦数据中心，介质服务器 2
位于东京数据中心。在伦敦，介质服务器 1 与主服务器、MSEO 1 以及客户端 1、2、3
和 5 进行通信。介质服务器 1 针对客户端 5 将未加密数据写入磁带。介质服务器 1 还使
用 MSEO 1 针对客户端 1、2 和 3 将加密数据写入磁带。加密磁带在场外传输到伦敦的保
管库。
在东京，介质服务器 2 通过 WAN 与伦敦的主服务器进行通信，并与东京的客户端 8、9
和 11 进行通信。介质服务器 2 针对客户端 11 将未加密数据写入磁带。介质服务器 2 还
使用 MSEO 2 针对客户端 8 和 9 将加密数据写入磁带。加密磁带在场外传输到东京的保
管库。

MSEO

指定两个 MSEO 硬件设备来接手各个客户端执行加密工作负荷。通过使用 MSEO 设备，
可提高各个客户端的 CPU 性能（与客户端加密相关）。MSEO 1 位于伦敦数据中心，
MSEO 2 位于东京数据中心。MSEO 1 为客户端 1、2 和 3 生成加密数据磁带，该磁带可
在伦敦进行场外存储。MSEO 2 为客户端 8 和 9 生成加密数据磁带，该磁带可在东京进
行场外存储。

磁带

指定在伦敦数据中心和东京数据中心生成未加密和加密的数据磁带。加密磁带包含 MSEO
加密备份数据。在伦敦，未加密磁带针对客户端 5 进行写入并在伦敦数据中心进行场内存
储。加密磁带针对客户端 1、2 和 3 进行写入。客户端 1、2 和 3 的加密磁带会场外传输
到伦敦的保管库，从而实现灾难恢复保护。
在东京，未加密磁带针对客户端 11 进行写入并在东京数据中心进行场内存储。加密磁带
针对客户端 8 和 9 进行写入。客户端 8 和 9 的加密磁带会场外传输到东京的保管库，从
而实现灾难恢复保护。

注意：要解密数据，用于加密数据的密钥必须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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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运输

指定存在两类运输。一类运输在伦敦，另一类运输在东京。伦敦的运输卡车将客户端 1、
2 和 3 的加密磁带场外运送到安全的伦敦保管库设施。东京的运输卡车将客户端 8 和 9 的
加密磁带场外运送到安全的东京保管库设施。

注意：即使在运输过程中丢失了磁带，数据中心管理员也已潜在降低了数据泄露风险。
通过使用数据加密，减少了此类泄露。
场外保管库

指定存在两个位于场外的保管库。一个保管库位于伦敦，另一个保管库位于东京。两个保
管库均在不同于数据中心所在位置场外提供安全的加密磁带存储设施。

注意：良好的灾难恢复保护提倡将加密磁带存储在数据中心之外的位置。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位于伦敦和东京数据中心。在伦敦，客户端 1、2 和 3 属于 MSEO 类型，客
户端 5 是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类型（不使用 MSEO）。两种服务器类型均可由主
服务器进行管理。而且，它们可以通过与介质服务器 1 挂接的 MSEO 硬件设备将其加密
数据备份到磁带。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获得连接。
东京的客户端 8 和 9 属于 MSEO 类型。客户端 11 是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类型（不
使用 MSEO）。两种服务器类型均可由位于伦敦的主服务器进行管理。而且，它们可以通
过与介质服务器 2 挂接的 MSEO 硬件设备将其加密数据备份到磁带。客户端 11 使用仅
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获得连接。

内部防火墙

指定多数据中心可以使用两个内部防火墙。一个内部防火墙位于伦敦，另一个内部防火墙
位于东京。在伦敦，内部防火墙可以使用 NetBackup 来访问位于 DMZ 中的客户端 5 Web
服务器。东京的内部防火墙可以使用 NetBackup 来访问 DMZ 中的客户端 11 Web 服务
器。仅为进出 DMZ 的数据通信启用了选定的 NetBackup 端口和可能的其他应用程序端
口。其他 HTTP 端口可在外部防火墙中打开，但无法通过内部防火墙。

隔离区 (DMZ)

指定多数据中心可以使用两个 DMZ。一个 DMZ 位于伦敦，另一个 DMZ 位于东京。在伦
敦，DMZ 为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提供“安全”操
作区域。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
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还可以仅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在东京，DMZ 为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提供“安
全”操作区域。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
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还可以仅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
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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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外部防火墙

指定具备 MSEO 的多数据中心可以使用两个外部防火墙。一个外部防火墙位于伦敦，另
一个外部防火墙位于东京。在伦敦，外部防火墙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只有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在东京，外部防火墙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只有 Web 服务
器客户端 11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指定只有一个 Internet，但是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有两个 Internet 连接。一个 Internet 连
接位于伦敦，另一个 Internet 连接位于东京。Internet 是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接
链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在伦敦，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
使用 HTTP 端口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在东京，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可以通过外部防
火墙使用 HTTP 端口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

Internet

具备客户端加密的多数据中心
具备客户端加密选件的多数据中心是一个中到大型主机组（超过 50 台主机）。这
些主机可以跨越两个或更多地理区域，并且可以通过广域网 (WAN) 进行连接。在
此示例中，一个数据中心位于伦敦，另一个数据中心位于东京。两个数据中心通过
专用 WAN 连接进行连接。
示例多数据中心可以使用客户端加密来确保线路和磁带中的数据机密性。此加密有
助于降低在组织内的被动窃听风险。将磁带移到场外时会产生数据泄露风险。此数
据中心模型可保证中量到大量（大于 50）受控主机的安全。数据中心和 DMZ 中的
客户端可具备用于确定主机和用户身份的集中命名服务的潜力。
具备客户端加密功能的多数据中心包括以下要点：
■

NetBackup 通过 WAN 跨越两个或更多地理区域

■

对于保护场数外数据很有用

■

已加密客户端中的数据，并消除了数据在线路上的被动截取风险

■

密钥管理是在客户端上分散进行的

■

原始 NetBackup Encryption Option

■

使用客户端 CPU 执行加密

■

必须有用于取回数据的密钥。丢失密钥就意味着丢失数据。

■

当需要在场外扫描磁带或需要保证线路中的机密性时非常有用

图 2-10 显示了具备客户端加密功能的多数据中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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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实现了客户端加密的多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伦敦数据中心

包含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1 以及客户端 4、5 和 6。伦敦数据中心还包含客户端 6 和
7 的加密数据磁带以及客户端 4 和 5 的未加密数据磁带。伦敦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连接到东京数据中心。

东京数据中心

包含介质服务器 2 以及客户端 7、10、11 和 12。东京数据中心还包含客户端 7 和 12
的加密数据磁带以及客户端 10 和 11 的未加密数据磁带。东京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连接到伦敦数据中心。

广域网 (WAN)

指定专用 WAN 链路将伦敦数据中心和东京数据中心连接起来。WAN 提供了伦敦的主服
务器与东京的介质服务器 2（具有客户端 7、10、11 和 12）之间的连接。WAN 还提供
伦敦的介质服务器 1 与东京的客户端 7 之间的连接。

主服务器

指定主服务器位于伦敦数据中心，且与介质服务器 1 以及客户端 4、5 和 6 进行通信。
主服务器还使用 WAN 与东京的介质服务器 2 以及客户端 7、10、11 和 12 进行通信。

介质服务器

指定多数据中心使用两个介质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1 位于伦敦数据中心，介质服务器 2
位于东京数据中心。在伦敦，介质服务器 1 与主服务器以及客户端 4、5 和 6 进行通信。
介质服务器 1 还与东京的客户端 7 进行通信。介质服务器 1 针对客户端 4 和 5 将未加密
数据写入磁带。介质服务器 1 针对客户端 6 和 7 将加密数据写入磁带。请注意，客户端
7 位于东京，但是其磁带备份位于伦敦。客户端 6 和 7 的加密磁带在场外传输到伦敦的
保管库。
在东京，介质服务器 2 通过 WAN 与伦敦的主服务器进行通信，并与东京的客户端 7、
10、11 和 12 进行通信。介质服务器 2 针对客户端 10 和 11 将未加密数据写入磁带。
介质服务器 2 还针对客户端 7 和 12 将加密数据写入磁带。请注意，尽管客户端 7 位于
东京并在伦敦进行备份，它也会在东京进行备份。客户端 7 和 12 的加密磁带在场外传
输到东京的保管库。

客户端加密

指定客户端加密（图中未显示）确保线路上和磁带上数据的机密性。

磁带

指定在伦敦数据中心和东京数据中心生成未加密和加密的数据磁带。加密磁带包含客户
端加密备份数据。在伦敦，未加密磁带针对客户端 4 和 5 进行写入并在伦敦数据中心进
行场内存储。加密磁带针对客户端 6 和 7 进行写入。加密磁带会场外传输到伦敦的保管
库，从而实现灾难恢复保护。
在东京，未加密磁带针对客户端 10 和 11 进行写入并在东京数据中心进行场内存储。加
密磁带针对客户端 7 和 12 进行写入。请注意，尽管客户端 7 位于东京并在东京进行备
份，它也会在伦敦进行备份。加密磁带会场外传输到东京的保管库，从而实现灾难恢复
保护。

注意：要解密数据，用于加密数据的密钥必须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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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运输

指定多数据中心使用两类运输。一类运输在伦敦，另一类运输在东京。伦敦的运输卡车
将客户端 6 和 7 的加密磁带场外运送到安全的伦敦保管库设施。东京的运输卡车将客户
端 7 和 12 的加密磁带场外运送到安全的东京保管库设施。请注意，客户端 7 的备份副
本在伦敦和东京两地保管。

注意：即使路途很远，在运输过程中丢失了磁带，数据中心管理员也已潜在降低了数据
泄露风险。通过使用客户端数据加密减少了此类泄露。
场外保管库

指定多数据中心使用两个场外保管库。一个保管库位于伦敦，另一个保管库位于东京。
两个保管库均在不同于数据中心所在位置场外提供安全的加密磁带存储设施。

注意：将加密磁带存储在数据中心之外的位置可实现良好的灾难恢复保护。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位于伦敦和东京数据中心。在伦敦，客户端 4 是标准 NetBackup 类型。客户
端 5 是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类型。客户端 6 经过客户端加密，同时还位于 DMZ
中。所有客户端类型都可以由主服务器进行管理，并通过介质服务器 1 将其数据备份到
磁带。客户端 5 和 6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
通信。客户端 6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获得连接。
在东京，客户端 7 经过客户端加密，但位于 DMZ 之外。客户端 10 是标准 NetBackup
类型。客户端 11 是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类型。客户端 12 经过客户端加密，同
时还位于 DMZ 中。所有客户端类型都可由伦敦的主服务器进行管理。客户端 7 数据通
过介质服务器 1 和 2 备份到磁带。客户端 10、11 和 12 数据通过介质服务器 2 备份到
磁带。客户端 11 和 12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
行通信。客户端 12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获得连接。

内部防火墙

指定多数据中心使用两个内部防火墙。一个内部防火墙位于伦敦，另一个内部防火墙位
于东京。在伦敦，内部防火墙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
经过客户端加密的客户端 6。在东京，内部防火墙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和经过客户端加密的客户端 12。仅为进出 DMZ 的数据通信启用了选
定的 NetBackup 端口和可能的其他应用程序端口。在外部防火墙中打开的 HTTP 端口
无法通过内部防火墙。

隔离区 (DMZ)

指定多数据中心使用两个 DMZ。一个 DMZ 位于伦敦，另一个 DMZ 位于东京。在伦敦，
DMZ 为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经过客户端加密的客户端 6 提供“安全”操作区域。客
户端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经过客户
端加密的客户端 6 可以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两个客户端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
口通过内部防火墙进行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还可以仅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
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在东京，DMZ 为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和经过客户端加密的客户端 12 提供“安全”操
作区域。客户端 12 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
端 11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
器客户端 11 还可以仅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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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外部防火墙

指定多数据中心可以使用两个外部防火墙。一个外部防火墙位于伦敦，另一个外部防火
墙位于东京。在伦敦，外部防火墙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NetBackup 端口处于打开状态，以便于 Web 服务器
客户端 5 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
火墙访问 Internet。只有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无法从 Internet 访问经过客户端加密的客户端 6。
在东京，外部防火墙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NetBackup 端口处于打开状态，以便于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通过
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只有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无法从 Internet 访问经过客户端加密的客户端 12。
指定只有一个 Internet，但是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有两个 Internet 连接。一个 Internet 连
接位于伦敦，另一个 Internet 连接位于东京。Internet 是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
接链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在伦敦，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通过外部防火
墙使用 HTTP 端口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在东京，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可以通过外
部防火墙使用 HTTP 端口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

Internet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多数据中心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多数据中心示例是一个中到大型主机组
（超过 50 台主机）。这些主机跨越两个或更多地理区域，并且可以通过广域网
(WAN) 进行连接。在此示例中，一个数据中心位于伦敦，另一个数据中心位于东
京。两个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进行连接。
此数据中心示例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数据
中心限制对 NetBackup 各部分的访问，并且可以使用 NetBackup 的非 root 管理功
能。在此环境内，NBAC 配置为在服务器与 GUI 之间使用。非 root 用户可以使用
操作系统（UNIX 密码或 Windows 本地域）登录 NetBackup。或者，可以使用全局
用户存储库（NIS/NIS+ 或 Active Directory）来管理 NetBackup。此外，NBAC 可
以用于限制特定的个人对 NetBackup 的访问权限级别。例如，您可以将日常操作控
制（如添加新策略、机械手等等）从环境配置中分离出来。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多数据中心包括以下要点：
■

NetBackup 通过 WAN 跨越两个或更多地理区域

■

以非 root 用户身份进行管理。

■

使用 Windows 用户 ID 管理 UNIX。

■

使用 UNIX 帐户管理 Windows。

■

分离并限制特定用户的操作。

■

root 或管理员或客户端主机仍可执行本地客户端备份和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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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和其他与安全相关的选件组合到一起

■

所有服务器必须使用 NetBackup 版本 7.x 或更高版本。

图 2-11 显示了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多数据中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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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了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多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表 2-11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的多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伦敦数据中心

指定伦敦数据中心包含根代理、身份验证代理 1、GUI 1、授权引擎、主服务器、介质服
务器 1 以及客户端 4 和 5。伦敦数据中心还包含客户端 4 和 5 的未加密数据磁带。伦敦
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连接到东京数据中心。

东京数据中心

指定东京数据中心包含身份验证代理 2、GUI 2、介质服务器 2 以及客户端 10 和 11。
东京数据中心还包含客户端 10 和 11 的未加密数据磁带。东京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连接到伦敦数据中心。

广域网 (WAN)

指定专用 WAN 链路将伦敦数据中心和东京数据中心连接起来。WAN 提供了根代理和身
份验证代理 1 与身份验证代理 2 之间的连接。此外，WAN 还提供根代理和身份验证代
理 1 与 GUI 2 以及介质服务器 2 之间的连接。WAN 还将授权引擎连接到介质服务器 2。
最后，WAN 将主服务器与 GUI 2、介质服务器 2 以及客户端 10 和 11 连接在一起。

主服务器

指定位于伦敦数据中心的主服务器与根代理和身份验证代理 1 进行通信。它还与 GUI
1、授权引擎和介质服务器 1 进行通信。主服务器与伦敦的客户端 4 和 5 进行通信。主
服务器还与伦敦的 GUI 2、介质服务器 2 以及客户端 10 和 11 进行通信。

介质服务器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有两个介质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1 位于伦敦数据中心，介质
服务器 2 位于东京数据中心。在伦敦，介质服务器 1 与主服务器、根代理和身份验证代
理 1、授权引擎以及客户端 4 和 5 进行通信。介质服务器 1 针对客户端 4 和 5 将未加密
数据写入磁带。
在东京，介质服务器 2 通过 WAN 与伦敦的主服务器和授权引擎进行通信。介质服务器
2 还与东京的 GUI 2 以及客户端 10 和 11 进行通信。介质服务器 2 针对客户端 10 和 11
将未加密数据写入磁带。

GUI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有两个 GUI。GUI 1 在伦敦，GUI 2 在东京。这些远程管理
控制台 GUI 从身份验证代理接收凭据。然后，GUI 使用凭据来访问介质服务器和主服务
器上的功能。在伦敦，GUI 1 从身份验证代理 1 接收凭据。GUI 1 有权访问主服务器以
及介质服务器 1 和 2 上的功能。在东京，GUI 2 从身份验证代理 2 接收凭据。GUI 2 有
权访问主服务器以及介质服务器 1 和 2 上的功能。

根代理

指定在多数据中心安装中只需要一个根代理。有时，根代理会与身份验证代理合二为一。
在此示例中，根代理和身份验证代理显示为同一个组件且都位于伦敦数据中心。在伦敦，
根代理对同样在伦敦的身份验证代理 1 和在东京的身份验证代理 2 进行身份验证。根代
理不会对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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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身份验证代理

指定在一个多数据中心安装中可以有多个身份验证代理。有时，可以将身份验证代理与
根代理组合在一起。在此数据中心安装中，使用两个身份验证代理。身份验证代理通过
确认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 GUI 各自的凭据对其进行身份验证。身份验证代理还会对
指定命令提示符的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在伦敦，身份验证代理 1 会使用主服务器、介质
服务器 1 和 GUI 1 来执行凭据身份验证。东京和伦敦的所有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
端都会针对伦敦的身份验证代理 1 进行身份验证。GUI 1 会对伦敦的身份验证代理 1 进
行身份验证。GUI 2 会对东京的身份验证代理 2 进行身份验证。

授权引擎

指定在多数据中心安装中只需要一个授权引擎。授权引擎与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通信，
以确定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的权限。这些权限决定了功能是否对用户可用。授权引擎还
存储用户组和权限。授权引擎驻留在伦敦并与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 1 进行通信。授权
引擎还通过 WAN 进行通信，以授予对东京的介质服务器 2 进行访问的权限。

注意：授权引擎作为后台驻留程序进程驻留在主服务器上。在此图中，它显示为一个单
独的图像（仅用于示例）。
磁带

指定未加密数据磁带在伦敦数据中心和东京数据中心产生。在伦敦，未加密磁带针对客
户端 4 和 5 进行写入并在伦敦数据中心进行场内存储。在东京，未加密磁带针对客户端
10 和 11 进行写入并在东京数据中心进行场内存储。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位于伦敦和东京数据中心。在伦敦，客户端 4 是标准 NetBackup 类型。客户
端 5 是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类型。所有客户端类型都可以由主服务器进行管理，
并通过介质服务器 1 将其数据备份到磁带。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
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此外，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
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接收连接。
在东京，客户端 10 是标准 NetBackup 类型。客户端 11 是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
类型。所有客户端类型都可以由主服务器进行管理，并通过介质服务器 2 将其数据备份
到磁带。客户端 11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
信。此外，客户端 11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接收连接。

内部防火墙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有两个内部防火墙。一个内部防火墙位于伦敦，另一个内部
防火墙位于东京。在伦敦，内部防火墙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
户端 5。在东京，内部防火墙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仅为通过内部防火墙进出 DMZ 的数据通信启用了选定的 NetBackup 端口和可能的其他
应用程序端口。不允许在外部防火墙中打开的 HTT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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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隔离区 (DMZ)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有两个 DMZ。一个 DMZ 位于伦敦，另一个 DMZ 位于东京。
在伦敦，DMZ 为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提供“安
全”操作区域。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经过客户端加密的客户端 6 可以使用
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还可以仅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在东京，DMZ 为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提供“安
全”操作区域。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
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还可以仅使用 HTTP 端口通过
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外部防火墙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有两个外部防火墙。一个外部防火墙位于伦敦，另一个外部
防火墙位于东京。在伦敦，外部防火墙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
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NetBackup 端口处于打开状态，以便于 Web 服务
器客户端 5 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
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只有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在东京，外部防火墙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NetBackup 端口处于打开状态，以便于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通过
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只有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Internet

指定只有一个 Internet，但是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有两个 Internet 连接。一个 Internet 连
接位于伦敦，另一个 Internet 连接位于东京。Internet 是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
接链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在伦敦，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通过外部防火
墙使用 HTTP 端口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在东京，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可以通过外
部防火墙使用 HTTP 端口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多数据中心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多数据中心示例是一个中到大型主机组（超过 50 台主机），
这些主机可以跨越两个或更多地理区域，并且可以通过广域网 (WAN) 进行连接。
在此示例中，一个数据中心位于伦敦，另一个数据中心位于东京。两个数据中心通
过专用 WAN 连接进行连接。
此环境与具备 NBAC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的多数据中心非常类似。主要的区别在
于，参与 NetBackup 环境的所有主机都是使用凭据可靠识别的，并且非 root 管理
员可以根据可配置的访问权限级别管理 NetBackup 客户端。请注意，用户标识可以
存在于全局存储库中，如 Windows 中的 Active Directory 或 UNIX 中的 NIS。标识
也可以存在于支持身份验证代理的那些主机上的本地存储库（UNIX 密码、本地
Windows 域）中。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多数据中心包括以下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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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通过 WAN 跨越两个或更多地理区域

■

与具备 NBAC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的多数据中心类似，但客户端上的 root 用
户或管理员除外。在此配置中允许客户端和服务器的非 root 管理。

■

在客户端系统上，可以配置非 root/管理员用户来执行本地备份和还原（默认情
况下的设置）

■

该环境有助于可信地标识参与 NetBackup 的所有主机

■

要求所有主机使用 NetBackup 版本 7.x 或更高版本。

图 2-12 显示了一个具备 NBAC 完整功能的多数据中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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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介绍实现了 NBAC 完整功能的多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表 2-12

实现了 NBAC 完整功能的多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伦敦数据中心

指定伦敦数据中心包含根代理、身份验证代理 1、GUI 1、授权引擎、主服务器、介质服务
器 1 以及客户端 1 和 5。伦敦数据中心还包含客户端 1、5 和 10 的未加密数据磁带。伦敦
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连接到东京数据中心。

东京数据中心

指定东京数据中心包含身份验证代理 2、GUI 2、介质服务器 2 以及客户端 10 和 11。东京
数据中心还包含客户端 10 和 11 的未加密数据磁带。东京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连
接到伦敦数据中心。

广域网 (WAN)

指定专用 WAN 链路将伦敦数据中心和东京数据中心连接起来。WAN 提供了根代理与身份
验证代理 1 和身份验证代理 2 之间的连接。此外，WAN 还提供根代理与身份验证代理 1
和 GUI 2，连同介质服务器 2 之间的连接。WAN 还会将授权引擎连接到介质服务器 2。
WAN 会将主服务器连接到 GUI 2、介质服务器 2 以及客户端 10 和 11。最终，WAN 会将
介质服务器 1 连接到客户端 10。

主服务器

指定位于伦敦数据中心的主服务器与根代理和身份验证代理 1 进行通信。它还与 GUI 1、
授权引擎和介质服务器 1 进行通信。主服务器会与东京的 GUI 2、介质服务器 2 以及客户
端 10 和 11 进一步进行通信。

介质服务器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有两个介质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1 位于伦敦数据中心，介质服
务器 2 位于东京数据中心。在伦敦，介质服务器 1 与主服务器、根代理、身份验证代理
1、授权引擎以及客户端 1、5 和 10 进行通信。介质服务器 1 针对客户端 1、5 和 10 将未
加密数据写入磁带。
在东京，介质服务器 2 通过 WAN 与伦敦的主服务器、根代理、身份额验证代理 1 以及授
权引擎进行通信。介质服务器 2 还与东京的 GUI 2 以及客户端 10 和 11 进行通信。介质服
务器 2 针对客户端 10 和 11 将未加密数据写入磁带。

GUI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有两个 GUI。GUI 1 在伦敦，GUI 2 在东京。这些远程管理控
制台 GUI 从身份验证代理接收凭据。然后，GUI 使用凭据来访问介质服务器和主服务器上
的功能。在伦敦，GUI 1 从身份验证代理 1 接收凭据。GUI 1 有权访问主服务器以及介质
服务器 1 和 2 上的功能。在东京，GUI 2 从身份验证代理 2 接收凭据。GUI 2 有权访问主
服务器以及介质服务器 1 和 2 上的功能。

根代理

指定在一个多数据中心安装中只需要一个根代理。有时根代理会与身份验证代理合二为一。
在此示例中，根代理和身份验证代理显示为同一个组件且都位于伦敦数据中心。在伦敦，
根代理对同样在伦敦的验证身份验证代理 1 和东京的身份验证代理 2 进行身份验证。根代
理不会对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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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身份验证代理

指定在一个数据中心安装中可以有多个身份验证代理。有时，可以将身份验证代理与根代
理组合在一起。在此数据中心安装中，有两个身份验证代理。身份验证代理通过确认主服
务器、介质服务器、GUI 和客户端各自的凭据对其进行身份验证。身份验证代理还会通过
命令提示符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在伦敦，身份验证代理 1 会使用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1、GUI 1 以及客户端 1 和 5 来执行凭据身份验证。东京和伦敦的所有 NetBackup 服务器
和客户端都会针对伦敦的身份验证代理 1 进行身份验证。GUI 1 会对伦敦的身份验证代理
1 进行身份验证。GUI 2 会对东京的身份验证代理 2 进行身份验证。

授权引擎

指定在一个数据中心安装中只需要一个授权引擎。授权引擎与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通信，
以确定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的权限。这些权限决定了功能是否对用户可用。授权引擎还存
储用户组和权限。授权引擎驻留在伦敦并与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 1 进行通信。授权引擎
还通过 WAN 进行通信，以授予对东京的介质服务器 2 进行访问的权限。

注意：授权引擎作为后台驻留程序进程驻留在主服务器上。在此图中，它显示为一个单独
的图像（仅用于示例）。
磁带

指定未加密数据磁带在伦敦数据中心和东京数据中心产生。在伦敦，未加密磁带针对客户
端 1、5 和 10 进行写入并在伦敦数据中心进行场内存储。在东京，未加密磁带针对客户端
10 和 11 进行写入并在东京数据中心进行场内存储。请注意，即使客户端 10 位于东京并
在东京进行备份，它也还是会在伦敦进行备份。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位于伦敦和东京数据中心。在伦敦，客户端 1 是标准 NetBackup 类型。客户端
5 是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类型。所有客户端类型都可以由主服务器进行管理，并通
过介质服务器 1 将其数据备份到磁带。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
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此外，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
墙从 Internet 接收连接。
在东京，客户端 10 是标准 NetBackup 类型。客户端 11 是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类
型。所有客户端类型都可以由主服务器进行管理，并通过介质服务器 2 将其数据备份到磁
带。客户端 11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此
外，客户端 11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接收连接。

内部防火墙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可以有两个内部防火墙。一个内部防火墙位于伦敦，另一个内
部防火墙位于东京。在伦敦，内部防火墙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
户端 5。在东京，内部防火墙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仅
为通过内部防火墙进出 DMZ 的数据通信启用了选定的 NetBackup 端口和可能的其他应用
程序端口。不允许在外部防火墙中打开的 HTT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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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隔离区 (DMZ)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可以有两个 DMZ。一个 DMZ 位于伦敦，另一个 DMZ 位于东
京。在伦敦，DMZ 为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提供
“安全”操作区域。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
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还可以仅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
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在东京，DMZ 为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提供“安
全”操作区域。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可以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
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还可以仅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
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外部防火墙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可以有两个外部防火墙。一个外部防火墙位于伦敦，另一个外
部防火墙位于东京。在伦敦，外部防火墙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
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NetBackup 端口处于打开状态，以便于 Web 服务器
客户端 5 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
墙访问 Internet。只有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在东京，外部防火墙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
务器客户端 11。NetBackup 端口处于打开状态，以便于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通过内部
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只
有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指定只能有一个 Internet，但是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有两个 Internet 连接。一个 Internet 连
接位于伦敦，另一个 Internet 连接位于东京。Internet 是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接链
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在伦敦，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使用
HTTP 端口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在东京，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
使用 HTTP 端口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

Internet

具备所有 NetBackup 安全功能的多数据中心
具备所有 NetBackup 安全的多数据中心是一个中到大型主机组（超过 50 台主机）。
这些主机可以跨越两个或更多地理区域，并且可以通过广域网 (WAN) 进行连接。
在此示例中，一个数据中心位于伦敦，另一个数据中心位于东京。两个数据中心通
过专用 WAN 连接进行连接。
此示例将前面的所有示例都组合在一起。它代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在该环境中
可以存在对各种客户端的不同要求。某些客户端可能要求使用脱离主机加密（如，
供电不足的主机，或数据库备份）。而另一些客户端可能会由于主机上数据的敏感
性，要求使用在机加密。将 NBAC 添加到安全混合体中，可以在 NetBackup 内将
管理员、操作员和用户分离开来。
具备所有 NetBackup 安全的多数据中心包括以下要点：
■

NetBackup 通过 WAN 跨越两个或更多地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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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前面有关多数据中心的各节，了解各个选件的要点

■

最灵活但最复杂的环境

■

按照类似模型认真设计便可利用每个选件的优点

图 2-13 显示了具备所有 NetBackup 安全功能的多数据中心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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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所有 NetBackup 安全功能的多数据中心

下表介绍实现了所有 NetBackup 安全的多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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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实现了所有 NetBackup 安全的多数据中心所使用的 NetBackup
部件

部件

描述

伦敦数据中心

包含根代理、身份验证代理 1、GUI 1。它还包含授权引擎、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1、
MSEO 1、客户端 1 至 6、运输以及场外保管库。伦敦数据中心还包含客户端 1、2、3、
6 和 7 的加密数据磁带，以及客户端 4 和 5 的未加密数据磁带。伦敦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连接到东京数据中心。

东京数据中心

包含身份验证代理 2、GUI 2、介质服务器 2、MSEO 2、客户端 7 至 12、运输和场外保
管库。东京数据中心还包含客户端 7、8、9 和 12 的加密数据磁带，以及客户端 10 和 11
的未加密数据磁带。东京数据中心通过专用 WAN 连接连接到伦敦数据中心。

广域网 (WAN)

指定专用 WAN 链路将伦敦数据中心和东京数据中心连接起来。WAN 提供了根代理与身
份验证代理 1 和身份验证代理 2 之间的连接。此外，WAN 还提供根代理与身份验证代理
1 和 GUI 2，连同介质服务器 2 之间的连接。WAN 还会将授权引擎连接到介质服务器 2。
WAN 会将主服务器连接到 GUI 2、介质服务器 2 以及客户端 7 至 12。最终，WAN 会将
介质服务器 1 连接到客户端 7。

主服务器

指定位于伦敦数据中心的主服务器与根代理、身份验证代理 1、GUI 1、授权引擎、介质
服务器 1 以及客户端 1 至 6 进行通信。主服务器还与东京的 GUI 2、介质服务器 2 以及
客户端 7 至 12 进行通信。

介质服务器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可以有两个介质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1 位于伦敦数据中心，
介质服务器 2 位于东京数据中心。在伦敦，介质服务器 1 与主服务器、根代理和身份验
证代理 1 进行通信。它还与授权引擎、MSEO 1 以及客户端 1 至 6 和 7 进行通信。介质
服务器 1 针对客户端 4 和 5 将未加密数据写入磁带，并针对客户端 1 至 6 将加密数据写
入磁带。
在东京，介质服务器 2 通过 WAN 与伦敦的主服务器、根代理、身份额验证代理 1 以及
授权引擎进行通信。介质服务器 2 还与东京的 MSEO 2、GUI 2 以及客户端 7 至 12 进行
通信。介质服务器 2 针对客户端 10 和 11 将未加密数据写入磁带，并针对客户端 7、8、
9 和 12 将加密数据写入磁带。

GUI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可以有两个 GUI。GUI 1 在伦敦，GUI 2 在东京。这些远程管
理控制台 GUI 从身份验证代理接收凭据。然后，GUI 使用凭据来访问介质服务器和主服
务器上的功能。在伦敦，GUI 1 从身份验证代理 1 接收凭据。GUI 1 有权访问主服务器以
及介质服务器 1 和 2 上的功能。在东京，GUI 2 从身份验证代理 2 接收凭据。GUI 2 有
权访问主服务器以及介质服务器 1 和 2 上的功能。

根代理

指定在一个多数据中心安装中需要一个根代理。有时根代理会与身份验证代理合二为一。
在此示例中，根代理和身份验证代理显示为同一个组件且都位于伦敦数据中心。在伦敦，
根代理对同样在伦敦的身份验证代理 1 和在东京的身份验证代理 2 进行身份验证。根代
理不会对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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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身份验证代理

指定在一个数据中心安装中可以有多个身份验证代理。有时，可以将身份验证代理与根代
理组合在一起。在此数据中心安装中，使用两个身份验证代理。身份验证代理通过确认主
服务器、介质服务器、GUI 和客户端各自的凭据对其进行身份验证。身份验证代理还会使
用命令提示符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在伦敦，身份验证代理 1 会使用主服务器、介质服
务器 1、GUI 1 以及客户端 1 至 6 来执行凭据身份验证。东京和伦敦的所有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都会针对伦敦的身份验证代理 1 进行身份验证。GUI 1 会对伦敦的身份验
证代理 1 进行身份验证。GUI 2 会对东京的身份验证代理 2 进行身份验证。

授权引擎

指定在一个多数据中心安装中只需要一个授权引擎。授权引擎与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进
行通信，以确定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的权限。这些权限决定了功能是否对用户可用。授权
引擎还存储用户组和权限。授权引擎驻留在伦敦并与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 1 进行通信。
授权引擎还通过 WAN 进行通信，以授予对东京的介质服务器 2 进行访问的权限。

注意：授权引擎作为后台驻留程序进程驻留在主服务器上。在此图中，它显示为一个单
独的图像（仅用于示例）。
磁带

指定在伦敦数据中心和东京数据中心生成未加密和加密的数据磁带。在伦敦，未加密磁带
针对客户端 4 和 5 进行写入并在伦敦数据中心进行场内存储。加密磁带针对客户端 1、
2、3、6 和 7 进行写入，并在场外传输到伦敦的保管库，从而实现灾难恢复。在东京，未
加密磁带针对客户端 10 和 11 进行写入并在东京数据中心进行场内存储。加密磁带针对
客户端 7、8、9 和 12 进行写入，并在场外传输到东京的保管库，从而实现灾难恢复保
护。即使客户端 7 位于东京并在东京进行备份，它也还是会在伦敦进行备份以实现更好
的安全和备份冗余。

注意：要解密数据，用于加密数据的密钥必须可用。
运输

指定可以有两类运输。一类运输位于伦敦，另一类运输位于东京。伦敦的运输卡车将客户
端 1、2、3、6 和 7 的加密磁带场外运送到安全的伦敦保管库设施。东京的运输卡车将客
户端 7、8、9 和 12 的加密磁带场外运送到安全的东京保管库设施。请注意，客户端 7 的
备份副本在伦敦和东京两地保管。

注意：即使在运输期间丢失了磁带，数据中心管理员也已通过使用客户端数据加密技术
潜在降低了数据泄露的风险。
场外保管库

指定可以有两个场外保管库。一个保管库位于伦敦，另一个保管库位于东京。两个保管库
均在不同于数据中心所在位置场外提供安全的加密磁带存储设施。

注意：将加密磁带存储在数据中心之外的位置可实现良好的灾难恢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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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客户端

指定客户端位于伦敦和东京数据中心。在伦敦，客户端 1 至 3 是 MSEO 加密类型。客户
端 4 是标准 NetBackup 类型。客户端 5 是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类型。客户端 6
也是位于 DMZ 中的客户端加密类型。所有客户端类型都可以由主服务器进行管理，并通
过介质服务器 1 将其数据备份到磁带。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
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此外，客户端 5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端口通过外部防火
墙从 Internet 接收连接。
在东京，客户端 7 至 9 是 MSEO 加密类型。客户端 10 是标准 NetBackup 类型。客户端
11 是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类型。客户端 12 也是位于 DMZ 中的客户端加密类型。
所有客户端类型都可以由主服务器进行管理，并通过介质服务器 2 将其数据备份到磁带。
请注意，客户端 7 可由介质服务器 1 和 2 进行管理。客户端 11 使用仅限于 NetBackup
的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此外，客户端 11 使用仅限于 HTTP 的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从 Internet 接收连接。

内部防火墙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可以有两个内部防火墙。一个内部防火墙位于伦敦，另一个内
部防火墙位于东京。在伦敦，内部防火墙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
户端 5 和加密的客户端 6。在东京，内部防火墙允许 NetBackup 访问 DMZ 中的 Web 服
务器客户端 11 和加密的客户端 12。仅为通过内部防火墙进出 DMZ 的数据通信启用了选
定的 NetBackup 端口和可能的其他应用程序端口。不允许在外部防火墙中打开的 HTT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

隔离区 (DMZ)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可以有两个 DMZ。一个 DMZ 位于伦敦，另一个 DMZ 位于东
京。在伦敦，DMZ 为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和加密的客户端 6 提供“安全”操作区域。
这些客户端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
使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还可以仅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在东京，DMZ 为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和加密的客户端 12 提供“安全”操作区域。这
些客户端存在于内部防火墙与外部防火墙之间。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可以使
用指定的 NetBackup 端口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通信。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还
可以仅使用 HTT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与 Internet 通信。

外部防火墙

指定在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可以有两个外部防火墙。一个外部防火墙位于伦敦，另一个外
部防火墙位于东京。在伦敦，外部防火墙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
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NetBackup 端口处于打开状态，以便于 Web 服务
器客户端 5 通过内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
火墙访问 Internet。只有 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在东京，外部防火墙允许外部用户通过 HTTP 端口从 Internet 访问位于 DMZ 中的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NetBackup 端口处于打开状态，以便于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通过内
部防火墙与 NetBackup 进行通信。不允许 NetBackup 端口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只有 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的 HTTP 端口可以通过外部防火墙访问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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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

描述

Internet

指定只能有一个 Internet，但是此多数据中心示例中有两个 Internet 连接。一个 Internet
连接位于伦敦，另一个 Internet 连接位于东京。Internet 是通过铜线、光纤电缆和无线连
接链接到一起的互连计算机网络集合。在伦敦，Web 服务器客户端 5 可以通过外部防火
墙使用 HTTP 端口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在东京，Web 服务器客户端 11 可以通过外
部防火墙使用 HTTP 端口在 Internet 上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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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端口安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TCP/IP 端口

■

关于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端口和通信

■

关于配置端口

■

NDMP 备份的端口要求

■

将 NetBackup 与第三方机械手产品一起使用时遇到的已知防火墙问题

关于 NetBackup TCP/IP 端口
像其他应用程序软件一样，NetBackup 将数据包发送至网络并从网络接收数据包。
操作系统将这些数据包组织到队列中，在 TCP/IP 术语中称为“端口”。所有
NetBackup 数据通信均使用 TCP/IP 协议。
NetBackup 使用两类端口。保留端口和非保留端口。 这些端口如下所示：
■

“保留端口”小于 1024，且通常仅供操作系统组件访问。
NetBackup 主服务器使用保留端口与位于客户端、介质服务器以及网络上的其
他 NetBackup 组件的旧版 NetBackup 软件进行通信。 这些有时称为“back-rev
连接”。回调仅用于 back-rev 连接。

■

“非保留端口”等于或者大于 1024。用户应用程序可以访问这些端口。

某些 NetBackup 端口已向因特网指派号码注册中心 (IANA) 注册，其他 NetBackup
端口则动态进行分配。 表 3-1 介绍了这些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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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用来启用 TPC/IP 连接的端口

表 3-1
端口

描述

注册的端口

指定已向 Internet 号码分配机构 (IANA) 注册并永久分配给特定 NetBackup 服务
的端口。 例如，NetBackup 客户端后台驻留程序 (bpcd) 的端口是 13782。如果
您需要覆盖默认端口号，则可以在以下文件中指定条目：

动态分配的端口

■

在 UNIX 系统上，您可以在 /etc/services 文件中指定端口。

■

在 Windows 系统上，您可以在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services 文件中指定端口

指定属于在 NetBackup 客户端和服务器上所指定范围的端口。
您可以配置 NetBackup 从允许的范围随机选择一个端口号，或者您也可以配置
NetBackup 从某个范围的最上面开始，使用第一个可用端口。

小心：对于 NetBackup 服务和 Internet 服务端口，Veritas 建议您使用默认端口号
设置。
如果修改某个后台驻留程序的端口号，请确保对于所有彼此通信的 NetBackup 主服
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系统，该后台驻留程序的端口号均相同。如果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服务，请告知技术支持代表关于 NetBackup 环境中的所有非标准端口。
以下其他指南包含有关 NetBackup 端口的信息：
■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I 卷

以下主题包含有关 NetBackup 端口的信息：
■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端口和通信”。

■

请参见第 94 页的“关于配置端口”。

■

请参见第 102 页的“NDMP 备份的端口要求”。

■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将 NetBackup 与第三方机械手产品一起使用时遇到的已知防
火墙问题”。

关于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端口和通信
以下主题介绍了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使用的端口：
■

请参见第 84 页的“标准 NetBackup 端口”。

■

请参见第 85 页的“NetBackup 主服务器传出端口”。

■

请参见第 86 页的“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传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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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87 页的“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 (EMM) 服务器传出端口”。

■

请参见第 87 页的“客户端传出端口”。

■

请参见第 88 页的“Windows 管理控制台和 Java 服务器传出端口”。

■

请参见第 88 页的“Java 控制台传出端口”。

■

请参见第 89 页的“与 NetBackup 互操作的产品的其他端口信息”。

标准 NetBackup 端口
表 3-2 显示 NetBackup 环境中的标准端口。 某些后台驻留程序仅与附加产品相关。
“说明”列指出使用该后台驻留程序的产品。
表 3-2

标准 NetBackup 环境中使用的后台驻留程序和端口列表

源

端口名称和/或端 目标
口号

NetBackup 主服务器

VNETD / 13724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
器或客户端

网络后台驻留程序 VNETD。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VNETD / 13724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
器或客户端

网络后台驻留程序 VNETD。

客户端

VNETD / 13724

NetBackup 主服务器

网络后台驻留程序 VNETD。

NetBackup 主服务器

veritas_pbx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
器或客户端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服务 VxPBX。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
器或客户端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服务 VxPBX。

NetBackup 主服务器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服务 VxPBX。

NetBackup 主服务器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Service
VxAT。

1556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veritas_pbx
1556

客户端

veritas_pbx
1556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介
质服务器或客户端

13783

说明

对于 NetBackup 7.1，之前的版
本，nbatd 进程通过端口 13783
侦听后层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
7.1 及更高版本的 NetBackup 主机
使用 PBX 端口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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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端口名称和/或端 目标
口号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
质服务器

13722

NetBackup 主服务器

说明
NetBackup Authorization Service
VxAZ。
对于 NetBackup 7.1，之前的版
本，nbazd 进程通过端口 13722
侦听后层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
7.1 及更高版本的 NetBackup 主机
使用 PBX 端口进行连接。

在 NetBackup 环境中，用于连接到常用目标端口号（表格中已提供）的源端口号通
常是从源组件的客户端端口窗口或者客户端保留端口窗口派生的。典型的 NetBackup
环境使用以下主题中介绍的其他后台驻留程序和端口：

NetBackup 主服务器传出端口
表 3-3 显示了主服务器用于连接到远程主机的端口。
NetBackup 主服务器出站端口和目标

表 3-3
端口名称和端
口号

目标

说明

veritas_pbx

介质服务器

作业信息的逆向连接。
资源信息的逆向连接。

1556

确定介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软件版本级别。
启动 bpbrm 进行备份和还原。
启动 bptm 来管理磁带存储单元。
启动 bpstsinfo 来管理磁盘存储单元。
访问或更新介质服务器的主机属性。
veritas_pbx
1556

企业介质管理
(EMM) 服务器

确定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软件版本级别。
关于设备、介质和存储数据库的访问和信息。
获取多数据流备份的装入点列表。
访问或更新客户端的主机属性。

veritas_pbx
1556

管理控制台或
Java 服务器

活动监视器的逆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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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名称和端
口号

目标

说明

veritas_pbx

Java 控制台

作业监视器的逆向连接。

1556
13783

身份验证服务器 对用户和计算机进行身份验证。
仅当满足下列两个条件时才使用：

13722

授权服务器

■

NetBackup 访问控制 (NBAC) 已启用。

■

NetBackup 环境中的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承载的 NetBackup 软件版本级别低
于主服务器上的版本级别。

授权用户进行系统管理。
仅当启用 NBAC 时使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传出端口
表 3-4 显示了介质服务器用于连接到远程主机的端口。该表显示了端口名称、端口
号、目标以及其他信息。
表 3-4
端口名称和端口 目标
号
veritas_pbx

主服务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出站端口和目标
说明
访问 bpdbm 的旧策略信息。
访问 bpjobd 的旧作业信息。

1556

将映像目录库信息更新到 bpdbm。
对 bprd 进行其他请求。
访问作业信息。
访问资源信息。
veritas_pbx

介质服务器

建立其他介质服务器的套接字以进行复制、磁盘分段作业和合成。

企业介质管理
(EMM) 服务器

访问关于设备、介质和存储数据库的信息。

客户端

确定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软件版本级别是用于备份还是还原客户端文件或
数据。

1556
veritas_pbx
1556
veritas_pbx
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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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名称和端口 目标
号
13783

说明

身份验证服务器

对用户和计算机进行身份验证。
仅当 NetBackup 访问控制 (NBAC) 已启用时使用。

13722

授权服务器

授权用户进行系统管理。
仅当启用 NBAC 时使用。

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 (EMM) 服务器传出端口
此信息适用于低于 7.6 版本的 NetBackup 设置中的远程 EMM 服务器。
表 3-5 显示了 EMM 服务器用于连接到远程主机的端口。
NetBackup EMM 服务器出站端口和目标

表 3-5
端口名称和端口号 目标
veritas_pbx

说明

主服务器

关于设备、介质和存储数据库的信息的逆向连接。

介质服务器

关于设备、介质和存储数据库的信息的逆向连接。

管理控制台或
Java 服务器

关于设备、介质和存储数据库的信息的逆向连接。

1556
veritas_pbx
1556
veritas_pbx
1556
13783

身份验证服务器 对用户和计算机进行身份验证。
仅当满足下列两个条件时才使用：

13722

授权服务器

■

NetBackup 访问控制 (NBAC) 已启用。

■

NetBackup 环境中的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承载的 NetBackup 软件版本级别
低于主服务器上的版本级别。

授权用户进行系统管理。

客户端传出端口
表 3-6 显示了客户端用于连接到远程主机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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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客户端出站端口和目标

表 3-6
端口名称和端口
号

目标

说明

veritas_pbx

主服务器

向 bprd 发送备份、还原和其他请求。

身份验证服务器

对用户或计算机进行身份验证。

1556
13783

Windows 管理控制台和 Java 服务器传出端口
表 3-7 显示了 Windows 管理控制台和 Java 服务器用于连接到远程主机的端口。
Windows 管理控制台或 Java 服务器还使用连接到 NetBackup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和 NetBackup Product Authorization Service（显示为 VxSS 服务器）的传
出端口。
表 3-7

Windows 管理控制台和 Java 服务器出站端口与目标

端口名称和端口号

目标

说明

veritas_pbx

主服务器

访问作业管理器 nbjm。
管理策略。

1556

管理主机属性。
启动手动备份与还原。
veritas_pbx

介质服务器

访问设备。

1556
veritas_pbx
1556
13783

企业介质管理 (EMM) 访问设备、介质以及存储单元数据库。
服务器
身份验证服务器

建立用于管理的用户凭据。

Java 控制台传出端口
表 3-8 显示了 Java 控制台用于连接到远程主机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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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控制台出站端口和目标

表 3-8
端口名称和端口号 目标
veritas_pbx

说明

主服务器

与作业管理器 nbjm 建立套接字。

主服务器

与旧式作业管理器 bpjobd 建立套接字。

1556
vnetd

仅当 Java 控制台的 NetBackup 软件级别低于 NetBackup 7.6 时才使用。

13724
vnetd

Java 服务器

与旧式 Java 服务器 bpjava 建立套接字。
仅当 Java 控制台的 NetBackup 软件级别低于 NetBackup 7.6 时才使用。

13724

关于 MSDP 端口用法
下表显示用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的端口。如果各个重复数据删除主机之间存
在防火墙，请在这些重复数据删除主机上打开指示的端口。重复数据删除主机包括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负载平衡服务器和可对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客
户端等。
如果您只有一台存储服务器，而没有负载平衡服务器或可对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
删除的客户端，则无需打开防火墙端口。
重复数据删除端口

表 3-9
端口

用法

10082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spoold)。在可删除重复数据的主机之间打
开此端口。主机包括负载平衡服务器和对其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客户
端。

10102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spad)。在可删除重复数据的主机之间打开
此端口。主机包括负载平衡服务器和对其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客户端。

443

PureDisk Storage Pool Authority。在可对其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
NetBackup 客户端和 PureDisk 存储池之间打开此端口。

关于云端口用法
NetBackup 云使用 5637 作为 nbcssc 服务的默认端口号。

与 NetBackup 互操作的产品的其他端口信息
以下主题介绍了对于将 NetBackup 与 OpsCenter、Backup Exec 以及与 NetBackup
互操作的其他产品一起使用非常重要的端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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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90 页的“关于通信和防火墙注意事项”。

■

请参见第 91 页的“与备份产品通信所需的端口”。

■

请参见第 92 页的“Web 浏览器与 NetBackup Web GUI 的连接”。

■

请参见第 9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用户界面与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的通信”。

■

请参见第 9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服务器与 NetBackup 主服务器 (NBSL) 的通
信”。

■

请参见第 93 页的“关于 SNMP 陷阱”。

■

请参见第 9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与 Sybase 数据库之间的通信”。

■

请参见第 9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中的电子邮件通信”。

关于通信和防火墙注意事项
下列映像显示了关键 NetBackup 组件和所使用的通信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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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Web 浏览器

关键 NetBackup 组件及其通信方式

按照指定顺序检查以下 HTTP 和 HTTPS 端口组合的可用性，
并将第一个可用端口组合分别用作默认的 HTTP 和 HTTPS
端口- 端口 80 和端口 443、端口 8181 和端口 8443 以及端
口 8282 和端口 8553。

可能的防火墙

View Builder
控制台

OpsCenter
WebGUI

默认端口
13786
OpsCenter 数据库
可能的防火墙
PBX 默认端口
1556

OpsCenter 服务器

SMTP电子
邮件
SNMP陷阱

端口 162

可能的防火墙
可能的防火墙
NetBackup
主服务器（带 NBAC）

安装BackupExec、
PureDisk 等备份
产品的主机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不带 NBAC）

安装BackupExec、
PureDisk
等备份产品的主机

OpsCenter 代理

与备份产品通信所需的端口
本节介绍了 NetBackup 代理用于与备份产品（如 Backup Exec 和 PureDisk）进行
通信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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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列出了必须在 NetBackup 代理上打开以从各种备份产品中收集数据的端口。
表 3-10

与其他备份产品通信所需的端口

备份产品

通信

端口号

Backup Exec

NetBackup（Backup Exec 数据收集器）使用 Backup Exec API 与
Backup Exec 服务器通信。

6106

PureDisk

NetBackup（PureDisk 数据收集器）使用 atssl 与 PureDisk SPA 通 443 (HTTPS)
信。
2821 (AT)

Web 浏览器与 NetBackup Web GUI 的连接
Web 浏览器使用不安全的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和安全的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S)
与 NetBackup Web GUI 进行通信。这些协议使用 TCP/IP。
对于 HTTP，将按照特殊顺序检查特定端口的可用性。默认情况下，使用第一个可
用端口。
表 3-11 列出了选择默认 HTTP 和 HTTPS 端口的方法。
默认的 HTTP 和 HTTPS 端口

表 3-11

端口 HTTP 端口号
号

HTTPS 端口号

描述

1.

443

将会检查端口 80 和端口 443 的可用性。

80

■

■

2.

8181

8443

将会检查端口 8181 和端口 8443 的可用性。
■

■

3.

8282

8553

如果端口 80 和端口 443 可用，端口 80
将用作默认的 HTTP 端口，端口 443 用
作默认的 HTTPS 端口。
如果其他某个应用程序（如 Web 服务器）
占用了其中一个或两个端口，则将检查下
一个端口组合的可用性。

如果端口 8181 和端口 8443 可用，端口
8181 将用作默认的 HTTP 端口，端口
8443 用作默认的 HTTPS 端口。
如果其他应用程序（如 VCS 或其他任何
产品所安装的 VRTSWeb）占用了其中一
个或两个端口，则将检查下一个端口组合
的可用性。

将会检查端口 8282 和端口 8553 的可用性。

这些 HTTP 和 HTTPS 端口仅对输入开放，可以使用命令行来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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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etBackup 用户界面与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的通信
NetBackup Web 图形用户界面使用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 与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进行通信。默认端口为 1556。该 PBX 端口对输入和输出通
信开放。

关于 NetBackup 服务器与 NetBackup 主服务器 (NBSL) 的通
信
NetBackup 要求所有受控主服务器上都具有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通过下列方法从 NBSL 收集数据：
■

初始数据加载

■

侦听更改通知或事件

在启用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或将主服务器添加到 NetBackup 时，只要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启动，OpsCenter 服务器就开始使用 NBSL 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收
集所有可用数据并将其存入 OpsCenter 数据库。依次对每种数据类型进行初始数据
加载。当初始数据加载完成时，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会立即侦听 NBSL 发送的通
知以获得 NetBackup 数据中发生的任何更改。然后 NetBackup 会更新 NetBackup
数据库。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 用来进行通信，并要求在 OpsCenter 服务
器和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开放一个端口用于输入和输出。使用的默认 PBX 端口
为 1556。OpsCenter 7.5 和更高版本不支持配置 PBX 端口。

关于 SNMP 陷阱
SNMP 陷阱协议用于出站 UDP 通信，需要一个对输出开放的端口。端口号为 162。

关于 NetBackup 与 Sybase 数据库之间的通信
NetBackup Web GUI 使用默认端口 13786 与 NetBackup Sybase SQL Anywhere
数据库服务器进行通信。
Sybase 数据库服务器端口对所有入站连接均关闭。只有驻留在 NetBackup 服务器
上的 NetBackup 组件可以使用该数据库。

关于 NetBackup 中的电子邮件通信
SMTP 电子邮件服务器协议用于传出邮件。端口号是在用户指定 SMTP 服务器端口
时定义的（要指定此端口，请参见 NetBackup 控制台中的“设置”>“配
置”>“SMTP 服务器”）。此端口只对输出通信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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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配置端口
通过 NetBackup 界面，您可以在环境中配置各种非默认端口，以支持防火墙和其他
网络功能。
以下主题说明了如何设置端口配置选项：
■

请参见第 94 页的“启用或禁用随机端口分配”。

■

请参见第 95 页的“指定 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上的防火墙连接选项”。

■

请参见第 97 页的“通过源计算机指定目标计算机的防火墙连接选项”。

■

请参见第 100 页的“编辑配置文件中的端口信息”。

■

请参见第 100 页的“更新客户端连接选项”。

■

请参见第 101 页的“在 vm.conf 文件中更新介质管理器的端口设置”。

启用或禁用随机端口分配
“使用随机端口分配”属性指定选定的计算机与其他计算机上的 NetBackup 通信时
如何选择端口，如下所示：
■

启用时，NetBackup 将从允许范围内的可用端口号中随机选择。 例如，如果范
围是从 1023 到 5000，则它从该范围内的号码中进行选择。这是默认行为。

■

禁用时，NetBackup 将按顺序选择端口号，从允许范围内可用的最大值开始。
例如，如果范围是从 1023 到 5000，则 NetBackup 选择 5000（假定它是空闲
的）。 如果使用 5000，NetBackup 将选择端口 4999。

端口号选择机制在主服务器以及所有介质服务器上必须相同。 默认情况下，
NetBackup 随机分配端口。 如果您将其中一台计算机更改为使用顺序端口分配，则
确保将环境中的“所有”计算机都更改为使用顺序端口分配。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指定端口分配。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指定端口分配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以下项之一：
■

要指定主服务器的端口分配，则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
性”>“主服务器”

■

要指定介质服务器的端口分配，则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
性”>“介质服务器”

2

双击需要配置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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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端口范围”。

4

选中或清除“使用随机端口分配”。
确保环境中的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设置相同。 即，确保两个系统均清除了
“使用随机端口分配”，或者两个系统均选中了“使用随机端口分配”。

指定 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上的防火墙连接选项
在 NetBackup 环境内，您可以定义启动连接的计算机（源计算机）与接收信息的计
算机（目标计算机）之间的连接选项。
此外，您还可以通过源计算机设置所有其他目标计算机的默认连接选项。 例如，如
果主服务器与介质服务器之间有防火墙，您可以通过 NetBackup 主服务器指定所有
连接选项。
如果目标计算机运行的 NetBackup 版本早于 NetBackup 主服务器，能否通过源计
算机指定连接选项取决于目标计算机上的 NetBackup 版本级别。 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与目标计算机匹配的 NetBackup 版本级别的文档。
通过源计算机指定防火墙连接选项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
性”>“主服务器”。

2

在右窗格中，选择主服务器。

3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属性”。

4

在属性对话框的左窗格中，选择“防火墙”。

5

单击“默认连接选项”窗格中的“更改”。
将出现如下显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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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信息适用于“默认连接选项”显示：
■

如果源计算机是 NetBackup 客户端，则显示仅包括“后台驻留程序连接端
口”设置。

■

该过程中的其余步骤说明了如何设置连接选项。

6

（可选）更改“BPCD 逆向连接”设置。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7

■

随机端口。
指定主机计算机使用旧式 bpcd 随机端口回调方法连接至其他计算机。

■

VNETD 端口。
指定主机计算机使用 vnetd 后台驻留程序连接至其他计算机。

（可选）更改“端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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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使用保留端口。这是默认选项。
选择此选项时，源计算机将连接到使用保留端口号的目标计算机上的 bpcd。

■

使用非保留端口。
选择此选项时，源计算机将连接到使用非保留端口号的目标计算机上的
bpcd。
确保执行此过程的步骤 9，这将确保 NetBackup 环境中的其他计算机也配
置为使用非保留端口。

8

（可选）更改“后台驻留程序连接端口”设置。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自动。
指定其他计算机通过使用 vnetd 后台驻留程序连接至此主机（如果可能）。
如果无法通过 vnetd 进行连接，则使用后台驻留程序的旧式端口号。

■

仅 VNETD。
指定其他计算机仅使用 vnetd 后台驻留程序连接至此主机。如果您站点的
防火墙规则阻止通过旧式端口号连接至此主机，则确保此设置有效。

■

仅后台驻留程序端口。
指定其他计算机使用旧式端口号连接至此主机。
使用 vnetd 端口号建立 bpcd 连接时，会忽略“端口”和“BPCD 逆向连
接”选项。在这种情况下，NetBackup 将使用非保留源端口号、vnetd 目
标端口号，不进行回调。
此设置不影响 veritas_pbx、veritas-at-port 和 veritas-auth-port
连接。这些连接始终使用旧式端口号或 IANA 定义的端口号。

9

（视情况而定）将 NetBackup 环境中的其他计算机配置为使用非保留端口。
如果您选择了“使用非保留端口”，请执行此步骤。
将客户端配置为使用非保留端口。您可以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客户端
属性”对话框的“连接选项”选项卡完成此任务。有关如何使用此选项卡上的
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指南。

通过源计算机指定目标计算机的防火墙连接选项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在源计算机上指定应用于特定目标计算机的防火墙连接选项。 例
如，您可以通过主服务器执行此过程，并指定客户端的连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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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源计算机上指定应用于目标计算机的防火墙连接选项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主
服务器”。

2

双击需要配置的主机。

3

单击“防火墙”。

4

单击“主机”窗格中的“添加”。将目标主机（通常为另一个 NetBackup 服务
器）添加到主机列表。
下图显示了主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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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选）选择“所选主机的属性”下的相应选项。
有关“BPCD 逆向连接”、“端口”以及“后台驻留程序连接端口”属性的信
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请参见第 95 页的“指定 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上的防火墙连接选项”。
如果选择“使用默认连接选项”，NetBackup 将使用“默认连接选项”列表下
显示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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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配置文件中的端口信息
NetBackup 不为您可能需要进行的所有端口更改提供图形用户界面。 对于某些设
置，您需要编辑 bp.conf 文件。以下是您可能想要更改的 bp.conf 设置：
■

ALLOW_NON_RESERVED_PORTS

■

CLIENT_PORT_WINDOW

■

CLIENT_RESERVED_PORT_WINDOW

■

CONNECT_OPTIONS

■

DEFAULT_CONNECT_OPTIONS

■

RANDOM_PORTS

■

SERVER_RESERVED_PORT_WINDOW

■

SERVER_PORT_WINDOW

有关之前设置的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Veritas 建议不要直接更改 bp.conf 文件。以下过程使用通称来说明如何使用
bpgetconfig 和 bpsetconfig 命令更改 bp.conf 文件中的端口信息。
更改 bp.conf 文件中的端口设置

1

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键入 bpgetconfig
命令。
bpgetconfig options > outputfile

对于 options，从 bpgetconfig 手册页指定选项。
对于 outputfile，指定文本文件的名称。

2

编辑创建的输出文件以更新端口信息。
例如，在 UNIX 或 Linux 平台上，您可以使用 vi(1) 编辑文件。在 Windows 系
统上，您可以使用记事本编辑该文件。

3

键入 bpsetconfig 命令以将文件写回 NetBackup。

有关配置设置和端口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下列内容：
■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更新客户端连接选项
NetBackup 提供了以下方式来指定客户端连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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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展开“主机属性”>“主服务器”>“客户端属
性”>“连接选项”。

■

从命令行。 您可以使用 bpclient 命令更新各种客户端属性。
您可以使用 bpclient 命令的 -connect_options 参数指定客户端端口连接选
项。
有关该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手册。

在 vm.conf 文件中更新介质管理器的端口设置
vm.conf 文件指定介质管理器连接选项。如果想要覆盖默认的连接选项，需要编辑
vm.conf 文件。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不提供更改这些设置的方法。vm.conf 的路

径如下所示：
■

在 Linux 或 UNIX 上，路径如下所示：
/usr/openv/volmgr/vm.conf

■

在 Windows 系统上，路径如下所示：
install_path\volmgr\vm.conf

表 3-12 显示了影响端口的 vm.conf 文件设置。
表 3-12

与端口用法相关的介质管理器配置设置

设置

描述

CLIENT_PORT_WINDOW

指定可在传出介质管理器连接中使用的源端口的范围。此格式如下所示：
CLIENT_PORT_WINDOW = min max
min 参数定义了最小的源端口号。
max 参数定义了最大的源端口号。
对于 min 和 max，指定 0（零）或指定 1024 到 65535 之间的整数。如果 min 为 0
或者如果 max 小于 min，则操作系统会确定源端口号。
默认为 CLIENT_PORT_WINDOW = 0 0。
例如，以下设置定义了从 3000 到 8000 的源端口范围：
CLIENT_PORT_WINDOW = 3000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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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CONNECT_OPTIONS

注意：CONNECT_OPTIONS 设置仅影响到运行 NetBackup 7.0 的主机的连接。如果
NetBackup 连接到运行 NetBackup 7.0.1 及更高版本的主机，则 NetBackup 使用
veritas_pbx 端口。
指示可用于连接到介质管理器服务的目标端口号。此格式如下所示：
CONNECT_OPTIONS = host 0 0 0|1|2
该设置接受四个空格分隔的参数。 参数如下所示。
对于 host，指定其他计算机需要连接到的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在 host 名称后，键入 0 0。不会使用这些位置的参数。
在 0 0 后键入 0、1 或 2，以指定连接目标计算机上的介质管理器服务的方法。连接
方法的指定如下所示：
■

如果是 0，则主机使用 vnetd 端口。如果该尝试失败，主机将使用旧端口号。

■

如果是 1，则主机仅使用 vnetd 连接到服务器。

■

如果是 2，则主机使用旧介质管理器端口。

您可以在 vm.conf 文件中指定多个 CONNECT_OPTIONS 设置。
对于 NetBackup，如果 vm.conf 文件不包含任何 CONNECT_OPTIONS 条目，则介
质管理器将基于 bp.conf 文件设置的 DEFAULT_CONNECT_OPTIONS 和
CONNECT_OPTIONS 选择端口。
例如，以下设置指定到 server3 的介质管理器连接使用 vnetd 作为目标端口：
CONNECT_OPTIONS = server3 0 0 1
RANDOM_PORTS

指定 NetBackup 与其他 NetBackup 服务器进行通信时是随机选择端口还是按顺序选
择端口。此格式如下所示：
RANDOM_PORTS = YES | NO
如果是 RANDOM_PORTS = YES，或者如果没有 RANDOM_PORT 条目，NetBackup
将从 vm.conf 文件中的 CLIENT_PORT_WINDOW 设置所指定的范围选择一个随机端
口。
如果是 RANDOM_PORTS = NO，NetBackup 将尝试使用该范围中最大的源端口号进
行连接。如果此源端口不起作用，NetBackup 将尝试次大的源端口号。直到介质管
理器发现起作用的源端口号后，才会选定端口号。

NDMP 备份的端口要求
网络数据管理协议 (NDMP) 存储单元备份要求在防火墙环境中打开特定端口。 备份
类型确定需要在防火墙中打开的端口。
下表说明了 NDMP 备份的端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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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NDMP 备份的端口要求

备份类型

描述

本地

对于本地操作，数据管理应用程序 (DMA) 需要访问 NDMP 服务器
上的端口 10000。在这种情况下，该 NDMP 服务器既是 NDMP 磁
带服务器又是 NDMP 数据服务器。

三向和远程 NDMP

对于三向和远程 NDMP，DMA 需要访问 NDMP 磁带服务器和
NDMP 数据服务器上的端口 10000。在 NDMP 磁带服务器和 NDMP
数据服务器之间不能有防火墙。之所以不需要防火墙，是因为不需
要对用于数据移动的 TCP/IP 端口进行控制。

在 UNIX 系统上，NetBackup avrd 进程将使用 Internet 控制消息协议 (ICMP) 对
NDMP 主机执行 ping 操作，以验证网络连接。如果 ping 操作失败，NetBackup 将
跳过此特定设备，这将使驱动器保持启动状态。
在 Windows 系统上，NetBackup 不对 NDMP 设备执行 ping 操作。NetBackup 会
尝试进行连接。如果网络出现连接问题，则此方法所用时间可能较长，因为
NetBackup 将等待超时。

将 NetBackup 与第三方机械手产品一起使用时遇到的
已知防火墙问题
一些第三方产品和 NetBackup 之间的通信通过未定义的端口进行。NetBackup 对
此通信没有控制，因此没有办法打开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与以下第三方服务器之
间的防火墙端口：
■

自动盒式系统 (ACS) 服务器。远程过程调用支持此通信。没有公用端口。

■

Fujitsu 库管理工具 (LMF) 服务器。

■

磁带库 1/2 英寸 (TLH) IBM 库管理器服务器。

■

多介质磁带库 (TLM) ADIC DAS/SDLC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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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审核

■

查看当前审核设置

■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配置审核

■

审核报告中的用户身份

■

关于增强的审核

■

启用增强的审核

■

配置增强的审核

■

禁用增强的审核

■

审核主机属性更改

■

保留和备份审核跟踪记录

■

查看审核报告

■

使用命令行 -reason 或 -r 选项

■

nbaudit 日志行为

■

审核失败的审核警报通知

关于 NetBackup 审核
审核跟踪是对 NetBackup 环境中用户启动的操作进行记录。从本质上讲，审核将收
集信息以回答更改人、被更改对象以及更改时间。审核 NetBackup 操作有助于在以
下方面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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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跟踪

客户在调查 NetBackup 环境中的意外更改时可以从审核跟踪获得深入了解。例如，可
能会发现增加客户端或备份路径导致备份次数显著增加。审核报告会指示可能有必要
调整日程表或存储单元配置以适应策略更改。

法规遵从性

审核会创建一个记录，其中包括更改人、被更改对象以及更改时间。该记录遵守诸如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 所需的准则。

公司更改管理

对于必须遵守内部更改管理策略的客户，NetBackup 审核提供了遵守此类策略的方法。

故障排除

NetBackup 审核中的信息有助于 NetBackup 支持为客户解决问题。

关于 NetBackup 审核管理器
NetBackup 审核管理器 (nbaudit)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审核记录在企业介质管理器
(EMM) 数据库中进行维护。默认情况下，审核处于启用状态。
审核管理器提供查询和报告审核信息的机制。例如，管理员可以根据以下内容专门
搜索信息：
■

当发生操作时

■

特定用户执行的操作

■

在特定内容区域中执行的操作

■

审核配置更改

NetBackup 审核的操作
您可以使用 nbauditreport 命令或在 NetBackup OpsCenter 中查看 NetBackup 审
核的操作。
请参见第 116 页的“查看审核报告”。
启用审核后，NetBackup 将记录用户启动的以下操作。
“策略”操作

添加、删除或更新策略属性、客户端、日程表和备份选择列表。

“活动监视器”操作

取消、暂停、继续、重新启动或删除任何类型的作业会创建审核记录。

“存储单元”操作

添加、删除或更新存储单元。

注意：不审核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相关的操作。
“存储服务器”操作

添加、删除或更新存储服务器。

“磁盘池”和“卷池”操作

添加、删除或更新磁盘池或卷池。

（视情况而定）“主机属性”操作

主机属性的更新。必须启用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以审核这些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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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库信息

■

验证映像并将其设置为失效。

■

读取为前端使用情况数据发送的请求。

“证书”管理

创建、撤消、续订和部署证书以及特定证书失败。

“令牌”管理

创建、删除和清理令牌以及特定令牌颁发失败。

“用户”管理

在增强的审核模式下添加和删除用户。

“保留”操作

创建、修改和删除保留操作。

“主机”数据库

NetBackup 数据库相关操作。

“登录”尝试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和 NetBackup API 的任何成功或失败的登录尝试。

安全配置

对安全配置设置所做更改的相关信息。

启动还原作业

NetBackup 不会审核其他类型的作业的开始时间。例如，NetBackup 不会审
核备份作业的开始时间。

启用或禁用 NetBackup 审核
启动和停止 NetBackup 审核管理器
(nbaudit)。

即使禁用了审核，也始终审核 nbaudit 管理器的启动和停止。

无法创建审核记录的用户操作

如果已启用审核，但用户操作无法创建审核记录，将在 nbaudit 日志中捕获
审核失败。

bp.conf 文件 (UNIX) 或注册表
(Windows) 更改。

要审核 bp.conf 文件或注册表的更改，您必须启用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手动对 bp.conf 文件或注册表进行的更改不会被审核。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审核主机属性更改”。
请参见第 135 页的“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授权失败

■

启用增强的审核时，将审核授权失败。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关于增强的审核”。

NetBackup 不审核的操作
以下操作不经过审核并且不显示在审核报告中：
所有失败的操作。

NetBackup 在 NetBackup 错误日志中记录失败的操作。失败的操作不会显
示在审核报告中，因为失败的尝试不会更改 NetBackup 系统状态。

配置更改的影响。

不审核 NetBackup 配置更改的结果。例如，会审核策略的创建，但是不审核
由策略的创建所导致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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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启动的还原作业的完成状态。

审核启动还原作业的操作时，不会审核该作业的完成状态。也不会审核任何
其他作业类型的完成状态，而不管是否为手动启动。完成状态显示在活动监
视器中。

内部启动的操作。

不审核 NetBackup 启动的内部操作。例如，不审核失效映像的预定删除、预
定备份或者定期映像数据库清理。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操作

不审核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相关的操作。

查看当前审核设置
要查看当前审核配置，请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使用 nbemmcmd 命令，或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查看设置。
有关如何使用 OpsCenter 配置审核的说明，请参见《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管理指南》。
查看当前审核设置

1

通过命令提示符，在主服务器上的以下目录中找到 nbemmcmd 命令：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

■

在 UNI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2

使用以下语法输入 nbemmcmd 命令：
nbemmcmd -listsettings -machinename masterserver

其中 masterserver 是相关主服务器。
注意：这些选项区分大小写。

3

输出中列出了许多配置设置。 其中包括：
■

AUDIT="ENABLED"

表明已打开审核功能。
■

AUDIT="DISABLED"

表明已关闭审核功能。
■

AUDIT_RETENTION_PERIOD="90"

表明如果启用审核，将在此时间长度内保留记录（以天为单位）并在过期
后删除记录。 默认的审核保留期限是 90 天。 值为 0（零）表示始终不会
删除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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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配置审核
默认情况下，新安装中已启用审核。但是，在升级之后，可能已默认启用审核，也
可能未启用审核，具体取决于升级之前的设置。
可以直接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或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配置
NetBackup 审核。
用于启用或禁用审核日志记录以及设置保留期限的主服务器设置在 OpsCenter 的
“管理”>“主机”部分中配置。在 OpsCenter 中，审核日志的有效期限设置在“设
置”>“清除”下配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管理指南》。
要在主服务器上配置审核，请使用带有 -changesetting 选项的 nbemmcmd 命令。
在主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审核

1

通过命令提示符，在主服务器上的以下目录中找到 nbemmcmd 命令：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

■

在 UNI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2

使用以下语法输入 nbemmcmd 命令：
nbemmcmd -changesetting -AUDIT DISABLED -machinename masterserver

其中，-AUDIT DISABLED 可在指示的主服务器上关闭审核。
注意：这些选项区分大小写。
在下列示例中，已为 server1 关闭审核。
例如：
nbemmcmd -changesetting -AUDIT DISABLED -machinename serv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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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以下语法配置审核保留期限：
nbemmcmd -changesetting -AUDIT_RETENTION_PERIOD
number_of_days -machinename masterserver

其中 number_of_days 指示为审核报告保留审核记录的时间（以天为单位）。
如果没有指定任何保留期限，则审核保留期限默认为 90 天。
注意：审核保留期限值为 0（零）表示始终不会删除记录。
OpsCenter 会定期下载审核记录，并将它们保留一段时间（该时间可在
OpsCenter 中配置）。仅当要在主服务器上使用命令行查看审核报告时，才有
必要在主服务器上保留审核记录。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15 页的“保留和备份审核跟踪记录”。
在以下示例中，用户操作的记录会保留 30 天，然后被删除。
nbemmcmd -changesetting -AUDIT_RETENTION_PERIOD 30
-machinename server1

两个选项可以合并到一个命令行中，如以下示例所示：
nbemmcmd -changesetting -AUDIT ENABLED -machinename server1
-AUDIT_RETENTION_PERIOD 30

4

运行 nbauditreport 显示审核信息的报告。
注意：当备份级别介质服务器连接到 8.0 主服务器时，nbauditreport 操作将
失败。将介质服务器升级到 8.0 才能成功运行 nbauditreport 操作。
请参见第 116 页的“查看审核报告”。

审核报告中的用户身份
审核报告列出执行特定操作的用户的身份。 身份包括用户名、域和验证用户的域类
型。
审核报告中捕获的用户名，取决于以下内容：
■

默认情况下，只有 root 或管理员用户可以通过命令行界面以及 NetBackup 管
理控制台执行 NetBackup 操作。因此会以 root 或管理员用户名对 root 或管理员
进行审核。

109

审核 NetBackup 操作
关于增强的审核

■

当启用增强审核或 NBAC 时，通过命令行界面或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执行 NetBackup 操作的用户的实际用户名会记录在审核报告中。

■

对于要通过 Web 服务执行的特定操作，将无法标识用户。例如：nbcertcmd
-getcertificate。NetBackup 会将这些操作归于 <anonymous> 用户。审核
报告会显示 <anonymous> 作为此类操作或命令的用户。

■

如果增强审核和 NBAC 均未启用，则所有任务均审核为 root 用户或管理员。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使用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关于增强的审核”。

关于增强的审核
使用增强的审核，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为指定的其他用户委派 NetBackup 管理
员权限。 因此，该功能允许非 root 用户管理 NetBackup。 审核日志将捕获对
NetBackup 环境进行更改的实际用户的信息。 增强的审核可以帮助组织跟踪关键信
息，了解对于审核遵从性要求十分重要的用户活动。 特别地，从事受到高度监管的
行业的客户将会发现，该功能非常有用。
注意：还可以使用增强的审核来审核任何授权失败。
默认情况下，只有 root 用户或管理员才能通过命令行界面执行 NetBackup 操作。
但是，为 NetBackup 配置了增强的审核功能并拥有适当的 NetBackup 管理员权限
后，用户可以通过命令行界面执行 NetBackup 操作。增强的审核提供粗放式访问控
制，用户并不一定是管理员。
在 NetBackup Appliance 上不支持增强的审核。
注意：NBAC 和增强的审核是两种互斥的功能。

注意：现在，增强的审核支持可用于 NetBackup 策略、作业、存储单元、磁盘池、
存储服务器、目录库和主机属性、证书部署和令牌生成等用户操作。
下表列出了使用增强的审核功能对用户操作进行审核的命令：
表 4-1

增强的审核支持的命令和类别

类别

命令

策略

bpplcatdrinfo, bpplclients, bppldelete,
bpplinclude, bpplinfo, bppllist, bpplsched,
bpplschedrep, bpplschedwin, bpplvalid, bppolicy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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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命令

作业

bpdbjobs

存储单元

bpstuadd, bpstuddel, bpsturep, bpstulist

磁盘池

nbdevconfig and nbdevquery

存储服务器

nbdevconfig and nbdevquery

目录库

bpexpdate, bpcatlist, bpimmedia, bpimagelist,
bpverify, and nbdeployutil

主机属性

bpconfig, bpsetconfig, bpgetconfig, nbsetconfig,
nbgetconfig, and nbemmcmd

安全令牌

createToken, deleteToken, and cleanupToken

证书

getCertificate, revokeCertificate, signCertificate,
and renewCertificate

启用增强的审核
按以下过程启用增强的审核。
为增强的审核配置 NetBackup

1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 bpnbaz -SetupExAudit 命令。
注意：在群集 NetBackup 设置中，配置 NetBackup 启用增强的审核功能时，
仅需在活动节点上运行 bpnbaz -SetupExAudit 命令。

2

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请参见第 115 页的“禁用增强的审核”。
请参见第 111 页的“配置增强的审核”。

配置增强的审核
对于增强的审核，在某些情况下您必须执行一些附加的配置步骤。执行更改服务器
的操作时，这些步骤是适用的。
■

通过“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连接到介质服务器时，必须具有安全证书。
请参见第 112 页的“使用增强的审核连接到介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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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台主服务器更改为另一台主服务器时，必须在主服务器上执行附加步骤。
请参见第 112 页的“更改跨 NetBackup 域的服务器”。

使用增强的审核连接到介质服务器
对于增强的审核，如果用户要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连接到介质服务器，则必
须具有安全证书。 必须在主服务器上执行其他步骤来为每台介质服务器获取证书。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过程：
为服务器生成安全证书

1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 bpnbaz -ProvisionCert target.server.com 命令。 此
处，target.server.com 是介质服务器名称。
用法示例：acme.domain.mycompany.com 是用户要更改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命令 bpnbaz -ProvisionCert
acme.domain.mycompany.com。
下面是输出：
bpnbaz -ProvisionCert acme.domain.mycompany.com
Setting up security on target host: acme.domain.mycompany.com
证书已成功部署
操作已成功完成。

2

生成证书后，始终在介质服务器上重新启动服务。

注意：生成安全证书是一次性活动。

更改跨 NetBackup 域的服务器
对于增强的审核，将服务器从一个 NetBackup 域中的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更改到
其他 NetBackup 域中的主机（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时，您必须在每台
NetBackup 服务器上执行附加步骤。 您还必须在两台主服务器上都建立信任。
注意：执行这些步骤是一次性活动。
以下步骤有助于您更改服务器并在两台主服务器上都建立信任。
将服务器从一台主服务器更改到另一台主服务器

1

我们有两个 NetBackup 域（NetBackup Domain 1 和 NetBackup Doma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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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虑两台主服务器（Master_nbu_dom1 和 Master_nbu_dom2）。
Master_nbu_dom1 具有介质服务器 Media1_nbu_dom1、Media2_nbu_dom1、
MediaN_nbu_dom1 以及一组客户端。同样，Master_nbu_dom2 具有介质服务
器 Media1_nbu_dom2、Media2_nbu_dom2、MediaM_nbu_dom2 以及一组客户
端，如图所示：
NetBackup 域 1
Master_nbu_dom1

Media1_nbu_dom1

Media2_nbu_dom1

MediaN_nbu_dom1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NetBackup 域 2
Master_nbu_dom2

Media1_nbu_dom1

Media2_nbu_dom2

MediaM_nbu_dom2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客户端

用户已连接到 NetBackup Domain 1 中的其中一台服务器（主服务器或介质服
务器），例如 Master_server_nbu_dom1，并且希望将服务器更改为 NetBackup
Domain 2 上的其中一台主机，例如 Host_nbu_dom2。这就必须要在两台主服
务器（此处为 Master_nbu_dom1 和 Master_nbu_dom2）上都建立信任。
Host_nbu_dom2 必须与 Master_server_nbu_dom1 建立信任。

2

要建立信任，您必须在 UNIX 和 Windows 上调用一组命令：
在 UNIX 和 Linux 上：
/usr/openv/netbackup/sec/at/bin/vssat setuptrust –b
Master_server_nbu_dom1:1556:nbatd -s high on Host_nbu_dom2。

在 Windows 上：
InstallPath\Veritas\NetBackup\sec\at\bin\vssat.bat

3

您必须在 bp.conf 文件中为 Master_server_nbu_dom1 的 Host_nbu_dom2 添
加其他服务器条目。 运行以下命令：
SERVER = Master_server_nbu_dom1 /*this should __not__ be the first
SERVER e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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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连接到目标主服务器，以此来添加其他服
务器条目。
具有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远程 Java 管理控制台的主机也需要信任
Master_server_nbu_dom2 上的 X.509 NBATD 证书。

4

可通过 GUI 直接连接到 Master_server_nbu_dom2 主服务器来建立信任。
您也可以调用 /usr/openv/java/sec/at/bin/vssat setuptrust -b
Master_server_nbu_dom2:1556:nbatd -s high（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主机上）。

使用带 NBAC 或增强审核的更改服务器时的配置要求
如果使用了 NetBackup 访问控制或增强的审核，需要其他配置才能执行更改服务器
操作。
以下步骤假设已配置 NBAC 或增强的审核。

支持更改服务器操作的配置：fromServer -> toServer
■

将 fromServer 添加到 toServer 上的主机属性“附加服务器”列表。

■

如果 fromServer 和 toServer 来自不同的 NetBackup 域（不同主服务器的介质
服务器）：

■

■

使用 vssat 命令设置 fromServer 和 toServer 的主服务器之间的信任。 （请
参见第 112 页的“更改跨 NetBackup 域的服务器”。请参考该过程中的步骤
2。）

■

将 fromServer 的主服务器添加到 toServer 上的主机属性“附件服务器”列
表。

如果 fromServer 或 toServer 是介质服务器：
■

如果需要，使用 bpnbaz –ProvisionCert 命令部署安全（计算机）证书。
（请参见第 112 页的“使用增强的审核连接到介质服务器”。）

其他配置步骤
要使用 auth.conf 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

将 USER 条目添加到每个服务器上的 auth.conf 文件。

■

如果已启用 NBAC，请在每个服务器上运行 nbsetconfig 以添加以下条目：
USE_AUTH_CONF_NBAC = YES

要使用远程管理控制台，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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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与每台主服务器的信任，方法是使用 vssat 命令或至少一次显式登录到每
台服务器。 （请参见第 112 页的“更改跨 NetBackup 域的服务器”。请参考该过
程中的步骤 2。）

要在设置后对配置进行故障排除，请使用 nslookup 和 bptestnetconn -a -s 检
查服务器通信。

禁用增强的审核
启用增强的审核时，会将 USE_AUTHENTICATON 选项设置为 ON。要禁用增强的审
核，必须将 USE_AUTHENTICATION 选项设置为 OFF。以下步骤可帮助您：
禁用增强的审核

1

运行 bpnbaz -DisableExAudit 命令。

2

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审核主机属性更改
如果管理员使用 bpsetconfig 或 nbsetconfig 命令，或“主机属性”实用程序中
的等效属性，NetBackup 会审核主机属性更改。
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才能进行审核：
■

必须针对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配置环境。

■

只有 NetBackup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机才支持 bp.conf 文件或注册表更改。

■

管理员必须使用 bpsetconfig 或 nbsetconfig 命令，或“主机属性”实用程序
中的等效属性，才会进行审核。不审核直接对 bp.conf 文件或注册表进行的更
改。即：在不使用 bpsetconfig 或 nbsetconfig 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更改。
例如，使客户端脱机这一操作不是使用 bpsetconfig 或 nbsetconfig 命令执行
的，因此该操作不会显示在审核日志中。

保留和备份审核跟踪记录
默认情况下，审核记录将保留 90 天。 要更改默认设置，请使用带
-AUDIT_RETENTION_PERIOD 选项的 nbemmcmd -changesetting 命令。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配置审核”。
NetBackup 审核服务 (nbaudit) 将根据配置的保留设置每 24 小时删除一次过期的
审核记录，具体删除时间为每天的凌晨 12:00（当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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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记录保留在审核表中，这些审核表是 NetBackup 数据库的一部分。 这些表的
保留时间取决于 -AUDIT_RETENTION_PERIOD 指定的值，并会在 NetBackup 目录库
备份的过程中备份。
为确保备份目录库时不会遗漏审核记录，请将目录库备份频率配置为低于或等于
-AUDIT_RETENTION_PERIOD 指定的频率。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会定期从 EMM 数据库下载审核记录。OpsCenter
可将这些记录保留一段时间，该时间段是在 OpsCenter 中配置的。 因此，仅当要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使用命令行查看审核报告时，才有必要在该主服务器上保
留审核记录。 审核记录还可以从 OpsCenter 中导出。

查看审核报告
要查看审核报告，请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使用 nbauditreport 命令，或使用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查看设置。
在 OpsCenter 中，“监视器”>“审核跟踪”部分提供审核日志的详细信息，并允
许将该信息导出到 Excel 文件或另存为 .pdf 文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管理指南》。
如果已启用审核，但用户操作无法创建审核记录，将在 nbaudit 日志中捕获审核故
障。
当出现审核故障时，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警报通知”按钮会通知管理员。
请参见第 122 页的“审核失败的审核警报通知”。
创建审核记录的故障对已执行的用户操作没有影响。
如果用户操作成功，将返回退出代码以反映该成功操作。如果操作审核失败，将返
回 NetBackup 状态码 108（操作已成功，但审核失败）。
注意：在审核失败时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Windows 和 UNIX (jnbSA)）不会返
回退出状态码 108。
查看 NetBackup 审核报告

1

通过命令提示符，在主服务器上的以下目录中找到 nbauditreport 命令：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

■

在 UNI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2

以其最简单的格式，使用以下语法输入 nbauditreport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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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uditreport
nbauditreport 也可以与多个选项一起使用。

注意：这些选项区分大小写。
-help

用于在命令提示符下协助执行命令。

-sdate

用于指明您要查看的报告数据的开始日期和
时间。

<"MM/DD/YY [HH:[MM[:SS]]]">
-edate
<"MM/DD/YY [HH:[MM[:SS]]]">

用于指明您要查看的报告数据的结束日期和
时间。

-ctgy POLICY

使用 -ctgy POLICY 可显示策略更改的相关
信息。

-ctgy JOB

使用 -ctgy JOB 可显示作业的相关信息。

-ctgy STU

使用 -ctgy STU 可显示存储单元的相关信
息。

-ctgy STORAGESRV

使用 -ctgy STORAGESRV 可显示存储服务
器的相关信息。

-ctgy POOL

使用 -ctgy POOL 可显示存储池的相关信
息。

-ctgy AUDITCFG

使用 -ctgy AUDITCFG 可显示审核配置更改
的相关信息。

-ctgy AUDITSVC

使用 -ctgy AUDITSVC 可显示与启动和停止
NetBackup 审核服务 (nbaudit) 相关的信
息。

-ctgy BPCONF

使用 -ctgy BPCONF 可显示 bp.conf 文件
更改的相关信息。

-ctgy CERT

使用 -ctgy CERT 可显示证书部署更改的相
关信息。

-ctgy LOGIN

使用 -ctgy LOGIN 可显示与 NetBackup 管
理控制台和 NetBackup API 登录尝试次数相
关的信息。

-ctgy TOKEN

使用 -ctgy TOKEN 可显示与授权令牌相关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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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gy SEC_CONFIG

使用 -ctgy SEC_CONFIG 可显示与对安全
配置设置所做更改相关的信息。

-ctgy HOLD

使用 -ctgy HOLD 可显示与创建、修改和删
除保留操作相关的信息。

-ctgy AZFAILURE

使用 -ctgy AZFAILURE 可显示与在启用增
强的审核时的授权失败相关的信息。

-ctgy CATALOG

使用 -ctgy CATALOG 可显示与验证和失效
的映像相关的信息；并读取为前端使用情况
数据发送的请求。

-ctgy HOST

使用 -ctgy HOST 可显示与 NetBackup 主机
数据库相关的操作。

-ctgy USER

使用 -ctgy USER 可显示在增强的审核模式
中添加和删除用户的相关信息。

-用户

用于指明要为其显示审核信息的用户的名称。

<username[:domainname]>
-fmt SUMMARY

如果未指定报告输出格式选项 (-fmt)，默认
情况下将使用 SUMMARY 选项。

-fmt DETAIL

-fmt DETAIL 选项显示审核信息的全面列
表。例如，当某策略发生更改时，此视图会
列出更改属性的名称、旧值和新值。

-fmt PARSABLE

-fmt PARSABLE 选项与 DETAIL 报告显示
同一组信息，但以可分析的格式显示。该报
告使用管道字符 (|) 作为审核报告数据之间的
分析令牌。

[-notruncate]

使用 -notruncate 选项可在报告的详细信
息部分内的不同行中显示已更改属性的旧值
和新值。

注意：-notruncate 仅当与 -fmt DETAIL
选项一起使用时才有效。
[-pagewidth <NNN>]

使用 -pagewidth 选项可设置报告的详细信
息部分的页面宽度。

注意：-pagewidth 仅当与 -fmt DETAIL
选项一起使用时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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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与 -fmt PARSABLE 一起使用，-order
选项才有效。使用该选项可指示信息的显示
顺序。

[-order
<DTU|DUT|TDU|TUD|UDT|UTD>]

请使用以下参数：

3

■

D（描述）

■

T（时间戳）

■

U（用户）

审核报告包含下列详细信息：
描述

执行的操作的详细信息。详细信息包括：分配给已修改对象的新
值和新创建对象的所有属性的新值。详细信息还包括所有已删除
的对象的标识。

USER

执行操作的用户的身份。身份包括用户名、域和验证用户的域类
型。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审核报告中的用户身份”。

TIMESTAMP

执行操作的时间。使用协调世界时 (UTC) 给定时间并使用秒进行
表示 （例如，06.12.11 10:32:48）。

CATEGORY

执行的用户操作的类别。仅当使用 -fmt DETAIL|PARSABLE 选
项时才显示 CATEGORY。
示例包括以下内容：

ACTION

■

AUDITSVC START、AUDITSVC STOP

■

POLICY CREATE、POLICY MODIFY、POLICY DELETE

执行的操作。仅当使用 -fmt DETAIL|PARSABLE 选项时才显示
ACTION。
示例包括以下内容：

REASON

■

START、STOP

■

CREATE、MODIFY、DELETE

执行操作的原因。如果创建更改的命令中已指定了原因，则显示
原因。bpsetconfig 和 nbsetconfig 命令接受 -r 选项。
请参见第 120 页的“使用命令行 -reason 或 -r 选项”。
仅当使用 -fmt DETAIL|PARSABLE 选项时才显示原因。

DETAILS

所有更改的帐户，列出了旧值和新值。仅当与 -fmt
DETAIL|PARSABLE 选项一起使用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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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输出中显示退出状态，请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故障排除工具）、
联机帮助或以下指南中查找该代码：《状态码参考指南》。
图 4-1 显示在 server1 上运行的审核报告的默认内容。
图 4-1

摘要审核报告示例

[root@server1 admincmd]# ./nbauditreport
TIMESTAMP
USER
DESCRIPTION
09/23/2010 14:40:54
root@server1 创建了策略 test_pol_1
09/23/2010 14:40:54
root@server1 向策略 test_pol_1 添加了日程表“完全”
09/22/2010 17:10:23
root@server1 修改了主服务器 server1 的审核设置
获取的审核记录： 3

使用命令行 -reason 或 -r 选项
许多命令都提供了 -reason 选项，管理员可以用它来指示执行操作的原因。原因将
显示在审核报告中。
-reason 字符串不得超过 512 个字符。如果该字符串超过 512 个字符，接受 -reason

选项的命令行将显示错误。
请注意，审核原因不能以短划线字符 (-) 开头。原因不能包含单引号 (\‘)。
以下命令接受 -reason 选项（bpsetconfig 或 nbsetconfig 命令接受 -r 选项）：
■

bpdbjobs

■

bpplcatdrinfo

■

bpplclients

■

bppldelete

■

bpplinclude

■

bpplinfo

■

bpplsched

■

bpplschedrep

■

bppolicynew

■

bpsetconfig

注意：bpsetconfig 和 nbsetconfig 命令接受 -r 选项，而不是 -reason 选项。

120

审核 NetBackup 操作
nbaudit 日志行为

■

bpstuadd

■

bpstudel

■

bpsturep

■

nbdecommission

■

nbdevconfig

■

nbcertcmd

■

nbsetconfig

■

vmpool

有关使用这些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nbaudit 日志行为
可从以下位置找到 nbaudit 日志：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logs\nbaudit

■

在 UNIX 上：
/usr/openv/logs/nbaudit

如果已启用审核，但用户操作无法创建审核记录，将在 nbaudit 日志中捕获审核故
障。
当出现审核故障时，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警报通知”按钮会通知管理员。
nbaudit 服务在创建审核记录时的行为如下：
■

审核记录将每个条目的详细信息限制为最多 4096 个字符。（例如，策略名称。）
其余字符在存储到审核数据库时将被截断。

■

审核记录将还原映像 ID 限制为最多 1024 个字符。 其余字符在存储到审核数据
库时将被截断。

■

不审核回滚操作。
某些操作以多个步骤执行。 例如，创建基于 MSDP 的存储服务器包括多个步
骤。 将审核每个成功的步骤。 任何步骤中出现错误都将导致回滚，甚至可能需
要撤消成功的步骤。 审核记录不包含有关回滚操作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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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失败的审核警报通知
“警报通知”选项位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底部的状态栏中。若已配置此功能，
该选项会在可审核操作创建审核记录失败时提供指示。例如，在策略属性已更改但
NetBackup 审核管理器 (nbaudit) 未运行时。

要配置审核警报通知，请右键单击状态栏中的“警报通知”选项：
表 4-2
打开

审核警报通知设置
设置为“打开”时，在以下情况下将显示一条弹出消息：
审核已启用，但可审核操作已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执行且
审核记录创建失败。
会显示弹出消息提醒管理员审核失败。

闪烁

设置为“闪烁”时，该选项会在审核失败时闪烁。单击该选项可
显示失败消息。

关闭

如果设置为“关闭”，则审核失败时不显示通知。该选项显示为
灰色。

注意：“关闭”并不表示禁用了审核。 审核会继续，但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禁用审核失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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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中的访问控制

■

用户管理

■

用户身份验证

■

增强审核的访问控制对 Java 界面授权的影响

关于 NetBackup 中的访问控制
NetBackup 提供以下类型的访问控制：
■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默认）。
访问控制仅限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诸如“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
和 NetBackup MS SQL 客户端的接口不受影响。）任何非 root 或非管理员用户
均可访问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访问控制基于视图，而非基于角色。
auth.conf 定义用户可以访问的 NetBackup 应用程序。用户必须是 root 用户或
管理员才能使用 CLI 执行 NetBackup 操作。
有关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进行访问控制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

增强的审核。
该功能允许非 root 用户或非管理员通过命令行界面或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执
行所有 NetBackup 操作。已授权该用户执行所有操作，或不执行任何操作。该
功能不提供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关于增强的审核”。

■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NBAC 是随 NetBackup 提供的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当您想要执行以下操作时，
它可以为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提供访问控制：

访问控制安全
关于 NetBackup 中的访问控制

■

针对某个应用程序使用一组不同级别的管理员权限。备份应用程序可能有操
作员（负责监视作业）或管理员（具有访问、配置和操作任何 NetBackup 授
权对象的完全权限）。您还可以有只能配置访问控制的安全管理员。

■

分离管理员，以便不需要 root 权限或管理员权限即可管理系统。除应用程序
的管理员之外，您可以分离系统的管理员。
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使用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有关这些访问控制方法的主要区别，请参考下表：
表 5-1
访问和审核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和
auth.conf

增强的审核

哪些用户可以使用
root 用户和管理员具有对管理 root 用户、管理员和
NetBackup 管理控制 控制台的完全访问权限。
NetBackup 管理员具有对管
台？
理控制台的完全访问权限。
默认情况下，非 root 用户或非
管理员仅限于“备份、存档和 默认情况下，非 root 用户或

NBAC
root 用户和管理员具有对管理控
制台的完全访问权限。
用户的 NBAC 组成员资格确定
他们有权使用哪些应用程序。

还原”应用程序。否则，这些
用户可以访问在 auth.conf
文件中为他们定义的应用程
序。

非管理员仅限于“备份、存

哪些用户可以使用
CLI？

root 用户和管理员具有对 CLI
的完全访问权限。

root 用户、管理员和
root 用户或管理员具有对 CLI 的
NetBackup 管理员具有对 CLI 完全访问权限。
的完全访问权限。
NBAC 授权的用户可以使用
CLI。其 NBAC 组成员资格确定
他们有权使用哪些命令。

如何审核用户？

以 root 身份或管理员身份

使用实际用户名

使用实际用户名

NBAC 独立地工作。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和
auth.conf

与其他功能的兼容性 增强的审核

档和还原”应用程序。

增强的审核与 NBAC 不兼容。

有关不同访问控制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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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启用增强的审核的情况下对 CLI 用户的访问控制

图 5-1
开始

是

增强审核？

否

根用户或管理员

否

否

是

是

处理请求

用户是否已经过
VxAT 验证？

是

用户是否为
NetBackup
管理员（二进制
AZ）？

否

错误消息

审核

结束

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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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启用增强的审核的情况下对基于 NetBackup-Java 的用户的
访问控制

图 5-2

开始

是否存在
auth.conf
文件？

否

是

增强审核？

是否存在
auth.conf
文件？

否

是

根用户/管理员/在
authalias.conf
文件中是否具有
条目？

是

否

用户条目是否
存在于 auth.conf
文件？

是

auth.conf
文件中定义的
NetBackup Java
控制台访问权限

是

是

用户条目是否
存在于 auth.conf
文件？

具备完全
NetBackup
Java
控制台访问权限

否

BAR GUI

具备完全
NetBackup
Java
控制台访问权限

执行操作

审核

结束

是根用户/
管理员？

是

否

BAR GUI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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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启用 NBAC 的情况下对 CLI 用户的访问控制

图 5-3
开始

是否已启用
NBAC？

是

否

AUTOMATIC/
REQUIRED

REQUIRED

AUTOMATIC

否

是根用户或管理员？

用户是否已通过
VxAT 验证？

是

是
否

处理请求

是

用户是否
已通过
VxAZ 授权？

是

用户是否已通过
VxAT 验证？

否

错误消息

审核

结束

错误消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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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启用 NBAC 的情况下对基于 NetBackup-Java 的用户的访问
控制

图 5-4

开始

NBAC？

是否存在
auth.conf
文件？

是

是否已设置
USE_AUTH_
CONF_NBAC？

是

否

否

否
是
是根用户/
管理员？

否

是否存在
auth.conf
文件？
是

是
是

否

否
具备完全
NetBackup
Java
控制台访问
权限

BAR GUI

用户条目是否
存在于 auth.conf
文件？

是根用户/
管理员？

否

用户条目是否
存在于 auth.conf
文件？

具备完全
NetBackup
Java
控制台访问
权限

BAR GUI

是

Auth .conf
文件中定义的
NetBackup
Java
控制台访问
权限

执行操作

用户操作
请求

是

用户是否已通过
VxAZ 授权？

审核

否

结束

错误消息

否
是
Auth.conf
文件中定义的
NetBackup
Java
控制台访问
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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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管理
为 NetBackup 配置增强的审核功能之后，管理员可以：
■

向用户授予和撤消 NetBackup 管理员权限。

■

查找具有 NetBackup 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

列出具有 NetBackup 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注意：仅具有 NetBackup 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才能执行用户管理任务。
使用 bpnbaz 命令可执行用户管理任务。添加、删除、查找和列出用户命令必须与
以下选项一起运行：
bpnbaz -[AddUser | DelUser] Domain_Type:Domain_Name:User_Name [-M
server] [-credfile][-reason]
bpnbaz -LookupUser Domain_Type:Domain_Name:User_Name [-M server]
[-credfile] bpnbaz -ListUsers [-M server] [-credfile]
bpnbaz -ListUsers Domain_Type:Domain_Name:User_Name [-M server]
[-credfile] bpnbaz -ListUsers [-M server] [-credfile]

下表列出了每个命令的相关信息：
表 5-2
命令

描述

用法示例

-AddUser

帮助用户授予 NetBackup bpnbaz -AddUser
管理员权限。
unixpwd:v-123790b.punin.sen.veritas.com:Debbie

-DelUser

帮助用户撤消 NetBackup bpnbaz -DelUser
管理员权限。
unixpwd:v-123790b.punin.sen.veritas.com:Debbie

-LookupUser 帮助用户搜索或查找具有 bpnbaz -LookupUser
管理员权限的用户。
unixpwd:v-123790b.punin.sen.veritas.com:Debbie
-ListUsers 帮助用户列出具有
bpnbaz -ListUsers
NetBackup 管理员权限的
用户。

有关 bpnbaz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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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身份验证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不强制执行用户身份验证。但是，如果为 NetBackup 配
置了增强的审核功能，则必须从主服务器执行用户身份验证。
用户应使用 bpnbat -login 命令执行身份验证。
UNIX 用户与 Windows 用户的登录过程有所不同。
UNIX
■

必须为除 root 用户以外的所有用户运行 bpnbat -login 命令。

Windows
■

管理员通过“单点登录”(SSO) 选项自动登录。

■

标准用户也通过 SSO 选项登录。但是，如果 SSO 失败，用户必须运行 bpnbat
-login 命令。用户还可以运行 bpnbat -GetBrokerCert 命令与服务器建立信
任。

增强审核的访问控制对 Java 界面授权的影响
配置增强的审核时，命令行和 Java 界面访问的工作方式有所不同。auth.conf 文件
中的条目将取代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访问控制。
请参见第 129 页的“用户管理”。
如果为某用户分配了管理员权限，则该用户可以通过命令行执行所有可审核的
NetBackup 操作。 有关用户访问权限的信息，请参考下表：
表 5-3
auth.conf 条目

用户访问权限
CLI 访问

Java 界面访问

Debbie 在 auth.conf 文件 无访问权限
中具有条目。

拥有 auth.conf 文件中指定的访问权限

Debbie 具有 NetBackup 完全访问权限
管理员权限，但在
auth.conf 文件中没有条
目。

完全访问权限

Debbie 具有 NetBackup 完全访问权限
管理员权限，且在
auth.conf 文件中也有条
目。

拥有 auth.conf 文件中指定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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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conf 条目

CLI 访问

Debbie 在 auth.conf 文件 无访问权限
中没有条目，且也不具有
NetBackup 管理员权限。

Java 界面访问
无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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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对 NetBackup 访问管理的管理

■

关于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配置

■

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配置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

■

客户端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对话框

■

故障排除访问管理

■

使用访问管理实用程序

■

关于确定谁可以访问 NetBackup

■

查看 NetBackup 用户组的特定用户权限

■

升级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

当较早版本的 NetBackup 使用安装在远程计算机上的根代理时升级 NetBackup

关于使用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是用于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的基于
角色的访问控制。NBAC 可以用于以下情况：
■

针对某个应用程序使用一组不同级别的管理员权限。备份应用程序可能有操作
员（可能加载和卸载磁带）。可能有本地管理员（在设备内管理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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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能有总管理员，这些管理员负责管理多个站点和确定备份策略。请注意，
此功能在防止用户错误方面非常有用。如果低级管理员在某些操作上受限，则
可以防止其无意中犯错误。
■

分离管理员，以便在管理系统时不要求具有对该系统的 root 权限。您可以将系
统自身的管理员从管理应用程序的管理员中分离出来。

下表列出了 NBAC 注意事项。
表 6-1

NBAC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或问题

描述或解决方法

配置 NBAC 的前提条件

在开始配置 NBAC 之前，此前提条件列表可提供帮助。这些
项目确保安装过程简单而轻松。下表包含此安装的信息：
■

主服务器的用户名或密码（root 或管理员权限）。

■

主服务器名称

■

连接到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

要备份的所有客户端的名称

■

主机名或 IP 地址

注意：主机名应可解析为有效的 IP 地址。
■

确定是否要升级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

确定是否要升级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如下所示：

■

一些功能通过升级主服务器提供，一些功能通过升级介质
服务器提供，一些功能通过升级客户端提供。
NetBackup 要求较高修订版的主服务器以及较低修订版的
客户端和介质服务器。
功能内容确定部署的内容。

■

如有需要，可逐步部署。

■

■

关于角色的信息

根据以下内容确定配置中的角色：
■

■

NBAC 许可证要求

将 ping 或 traceroute 命令用作工具之一，以确保可
查看主机。使用这些命令可以确保您未配置阻止访问的防
火墙或其他障碍。

谁管理主机（主服务器上的 root 权限等同于第一管理
员）。
确定启动的角色，然后根据需要确定添加角色。

打开访问控制时无需任何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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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或问题

描述或解决方法

NBAC 和 KMS 权限

通常，在使用 NBAC 和运行 Setupmaster 命令时，会创建
与 NetBackup 相关的组权限（例如，NBU_Admin 和
KMS_Admin）。默认的 root 和管理员用户也会添加到这些组
中。在某些情况下，当升级 NetBackup 时，root 和管理员用
户不会添加到 KMS 组中。解决方法是手动为 root 和管理员
用户授予 NBU_Admin 和 KMS_Admin 权限。

将共享安全服务从 PBX 解除挂钩时出现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 (WSFC) 错误消息

在 WSFC 环境下运行 bpnbaz
-UnhookSharedSecSvcsWithPBX <virtualhostname>
命令可能会触发错误消息。但是，共享身份验证和授权服务
可从 PBX 成功解除挂钩，该错误可以忽略。

可能的群集节点错误

在群集环境中，当命令 bpnbaz -setupmaster 在本地管
理员上下文中运行时，AUTHENTICATION_DOMAIN 条目可
能不包含其他群集节点条目。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这些条
目从“主机属性”手动添加到 bp.conf 文件中。

NBAC 设置为“必需”模式时，目录库恢复会失败

如果在 NBAC 正在“必需”模式下运行时执行了目录库恢复，
则需要将 NBAC 从“禁止”模式重新设置回“必需”模式。

在 NBAC 模式下策略验证失败 (USE_VXSS =
REQUIRED)

如果已执行以下操作之一，则备份、还原以及验证快照的策
略会在 NBAC 启用模式下失败。
■

■

经过身份验证的原则将从以下 NBAC 组中删除：
NBU_Users 组
已删除 NBU_User 组的备份和还原权限

bpnbaz - setupmaster 命令失败并显示错误“无法连接 如果管理员以外的其他用户尝试修改 NetBackup 安全，则
bpnbaz –setupmaster 将失败。
授权服务”
只有管理员组中的用户“管理员”具有修改 NetBackup 安全
和启用 NBAC 的权限。
在安装期间进行身份验证代理配置将失败。

系统的无效域名配置在配置身份验证代理期间会引起失败。
要解决此问题，请使用 bpnbaz -configureauth 命令配
置身份验证代理。
有关 bpnbaz 命令的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
南。

对 NetBackup 访问管理的管理
可以通过定义用户组并向这些用户组授予显式权限来控制对 NetBackup 的访问。可
以配置用户组并分配权限。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访问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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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使“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正常运行，用户必须具有远程登录系统的权
限。

注意：如果某些介质服务器未配置访问控制，则非 root/非管理员用户无法管理这些
服务器。

关于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配置
注意：在安装 NetBackup 时已经安装了 NBAC。因此只需为该版本配置 NBAC。
NBAC 配置说明适用于非 HA 环境中的 NBAC 配置。NetBackup 在 AIX、HP-UX、
Linux、Solaris 和 Windows 环境中支持各种高可用性环境。NBAC 配置如下：
■

根据需要，为主服务器创建一个群集。《NetBackup 高可用性环境管理指南》
中有关复制和灾难恢复部分有对 HA 信息的介绍。《NetBackup 群集主服务器
管理指南》中描述了群集信息。

■

按照提供的说明配置 NBAC 操作。
请参见第 135 页的“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注意：对于较早版本的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主机（NetBackup 7.5 之前的版本），
需要执行手动身份验证和授权客户端安装。NetBackup 7.5 版本具有嵌入其中的身
份验证客户端和授权客户端。因此，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上不需要身份验证服务
器和授权服务器。
有关 NBAC 配置顺序的信息，请参见以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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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1

为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配置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在独立主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注意：主服务器可以在独立模式下安装，也可以在群集中以高可用性配置进行
安装。

2

为 NBAC 配置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38 页的“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3

为 NBAC 配置客户端。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在客户端上安装和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NBAC 配置概述
本主题包含使用 bpnbaz 命令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的建议。此
命令在 NETBACKUP_INSTALL_PATH/bin/admincmd 目录下提供。
在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上配置 NBAC 需要 bpnbaz 实用程序。 此工具还
可为所有以前版本的介质主机和客户端主机配置 NBAC。 有关 bpnbaz 命令的摘
要，请参见以下主题：请参见第 143 页的“NBAC 配置命令汇总”。此主题提供了如何
使用这些命令的示例，并提供了有关建议用法的详细信息。 请注意，配置服务后，
应在每个服务器和客户端上重新启动这些服务。
由于从主服务器完成此配置，因此请确保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存在
有效的通信链路。 查看前提条件列表：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使用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查看该列表以确保您已注意到所有关联的介质服务器、
客户端以及与其进行通信的地址。
有关故障排除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请参见第 156 页的“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的配置和故障排除主题”。一组 OS 命令和一个 NetBackup 命令
对于第一级故障排除很有用。 操作系统命令为 ping、traceroute 和 telnet。
NetBackup 命令为 bpclntcmd。使用这些命令可确保主机相互通信。

在独立主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在安装在单个计算机上的主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主服务器需要一个身份验证服务器和一个授权服务器。
下表介绍了用于 NBAC 配置的主机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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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主机名示例

主机名

Windows

UNIX

主服务器

win_master

unix_master

介质服务器

win_media

unix_media

客户端

win_client

unix_client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在独立主服务器上配置 NBAC。
注意：使用 -setupmaster 在主服务器上设置 USE_VXSS = AUTOMATIC。如果在主
服务器上设置了 USE_VXSS = REQUIRED，并尝试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NBAC，则可
能会出现以下错误：在 REQUIRED 模式下配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请将该模式
更改为 AUTOMATIC 以完成介质服务器配置。
在独立主服务器上配置 NBAC

1

完成所有 NetBackup 主服务器安装或升级。

2

运行 bpnbaz -setupmaster 命令。
输入 y。系统开始收集配置信息。然后，系统开始设置授权信息。

3

成功完成 bpnbaz -setupmaster 命令后，在此计算机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4

继续设置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38 页的“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安装在群集中具有高可用性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可以按照以下过程安装在群集中具有高可用性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安装 NetBackup 并对其进行群集

1

配置将要安装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群集系统。

2

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安装 NetBackup 主服务器。

3

对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进行群集。
NetBackup 高可用性环境管理指南中介绍了有关复制和灾难恢复的 HA 信息
NetBackup 群集主服务器管理指南中介绍了群集信息。

4

执行测试备份以确保 NetBackup 主服务器能够在不启用 NBAC 的情况下在
NetBackup 域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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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集主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注意：在 Windows 群集环境中，在运行设置主服务器后，被动节点中的
AUTHENTICATION_DOMAIN 条目可能与主动节点名称相同。这是不允许的。在被动节
点上进行故障转移后，启动 MFC UI（使用 <[本地计算机名称] > \[管理员用户]）时
将显示一个与身份验证相关的弹出错误消息。 此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在运行设置主服
务器后（进行故障转移之前），将本地节点名称作为身份验证域添加到被动节点上
的 AUTHENTICATION_DOMAIN 中。 更新 AUTHENTICATION_DOMAIN 的值之前，使用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bpgetconfig 命令获取
当前值。然后，使用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命令将本地节点名称作
为身份验证域添加到现有域列表中。要从 bpsetconfig 命令提示符退出并保存，请
按 Ctrl + Z，然后按 Enter。

注意：在群集的活动节点上将 NBAC 模式从 REQUIRED 恢复到 PROHIBITED 会导致
群集发生故障。此问题的解决方法是执行以下操作。在活动节点上，先运行
bpclusterutil -disableSvc nbazd 命令，然后运行 bpclusterutil -disableSvc
nbatd 命令。使用 bpsetconfig 命令将 bp.conf USE_VXSS=AUTOMATIC 或 REQUIRED
值更改为 PROHIBITED。将 NBAC 转换为 REQUIRED 模式以监视安全服务时，在活动
节点上先运行 bpclusterutil -enableSvc nbazd 命令，然后运行 bpclusterutil
-enableSvc nbatd 命令。
可以按照以下过程在群集主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在群集主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1

登录到主群集节点。

2

如果使用 Windows，请打开命令控制台。

3

对于 UNIX，请转至目录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对于
Windows，请转至目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

4

在活动节点上运行 bpnbaz -setupmaster。

5

登录到主服务器控制台 GUI。

6

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以确保 NBAC 设置生效。

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在 NetBackup 配置中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需要对不与主服务器位于相同主机的介质服务器执行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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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 -setupmedia 在主服务器上设置 USE_VXSS = AUTOMATIC。如果在主服
务器上设置了 USE_VXSS = REQUIRED，并尝试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NBAC，则可能
会出现以下错误：在 REQUIRED 模式下配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请将该模式更
改为 AUTOMATIC 以完成介质服务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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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访问控制

1

登录到主服务器计算机。

2

运行 bpnbat -login 命令。
确保在 bpnbaz -setupmedia 命令之前运行 bpnbat -login 命令，以避免命
令失败。
bpnbaz -setupmedia 命令有多个选项。

如果没有单个主机扩展或 -all 选项，此命令不起作用。
请参见第 143 页的“NBAC 配置命令汇总”。
建议首先使用 -dryrun 选项模拟运行该配置。它可以与 -all 和单个服务器配
置一同使用。 默认情况下，已发现的主机列表会写入 SetupMedia.nbac 文件。
还可以使用 -out <output file> 选项提供您自己的输出文件名。如果您使用
您自己的输出文件，则应针对后续运行使用 -file 选项来传递该文件。dry-run
命令与以下命令类似：
bpnbaz -SetupMedia -all -dryrun [-out <outfile>] 或
bpnbaz -SetupMedia <media.server.com> -dryrun [-out <outfile>]。

如果日志文件中包含所有要更新的介质服务器，请使用 -dryrun 选项。可以继
续使用 -all 命令同时对它们进行处理。例如，可以使用：
bpnbaz -SetupMedia -all 或
bpnbaz -SetupMedia -file <progress file>。

请注意，-all 选项每次运行时都会更新所有介质服务器。如果希望针对所选的
一组介质服务器运行该选项，也可以实现此操作。仅将要配置的介质服务器的
名称保留在一个文件中，然后使用 -file 选项传递该文件。此输入文件可以是
SetupMedia.nbac，也可以是在上一模拟运行中使用 -out 选项提供的自定义
文件名。例如，您可能已经使用了 - bpnbaz -SetupMedia -file
SetupMedia.nbac。
要配置单个介质服务器，请将该介质服务器主机名指定为选项。例如，使用：
bpnbaz -SetupMedia <media.server.com>。

3

成功完成该命令后，在目标介质服务器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此时已在目标主机上设置了 NBAC。如果没有完成某些目标主机的配置，可以
检查输出文件。
执行此步骤后，继续对客户端主机进行访问控制配置。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在客户端上安装和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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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端上安装和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以下步骤介绍如何在 NetBackup 配置中的客户端上安装和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目标客户端运行的应是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7.5 或更高版本。
在客户端上安装和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1

确保当前未对客户端计算机运行任何备份。

2

以 UNIX root 或 Windows 管理员身份登录主服务器计算机。

3

检查身份验证后台驻留程序 (nbatd) 是否正在运行。如果未运行，请启动身份
验证后台驻留程序。

4

转到 NBU_INSTALL_PATH/bin 目录。

5

使用以下命令以 NetBackup 安全管理员身份登录：
注意：在主服务器上，UNIX root 用户和 Windows 管理员是默认的 NetBackup
安全管理员。
bpnbat -Login

将显示以下信息。

Authentication Broker [master.server.com is default]:
Authentication port [0 is default]:
Authentication type (NIS, NISPLUS, WINDOWS, vx, unixpwd)
[unixpwd is default]:
Domain [master.server.com is default]:
Login Name [root is default]:
Password: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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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所述的选项运行 bpnbaz -SetupClient。
请注意，如果没有单个主机扩展或 -all 选项，此命令不起作用。
请参见第 143 页的“NBAC 配置命令汇总”。
首先执行模拟运行，以查看对主服务器可见的所有客户端。对具有大量客户端
（超过 250 个）的公司使用此过程。 -dryrun 选项可以与 -all 和单个客户端
配置一同使用。默认情况下，已发现的主机列表会写入同一个目录中的
SetupClient.nbac 文件。还可以使用 -out <output file> 选项提供您自己
的输出文件名。如果您使用您自己的输出文件，则应针对后续运行使用 -file
选项来传递该文件。例如，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bpnbaz -SetupClient -all -dryrun [-out <outfile>] 或
bpnbaz -SetupClient <client.host.com> -dryrun [-out <outfile>]。

在模拟运行之后，请检查客户端主机名并在不使用 -dryrun 选项的情况下运行
同一命令。例如，使用以下命令：
bpnbaz -SetupClient -all 或
bpnbaz -SetupClient -file SetupClient.nbac or bpnbaz -SetupClient
<client.host.com>。
-all 选项与主服务器已知的客户端一同运行。处理较大环境中的所有客户端

（超过 250 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all 客户端列表将更新所有客户端上的凭据。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和一些资

源；请改用 -file 选项更新客户端的子集。您可以多次运行同一个命令，直到
进度文件中的所有客户端都成功配置。每个客户端的状态都在输入文件中进行
更新。每次运行中成功完成的客户端都会在后续运行中被注释掉。对于每次后
续的运行，都会留下较小的子集。如果已添加许多客户端（超过 250 个），请
使用此选项。锁定那时要更新的客户端。
带有 -all 的 -images 选项可查找映像目录库中的客户端主机名。它可以在较
大的环境中返回被淘汰的主机。运行 -all -dryrun 选项和 -images 选项可确
定应更新哪些主机。

7

完成安装后，重新启动特定客户端上的客户端服务。

在代理与 Windows 远程控制台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按照以下过程在主服务器（代理）与管理客户端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142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安全
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在代理与 Windows 远程控制台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1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
admincmd>bpgetconfig USE_VXSS AUTHENTICATION_DOMAIN
>VXSS_SETTINGS.txt
VXSS_SETTINGS.txt 的输出示例：
USE_VXSS = AUTOMATIC
AUTHENTICATION_DOMAIN = <domain_name> "" WINDOWS <broker_host> 0

2

将 VXSS_SETTINGS.txt 复制到管理客户端。

3

从管理客户端运行以下命令：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absolute_path>\VXSS_SETTINGS.txt"

运行此命令时，可使管理客户端上的设置与代理上的设置相匹配，并将管理客
户端设置为自动登录到代理。

4

从管理客户端启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时，应该会发出与代理建立信任
的请求。在信任得到同意后，便可以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关于在 NetBackup 目录库热备份中包括身份验证和授权数据库
如果您的 NetBackup 环境使用联机目录库热备份方法，则不需要增加任何配置即可
在目录库备份中包括 NetBackup 身份验证和授权数据库。

NBAC 配置命令汇总
下表汇总了在 NBAC 快速配置过程中使用的命令。
在命令用法的提要中经常使用下列约定。
方括号 [ ] 表示方括号内的命令行组成部分是可选的。
竖线或管道 (|) 表示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各个可选参数。 例如，当命令使用格式
command arg1|arg2 时，可以选择 arg1 或 arg2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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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C 配置命令汇总

表 6-3
命令

描述

bpnbaz -GetConfiguredHosts
bpnbaz -GetConfiguredHosts 命令用于获取主机上的 NBAC 状态。
[target.server.com [-out file] 此命令要求使用 -all 或 target.server.com 选项。
| -all [-outfile] | -file
语法为：
progress.file]
■ target.server.com 是单个目标主机的名称。 例如，如果要查找单个主
机上的 NBAC 状态，请使用此选项。
■ -out 选项用于指定自定义输出文件名。 默认情况下，该输出会写入
SetupMedia.nbac 文件。此选项可以与 -all 和单个主机配置选项
一起使用。
■ -all 选项会检查所有策略并收集所有唯一的主机名。 这些主机名可在
策略中找到。它还收集所有配置的介质服务器，并在
ConfiguredHosts.nbac 文件中捕获每个主机的 NBAC 状态。
■

■

bpnbaz -SetupMaster [-fsa
[<domain type>:<domain
name>:]<user name>]

-file progress.file 选项用于指定从 progress_file 中读取的
主机名。 此选项要求 progress_file 中每行有一个主机名。CLI 利用主
机的 NBAC 状态更新 progress_file。此选项将 # 追加到 hostname
后面，后跟 NBAC 状态。
使用 target.server.com 或 -all 选项时，在
ConfiguredHosts.nbac 文件中捕获主机的状态。

运行 bpnbaz -SetupMaster 命令可设置主服务器以便使用 NBAC。应
该在主服务器上安装并运行授权服务器和身份验证代理。
使用 bpnbaz -SetupMaster -fsa 命令及第一安全管理员选项将特定
操作系统用户置备为 NBU 管理员。
语法为：
■

-fsa 选项用于将特定操作系统用户置备为 NBU 管理员。 使用此选项
时，需要您提供当前操作系统用户身份的密码。

■

domain type 是您所使用的网络域类型。 例如，bpnbaz
-SetupMaster -fsa nt:ENTERPRISE:jdoe 命令将 Windows 企
业域用户 jdoe 置备为 NBU 管理员。

■

domain name 是您所使用的特定域的名称。 例如，bpnbaz
-SetupMaster -fsa jdoe 命令使用当前登录用户的域类型
(Windows/UNIXPWD) 和域名，并在该域中置备 jdoe 用户。

■

user name 是您指定为 NBU 管理员的特定操作系统用户名。

注意：会验证用户在指定的域中是否存在。还会保留将登录的管理员
或 root 用户置备为 NBU 管理员的现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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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描述

bpnbaz -SetupMedia [
bpnbaz -SetupMedia 命令由主服务器上的 NBU_Administrator 组成员
media.server.com [-out file] | 运行。 除非 bpnbaz -SetupMaster 已成功完成，否则不应该运行它。
-all [-out file] | -file
它需要在主服务和目标介质服务器系统之间建立连接。此命令要求使用
-all 或 target.server.com 选项。
progress.file ] [-dryrun]
[-disable]
语法为：
■

■

■

■

■

■

media.server.com 是单个目标主机的名称。 使用此选项额外添加一个
主机以便与 NBAC 结合使用。
-out 选项用于指定自定义输出文件名。 默认情况下，该输出会写入
SetupMedia.nbac 文件。此选项可以与 -all 和单个主机配置选项
一起使用。
-all 将检查所有存储单元，并收集在存储单元中找到的所有唯一的主
机名。 可按排序顺序尝试这些单元。结果将写入到进度文件。
-file progress_file 选项用于指定具有一组特定介质服务器主机
名的输入文件。 运行后，每个介质服务器的状态会在进度文件中更新。
已成功完成的主机会在后续运行中被注释掉。此命令可重复执行，直到
成功配置了输入文件中的所有介质服务器。
-dryrun 可生成介质服务器名称的列表，并将它们写入到日志中。 此
选项可以与 media.server.com 结合使用，但是它应该与 -all 选项一
起使用。
-disable 选项可以在目标主机上禁用 NBAC (USE_VXSS =
PROHIB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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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描述

bpnbaz -SetupClient [
client.server.com [-out file]
| -all [-images] [-out file] |
-file progress.file ] [-dryrun]
[-disable]

bpnbaz -SetupClient 命令用于在客户端上设置 NBAC。 除非 bpnbaz
-SetupMaster 命令已成功完成，否则不应该运行它。 bpnbaz
-SetupClient 需要从主服务器运行。 它需要在主服务器和目标客户端
系统之间建立连接。此命令要求使用 -all 或 target.server.com 选
项。
语法为：
■

■

■

■

■

■

■

client.server.com 是单个目标主机的名称。 例如，如果您希望额外添
加一个主机以便与 NBAC 一起使用，则此名称将是您的选择。
-out 是用于指定自定义输出文件名的选项。 默认情况下，输出会写入
SetupClient.nbac 文件。此选项可以与 -all 和单个主机配置选项
一起使用。 -out 选项用于指定自定义输出文件名。 默认情况下，输
出会写入 SetupClient.nbac 文件。此选项可以与 -all 和单个主
机配置选项一起使用。
-all 选项会检查所有策略并收集在策略中找到的所有唯一的主机名。
按排序顺序尝试这些策略。结果将写入到进度文件。
-images 选项会搜索所有映像以查找唯一的主机名。 对于具有大目录
库的客户，我们不推荐此选项，除非他们添加 -dryrun 选项。 此选项中
生成包含在映像目录库中的所有唯一的客户端。较旧的目录库可包含大
量淘汰的主机，即被移到新主服务器或者重命名的主机。该命令的运行
时间会随着尝试联系不可访问的主机而增加。
- dryrun 选项可生成客户端名称的列表，并将它们写入到日志中。
它不会导致对目标系统进行实际配置。
-disable 选项可以在目标主机上禁用 NBAC (USE_VXSS =
PROHIBITED)。
-file progress.file 选项用于为进度日志指定不同的文件名。
CLI 从 progress_file 读取主机名。每个主机名旁边会追加 [# separated
value] 状态。成功完成的主机会被注释掉。此命令可多次运行，直到成
功配置了 progress_file 中的所有客户端。

使用 setuptrust 命令统一 NetBackup 管理基础架构
注意：如果在安装期间提供了 OpsCenter 服务器名称，会自动执行此过程。否则，
可用 CLI 将 OpsCenter 服务器名称添加到 NBU 主机。这样便会从 NBU 端建立信
任关系。
Veritas 产品管理服务器需要进行通信，以便某个产品的管理员有权管理另一个产
品。 这种通信可确保通过一个管理服务器完成另一个服务器中的应用程序进程。确
保通信的一种方法是使用名为“根代理”的公用独立安全服务器。如果所有管理服
务器均指向公用根代理，则每个服务器的权限均基于一个公用证书。 确保通信的另
一个方法是使用 setuptrust 命令。此命令可在两个管理服务器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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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要信任另一个管理服务器的管理服务器发出此命令。安全信息将从该主机传输
至请求建立信任关系的主机。这样就建立了单向信任关系。通过从所涉及的两个服
务器相互发出 setuptrust 命令，可建立双向（相互）信任关系。例如，有一个
NetBackup 配置包括一个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 (OPS) 和三个主服务器（A、
B 和 C）。 每个主服务器已连接到客户端和介质服务器的 NBAC 策略和管理。
第一步，使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 (OPS) 与每个主服务器（A、B 和 C）建立
信任关系。 此信任关系确保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可接收到来自每个主服务
器、与每个主服务器连接的客户端和介质服务器的安全通信。 这些事件的顺序如下
所示：
■

OPS 建立与主服务器 A 的信任关系。

■

OPS 建立与主服务器 B 的信任关系。

■

OPS 建立与主服务器 C 的信任关系。

如果将 Veritas OpsCenter 设置为对各个主服务器执行操作，则需要从每个主服务
器建立与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 (OPS) 的信任关系。 这些事件的顺序如下所
示：在此例中，setuptrust 命令运行六次。
■

主服务器 A 建立与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 (OPS) 的信任关系。

■

主服务器 B 建立与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 (OPS) 的信任关系。

■

主服务器 C 建立与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 (OPS) 的信任关系。

■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 (OPS) 建立与主服务器 A 的信任关系。

■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 (OPS) 建立与主服务器 B 的信任关系。

■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 (OPS) 建立与主服务器 C 的信任关系。
注意：NetBackup 与 OpsCenter 会自动建立信任关系。可能需要对更早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手动执行这些 setuptrust 操作。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安装结束时，会有一个关于 OpsCenter 主机名的问题。接着，主服务器即可启
动双向信任设置。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中介绍了 setuptrust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第 147 页的“使用 setuptrust 命令”。

使用 setuptrust 命令
如果所提供的详细信息值得信任，您可以使用 setuptrust 命令联系要信任的代理，
通过线路获得其证书或详细信息，然后添加到信任存储库中。安全管理员可以配置
下列安全级别之一，以便分发根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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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安全 (2)：如果从对等方获得了以前不信任的根证书（即，我们的信任存储中
不存在具有相同签名的证书），将提示用户验证哈希。

■

中等安全 (1)：将信任第一个身份验证代理，没有提示。 将证书添加到信任存储
之前，所有信任后续身份验证代理的尝试都将导致提示用户进行哈希验证。

■

低安全 (0)：始终信任身份验证代理证书，没有任何提示。 vssat CLI 位于身份
验证服务 bin 目录中。

setuptrust 命令使用以下语法：
vssat setuptrust --broker <host[:port]> --securitylevel high
setuptrust 命令使用下列参数：
broker、host 和 port 参数为首要参数。 要信任的代理的主机和端口。用于身份

验证的注册端口是 2821。如果代理配置了另一个端口号，请与安全管理员联系以
了解相关信息。

配置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
要配置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请展开“NetBackup 管
理”>“主机属性”>“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 服务器名称 >“访问控制”。
将“NetBackup Product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Product Authorization”
设置为“必需”或“自动”。设置为“自动”会考虑到配置内可能存在尚未针对
NBAC 进行配置的主机。服务器在与其他 NetBackup 系统通信时，会尝试协商可能
的最安全连接。在针对 NBAC 配置所有客户端和服务器之前，应使用“自动”设
置。
图 6-1 显示了“访问控制”主机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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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访问控制主机属性对话框

在选择“自动”时，可以指定使用“NetBackup Product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Product Authorization”所需的计算机或域。 否则，可以指定禁止使
用“NetBackup Product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Product Authorization”
的计算机。

“身份验证域”选项卡
“身份验证域”选项卡用于定义以下内容：
■

哪些身份验证服务器支持哪些身份验证机制

■

每个身份验证服务器支持哪些域。

添加希望用户向其进行身份验证的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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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示例包含六个身份验证域。
图 6-2 显示了“身份验证域”选项卡。
图 6-2

“身份验证域”选项卡

注意：如果使用 UNIX 身份验证域，请输入执行身份验证的主机的完全限定域名。

注意：支持的身份验证类型包括 NIS、NISPLUS、WINDOWS、vx 和 unixpwd（unixpwd
是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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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服务”选项卡
注意：不允许对此选项卡进行任何更改。它是只读的。
在“访问控制”主机属性中的“授权服务”选项卡上，可以看到主机名。所有这些
信息呈灰显状态，因为它是只读的。您无法对此屏幕进行任何更改。
图 6-3 显示了“授权服务”选项卡。
图 6-3

“授权服务”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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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属性”选项卡
在“网络属性”选项卡上查看“访问控制”主机属性。将主服务器添加到“网络”
列表。然后，将“NetBackup Product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Product
Authorization”设置为“必需”。
添加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每个新 NetBackup 客户端或介质服务器都需要配置
“访问控制”属性。在所添加的 NetBackup 客户端或介质服务器以及主服务器上都
会配置这些属性。可以通过主服务器上的主机属性完成此配置。

客户端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对话框
在主机属性中选择 NetBackup 客户端（在主服务器上的“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客户端”>（选定的客户端）>“访
问控制”）。
下图显示了客户端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
图 6-4

客户端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

将“NetBackup Product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Product Authorization”
设置为“必需”或“自动”。在本示例中，选择了“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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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的“身份验证域”选项卡
在主机属性中选择 NetBackup 客户端它可以在每台计算机上控制哪些系统要求使用
或禁止使用 NetBackup Product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请注意，两个
系统必须具有匹配的设置才能进行通信。
在“访问控制”主机属性中的“身份验证域”选项卡上，添加客户端可用于进行身
份验证的域的列表。可以单击“查找”获取可用身份验证域的列表。然后，单击
“添加”创建选定身份验证域的列表。
图 6-5显示了“身份验证域”选项卡和选定的身份验证域。
图 6-5

客户端的“身份验证域”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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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的“网络属性”选项卡
在“访问控制”主机属性中的“网络属性”选项卡上，添加客户端可用于进行身份
验证的网络的列表。
图 6-6显示了客户端的“网络属性”选项卡。
图 6-6

客户端的“网络属性”选项卡

故障排除访问管理
可排除访问管理故障，并可确定某些进程和功能是否正常工作。
请参见第 156 页的“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的配置和故障排除
主题”。
这些验证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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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验证点
请参见第 162 页的“Windows 验证点”。

■

UNIX 验证点
请参见第 170 页的“UNIX 验证点”。

■

在包含 UNIX 主服务器的混合环境中的验证点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在包含 UNIX 主服务器的混合环境中的验证点”。

■

在包含 Windows 主服务器的混合环境中的验证点
请参见第 181 页的“在包含 Windows 主服务器的混合环境中的验证点”。

对 NBAC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下表列出了与 NBAC 有关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表 6-4

NBAC 问题

问题和原因

解决方法

用户控制的备份或还原失败

配置 Windows 界面以支持此设置。

用户控制的备份或还原失败，NBAC 处于自动模式。 “备 应该至少有一个充当身份验证代理的 Microsoft Windows
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显示配置 NBAC 时 Windows 界面 系统，以从 Active Directory 域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中的一些错误。

有关如何配置 Windows 界面以利用 Active Directory 的现
如果使用 NBAC 在 UNIX 主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设 有用户来管理、操作或使用主要位于 UNIX/Linux 平台上的
置，并在未首先配置 Windows 界面用于此种设置的情况下 NetBackup 环境，请参考 TECH199281。
尝试使用该界面，则会发生备份或还原失败。 另一个原因 正确配置此设置后，运行 bpnbat -logout 命令从此设
是主目录中的证书可能已过期。
置注销，然后重新启动界面。
身份验证失败，并显示错误 116
尝试在目标主机上设置 NBAC 时，身份验证失败，并显示
error 116-VxSS authentication。
NBU_Operator 组中的非管理员用户尝试使用“访问管

检查是否正确配置了 NBAC 身份验证以及是否拥有目标主
机的有效可用凭据。

NBU_Operator 组中的用户拥有有限的权限。

理”时出错

用户将需要一组不同的权限来使用“访问管理”实用程序。
要获取所需的权限，请将用户添加到 NBU_Security_Admin
已将非管理员用户添加到 NBU_Operator 组中。已将读
取、浏览和配置权限与配置主机属性的权限一起分配。但 组。
是，用户尝试打开“访问管理”实用程序时，会显示错误。 有关用户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194 页的“NetBackup 默认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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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原因

解决方法

授权文件 (auth.conf) 功能在启用 NBAC 的环境中无法正
常工作。默认情况下，auth.conf 文件仅由非 NBAC 环境
中的 Java 界面支持。

为了使 auth.conf 文件在启用 NBAC 的环境中正常工作，
请使用 nbgetconfig 和 nbsetconfig 命令将
USE_AUTH_CONF_NBAC 条目添加到 Windows 注册表或
UNIX 上的 bp.conf 文件。此条目必须设置为 YES，如下所
示：
USE_AUTH_CONF_NBAC = YES
有关 auth.conf 文件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的配置和故障排除主题
下表介绍了“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的有用配置和故障
排除主题以及提示。 此外，这张表还包含几个已知问题及其解决提示信息。
表 6-5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的配置和故障排除
主题以及提示

主题

配置提示

验证主服务器设置

运行 bpnbat -whoami 并指定计算机凭据，以指明主机是在哪个域中注册的以
及证书所代表的计算机的名称。
bpnbat -whoami -cf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vxss\credentials\
master.company.com
"Name: master.company.com
Domain: NBU_Machines@master.company.com
Issued by: /CN=broker/OU=root@master.company.com/O=vx
Expiry Date: Oct 31 20:17:51 2007 GMT
Authentication method: Veritas Private Security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列出的域不是 NBU_Machines@master.company.com，请考虑对怀疑有问
题的名称运行 bpnbat -addmachine (master)。此命令在服务于 NBU_Machines
域的计算机上运行 (master)。
然后，在需要放置凭据的计算机上，运行：bpnbat -login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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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配置提示

建立 root 凭据

如果在设置身份验证服务器或授权服务器时遇到问题，且应用程序质疑您的 root
凭据：请确保 $HOME 环境变量对于 root 是正确的。
使用以下命令检测当前值：
echo $HOME
此值应该与 root 的主目录匹配，它通常位于 /etc/passwd 文件中。
请注意，在切换为 root 时，可能需要使用：
su 而不是仅使用 su，以正确地适应 root 环境变量。

失效凭据消息

如果凭据失效或不正确，则在运行 bpnbaz 或 bpnbat 命令时，可能会收到以下
消息：
Supplied credential is expired or incorrect. Please
reauthenticate and try again.
可以运行 bpnbat -Login 以更新失效的凭据。

有用的调试日志

调试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时以下日志很有用：
在主服务器上：admin、bpcd、bprd、bpdbm、bpjobd、bpsched
在客户端上：admin、bpcd
访问控制：nbatd、nbazd。
有关适当日志记录的说明，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卸载共享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在 UNIX 上：
Service 和 NetBackup Authorization
使用 installics，选择卸载身份验证和授权的选项。卸载完成后，下列目录应
Service
该为空：
/opt/VRTSat 和 /opt/VRTSaz
/etc/vx/vss
/var/VRTSat and /var/VRTSaz
在 Windows 上：
使用 Windows 控制菜单中的“添加/删除程序”面板，卸载身份验证和授权。 卸
载完成后，\Veritas\Security 目录应该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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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配置提示

将共享 AT 与 PBX 解除挂钩

如果升级了 NetBackup 且已在先前的设置中启用了 NBAC，则应将旧的共享 AT
与 PBX 解除挂钩。
要将共享 AT 解除挂钩，请运行以下命令。
在 UNIX 平台上，运行 /opt/VRTSat/bin/vssat setispbxexchflag
--disable。
在 Windows x86 上，运行 C:\Program
Files\VERITAS\Security\Authentication\bin\vssat
setispbxexchflag --disable。
在 Windows x64 上，运行 C:\Program
Files(x86)\VERITAS\Security\Authentication\bin\vssat
setispbxexchflag --disable。

凭据的存储位置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凭据存储在以下目录中：
UNIX：
用户凭据：$HOME/.vxss
计算机凭据：/usr/openv/var/vxss/credentials/
Windows：
<user_home_dir>\Application Data\VERITAS\VSS

系统时间如何影响访问控制

凭据有一个生成时间和失效时间。系统时钟时间差别太大的计算机会将凭据视为
在将来创建的或过早失效。如果在系统之间通信时遇到问题，请考虑对系统时间
进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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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配置提示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端口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Authorization 后台驻留程序服务将端口
13783 和 13722 用于二线支持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对于 7.5 版和更高版本，它
使用 PBX 连接。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验证这些进程是否正在侦听：
身份验证：
UNIX
netstat -an | grep 13783
Windows
netstat -a -n | find "13783"
授权：
UNIX
netstat -an | grep 13722
Windows
netstat -a -n | find "13722"

停止共享服务的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Authorization 后台驻留程序

停止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服务时，首先停止授权，然后
停止身份验证。
UNIX - 请使用以下命令。
要停止授权服务，请使用示例中所示的终止信号：
# ps -fed |grep nbazd
root 17018
1 4 08:47:35 ?
0:01 ./nbazd
root 17019 16011 0 08:47:39 pts/2 0:00 grep nbazd
# kill 17018
如示例中所示，要停止身份验证服务，请使用终止信号：
# ps -fed |grep nbatd
root 16018
1 4 08:47:35 ?
0:01 ./nbatd
root 16019 16011 0 08:47:39 pts/2 0:00 grep nbatd
# kill 16018
Windows
因为这些服务不显示在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中，请使用 Windows 提供的“服
务”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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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配置提示

如果您将自己锁在 NetBackup 之外 如果没有正确配置访问控制，您可能会将自己锁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之外。
如果此锁定发生，可使用 vi 读取 bp.conf 条目 (UNIX) 或使用 regedit (Windows)
查看以下位置的 Windows 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NetBackup\
CurrentVersion\config
您可以查找以查看是否正确设置了以下条目：AUTHORIZATION_SERVICE、
AUTHENTICATION_DOMAIN 和 USE_VXSS。
管理员可能不想使用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或者没有安装授权库。确保已将
USE_VXSS 条目设置为 Prohibited，或者已将该条目完全删除。
介质服务器上的存储单元备份在
NBAC 环境中可能无法工作

NetBackup 域中某个系统的主机名（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与 bp.conf
文件中指定的主机名应该相同。

使用 nbac_cron 实用程序

使用 nbac_cron.exe 实用程序可创建用于运行 cron 或 at 作业的标识。
有关 nbac_cron 实用程序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87 页的“关于 nbac_cron 实用程序”。
nbac_cron.exe 位于以下位置：
UNIX -/opt/openv/netbackup/bin/goodies/nbac_cron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goodies\nbac_cron.exe
有关使用 nbac_cron 实用程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88 页的“使用 nbac_cron 实用程序”。

在 Windows 上进行恢复后启用
NBAC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Windows 上进行恢复后手动启用 NBAC。
■

在注册表中添加 AUTHENTICATION_DOMAIN、AUTHORIZATION_SERVICE
和 USE_VXSS 项。

■

将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和 Authorization 服务的服务类型更改为
AUTOMATIC。

■

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

验证 nbatd 和 nbazd 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注意：在群集上运行 bpclusterutil -enableSvc nbatd 和
bpclusterutil -enable nbazd 命令。
在群集安装中，setupmaster 可
能会失败

在安装群集时存在一个已知问题，即如果配置文件在共享磁盘上，setupmaster
可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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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配置提示

共享安全服务（vxatd 或 vxazd） 共享安全服务（vxatd 或 vxazd）与主服务器一起组成群集时，群集存在一个
与主服务器一起组成群集时，群集 已知问题。执行 bpnbaz -SetupMaster 命令和设置安全性 (NBAC) 时，请持
的已知问题
久冻结共享安全服务服务组（如果适用），或者使服务脱机（但确保其共享磁盘
联机），然后运行 setupmaster 命令。
在群集主服务器中升级 NBAC 时的
已知问题，即 bp.conf 文件中的所
有 AUTHENTICATION_DOMAIN 条
目都将随作为身份验证代理的主服
务器虚拟名称而更新

在群集主服务器中升级 NBAC 时存在一个已知问题，即 bp.conf 文件中的所有
AUTHENTICATION_DOMAIN 条目都将随作为身份验证代理的主服务器虚拟名称
而更新。如果存在指代主服务器以外的其他身份验证代理的任何域条目（且主服
务器不服务于该域），则需要从 bp.conf 文件中手动删除该条目。

Solaris x64 上 nbazd 失败并显示
错误的已知问题

Solaris x64 上存在一个已知问题，即 nbazd 会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
ld.so.1: nbazd: fatal: relocation error:
R_AMD64_PC32: file /usr/lib/64/libCrun.so.1:
symbol __1cH__CimplMex_terminate6F_v_:
value 0x28001a4b2ba does not fit
要解决该问题，请安装修补程序 119964-*。

Windows 2003 双堆栈计算机的已
知问题

Windows 2003 双堆栈计算机存在一个已知问题。 需要从
http://support.microsoft.com/ 获取 Microsoft 修补程序 kb/928646。

与访问控制失败以及短主机名和长
主机名相关的已知问题

存在一个已知问题，其中包括与访问控制有关的故障。 请确定短主机名和长主机
名是否可以正确解析，以及是否可以解析为相同的 IP 地址。

代理配置文件的 ClusterName 设 代理配置文件的 ClusterName 设置为 AT 的虚拟名称时，在群集中升级 NBAC
置为 AT 的虚拟名称时，在群集中 时存在一个已知问题。该设置将按原样迁移到嵌入式代理中。嵌入式代理在其配
升级 NBAC 的已知问题
置文件中将 UseClusterNameAsBrokerName 设置为 1。当发送代理域映射请
求时，它将使用共享 AT 的虚拟名称作为代理名称。 bpnbaz
-GetDomainInfosFromAuthBroker 不返回任何内容。在升级过程中，将会
更新 bp.conf 文件，使其具有 NetBackup 虚拟名称。
bpcd 的多个实例可能导致错误的已 存在一个已知问题，即 bpnbaz -SetupMedia 命令 bprd 使用
知问题
AT_LOGINMACHINE_RQST 协议与目标框上的 bpcd 进行对话。会生成一个 bpcd
新实例。该命令完成后，它会尝试释放 char 数组作为常规指针，这可能会导致
bpcd 在客户端上进行核心转储。应该不会失去相应的功能，因为此 bpcd 实例
只是临时创建的，会正常退出。父 bpcd 不会受到影响。
将共享 AT 与共享驱动器上的配置
文件结合使用的群集的已知问题

将共享 AT 与共享驱动器上的配置文件结合使用的群集存在一个已知问题。 将共
享服务解除挂钩只在可访问此共享驱动器的节点上有效。在其余节点上无法解除
挂钩。这意味着，执行 bpnbaz -SetupMaster 来管理远程代理时，有时可能
会失败。您必须手动配置被动节点。对每个被动节点运行 bpnbaz
-Setup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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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配置提示

与支持 NBAZDB 的数据库实用程序 存在一个已知问题，即有些数据库实用程序支持 NBAZDB，而其他数据库实用程
相关的已知问题
序不支持。
下列数据库实用程序支持 NBAZDB：nbdb_backup、nbdb_move、nbdb_ping、
nbdb_restore 和 nbdb_admin。
下列实用程序不支持 NBAZDB：nbdb_unload 和 dbadm。

Windows 验证点
下列配置过程可帮助您验证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是否正确配置了访问控
制。
这些 Windows 验证点包括：
■

请参见第 163 页的“Windows 的主服务器验证点”。

■

请参见第 167 页的“Windows 的介质服务器验证点”。

■

请参见第 168 页的“Windows 的客户端验证点”。

图 6-7 显示了一个仅包含 Windows 系统的示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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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包含 Windows 系统的示例配置

图 6-7
身份验证
服务器
授权
服务器

NBU 主服务器 (Windows) win_server.min.com
根代理
身份验证代理
授权服务
专用 Veritas Product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域称为：
NBU_Machines@win_server.min.com
包含以下主机帐户：
win_server.min.com
win_media.min.com
win_client.min.com

介质服务器 (Windows) win_media.min.com
身份验证客户端、授权客户端
win_media.min.com

Windows 用户帐户通过
Windows 身份验证代理
进行身份验证

客户端 (Windows) win_client.min.com
身份验证客户端
win_client.min.com
注意：
每台计算机都有为其创建的专用域帐户.使用这些帐户，
NetBackup 可以在计算机相互通信时更可靠地标识计算机。

Windows 的主服务器验证点
下列主题介绍了以下过程：
■

验证 Windows 主服务器设置。

■

验证允许哪些计算机执行授权查找。

■

验证是否已正确配置数据库。

■

验证 nbatd 和 nbazd 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

验证是否已正确配置主机属性。

下表介绍了 Windows 的主服务器验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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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的主服务器验证过程

表 6-6
过程

描述

验证 Windows 主服务器设置

您可以确定在其中注册主机的域（主身份验证代理所在的域）。或者，可以确定
证书代表的计算机的名称。运行带有 -whoami 的 bpnbat，并指定主机凭据文
件。服务器凭据位于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vxss\credentials\... 目录中。
例如：
bpnbat -whoami -cf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vxss\credentials\
win_master"
Name: win_master.company.com
Domain: NBU_Machines@win_master.company.com
Issued by: /CN=broker/OU=root@win_master.company.com/
O=vx
Expiry Date: Oct 31 20:17:51 2007 GMT
Authentication method: Veritas Private Security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列出的域不是 NBU_Machines@win_master.company.com，请考虑对怀疑
有问题的名称运行 bpnbat -addmachine (win_master)。此命令在包含服务于
NBU_Machines 域 (win_master) 的身份验证代理的计算机上运行。
然后，在需要放置证书的计算机 (win_master) 上，运行：
bpnbat -loginmachine

注意：在确定用户的凭据何时失效时，请记住，输出将使用 GMT 显示失效时间，
而不是使用本地时间显示失效时间。

注意：对于此验证部分中的其余过程，假设命令是从控制台窗口执行的。且怀疑
有问题的用户标识已通过该窗口运行 bpnbat -login。该用户的标识是
NBU_Security Admin 的成员。该标识通常是设置安全时使用的第一个标识。
验证身份验证代理中存在哪些计算 要验证身份验证代理中存在哪些计算机，请以管理员组成员身份登录并运行以下
机。
命令：
bpnbat -ShowMachines
此命令显示已为其运行 bpnbat -AddMachine 的计算机。

注意：如果主机不在列表中，请从主服务器运行 bpnbat -AddMachine，然后
从怀疑有问题的主机运行 bpnbat -login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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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描述

验证允许哪些计算机执行授权查找 要验证允许哪些计算机执行授权查找，请以管理员组成员身份登录并运行以下命
令：
bpnbaz -ShowAuthorizers
此命令表明允许 win_master 和 win_media（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执行授权查
找。请注意，两个服务器是基于同一专用域（域类型 vx）
NBU_Machines@win_master.company.com 进行身份验证的。

注意：由本地管理员或由 root 用户运行此命令。本地管理员必须是 NBU_Security
Admin 用户组的成员。
bpnbaz -ShowAuthorizers
==========
Type: User
Domain Type: vx
Domain:NBU_Machines@win_master.company.com
Name: win_master.company.com
==========
Type: User
Domain Type: vx
Domain:NBU_Machines@win_master.company.com
Name: win_media.company.com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不在获得授权的计算机列表中，请运行 bpnbaz
-allowauthorization server_name 添加缺少的计算机。
确保数据库已正确配置

为确保数据库已正确配置，请运行 bpnbaz -listgroups：
bpnbaz -listgroups
NBU_Operator
NBU_Admin
NBU_SAN Admin
NBU_User
NBU_Security Admin
Vault_Operator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未显示组，或者 bpnbaz -listmainobjects 未返回数据，则可能需要运
行 bpnbaz -SetupSecurity。

验证 nbatd 和 nbazd 进程是否正 使用 Windows 任务管理器来确保 nbatd.exe 和 nbazd.exe 正在指定的主机上
在运行
运行。必要时启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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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描述

验证是否已正确配置主机属性

在访问控制主机属性中，验证是否已正确设置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属性。（该设置应为“自动”或“必需”，具体取决于所有计算机
是否都使用“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Authorization”。如果并
非所有计算机都使用“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Authorization”，
则应将其设置为“自动”。）
此外，通过在注册表中以下位置查看 USE_VXSS，也可以验证主机属性：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NetBackup\
CurrentVersion\config.
图 6-8 显示“身份验证”域选项卡上的主机属性设置的示例。
在“访问控制”主机属性中，验证列出的身份验证域的拼写是否正确，以及这些
域是否指向了正确的服务器（有效的身份验证代理）。如果所有域都是基于
Windows 的，则它们都应指向运行身份验证代理的 Windows 计算机。

下图显示了“身份验证”域选项卡上的主机属性设置。
图 6-8

主机属性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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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的介质服务器验证点
下列主题介绍了 Windows 的介质服务器验证过程：
■

验证介质服务器。

■

验证服务器是否有权访问授权数据库。

■

无法加载库消息

下表介绍了 Windows 的介质服务器验证过程。
Windows 的介质服务器验证过程

表 6-7
过程

描述

验证介质服务器

要确定根据哪个身份验证代理对介质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请对介质服务器的
凭据文件运行带有 -cf 的 bpnbat -whoami。服务器凭据位于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vxss\credentials\... 目录中。
例如：
bpnbat -whoami -cf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vxss\credentials\
win_media.company.com"
Name: win_media.company.com
Domain: NBU_Machines@win_master.company.com
Issued by: /CN=broker/OU=root@win_master.company.com/
O=vx
Expiry Date: Oct 31 20:11:40 2007 GMT
Authentication method: Veritas Private Security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列出的域不是 NBU_Machines@win_master.company.com，请考虑对怀
疑有问题的名称运行 bpnbat -addmachine (win_media)。此命令在包含服
务于 NBU_Machines 域 (win_master) 的身份验证代理的计算机上运行。
然后，在需要放置证书的计算机 (win_media) 上，运行：
bpnbat -login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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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描述

验证服务器是否有对授权数据库的访 为确保介质服务器能够在需要时访问授权数据库，请运行 bpnbaz
问权限
-ListGroups -CredFile "machine_credential_file"
例如：
bpnbaz -ListGroups -CredFile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vxss\credentials\
win_media.company.com"
NBU_Operator
NBU_Admin
NBU_SAN Admin
NBU_User
NBU_Security Admin
Vault_Operator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此命令失败，请在用作授权服务器的主服务器 (win_master.company.com)
上运行 bpnbaz -AllowAuthorization。
无法加载库消息

验证介质服务器是否拥有访问适当数据库的权限。此验证可间接告诉您是否正
确安装了用于身份验证和授权的“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Authorization”客户端库。如果其中任一过程失败并显示消息“无法加载库”，
请确保安装了身份验证客户端库和授权客户端库。
您也可以通过查看此介质服务器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来验证身份验证域是否正
确。

Windows 的客户端验证点
下列主题介绍了 Windows 的客户端验证过程：
■

验证客户端的凭据。

■

验证是否已安装身份验证客户端库。

■

验证身份验证域是否正确。

下表介绍了 Windows 的客户端验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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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的客户端验证过程

表 6-8
过程

描述

验证客户端的凭据

检查客户端的凭据是否真正用于了正确的客户端且来自正确的域。针对客户端的
凭据文件运行带有 -cf 的 bpnbat -whoami。
例如：
bpnbat -whoami -cf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vxss\credentials\
win_client.company.com
"
Name: win_client.company.com
Domain: NBU_Machines@win_master.company.com
Issued by: /CN=broker/OU=root@win_master.company.com/
O=vx
Expiry Date: Oct 31 20:11:45 2007 GMT
Authentication method: Veritas Private Security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列出的域不是 NBU_Machines@win_master.company.com，请考虑对怀疑
有问题的名称运行 bpnbat -addmachine (win_client)。此命令在包含服务于
NBU_Machines 域的身份验证代理的计算机上运行 (win_master)。
然后，在需要放置证书的计算机上 (win_client)，运行：bpnbat
-loginmachine

验证是否已安装身份验证客户端库

注意：
在客户端上运行 bpnbat -login 以验证是否安装了身份验证客户端库。
bpnbat -login
Authentication Broker: win_master
Authentication port [Enter = default]:
Authentication type (NIS, NIS+, WINDOWS, vx, unixpwd)
: WINDOWS
Domain: ENTERPRISE
Name: Smith
Password: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未安装这些库，则会显示一条消息：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库未安装。 通过查看 Windows“添加/删除程序”，也可以完成此
验证。

检验正确的身份验证域

在“访问控制”主机属性中或通过使用 regedit，检查客户端的所有已定义身
份验证域是否正确。确保这些域的拼写正确。确保为每个域列出的身份验证代理
对该域类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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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验证点
使用以下过程（和下图）验证是否为访问控制正确配置了 UNIX 主服务器、介质服
务器和客户端：
■

UNIX 主服务器验证
请参见第 170 页的“UNIX 主服务器验证”。

■

UNIX 介质服务器验证
请参见第 173 页的“UNIX 介质服务器验证”。

■

UNIX 客户端验证
请参见第 175 页的“UNIX 客户端验证”。

以下示例显示了一个仅包含 UNIX 系统的配置示例。
图 6-9
身份验证
服务器

仅包含 UNIX 系统的配置示例

NBU 主服务器 (UNIX) unix_master.min.com
根代理
身份验证代理

授权
服务器

授权服务

专用 Veritas Product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域称为：
NBU_Machines@unix_master.min.com
包含以下凭据：
unix_master.min.com
unix_media.min.com
unix_client.min.com

介质服务器 (UNIX) unix_media.min.com
身份验证客户端、授权客户端
unix_media.min.com
UNIX 用户帐户通过 UNIX 身份
验证代理进行身份验证
客户端 (UNIX) unix_client.min.com
身份验证客户端
unix_client.min.com
注意：
每台计算机都有为其创建的专用域帐户。使用这些帐户，NetBackup 可以在计算机相互通信时更可靠地标识计算机。

UNIX 主服务器验证
使用下列过程验证 UNIX 主服务器：
■

验证 UNIX 主服务器设置。

■

验证允许哪些计算机执行授权查找。

■

验证是否已正确配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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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 nbatd 和 nbazd 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

验证是否已正确配置主机属性。

下表介绍了 UNIX 主服务器的验证过程。
表 6-9
进程

UNIX 主服务器的验证过程

描述

验证 UNIX 主服务器 确定主机是在哪个域中注册的（主身份验证代理所在的域），并确定证书所代表的计算机的名
设置
称。对主服务器的凭据文件运行 bpnbat 命令（带 -whoami 和 -cf 参数）。服务器凭据位于
/usr/openv/var/vxss/credentials/ 目录中。
例如：
bpnbat -whoami -cf
/usr/openv/var/vxss/credentials/unix_master.company.com
Name: unix_master.company.com
Domain: NBU_Machines@unix_master.company.com
Issued by: /CN=broker/OU=root@unix_master/O=vx
Expiry Date: Oct 31 15:44:30 2007 GMT
Authentication method: Veritas Private Security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列出的域不是 NBU_Machines@unix_master.company.com，或者该文件不存在，请考虑
对相关名称 (unix_master) 运行 bpnbat -addmachine。在服务于 NBU_Machines 域
(unix_master) 的计算机上运行此命令。
然后，在需要放置证书的计算机 (unix_master) 上，运行：bpnbat -loginmachine

注意：在确定凭据是否已失效时，请记住输出显示的截止时间是 GMT 时间，而不是本地时间。
注意：对于此验证主题中的其余过程，假设命令是通过控制台窗口执行的。使用属于
NBU_Security Admin 成员的标识，相关用户标识所在的窗口已运行 bpnbat -login。该标
识通常是设置安全时使用的第一个标识。
验证身份验证代理中 要验证身份验证代理中存在哪些计算机，请以管理员组成员身份登录并运行以下命令：
存在哪些计算机。
bpnbat -ShowMachines
以下命令显示您已运行的计算机：
bpnbat -Add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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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描述

验证允许哪些计算机 要验证哪些计算机可以执行授权查找，请在身份验证代理上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并运行以下命
执行授权查找
令：
bpnbaz -ShowAuthorizers
==========
Type: User
Domain Type: vx
Domain:NBU_Machines@unix_master.company.com
Name: unix_master.company.com
==========
Type: User
Domain Type: vx
Domain:NBU_Machines@unix_master.company.com
Name: unix_media.company.com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此命令表明允许 unix_master 和 unix_media 执行授权查找。请注意，两个服务器是基于同一
vx（Veritas 专用域）域 NBU_Machines@unix_master.company.com 进行身份验证的。
如果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不在获得授权的计算机列表中，请运行 bpnbaz
-allowauthorization <server_name> 添加缺少的计算机。
确保数据库已正确配 为确保数据库已正确配置，请运行 bpnbaz -listgroups：
置
bpnbaz -listgroups
NBU_Operator
NBU_Admin
NBU_SAN Admin
NBU_User
NBU_Security Admin
Vault_Operator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未显示组，或者 bpnbaz -listmainobjects 未返回数据，请运行 bpnbaz
-SetupSecurity。
验证 nbatd 和 nbazd 运行 ps 命令以确保 nbatd 和 nbazd 进程正在指定的主机上运行。必要时启动它们。
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例如：
ps -fed |grep vx
root 10716 1 0
Dec 14 ? 0:02
/usr/openv/netbackup/bin/private/nbatd
root 10721 1 0
Dec 14 ? 4:17
/usr/openv/netbackup/bin/private/nba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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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

描述

验证是否已正确配置 在“访问控制”主机属性中，验证是否已正确设置“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主机属性
Authorization”属性。（该设置应为“自动”或“必需”，具体取决于是否所有计算机都使用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Authorization”。如果并非所有计算机都使用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和 NetBackup Authorization”，则应将其设置为“自动”。）
在“访问控制”主机属性中，验证列表上的身份验证域的拼写是否正确。此外，还要确保这些
域指向正确的服务器（有效的身份验证代理）。如果所有域都是基于 UNIX 的，则它们都应指
向运行身份验证代理的 UNIX 计算机。
也可以使用 cat 在 bp.conf 中执行此验证过程。
cat bp.conf
SERVER = unix_master
SERVER = unix_media
CLIENT_NAME = unix_master
AUTHENTICATION_DOMAIN = company.com "default company
NIS namespace"
NIS unix_master 0
AUTHENTICATION_DOMAIN = unix_master "unix_master password file"
PASSWD unix_master 0
AUTHORIZATION_SERVICE = unix_master.company.com 0
USE_VXSS = AUTOMATIC
#

UNIX 介质服务器验证
执行下列操作以验证 UNIX 介质服务器：
■

验证介质服务器。

■

验证服务器是否有权访问授权数据库。

■

了解无法加载库消息。

下表介绍了 UNIX 介质服务器的验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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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介质服务器的验证过程

表 6-10
进程

描述

验证介质服务器

要确定根据哪个身份验证代理对介质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请对介质服务器的凭据文
件运行带有 -cf 的 bpnbat -whoami。服务器凭据位于
/usr/openv/var/vxss/credentials/ 目录中。
例如：
bpnbat -whoami -cf
/usr/openv/var/vxss/credentials/unix_media.company.com
Name: unix_media.company.com
Domain: NBU_Machines@unix_master.company.com
Issued by: /CN=broker/OU=root@unix_master.company.com/
O=vx
Expiry Date: Oct 31 14:48:08 2007 GMT
Authentication method: Veritas Private Security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列出的域不是 NBU_Machines@unix_master.company.com，请考虑对怀疑有问
题的名称运行 bpnbat -addmachine (unix_media)。此命令在包含服务于
NBU_Machines 域的身份验证代理的计算机上运行 (unix_master)。
然后，在需要放置证书的计算机上，运行 (unix_master)：bpnbat -loginmachine

验证服务器是否有权访问授权 为确保介质服务器能够在需要时访问授权数据库，请运行 bpnbaz -ListGroups
数据库
"machine_credential_file"
例如：
bpnbaz -ListGroups -CredFile
/usr/openv/var/vxss/credentials/unix_media.company.com
NBU_User
NBU_Operator
NBU_Admin
NBU_Security Admin
Vault_Operator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此命令失败，请在用作授权服务器的主服务器上运行 bpnbaz
-AllowAuthorization (unix_master)。注意，您需要以 root 或管理员身份运行。
无法加载库消息

验证介质服务器是否拥有访问适当数据库的权限。此验证可间接地告诉我们是否正确
安装了用于身份验证和授权的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客户端库。
如果其中任一过程失败并显示消息“无法加载库”，请确保已安装了身份验证和授权
客户端库。
您也可以验证身份验证域是否正确。通过查看此介质服务器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或
对 bp.conf 文件执行 cat(1)ing 可执行此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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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客户端验证
下列过程用于验证 UNIX 客户端：
■

验证 UNIX 客户端的凭据。

■

验证是否已安装身份验证客户端库。

■

验证身份验证域是否正确。

下表介绍了 UNIX 客户端的验证过程。
表 6-11
过程

UNIX 客户端的验证过程

描述

验证 UNIX 客户端的凭据 检查客户端的凭据是否真正用于了正确的客户端且来自正确的域。针对客户端的凭据文件
运行带有 -cf 的 bpnbat -whoami。
例如：
bpnbat -whoami -cf
/usr/openv/var/vxss/credentials/unix_client.company.com
Name: unix_client.company.com
Domain: NBU_Machines@unix_master.company.com
Issued by: /CN=broker/OU=root@unix_master.company.com/O=vx
Expiry Date: Oct 31 14:49:00 2007 GMT
Authentication method: Veritas Private Security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列出的域不是 NBU_Machines@unix_master.company.com，请考虑对怀疑有问题的
名称 (unix_client) 运行 bpnbat -addmachine。此命令在包含服务于 NBU_Machines 域
(unix_master) 的身份验证代理的计算机上运行。
然后，在需要放置证书的计算机 (unix_client) 上，运行：bpnbat -loginmachine
验证是否已安装身份验证 在客户端上运行 bpnbat -login 以验证是否安装了身份验证客户端库。
客户端库
bpnbat -login
Authentication Broker: unix_master.company.com
Authentication port [Enter = default]:
Authentication type (NIS, NIS+, WINDOWS, vx, unixpwd): NIS
Domain: min.com
Name: Smith
Password: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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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描述

检验正确的身份验证域

在“访问控制”主机属性中或通过使用 cat(1)，检查客户端的所有已定义身份验证域是否
正确。确保这些域的拼写正确。此外，还要确保列表中每个域的身份验证代理对相应域类
型是有效的。
还可以使用cat(1) 在 bp.conf 中验证该过程。
cat bp.conf
SERVER = unix_master
SERVER = unix_media
CLIENT_NAME = unix_master
AUTHENTICATION_DOMAIN = min.com "default company
NIS namespace"
NIS unix_master 0
AUTHENTICATION_DOMAIN = unix_master.company.com "unix_master
password file" PASSWD unix_master 0
AUTHORIZATION_SERVICE = unix_master.company.com 0
USE_VXSS = AUTOMATIC

在包含 UNIX 主服务器的混合环境中的验证点
以下过程可帮助您验证是否正确配置了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应该为异
构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环境配置它们。主服务器是 UNIX 计算机。
■

混合 UNIX 主服务器的主服务器验证点

■

混合 UNIX 主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验证点

■

混合 UNIX 主服务器的客户端验证点

图 6-10 是一个包含 UNIX 主服务器的混合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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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包含 UNIX 主服务器的混合配置示例

NBU 主服务器 (UNIX) unix_master.min.com
身份验证
服务器
授权
服务器

根代理
身份验证代理
授权服务

名为 NBU_Machines@unix_master.min.com 的专用 Veritas
主机 (Windows)
Product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域
win_server.min.com
包含以下凭据：
身份验证
身份验证代理
unix_master.min.com
服务器
win_media.min.com
win_server.min.com
win_client.min.com
unix_media.min.com
unix_client.min.com
Windows 主机
通过 Windows
身份验证
代理进行身份验证
介质服务器 (Windows) win_media.min.com
身份验证客户端、授权客户端
参见说明。

win_media.min.com

客户端 (Windows) win_client.min.com
身份验证客户端
win_client.min.com

介质服务器 (UNIX) unix_media.min.com
身份验证客户端、授权客户端
unix_media.min.com
UNIX 主机通过 UNIX
身份验证代理进行身份验证

客户端 (UNIX) unix_client.min.com
身份验证客户端
unix_client.min.com

注意：
每台计算机都有专用域帐户。使用这些帐户可让 NetBackup 在计算机相互通信时更加可靠地标识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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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 UNIX 主服务器的主服务器验证点
有关 UNIX 主服务器的验证过程，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70 页的“UNIX 主服务器验证”。

混合 UNIX 主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验证点
下表介绍了混合 UNIX 主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验证过程。
混合 UNIX 主服务器的验证过程

表 6-12
过程

描述

验证 UNIX 介质服务器

有关 UNIX 介质服务器的验证过程，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73 页的“UNIX 介质服务器验证”。

验证 Windows 介质服务器

检查计算机证书是否来自根身份验证代理（可在 UNIX 主服务器 unix_master
上找到）。
如果缺少证书，请运行以下命令来更正问题：
■

■

bpnbat -addmachine，在根身份验证代理（此示例中为 unix_master）
上运行
bpnbat -loginmachine（此示例中为 win_media）

例如：
bpnbat -whoami -cf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vxss\credentials\
win_media.company.com"
Name: win_media.company.com
Domain: NBU_Machines@unix_master.company.com
Issued by: /CN=broker/OU=root@
unix_master.company.com/O=vx
Expiry Date: Oct 31 20:11:04 2007 GMT
Authentication method: Veritas Private Security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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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描述

验证是否允许介质服务器执行授权查找 通过运行 bpnbaz -listgroups -CredFile 确保允许介质服务器执行授
权检查。
例如：
bpnbaz -listgroups -CredFile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vxss\credentials\
win_media.company.com"
NBU_User
NBU_Operator
NBU_Admin
NBU_Security Admin
Vault_Operator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不允许介质服务器执行授权检查，请在主服务器上对相关的介质服务器
名称运行 bpnbaz -allowauthorization。
无法加载库消息

验证 Windows 介质服务器以及它是否可以间接执行授权检查。此验证可告诉
我们是否正确安装了用于身份验证和授权的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客户端库。如果其中任一过程失败并显示消息“无法加载
库”，请确保安装了身份验证客户端库和授权客户端库。

验证身份验证域

通过查看此介质服务器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验证身份验证域是否正确。
也可以直接在介质服务器上的以下位置使用 regedit（或 regedit32）：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NetBackup\
CurrentVersion\config\AUTHENTICATION_DOMAIN

跨平台身份验证域

在混合环境中要格外小心，以确保适当的域类型指向正确的身份验证代理。
“身份验证域”选项卡示例显示了可添加到 Windows 代理的可用 Windows
身份验证域。这种情况不是混合环境，因为两个系统都基于 Windows。如果
存在 Windows 和 UNIX 域的组合，则将代理与最有用的身份验证域相匹配十
分重要。
图 6-11 显示了如何将平台与最有用的身份验证域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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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1

跨平台身份验证域

混合 UNIX 主服务器的客户端验证点
请参见以下主题，了解验证 UNIX 客户端计算机的过程。
请参见第 175 页的“UNIX 客户端验证”。
下表介绍了验证 Windows 客户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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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Windows 客户端的过程

表 6-13
过程

描述

验证 Windows 客户端的凭据

检查客户端的凭据是否真正用于了正确的客户端且来自正确的域。针对客户
端的凭据文件运行带有 -cf 的 bpnbat -whoami。
例如：
bpnbat -whoami -cf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vxss\credentials\
win_client.company.com
Name: win_client.company.com
Domain: NBU_Machines@unix_master.company.com
Issued by: /CN=broker/OU=root@unix_master.company.com/
O=vx
Expiry Date: Oct 31 19:50:50 2007 GMT
Authentication method: Veritas Private Security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验证是否已安装身份验证客户端库

在客户端上运行 bpnbat -login 以验证是否安装了身份验证客户端库。
例如：
bpnbat -login
Authentication Broker: unix_master.company.com
Authentication port [Enter = default]:
Authentication type (NIS, NIS+, WINDOWS, vx, unixpwd)
: NIS
Domain: min.com
Name: Smith
Password: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验证 Windows 身份验证代理

请确保 Windows 身份验证代理与 UNIX 身份验证主代理相互信任。此外，请
确保该代理使用 UNIX 代理作为其根代理。

在包含 Windows 主服务器的混合环境中的验证点
以下过程可帮助您验证是否正确配置了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应该为异
构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环境配置它们。主服务器是 Windows 计算机。
■

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主服务器验证点
请参见第 184 页的“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主服务器验证点”。

■

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验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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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84 页的“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验证点”。
■

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客户端验证点

请参见第 186 页的“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客户端验证点”。
图 6-12 是一个包含 Windows 主服务器的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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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身份验证
服务器
授权
服务器

包含 Windows 主服务器的混合配置示例

NBU 主服务器 (Windows) win_master.min.com
根代理
身份验证代理
授权服务

名为 NBU_Machines@win_server.min.com 的专用 Veritas
Product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域包含以下凭据：
win_master.min.com
unix_media2.min.com
unix_media.min.com
unix_client.min.com
win_media.min.com
win_client.min.com

介质服务器 (UNIX)
unix.media2min.com

身份验证
身份验证代理
服务器
unix_media2.min.com

UNIX 用户帐户通过
UNIX 身份验证代理
进行身份验证

介质服务器 (UNIX) unix_media.min.com
身份验证客户端、授权客户端
参见说明。

unix_media.min.com

客户端 (UNIX) unix_client.min.com
身份验证客户端
unix_client.min.com

介质服务器 (Windows) win_media.min.com
身份验证客户端、授权客户端
Windows 用户帐户通过
Windows 身份验证代理
进行身份验证

win_media.min.com

客户端 (Windows) win_client.min.com
身份验证客户端
win_client.min.com
注意：
每台计算机都有专用域帐户。使用这些帐户可让 NetBackup 在计算机相互通信时更加可靠地标识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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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主服务器验证点
有关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验证过程，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63 页的“Windows 的主服务器验证点”。

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验证点
下表介绍了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验证过程。
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验证过程

表 6-14
过程

描述

验证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
Windows 介质服务器

有关 Windows 介质服务器的验证过程，请参见以下主题：

验证 UNIX 介质服务器

检查计算机证书是否颁发自根身份验证代理（可在 Windows 主服务器 win_master
上找到）。要确定根据哪个身份验证代理对介质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请对介质
服务器的凭据文件运行带有 -cf 的 bpnbat -whoami。

请参见第 167 页的“Windows 的介质服务器验证点”。

例如：
bpnbat -whoami -cf
/usr/openv/var/vxss/credentials/unix_media.company.com
Name: unix_media.company.comDomain: NBU_Machines@
win_master.company.com
Issued by: /CN=broker/OU=root@win_master.company.com/
O=vx
Expiry Date: Oct 31 14:48:08 2007 GMT
Authentication method: Veritas Private Security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184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安全
故障排除访问管理

过程

描述

验证服务器是否有对授权数据库的访 要确保介质服务器能够访问授权数据库，需要执行授权检查。运行 bpnbaz
问权限
-ListGroups -CredFile
"/usr/openv/var/vxss/credentials/<hostname>"
例如：
bpnbaz -ListGroups -CredFile\
/usr/openv/var/vxss/credentials/unix_media.company.com
NBU_Operator
NBU_AdminNBU_SAN Admin
NBU_UserNBU_Security Admin
Vault_Operator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不允许介质服务器执行授权检查，请在主服务器上对相关的介质服务器名称
运行 bpnbaz -allowauthorization。
无法加载库消息

验证介质服务器以及它是否可以间接访问正确的数据库。此验证可告诉我们是否
正确安装了用于身份验证和授权的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客户端库。如果其中任一过程失败并显示消息“无法加载库”，请确保安装了身
份验证客户端库和授权客户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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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描述

跨平台身份验证域

您也可以通过查看此介质服务器的访问控制主机属性来验证身份验证域是否正
确。或者，也可以通过对 bp.conf 文件运行 cat(1) 来验证。
在混合环境中要格外小心，以确保适当的域类型指向正确的身份验证代理。
在以下示例中，请注意 PASSWD 域和 NIS 域指向 unix_media2.company.com
（此示例中为 UNIX 身份验证代理）：
cat bp.conf
SERVER = win_master.company.com
MEDIA_SERVER = unix_media.company.com
MEDIA_SERVER = unix_media2.company.com
CLIENT_NAME = unix_media
AUTHENTICATION_DOMAIN = win_master "win_master domain"
WINDOWS win_master.company.com
0
AUTHENTICATION_DOMAIN = enterprise "enterprise domain"
WINDOWS win_master.company.com 0
AUTHENTICATION_DOMAIN = unix_media2.company.com "local
unix_media2 domain" PASSWD unix_media2.company.com 0
AUTHENTICATION_DOMAIN = min.com "NIS domain" NIS
unix_media.company.com 0
AUTHORIZATION_SERVICE = win_master.company.com 0
USE_VXSS = AUTOMATIC

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客户端验证点
下表介绍了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客户端验证过程。
混合 Windows 主服务器的验证过程

表 6-15
过程

描述

验证 Windows 客户端的凭据

有关 Windows 客户端的验证过程，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68 页的“Windows 的客户端验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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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描述

验证 UNIX 客户端的凭据

检查客户端的凭据是否真正用于了正确的客户端且来自正确的域。针对客户端的
凭据文件运行带有 -cf 的 bpnbat -whoami。
例如：
bpnbat -whoami -cf \
"/usr/openv/var/vxss/credentials/
unix_client.company.com"
Name: unix_client.company.com
Domain: NBU_Machines@win_master.company.com
Issued by: /CN=broker/OU=root@
win_master.company.com/O=vx
Expiry Date: Oct 31 21:16:01 2007 GMT
Authentication method: Veritas Private Security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验证是否已安装身份验证客户端库

在客户端上运行 bpnbat -login 以验证是否安装了身份验证客户端库。
bpnbat -login
Authentication Broker: unix_media2.company.com
Authentication port [Enter = default]:
Authentication type (NIS, NIS+, WINDOWS, vx, unixpwd)
: NIS
Domain: min.com
Name: Smith
Password:
You do not currently trust the server:
unix_media.company.com, do
you wish to tr
ust it? (y/n):
y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验证 UNIX 身份验证代理

请确保 UNIX 身份验证代理与 Windows 主身份验证代理相互信任，或者，确保
UNIX 身份验证代理使用 Windows 代理作为其根代理。

关于 nbac_cron 实用程序
NetBackup 操作可以使用 cron 实用程序作为预定作业执行。 启用 NBAC 时，这些
作业可以在有权运行所需命令的操作系统用户的环境中运行。 您可以使用
nbac_cron.exe 实用程序，创建运行 cron 或 AT 作业所需的凭据。 这些凭据的有效
期比用户执行 bpnbat 登录时获取的凭据有效期更长。 此处的有效期限为一年。
该实用程序位于以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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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openv/netbackup/bin/goodies/nbac_cron

有关配置 nbac_cron 实用程序和运行 cron 作业的详细步骤，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88 页的“使用 nbac_cron 实用程序”。

使用 nbac_cron 实用程序
以下步骤可帮助您创建用于执行 cron 作业的凭据。
使用 nbac_cron 实用程序运行 cron 作业

1

在主服务器上，以 root 用户或管理员身份运行命令 nbac_cron-addCron。
root@amp# /usr/openv/netbackup/bin/goodies/nbac_cron -AddCron
# nbac_cron -AddCron
This application will generate a Veritas private domain identity
that can be used in order to run unattended cron and/or at jobs.
User name to create account for (e.g. root, JSmith etc.): Dan
Password:*****
Password:*****
Access control group to add this account to [NBU_Admin]:
Do you with to register this account locally for root(Y/N) ? N
In order to use the account created please login as the OS
identity that will run the at or cron jobs. Then run nbac_cron
-setupcron or nbac_cron -setupat. When nbac_cron -setupcron or
nbac_cron -setupat is run the user name, password and
authentication broker will need to be supplied. Please make note
of the user name, password, and authentication broker. You may
rerun this command at a later date to change the password for an
account.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如果未显式指定要添加用户的访问控制组（例如，NBU_Operator 或
Vault_Operator），则系统会将 cron 用户（此处是指 Dan）添加到 NBU_Admin
组。
如果回答“是”，为 root 用户本地注册帐户，则会以 root 用户身份为 cron_user
自动执行 nbac_cron –SetupCron 命令。如果计划以非 root 操作系统用户身份
运行 cron 作业，则应在此处回答“否”，然后以非 root 操作系统用户身份手
动运行 nbac_cron –SetupCron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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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专用域中将生成一个身份。此身份可用于运行 cron 作业。

2

现在，请以要执行 cron 作业的操作系统用户身份运行 nbac_cron-SetupCron
命令，以获取此身份的凭据。
[dan@amp ~]$ /usr/openv/netbackup/bin/goodies/nbac_cron -SetupCron
This application will now create your cron and/or at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Broker: amp.sec.punin.sen.veritas.com
Name: Dan
Password:*****
You do not currently trust the server:
amp.sec.punin.sen.veritas.com, do you wish to trust it? (Y/N): Y
Created cron and/or at account information. To use this account
in your own cron or at jobs make sure tha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VXSS_CREDENTIAL_PATH is set to
"/home/dan/.vxss/credentials.crat"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仅当您仍不信任代理时，才会显示服务器消息：You do not currently trust。
系统将在用户的主目录（位于 user/.vxss/credentials.crat）中创建凭据。
该凭据在生成后的一年内有效。
您可以根据需要查看凭据的详细信息，如下所示：
dan@amp~]$ /usr/openv/netbackup/bin/bpnbat -whoami -cf
~dan/.vxss/credentials.crat
Name: CronAt_dan
Domain: CronAtUsers@amp.sec.punin.sen.veritas.com
Issued by: /CN=broker/OU=amp.sec.punin.sen.veritas.com
Expiry Date: Feb 4 13:36:08 2016 GMT
Authentication method: Veritas Private Domain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要在凭据失效之前进行续订，必须重新运行 SetupCron 操作（步骤 2）。

3

现在，您可以创建自己的 cron 作业。计划任何新作业之前，确保将
VXSS_CREDENTIAL_PATH 路径设置为指向上述创建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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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访问管理实用程序
分配给“NetBackup 安全管理员”用户组的用户可以访问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中的“访问管理”节点。 分配给任何其他用户组的用户和 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
看到“访问管理”节点。此节点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可见，但是无法展
开。
如果除安全管理员之外的用户尝试选择“访问管理”，将显示一条错误消息。不会
显示特定于“访问管理”的工具栏选项和菜单项。
成功完成后，默认的 NetBackup 用户组应显示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访
问管理”>“NBU 用户组”窗口中。
要在命令行上列出这些组，请在安装了授权服务器软件的计算机上运行 bpnbaz
-ListGroups 命令。
UNIX
bpnbaz 位于目录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下

Windows
bpnbaz 位于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 目录中

（必须通过使用 bpnbat -login 以安全管理员身份登录）
bpnbaz -ListGroups
NBU_User
NBU_Operator
NBU_Admin
NBU_Security Admin
Vault_Operator
NBU_SAN Admin
NBU_KMS Admin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将列出 NetBackup 用户组。此过程验证安全管理员是否可以访问用户组。

关于确定谁可以访问 NetBackup
“访问管理”实用程序只允许一个用户组访问。 默认情况下，NBU_Security Admin
用户组定义 NetBackup 访问管理的以下方面：
■

各个用户的权限。
请参见第 191 页的“单个用户”。

■

用户组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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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92 页的“用户组”。
首先，确定用户需要访问哪些 NetBackup 资源。有关资源和关联权限：
请参见第 201 页的“查看 NetBackup 用户组的特定用户权限”。
安全管理员可能希望首先考虑不同用户的共同点，然后创建具有这些用户所需权限
的用户组。用户组通常对应于一个角色，如管理员、操作员或最终用户。
根据以下一个或多个条件考虑如何创建用户组：
■

组织中的功能单元（例如 UNIX 管理）

■

NetBackup 资源（例如驱动器、策略）

■

位置（例如美国东海岸或西海岸）

■

各项职责（例如磁带操作员）

请注意，权限是授予用户组中的个人，而不是授予基于每台主机上的个人。权限仅
在授权范围内有效。没有基于计算机名称的限制。

单个用户
NetBackup“访问管理”实用程序使用操作系统定义的现有用户、组和域。 “访问
管理”实用程序不维护任何用户和密码列表。 定义组的成员时，安全管理员将现有
的操作系统用户指定为用户组的成员。
每个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都属于至少一个授权用户组。默认情况下，每个用户都属
于用户组 NBU_Users，该用户组包含所有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
图 6-13 显示了单个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
图 6-13

单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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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通过身份验证的用户都是 NBU_Users 用户组的隐式成员。所有其他组必须显
式定义成员。NetBackup 安全管理员可以删除手动添加到其他组的成员。但是，安
全管理员无法删除 NBU_Security Admin 组的预定义隐式成员。可以将操作系统组
和操作系统用户添加到某个授权组中。

用户组
可以通过先向用户组分配权限，然后向用户组分配用户，来配置 NetBackup“访问
管理”。向组分配权限胜于直接向各个用户分配权限。
图 6-14 显示用户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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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4

用户组

成功安装之后，NetBackup 会提供默认的用户组，用于辅佐站点管理日常的
NetBackup 操作。将在 Access Management > NBU User Groups 下面列出用户
组。 “访问管理”的内容仅对 NBU_Security Admin 组的成员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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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员可使用默认 NetBackup 用户组或创建自定义用户组。

NetBackup 默认用户组
每个默认用户组中被授予权限的用户与组名直接相关。从本质上讲，授权对象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树中的一个节点相关。
下表介绍了每个 NetBackup 默认用户组。
NetBackup 默认用户组

表 6-16
默认用户组

描述

操作员 (NBU_Operator)

NBU_Operator 用户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作业。例如，NBU_Operator 用
户组的成员可能会监视作业，并在出现问题时通知 NetBackup 管理员，然
后管理员可以解决该问题。使用默认的权限，NBU_Operator 用户组的成
员很可能因访问权限不足而无法解决更大的问题。
NBU_Operator 用户组的成员具有可以执行某些任务（如移动磁带、操作
驱动器和清点机械手）的权限。

管理员 (NBU_Admin)

NBU_Admin 用户组的成员具有访问、配置和操作任何 NetBackup 授权对
象的完全权限。但对于 SAN 管理员有一些例外。换句话说，无需配置“访
问管理”，该组成员即可具有当前对管理员可用的所有功能。但是，作为
该组的成员，您不一定要以操作系统中的 root 或管理员身份登录。

注意：NBU_Admin 用户组的成员看不到“访问管理”的内容，因此无法
将权限授予其他用户组。
SAN 管理员 (NBU_SAN Admin)

默认情况下，NBU_SAN Admin 用户组的成员具有浏览、读取、操作和配
置磁盘池以及主机属性的完全权限。这些权限允许您配置 SAN 环境以及
NetBackup 与该环境的交互。

用户 (NBU_User)

NBU_User 用户组是具有最少权限的默认 NetBackup 用户组。NBU_User
用户组的成员只能在其本地主机上备份、还原和存档文件。NBU_User 用
户组成员可以访问 NetBackup 客户端界面 (BAR) 的功能。

安全管理员 (NBU_Security Admin)

NBU_Security Admin 用户组中的成员数通常很少。
默认情况下，安全管理员所拥有的唯一权限是使用“访问管理”配置访问
控制。配置访问控制包括下列能力：

保管库操作员 (Vault_Operator)

■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查看“访问管理”的内容

■

创建、修改和删除用户和用户组

■

向用户组分配用户

■

向用户组分配权限

Vault_Operator 用户组是包含用于执行保管库进程所需的操作员操作的权
限的默认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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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用户组

描述

KMS 管理员 (NBU_KMS Admin)

默认情况下，NBU_KMS Admin 用户组的成员具有浏览、读取、操作和配
置加密密钥管理属性的完全权限。这些权限确保您可以配置 KMS 环境以
及 NetBackup 与它的交互。

其他用户组

安全管理员（NBU_Security Admin 或等效组的成员）可以根据需要创建用
户组。可以选择、更改和保存默认用户组。Veritas 建议复制并重命名这些
组，然后进行保存以保留默认设置，供将来参考。

配置用户组
安全管理员可以创建新用户组。展开“访问管理”>“操作”>“新建组”或选择现
有的用户组并展开“访问管理”>“操作”>“复制到新组”。

创建新用户组
可以使用以下过程创建新用户组。
创建新用户组

1

作为 NBU_Security Admin 用户组（或具有等效权限的用户），展开“访问管
理”>“NBU 用户组”。

2

选择“操作”>“新建用户组”。将显示“添加新用户组”对话框，其中“常
规”选项卡处于打开状态。

3

在“名称”字段中键入新组的名称，然后单击“用户”选项卡。

4

选择要分配给此新用户组的已定义用户，然后单击“分配”。或者，要将所有
已定义用户都包括在该组中，请单击“全部分配”。要从已分配用户列表中删
除用户，请选择用户名，然后单击“删除”。

5

单击“权限”选项卡。

6

从“资源”列表中选择一个资源并选择一个授权对象，然后为该对象选择权
限。

7

单击“确定”保存用户组和组权限。

通过复制现有用户组创建新用户组
可以使用以下过程通过复制现有用户组来创建新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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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复制现有用户组创建新用户组

1

作为 NBU_Security Admin 用户组（或具有等效权限的用户），展开“访问管
理”>“NBU 用户组”。

2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选择一个现有用户组（该窗格位于“NetBackup 管理控
制台”的左侧）。

3

选择“操作”>“复制到新用户组”。将显示一个基于所选用户组的对话框，
其中“常规”选项卡处于打开状态。

4

在“名称”字段中键入新组的名称，然后单击“用户”选项卡。

5

选择要分配给此新用户组的已定义用户，然后单击“分配”。或者，要将所有
已定义用户都包括在该组中，请单击“全部分配”。要从已分配用户列表中删
除用户，请选择用户名，然后单击“删除”。

6

单击“权限”选项卡。

7

从“资源”列表中选择一个资源并选择一个授权对象，然后为该对象选择权
限。

8

单击“确定”保存用户组和组权限。用户组的新名称将出现在“详细信息”窗
格中。

重命名用户组
创建 NetBackup 用户组后，便无法重命名用户组。作为直接重命名用户组的替代方
法，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复制用户组，为副本指定新名称，确保成员与原始组
一样，然后删除原始的 NetBackup 用户组。

向用户组添加新用户
单击“新用户”可以将用户添加到“已定义的用户”列表。添加用户后，该用户的
名称将出现在“已定义的用户”列表中，然后安全管理员就可以将该用户分配到用
户组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将用户分配给用户组”。

关于定义用户组和用户
NetBackup 对操作系统的现有用户进行身份验证，而不是要求使用 NetBackup 密
码和配置文件来创建 NetBackup 用户。
用户可以属于多个用户组并且具有两个组的合并访问权限。
图 6-15 说明了如何定义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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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用户组

图 6-15

User_Group_1
用户
用户可以属于多个用户组

User_Group_2

用户

用户可以同时是多个用户组的成员，但 NetBackup 不允许嵌套用户组。例如，虽然
一个用户组的成员可以属于多个用户组，但一个用户组不能属于另一个用户组。
下图说明了不允许嵌套用户组。
不允许嵌套用户组

图 6-16

User_Group_1
用户

不允许嵌套用户组

User_Group_2

用户

以新用户身份登录
可以按照以下过程以新用户身份登录。
以新用户身份登录
◆

展开“文件”>“作为新用户登录”(Windows)。此选项仅在配置了访问控制的
计算机上可用。 当采用以最小权限执行操作的概念时，此选项很有用。用户需
要切换为使用具有较高权限的帐户。

将用户分配给用户组
可以使用以下过程将用户分配给用户组。可将用户从已存在的命名空间（NIS、
Windows 等）分配给 NBU 用户组。在此过程中不会创建新用户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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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用户组添加用户

1

作为 NBU_Security Admin 用户组（或具有等效权限的用户），展开“访问管
理”>“NBU 用户组”。

2

双击要添加用户的用户组。

3

选择“用户”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用户”。
将出现如下显示内容：

4

输入用户名和身份验证域。选择用户的域类型：NIS、NIS+、PASSWD、
Windows 或 Vx。

5

选择用户的“域类型”：
■

NIS
网络信息服务 (NIS)

■

NIS+
网络信息服务扩充版本

■

PASSWD
身份验证服务器上的 UNIX 密码文件

■

Windows
主域控制器或 Active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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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
Veritas 专用数据库

6

对于“用户类型”，选择该用户是单个用户还是操作系统域。

7

单击“确定”。该名称即可添加到“已分配的用户”列表。

关于授权对象和权限
授权对象通常与“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树中的一个节点相关。
下图显示了授权对象。

199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安全
关于确定谁可以访问 NetBackup

图 6-17

授权对象

“授权对象”窗格包含可以被授予权限的 NetBackup 对象。
“DevHost 的权限”窗格显示了为选定用户组配置的权限集。
可以为授权对象授予以下三种权限集之一：
■

浏览/读取

■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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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

“DevHost 的权限”列中的小写字母表示权限集中的某些（而不是全部）权限。
已为对象授予了权限。

查看 NetBackup 用户组的特定用户权限
授予每个 NBU 用户组的权限与授权对象的名称有关。默认的 NBU 用户组包括
NBU_Operator、NBU_Admin、NBU_SAN Admin、NBU_User、NBU_Security
Admin 和 Vault_Operator。
由于资源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依赖性，所以，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将访问映射到某个资
源或某个单一权限。在资源中可能存在多种基础权限，在作出访问决策时需要对这
些权限进行评估。这种混合权限可能会使资源权限和资源访问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这种可能的差异主要限于读取访问。例如，Security_Admin 可能没有列出或浏览策
略的权限。管理员需要能够访问策略，因为这些策略包含为客户端配置安全性所需
的客户端信息。
注意：可能有权限异常。NBU_User、NBU_KMS_Admin、NBU_SAN Admin 和
Vault_Operator 用户无法从 Java GUI 访问主机属性。要获取主机属性的数据，还
需要引用策略对象。此异常意味着，用户需要有策略对象的读取/浏览访问权限才能
访问主机属性。手动授予策略对象的读取访问权限可解决该问题。

注意：可通过参考 Veritas 技术支持站点了解有关此项目的更多信息。
查看特定用户的权限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访问管理”>“NBU 用户组”。

2

在“安全”窗口中，双击相应的 NBU_Operator、NBU_Admin、NBU_SAN
Admin、NBU_User、NBU_Security Admin 或 Vault_Operator。

3

在 NBU_Operator 窗口中，选择“权限”选项卡。

4

在“授权对象”窗格中，选择所需的授权对象。 “权限”窗格显示了该授权对
象的权限。

授予权限
可以按照以下过程为用户组的成员授予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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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组的成员授予权限

1

选择一个授权对象，

2

然后选中要为当前所选用户组成员授予的权限。

当复制用户组以创建新用户组时，也会复制权限设置。
下图显示了一个权限列表的示例。
图 6-18

权限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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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对象
以下各表按照授权对象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 NBU_Operator 窗口中的显示
顺序将其列出。
这些表还说明了每个 NBU 用户组的授权对象与默认权限之间的关系，如下所示：
■

X 表示指定用户组拥有执行此活动的权限。

■

“---”表示指定用户组没有执行此活动的权限。

介质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介质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介质授权对象权限

表 6-17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

---

---

x

---

读取

读取

x

x

---

---

---

x

---

操作

更新条形码

x

x

---

---

---

x

---

弹出

x

x

---

---

---

x

---

移动

x

x

---

---

---

x

---

分配

x

x

---

---

---

x

---

取消分配

x

x

---

---

---

x

---

更新数据库

x

x

---

---

---

x

---

新建

---

x

---

---

---

x

---

删除

---

x

---

---

---

x

---

失效

---

x

---

---

---

x

---

配置

策略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策略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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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授权对象权限

表 6-18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

---

---

---

---

读取

读取

x

x

---

---

---

---

---

操作

备份

x

x

---

---

---

---

---

配置

激活

---

x

---

---

---

---

---

停用

---

x

---

---

---

---

---

新建

---

x

---

---

---

---

---

删除

---

x

---

---

---

---

---

驱动器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驱动器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驱动器授权对象权限

表 6-19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x

---

---

x

---

读取

读取

x

x

x

---

---

x

---

操作

启动

x

x

---

---

---

---

---

关闭

x

x

---

---

---

---

---

重置

x

x

---

---

---

---

---

分配

x

---

---

---

---

---

---

取消分配

x

---

---

---

---

---

---

新建

---

x

---

---

---

---

---

删除

---

x

---

---

---

---

---

配置

报告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报告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报告”只包含“访问”权限集，而不包
含“配置”权限集或“操作”权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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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授权对象权限

表 6-20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

x

---

---

---

x

---

读取

读取

---

x

---

---

---

x

---

NBU_Catalog 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 NetBackup 目录库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NBU_Catalog 授权对象权限

表 6-21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

x

---

---

---

x

---

读取

读取

---

x

---

---

---

x

---

操作

备份

---

x

---

---

---

---

---

还原

---

x

---

---

---

---

---

验证

---

x

---

---

---

---

---

复制

---

x

---

---

---

---

---

导入

---

x

---

---

---

---

---

失效

---

x

---

---

---

---

---

新建

---

x

---

---

---

---

---

删除

---

x

---

---

---

---

---

读取配置

---

x

---

---

---

---

---

设置配置

---

x

---

---

---

---

---

配置

机械手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机械手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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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授权对象权限

表 6-22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x

---

---

x

---

读取

读取

x

x

x

---

---

x

---

操作

清单

x

x

---

---

---

x

---

配置

新建

---

x

---

---

---

x

---

删除

---

x

---

---

---

x

--

存储单元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存储单元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存储单元授权对象权限

表 6-23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

---

---

---

---

读取

读取

x

x

---

---

---

---

---

配置

分配

---

x

---

---

---

---

---

新建

---

x

---

---

---

---

---

删除

---

x

---

---

---

---

---

磁盘池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磁盘池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磁盘池授权对象权限

表 6-24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x

---

---

---

---

读取

读取

x

x

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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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操作

新建

---

x

x

---

---

---

---

删除

---

x

x

---

---

---

---

修改

---

x

x

---

---

---

---

装入

---

x

x

---

---

---

---

卸载

---

x

x

---

---

---

---

读取配置

---

x

x

---

---

---

---

设置配置

---

---

x

---

---

---

---

配置

备份和还原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备份和还原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备份和还原授权对象权限

表 6-25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x

x

---

---

x

读取

读取

x

x

x

x

---

---

x

操作

备份

x

x

x

x

---

---

x

还原

x

x

x

x

---

---

x

备用客户端

x

x

---

---

---

---

---

备用服务器

x

x

---

---

---

---

---

管理员访问

x

x

---

---

---

---

---

数据库代理

---

---

---

---

---

---

---

列表

---

---

x

x

---

---

x

作业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作业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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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授权对象权限

表 6-26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

---

---

x

---

读取

读取

x

x

---

---

---

x

---

操作

暂停

x

x

---

---

---

x

---

继续

x

x

---

---

---

x

---

取消

x

x

---

---

---

x

---

删除

x

x

---

---

---

x

---

重新启动

x

x

---

---

---

x

---

新建

x

x

---

---

---

x

---

服务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服务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服务授权对象权限

表 6-27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

---

---

x

---

读取

读取

x

x

---

---

---

x

---

操作

停止

x

x

---

---

---

---

---

“读取”和“浏览”权限对“服务/后台驻留程序”选项卡没有影响。这些信息是使
用用户级调用从服务器获得的。这些调用用于访问进程任务列表，并显示给所有用
户以用于提示性目的。
如果用户不是 NBU_Admin 用户组的成员，但以操作系统管理员（Administrator 或
root）身份登录，则该用户：
■

用户能够从“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命令行重新启动服务。

■

用户能够从“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停止服务，但不能从命令行停止服务。

如果用户不是 NBU_Admin 用户组的成员，但以操作系统管理员 (root) 的身份登
录。则该用户只能从命令行重新启动后台驻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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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init.d/netbackup start

如果用户是 NBU_Admin 用户组的成员，但“不是”以操作系统管理员
(Administrator) 的身份登录，则该用户：
■

用户不能从“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命令行重新启动服务。

■

用户不能从“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停止服务，但可以使用命令行停止服务。
（例如，bprdreq -terminate、bpdbm -terminate 或 stopltid。）

如果用户是 NBU_Admin 用户组的成员，但不是以操作系统管理员 (root) 的身份登
录。该用户不能从“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命令行重新启动后台驻留程序。

主机属性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主机属性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主机属性授权对象权限

表 6-28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x

x

x

x

x

读取

读取

x

x

x

x

x

x

x

配置

新建

---

x

---

---

---

---

---

删除

---

x

---

---

---

---

--

许可证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许可证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许可证授权对象权限

表 6-29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x

x

x

x

x

读取

读取

x

x

x

x

x

x

x

配置

分配

---

x

---

---

---

---

---

新建

---

x

---

---

---

---

---

删除

---

x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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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组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卷组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卷组授权对象权限

表 6-30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

---

---

x

---

读取

读取

x

x

---

---

---

x

---

配置

新建

---

x

---

---

---

---

---

删除

---

x

---

---

---

---

---

卷池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卷池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卷池授权对象权限

表 6-31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

---

---

x

---

读取

读取

x

x

---

---

---

x

---

配置

分配

---

x

---

---

---

---

---

新建

---

x

---

---

---

---

---

删除

---

x

---

---

---

---

---

设备主机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设备主机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注意：设备主机对象控制对“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节点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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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主机授权对象权限

表 6-32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x

---

---

x

---

读取

读取

x

x

x

---

---

x

---

操作

停止

x

x

---

---

---

---

---

同步

x

x

---

---

---

---

---

新建

---

x

---

---

---

---

---

删除

---

x

---

---

---

---

---

配置

安全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安全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安全授权对象权限

表 6-33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

---

---

---

x

---

---

读取

读取

---

---

---

---

x

---

---

配置

安全

---

---

---

---

x

---

---

胖服务器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胖服务器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胖服务器授权对象权限

表 6-34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x

---

---

---

---

读取

读取

x

x

x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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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配置

修改

---

x

x

---

---

---

---

---

x

---

---

---

---

修改 SAN 配置 ---

胖客户端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胖客户端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胖客户端授权对象权限

表 6-35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x

---

---

---

---

读取

读取

x

x

x

---

---

---

--

操作

发现

---

x

x

---

---

---

---

配置

修改

---

x

x

---

---

---

---

保管库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保管库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保管库授权对象权限

表 6-36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

x

---

---

---

x

---

读取

读取

---

x

---

---

---

x

---

操作

管理容器

---

x

---

---

---

x

---

运行报告

---

x

---

---

---

x

---

修改

---

x

---

---

---

---

---

运行会话

---

x

---

---

---

---

---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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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组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服务器组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服务器组授权对象权限

表 6-37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x

x

---

---

---

x

---

读取

读取

x

x

---

---

---

x

---

配置

新建

---

x

---

---

---

---

---

删除

---

x

---

---

---

---

---

修改

---

x

---

---

---

---

---

密钥管理系统 (kms) 组授权对象权限
下表显示了与密钥管理系统组授权对象关联的权限。
密钥管理系统组授权对象权限

表 6-38
集合

活动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AN
Admin

NBU_
User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KMS
Operator Admin

浏览

浏览

---

x

---

---

---

---

x

读取

读取

---

x

---

---

---

---

x

配置

新建

---

---

---

---

---

---

x

删除

---

---

---

---

---

---

x

修改

---

---

---

---

---

---

x

升级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注意：如果启用了 NBAC，则会在 NetBackup 升级过程中对其进行升级。有关如何
升级 NetBackup 的说明，请参考《NetBackup 升级指南》。执行升级时，请确保
当前 AT 和 AZ 服务正在运行。如果 NetBackup 在群集服务器中运行，请确保这两
种服务在运行 NetBackup 和执行升级的活动节点中均处于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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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过程描述如何升级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升级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1

在主服务器上，停止 NetBackup。

2

升级 NetBackup。
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计算机上，首先停止 NetBackup，然后再升级
NetBackup。请注意，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计算机上不再使用共享身份验证
和授权软件包。如果没有其他 Veritas 产品使用这些产品，可将这些产品删除。

当较早版本的 NetBackup 使用安装在远程计算机上的
根代理时升级 NetBackup
在较早版本的 NetBackup 使用安装在远程计算机上的根代理时，可以按照以下步骤
升级 NetBackup 。
当较早版本的 NetBackup 使用安装在远程计算机上的根代理时升级 NetBackup

1

在升级到 NetBackup 之前，通过设置 USE_VXSS=PROHIBITED 停止 NetBackup
服务并禁用 NBAC。 要为 USE_VXSS 设置新值，请运行以下命令。然后启动
NetBackup 升级。
在 UNIX 平台上，请使用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bpsetconfig> USE_VXSS=PROHIBITED
bpsetconfig>Crtl + D (to save and quit).

在 Windows 上，请使用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bpsetconfig> USE_VXSS=PROHIBITED
bpsetconfig> Crtl + Z + Enter (to save and quit).

2

NetBackup 升级完成后，使用 NetBackup 附带的 atutil 工具，将远程根代理
(RB) 和本地共享身份验证代理 (AB) 迁移到 NetBackup 中。

3

将 atutil 实用程序从 NetBackup 计算机复制到根代理计算机。
在 UNIX 平台上，将 /usr/openv/netbackup/sec/at/bin/atutil 文件从
NetBackup 计算机复制到根代理计算机。
在 Windows 上，将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sec\at\bin\atutil.exe 文件从 NetBackup 计

算机复制到根代理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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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至 atutil 命令复制到的目录。然后，运行 atutil export -r -f <RB
output xml file> -p <password> 命令导出根代理。

5

将导出的文件复制到 NetBackup 计算机。

6

执行以下命令将根代理导入到 NetBackup 计算机。
在 UNIX 平台上，执行 /usr/openv/netbackup/sec/at/bin/atutil import
-z /usr/openv/var/global/vxss/eab/data/ -f <RB output xml file>
-p <password>

在 Windows 上，执行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sec\at\bin\atutil import -z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global\vxss\eab\data -f <RB output
xml file> -p <password>

在群集计算机上，-z 选项应指向共享驱动器。

7

通过运行以下命令，在 R+AB 模式中配置 NetBackup 身份验证服务。
在 UNIX 平台上，运行 /usr/openv/netbackup/sec/at/bin/vssregctl -s
-f
/usr/openv/var/global/vxss/eab/data/root/.VRTSat/profile/VRTSatlocal.conf
-b "Security\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 Broker" -k Mode -t int
-v 3

在 Windows 上，运行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sec\at\bin\vssregctl -s -f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global\vxss\eab\data\systemprofile\VRTSatlocal.conf
-b "Security\Authentication\Authentication Broker" -k Mode -t int
-v 3

在群集计算机上，将 –f 选项设置为指向共享驱动器。

8

将 USE_VXSS 的值设置为 AUTOMATIC 以启动身份验证服务。要为 USE_VXSS
设置新值，请运行以下命令。
在 UNIX 平台上，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bpsetconfig> USE_VXSS=AUTOMATIC
bpsetconfig> Crtl + D (to save and quit).

在 Windows 上，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bpsetconfig> USE_VXSS=AUTOMATIC
bpsetconfig> Crtl + Z + Enter (to save and q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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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运行以下命令启动 NetBackup 身份验证服务。
在 UNIX 平台上，运行 /usr/openv/netbackup/bin/nbatd。
在 Windows 上，运行 net start nbatd。

10 将 USE_VXSS 的值重置为 PROHIBITED。
在 UNIX 平台上，手动编辑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并将
USE_VXSS 设置为 PROHIBITED。
在 Windows 上，打开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NetBackup\CurrentVersion\Config

注册表项并将 USE_VXSS 的值设置为 PROHIBITED。

11 运行以下命令导出共享 AB 域并将其导入到 NetBackup。
在 UNIX 平台上，按顺序执行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sec/at/bin/atutil export -t ab -f
<AB output xml file> -p <password>
/usr/openv/netbackup/sec/at/bin/atutil import -z
/usr/openv/var/global/vxss/eab/data/ -f <AB output xml file> -p
<password>.

在 Windows 上，按顺序执行以下命令。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sec\at\bin\atutil export -t
ab -d broker -f <AB output xml file> -p <password>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sec\at\bin\atutil import -z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global\vxss\eab\data -f
<AB output xml file> -p <password>

在群集计算机上，–z 选项应指向共享驱动器。

12 执行以下命令启动 NetBackup 身份验证服务。
在 UNIX 平台上，运行 /usr/openv/netbackup/bin/nbazd -f。
在 Windows 上，运行 net start nbaz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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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登录到共享 AZ 服务。
在 UNIX 平台上，运行 /opt/VRTSaz/bin/vssaz login --domain
localhost。
在 Windows x86 平台上，运行 C:\Program
Files\VERITAS\Security\Authorization\bin\ vssaz login --domain
localhost。

在 Windows X64 平台上，运行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Security\Authorization\bin\ vssaz login --domain
localhost。

14 使用以下命令从共享 AZ 中查找 NetBackup APS 名称。
在 UNIX 平台上，运行 /opt/VRTSaz/bin/vssaz listaps。
在 Windows x86 平台上，运行 C:\Program
Files\VERITAS\Security\Authorization\bin\ vssaz listaps。

在 Windows X64 平台上，运行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Security\Authorization\bin\ vssaz listaps。

15 运行以下命令从共享 AZ 导出 NetBackup 资源集合。
在 UNIX 平台上，运行 /opt/VRTSaz/bin/vssaz rcexport --toplevelrcname
<NBU APS name>。
在 Windows x86 平台上，运行 C:\Program
Files\VERITAS\Security\Authorization\bin\vssaz rcexport
--toplevelrcname <NBU APS name>。

在 Windows x64 平台上，运行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Security\Authorization\bin\vssaz rcexport
--toplevelrcname <NBU APS name>。

16 使用以下命令从共享 AZ 注销。
在 UNIX 平台上，运行 /opt/VRTSaz/bin/vssaz logout。
在 Windows x86 平台上，运行 C:\Program
Files\VERITAS\Security\Authorization\bin\ vssaz logout。

在 Windows x64 平台上，运行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Security\Authorization\bin\ vssaz log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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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使用以下命令登录到 NetBackup AZ。
在 UNIX 平台上，运行 /usr/openv/netbackup/sec/az/bin/vssaz login
--domain localhost。
在 Windows 上，运行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sec\az\bin\
vssaz login --domain localhost。

18 使用以下命令将 NetBackup 资源集合从共享 AZ 导入到 NetBackup。
在 UNIX 平台上，运行 /usr/openv/netbackup/sec/az/bin/vssaz rcimport
--location /var/VRTSaz/objdb/export/<OID>/rc_<OID>.xml。
在 Windows x86 平台上，运行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sec\az\bin\ vssaz rcimport --location
C:\Program Files\VERITAS\Security\Authorization\data\objdb\export
\<OID>\rc_<OID>.xml。

在 Windows x64 平台上，运行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sec\az\bin\ vssaz rcimport --location
C:\Program Files
(x86)\VERITAS\Security\Authorization\data\objdb\export
\<OID>\rc_<OID>.xml。

19 在 USE_VXSS

= PROHIBITED 模式下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20 运行 setupmaster 命令。
21 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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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中的安全证书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NetBackup 中的安全证书概述

■

关于安全管理实用程序

■

关于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

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令牌管理

■

关于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在群集 NetBackup 设置中执行安全证书部署

NetBackup 中的安全证书概述
NetBackup 使用安全证书对 NetBackup 主机进行身份验证。安全证书符合 X.509
公钥基础结构 (PKI) 标准。主服务器充当证书颁发机构 (CA) 并为主机颁发数字证
书。
在 NetBackup 8.0 之前版本中生成的所有安全证书现在均称为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NetBackup 正在使用较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来更换这些较旧的证书。将在未来
版本中完成这一转换，并且不会再使用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但是，转换过程将会持续，NetBackup 8.0 会在某些操作下要求较旧的基于主机名
的证书。下表列出了各类操作所需的证书类型。

NetBackup 中的安全证书
NetBackup 中的安全证书概述

表 7-1
操作或情形

安全证书要求

所需的证书类型

NetBackup 主服务器群 对于除 Windows 上的 WSFC 和 VCS 以外的群集解决方案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必须为
集安装
群集中的所有节点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请参见第 224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使用 NetBackup Java 控 要通过“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连接到介质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必须安装基于主机名和
制台连接介质服务器和 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客户端
要通过“备份、存档和还原”用户界面连接到 Windows 或 UNIX 客户端，客户端必须安装
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请参见第 224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请参见第 225 页的“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如果 NetBackup 主机上启用了 NBAC，主机需要基于主机名的证书。启用 NBAC 后，将自
动部署证书。

增强的审核操作

增强的审核操作要求主机具有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请参见第 224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目标自动映像复制操作

目标自动映像复制操作要求主机具有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请参见第 224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云存储

NetBackup CloudStore Service Container 要求在介质服务器上安装基于主机名的证书。如
果未安装，则无法启动 Service Container。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云管理指南》。

在 NetBackup 主机上部署安全证书
在此版本中，NetBackup 主机需要两种类型的安全证书：
■

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在 NetBackup 8.0 之前版本中生成的所有安全证书现在均称为基于主机名的证
书。在 NetBackup 8.0 中，这些证书的部署和管理并未发生变化。
默认情况下，会在安装过程中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置备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要在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上置备基于主机名的证书，NetBackup 管理员需要在
主服务器运行 bpnbaz 命令，以将证书推送到其他主机。
注意：为主机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是一次性活动。如果为较低版本或修补程
序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则不需要再次执行此过程。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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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NetBackup 8.0 引入了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这些证书以 NetBackup 主服务器分
配的通用唯一标识符 (UUID) 为基础。
默认情况下，会在安装过程中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置备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当需要在主服务器以外的其他主机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时，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可能需要授权令牌，具体视证书部署的安全设置而定。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命令行查看证书详细信息，并生成授权令牌。
请参见第 225 页的“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如果管理员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登录到两种证书均未安装的主机，将显
示以下消息：

有关每种证书的部署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请参见第 225 页的“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关于安全管理实用程序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安全管理”节点仅对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管
理员可见。（NetBackup 访问控制管理员例外。他们看不到“安全管理”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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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包含用于查看登录活动和管理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以下实用程序︰
■

使用“安全事件”可以查看有关当前管理员的登录详细信息以及用户对证书和
令牌所进行的更改。
“安全事件”实用程序包含三个选项卡︰
■

“访问历史记录”选项卡显示有关当前用户执行的登录活动的详细信息。详
细信息包括成功和失败登录尝试次数以及用户尝试访问的主机的相关信息。
请参见第 223 页的“关于登录活动”。
“访问来自于”字段显示用户用来登录的组件︰“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或 NetBackup API。
注意：NetBackup 需要 bprd 服务保持运行，才能针对使用“NetBackup 管
理控制台”登录的用户显示审核详细信息。

■

■

“证书事件”选项卡显示当前的 NetBackup 域中的证书相关活动。活动包括
创建、删除和吊销证书。

■

“令牌事件”选项卡显示当前的 NetBackup 域中的令牌相关活动。活动包括
创建、删除或生成重新发布令牌。

使用“证书管理”节点可以设置证书部署安全级别、查看系统中的所有证书、
吊销证书以及生成重新发布令牌。
请参见第 227 页的“使用证书管理实用程序发布并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

“证书管理”包含“令牌管理”节点。使用“令牌管理”实用程序创建、删
除及查看令牌。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令牌管理”。

如果配置了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则使用“访问管理”。“访问
管理”包含定义有权访问 NetBackup 的用户以及这些用户可以执行的功能的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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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32 页的“关于使用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关于登录活动
NetBackup 将捕获用户访问历史记录的信息，并持续跟踪用户密码何时失效的情
况。此信息将显示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右上角的“我的最近登录活动”窗
口中。

开始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后，“我的最近登录活动”窗口将关闭。
以下情况下无法获取密码失效信息：
■

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单一登录 (SSO) 功能，从远程登录到主服务
器

■

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登录到 UNIX 或 Linux 主服务器

注意：只有在首次成功登录“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并注销后，才能显示登录和
密码失效详细信息。
登录详细信息不会自动刷新。必须从“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注销并再次登录，
才能查看有关上一次登录详细信息的最新信息。
此信息还会显示在“访问历史记录”选项卡的“安全事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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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访问历史记录”选项卡相关的审核问题故障排除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安全管理”>“安全事件”>“访问历史记录”选项
卡显示有关当前用户执行的登录活动的详细信息。
“访问历史记录”选项卡上的“访问来自于”字段显示用户用来登录的组件︰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 NetBackup API。
NetBackup 需要 bprd 服务保持运行，才能针对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登
录的用户显示审核详细信息。
如果发现“访问历史记录”选项卡上不显示所需的审核记录，请确保正在运行 bprd
服务。

关于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默认情况下，会在安装过程中为各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置备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另外，在将 NetBackup 推送安装到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 (WSFC) 和
Windows 上的 VCS 期间，还会将基于主机名的证书部署到故障转移群集中的所有
节点。
以下主题提供了一个表格，其中列出了需要基于主机名的证书的操作。
请参见第 219 页的“NetBackup 中的安全证书概述”。

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选择以下过程之一在 NetBackup 主机上部署基于主机名的安全证书。仅 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部署证书。
表 7-2
过程

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说明和过程的链接

为群集中的主服务器部署 使用此过程将基于主机名的安全证书部署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
基于主机名的安全证书
请注意以下例外：将 NetBackup 推送安装到群集后，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
群集或 Windows 上的 Veritas Cluster Server 不需要执行此过程。
请参见为群集中的主服务器部署基于主机名的安全证书。
为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部 此过程使用 IP 地址验证识别目标 NetBackup 主机，然后部署证书。
署基于主机名的安全证书
通过使用此过程，可以为单个主机、所有介质服务器或所有客户端部署基于主机名的安全证
书。
请参见在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上部署基于主机名的安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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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为主机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是一次性活动。如果为较低版本或修补程序部
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则不需要再次执行此过程。

为群集中的主服务器部署基于主机名的安全证书
当主服务器是群集一部分时，执行此过程。
为群集中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部署基于主机名的安全证书

1

对主服务器群集的活动节点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nbaz -setupat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nbaz -setupat

2

在主服务器的活动节点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服务和
NetBackup Vault Manager (nbvault) 服务。

在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上部署基于主机名的安全证书
在一次将基于主机名的安全证书部署到多个主机时，此过程非常好用。与常规
NetBackup 部署一样，此方法假定网络是安全的。
为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部署基于主机名的安全证书

1

根据您的环境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指定一个主机名，或部署到所有介
质服务器或客户端。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nbaz
-ProvisionCert host_name|-AllMediaServers|-AllClients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nbaz -ProvisionCert
host_name|-AllMediaServers|-AllClients

2

在介质服务器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服务。
如果目标主机为 NetBackup 客户端，则无需重新启动任何服务。

注意：如果在主机上使用动态 IP (DHCP)，请确保主机名和 IP 地址在主服务器上正
确列出。要执行此操作，请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 NetBackup bpclient 命令：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client -L -All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client -L -All

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NetBackup 域中的每个主机都分配了一个唯一标识，这称为主机 ID。主服务器是证
书颁发机构 (CA)，它会将主机信息存储在 nbdb 数据库中。CA 会维护已发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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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已吊销其证书的所有主机 ID 的列表。在许多证书管理操作中都使用主机 ID 来标
识主机。
有关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相关的故障排除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请参考位于以下位
置的故障排除技术文章︰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以下主题提供了一个表格，其中列出了需要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操作。
请参见第 219 页的“NetBackup 中的安全证书概述”。
仅 NetBackup 管理员能够控制与证书部署和吊销相关的设置。
如果由于初始部署阶段的通信错误、之后阶段的数据丢失或者在主机上卸载了
NetBackup 而导致主机证书丢失，主服务器仍会将该证书视为有效证书。
即使主机名发生更改，主机 ID 也保持不变。重新安装 NetBackup 后，主机可以保
留相同的标识，也可以从主服务器获取新的主机 ID。
如果主机从多个 NetBackup 域中获取证书，它将具有多个主机 ID，每个主机 ID 分
别对应一个 NetBackup 域。
如果将主服务器配置为群集的一部分，则群集中的每个节点都将收到唯一的主机
ID。群集名称还分配有一个附加的主机 ID。例如，如果主服务器群集由 N 个节点
组成，则为主服务器群集分配的主机 ID 数将为 N+ 1。

nbcertcmd 命令选项的 Web 登录要求
nbcertcmd 命令可用于执行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关联的所有操作。但是，某些
nbcertcmd 选项要求用户首先登录到 NetBackup Web 管理服务 (nbwmc)。
■

要登录到 NetBackup Web 管理服务，请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nbwmc
仅在主服务器上运行。）：
bpnbat –login -logintype WEB

帐户必须具有 NetBackup 管理员权限。
下面显示了一个示例 WEB 登录：
bpnbat -login -LoginType WEB
Authentication Broker: server.domain.com
Authentication port [0 is default]: 0
Authentication type (NIS, NISPLUS, WINDOWS, vx, unixpwd, ldap):
unixpwd
Domain: server.domain.com
Login Name: root
Password: ********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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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nbat –login -logintype AT 命令可创建与 NetBackup 身份验证代理的会

话 (nbatd)。（主机可能并不总是主服务器。）
注意：一个 nbatd 会话没有必要运行 nbcertcmd 命令。

■

如果既未指定 WEB 也未指定 AT，则 bpnbat –login 为 nbatd 和 nbwmc 两者均
创建登录会话。（当身份验证代理位于主服务器上时才会如此。）

以下主题中的过程说明了是否必需 Web 登录。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列出了每个 nbcertcmd 选项需要的权限详细信息。
该指南还包含有关运行 bpnbat 命令的详细信息。

使用证书管理实用程序发布并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部署过程因在主服务器上配置的证书部署安全级别而异。级
别有“中”、“高”和“非常高”。默认情况下，安全级别是“高”。升级或新安
装时，自动在主服务器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这些级别决定证书颁发机构 (CA) 收到 NetBackup 主机的证书请求时执行的认证机
构检查的性质。级别决定颁发证书之前执行的检查。根据 NetBackup 环境的安全要
求选择证书部署级别。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在某些情况下，部署证书需要使用由 NetBackup 管理员管理的授权令牌。NetBackup
管理员会创建这些令牌，并与各个主机的管理员共享，从而使其能够在各自的本地
主机上部署证书。部署证书很容易，无需 NetBackup 管理员干预，即能够在多台
NetBackup 主机间进行可扩展部署。
表 7-3

每个证书部署级别或场景的部署要求

证书部署级 需要授权令牌吗？
别或场景

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证书部署级
别设置为

可以。所有证书请求均需要授权令牌。主服务器管 接收令牌后，非主服务器管理员用它来部署基于主
理员创建将在非主服务器主机上使用的令牌︰
机 ID 的证书︰

“非常高”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创建授权令牌”。

请参见第 232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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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部署级 需要授权令牌吗？
别或场景

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证书部署级
别设置为

或许可以。证书将自动部署到主服务器已知的主
机。

接收令牌后，非主服务器管理员用它来部署基于主
机 ID 的证书︰

“高”（默
认）

下列主题介绍了主服务器已知的含义︰

请参见第 232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如果主机对于主服务器是未知的，必须使用授权令
牌部署证书。主服务器管理员创建将在非主服务器
主机上使用的令牌︰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创建授权令牌”。

证书部署级
别设置为
“中”

不需要。证书可自动部署到请求证书的所有主机。 如果已自动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则无需执行
任何其他操作。
请参见第 231 页的“自动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注意：如果主服务器无法验证请求的主机名是否与 如果主服务器无法验证主机名，则必须部署基于主
机 ID 的证书︰
发出证书请求的 IP 匹配，则可能无法自动部署证
书。
请参见第 232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证书重新发
布

是，证书重新发布始终需要令牌。

请参见第 243 页的“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无法直接与
主服务器通
信的主机

如果某台主机与主服务器未建立连接，则使用可以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在未连接主服务器的客户端上部
与主服务器开展通信的另一台 NetBackup 主机作 署证书”。
为客户端代理。
代理主机必需具有令牌，才能代表主机从主服务器
中获取签名证书。

查看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详细信息
可以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通过使用 nbcertcmd 命令来查看基于主机 ID
的每个证书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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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查看证书详细信息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安全管理”>“证书管理”。
证书详细信息会显示在右窗格中。

2

默认情况下，不显示主机 ID。（请参见表 7-4。）
要显示或隐藏列，请右键单击该窗格并选择“列”>“布局”。在“列布局”
对话框中，选择要显示或隐藏的列。

表 7-4

隐藏和显示的证书详细信息

列标题

描述

默认情况下显示

证书状态

证书状态（“活动”、“已吊销”或“已失效”）。

是

主机

向其颁发证书的主机的名称。

是

主机类型

主机的类型（服务器或客户端）。

是

颁发日期

颁发证书的日期和时间。

是

生效起始日期

证书开始生效的日期。

是

生效截止日期

其后证书便无效的日期。

是

截止前剩余的天数

距证书失效且不能使用所剩的天数。

是

NetBackup 主机 ID

分配给主机的唯一 ID。

否

序列号

证书的序列号。

否

吊销原因

证书吊销原因（如果管理员在吊销时输入了原因）。

否

上次更新时间

上次更新证书详细信息的日期。

否

使用 nbcertcmd 命令查看证书详细信息
◆

要查看从不同主服务器分配给主机的所有主机 ID，请在 NetBackup 主机上运
行以下命令：
nbcertcmd -listCert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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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NetBackup 将提供数个级别，这些级别确定 CA 在收到证书请求时所执行的 CA 检
查的性质。该级别确定 CA 在为 NetBackup 主机颁发证书之前所执行的检查。请选
择与 NetBackup 环境的安全约束和要求对应的证书部署级别。
表 7-5 列出并描述了三个部署级别。
表 7-5

证书部署安全级别的描述

安全级别

描述

非常高

自动证书部署处于禁用状态。每个新证书请求必须附带授权令牌。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创建授权令牌”。

“高”（默认
值）

将自动颁发和部署证书。在主服务器已知的任何主机上，无需任何授权令牌。

如果按照列出的顺序下列任一条件成立，则将主机视为对主机服务器已知：
1

主机在“服务器”主机属性（服务器配置列表）中作为服务器列出。

2

主机显示在主服务器的 EMM 数据库中。

3

客户端至少存在一个目录库映像。该映像不得超过 6 个月。

4

客户端至少在一个备份策略中列出。

5

客户端为旧版客户端，即主服务器通过使用“客户端属性”主机属性添加的客户端。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创建授权令牌”。
中等

在从主服务器请求证书的所有主机上自动部署证书。如果主服务器可以将主机名解析为请求的源 IP
地址，则在没有授权令牌的情况下颁发证书。
请参见第 231 页的“自动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配置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 nbcertcmd 命令配置 NetBackup 域中的证书部
署安全级别。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配置证书部署级别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安全管理”>“证书管理”。

2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配置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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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指示器滑动到三个级别之一：“非常高”、“高”（默认值）或“中等”。
请参阅下列主题以了解每个级别的描述：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4

单击“确定”。

使用命令行配置证书部署级别

1

主服务器管理员必须登录到 NetBackup Web 管理服务才能执行此任务。请使
用以下命令登录：
bpnbat -login -logintype WEB

请参见第 226 页的“nbcertcmd 命令选项的 Web 登录要求”。

2

运行以下命令以查看当前安全级别：
nbcertcmd -getSecConfig -certDeployLevel -server
master_server_name

3

运行以下命令以更改安全级别：
nbcertcmd -setSecConfig -certDeployLevel 0-2 -server
master_server_name

其中，0 为“非常高”，1 为“高”（默认值），2 为“中等”。

自动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可在 NetBackup 安装过程中自动部署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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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书部署级别，这些证书会自动部署导其他 NetBackup 主机上。NetBackup
客户端后台驻留程序 (bpcd) 会定期检查主机是否具有所需的全部证书。如果缺少所
需证书，后台驻留程序会尝试与各自的主服务器建立信任关系，以请求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 CA 可以接受或拒绝证书请求，具体取决于证书部署级别
和主服务器验证主机信息的能力。
可以随时使用以下命令检查已部署证书的列表：
nbcertcmd -listCertDetails

当证书请求被拒绝时，主机管理员必须请求 NetBackup 管理员生成和共享授权令
牌，以手动部署证书。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创建授权令牌”。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根据证书部署安全级别，非主服务器主机可能需要授权令牌，之后才能从证书颁发
机构（主服务器）获取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如果证书未自动部署，则必须由管理
员使用 nbcertcmd 命令在 NetBackup 主机上手动部署证书。
以下主题介绍了部署级别以及各个级别是否需要授权令牌。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不需要令牌时进行部署
当安全级别设为主机管理员不需要授权令牌即可在非主服务器主机上部署证书时，
请使用以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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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需要令牌时生成和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1

主机管理员在非主服务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以建立主服务器对该主机的信
任：
nbcertcmd -getCACertificate

请参见第 235 页的“建立与主服务器（证书颁发机构）的信任关系”。

2

对非主服务器主机运行以下命令：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注意：如果要与多个 NetBackup 域通信，则该主机的管理员必须使用 -server
选项从每个主服务器请求证书。
运行以下命令以从特定的主服务器获取证书：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server master_server_name

3

要验证证书是否已部署到主机上，请运行以下命令：
nbcertcmd -listCertDetails

需要令牌时进行部署
当安全级别设为主机需要授权令牌才能部署 CA 发布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时，请使
用以下过程。
在需要令牌时生成和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1

主机管理员必须先从 CA 获取授权令牌值，然后才能继续操作。令牌可能会通
过电子邮件、文件或口头形式传送给管理员，具体取决于不同的环境安全准
则。

2

对非主服务器主机运行以下命令，以建立对主服务器的信任：
nbcertcmd -getCACertificate

请参见第 235 页的“建立与主服务器（证书颁发机构）的信任关系”。

233

NetBackup 中的安全证书
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3

在非主服务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并在提示时输入令牌：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token

注意：如果要与多个 NetBackup 域通信，则该主机的管理员必须使用 -server
选项从每个主服务器请求证书。
如果管理员取得文件中的令牌，请输入以下命令：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file authorization_token_file

4

要验证证书是否已部署到主机上，请运行以下命令：
nbcertcmd -listCertDetails

使用 -cluster 选项可以显示群集证书。

证书有效期时钟偏差的含义
主服务器颁发证书时，会确定主机使用证书的有效期。主服务器根据自身时间设置
证书有效期并记录两个时间戳︰“不早于”和“不迟于”。证书仅在这两个时间戳
之间有效。
主服务器的时钟与将要接收证书的主机的时钟应保持同步，确保证书按预期在给定
时间戳内有效。
主机可以位于不同时区，只要每台主机上的时钟设置为该主机所在的时区的正确时
间即可。按照惯例，NetBackup 建议使用网络时间协议 (NTP) 等服务自动使
NetBackup 域中所有主机的所有时钟保持同步。
如果时钟不同步，这种偏差可能导致以下结果︰
■

如果主机时钟时间早于主服务器，证书有效期将小于这台特定主机的预期有效
期。如果偏差极大并且时钟还会受到证书有效期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这
种情况下，倘若主服务器颁发新证书，则很可能被视为失效。

■

如果主机时钟时间迟于主服务器，主机很可能将主服务器颁发的新证书视为不
可用，因为主机认为证书尚未生效。

确定主服务器时钟与主机时钟是否保持同步

1

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确定主机时钟是否与主服务器时钟保持同步︰
nbcertcmd -checkClockSkew -server master_server_name

2

该命令返回以下结果之一︰
■

如果两个时钟同步，将显示以下消息︰
The current host clock is in sync with the master server.

■

如果当前主机时间迟于主服务器，该命令将以秒为单位报告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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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host clock is behind the master server by 36
seconds(s).
■

如果当前主机时间早于主服务器，该命令将以秒为单位报告偏差︰
The current host clock is ahead of the master server by 86363
second(s).

■

如果在主服务器上运行命令，该命令将跳过检查并显示以下消息︰
Specified server is same as the current host. Clock skew check
is skipped.

如果主机上的时钟偏差导致证书有效期出现问题，则根据需要执行更正操作。

建立与主服务器（证书颁发机构）的信任关系
每个 NetBackup 主机必须首先信任充当证书颁发机构 (CA) 的 NetBackup 主服务
器。信任至关重要，只有建立信任，主机才能请求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认证机构
证书可用来对域中的其他主机进行身份验证，其存储在每个主机的信任存储区中。
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包括从主服务器请求证书。
对于“中等”级别或“高”级别的安全部署，NetBackup 客户端后台驻留程序 (bpcd)
会自动为每个主机执行这些步骤。如果自动建立信任关系失败，主机管理员可能需
要手动建立信任关系。
请参见第 231 页的“自动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将认证机构证书添加到主机的信任存储区
运行 nbcertcmd -listCACertDetails 命令可查看主机信任存储区中的认证机构证
书的列表。输出会显示主机已信任的所有主服务器。
建立与主服务器 (CA) 的信任关系

1

主机管理员必须具有可信源发放的根证书指纹。源很可能是通过电子邮件、文
件或内部网站发放指纹的主服务器管理员。以下主题对该过程进行了介绍︰
请参见第 237 页的“CA 证书的指纹查找和传递”。

2

从 NetBackup 主机运行下列命令：
nbcertcmd -getCACertificate -server master_server_name

235

NetBackup 中的安全证书
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3

在确认输出中，输入 y 继续。
例如：
nbcertcmd -getCACertificate -server master1
Authenticity of root certificate cannot be established.
The SHA1 fingerprint of root certificate is B8:2B:91:E1:4E:78:D2:
25:86:4C:29:C5:92:16:00:8D:E8:2F:33:DD.

注意：显示的指纹必须与主机管理员从主服务器管理员收到的根证书指纹匹
配。输入 y 同意将认证机构证书添加到主机的信任存储区。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using this certificate ? (y/n):
y
The validation of root certificate fingerprint is successful.
CA certificate stored successfully.

4

接下来，管理员执行以下任务：
请参见第 232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通过消息将认证机构证书添加到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和“备份、存档和还原”用户界面通过安全通道与
NetBackup 主机（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通信。NetBackup 通过
NetBackup 证书颁发机构 (CA) 颁发的 NetBackup 基于主机 ID 或主机名的安全证
书来保护此通道。
在以下情况下，“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将显示 图 7-1：用户在 NetBackup
主机上运行“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用户会尝试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连接到其他 NetBackup 主机（目标主机）。但是，向目标主机颁发安全证书的 CA
并非位于用户启动控制台所在的主机的信任存储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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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询问是否将证书颁发机构 (CA) 添加到信任存储区中的消息。

要验证该对话框显示的认证机构指纹，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237 页的“CA 证书的指纹查找和传递”。
如果用户在此消息中选择“是”，认证机构将会添加到运行控制台所在的主机的信
任存储区中。然后，此主机将信任包含消息中列出的认证机构签发的证书的所有主
机。

CA 证书的指纹查找和传递
主服务器管理员必须查找 CA 证书的指纹并将其传递给单个主机的管理员，以便主
机能够将 CA 证书添加到其信任存储区中。
查找 CA 证书的指纹

1

主服务器管理员可以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命令行来查找指纹：
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

展开“安全管理”>“证书管理”。

■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查看证书颁发机构”。将显示“证书颁发机构
详细信息”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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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提供“将指纹复制到剪贴板”选项，帮助管理员将指纹传递给主机
管理员。
使用命令行：
■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以查看根证书指纹：
nbcertcmd -listCACertDetails
Subject Name
Start Date
Expiry Date
SHA1 Fingerprint

:
:
:
:

/CN=nbatd/OU=root@cayce.rm.com/O=vx
Sep 16 10:37:58 2016 GMT
Sep 11 11:52:58 2036 GMT
C3:5E:2E:21:78:DF:47:0D:FF:6A:45:7A:0E:
7F:1B:98:B1:F2:92:CA

如果主服务器具有多个 CA 证书，则在主机上运行命令以确定主机是否已经
具有此主服务器的 CA 证书。“主题名称”标识了主服务器。

2

主服务器管理员可通过电子邮件、文件或在内部网站上将指纹传递给主机管理
员。
当主机运行 nbcertcmd -getCACertificate 时，主机管理员使用此指纹验证
显示的指纹。

使用 vssat 命令查看 CA 证书指纹
vssat 命令还可用于查看 CA 证书指纹。vssat 可结合以下选项使用：
vssat showcred -p nbatd

但是，请注意使用 nbcertcmd -listCACertDetails 和 vssat 之间存在以下差异：
■

vssat 以哈希形式显示指纹，并且不包含冒号分隔符。

■

如果主机信任多个证书颁发机构，则 nbcertcmd 命令显示所有 CA 证书。“主
题名称”显示 CA 的标识。

从多个主服务器部署证书
客户端可能在其“服务器”列表中列出多台主服务器。（“服务器”列表将显示到
“主机属性”>“客户端”>“服务器”属性中。）
启动期间，主机会尝试从“服务器”列表列出的第一个主服务器中自动获取基于主
机 ID 的证书。按照此过程使客户端从其“服务器”列表列出的各主服务器中自动
检索证书。无论安全级别设置如何，均使用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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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个主服务器部署证书
◆

主机管理员使用 nbsetconfig 命令启用非主服务器主机配置文件中的
GET_CERT_ALL_MASTERS 选项。（配置文件位于 Windows 注册表或 UNIX 上的
bp.conf 文件。）
使用下面的格式：
GET_CERT_ALL_MASTERS = YES

强制或重写证书部署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必需使用 -force 选项与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命令。
例如，强制为主机部署证书，或者重写现有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信息并获取新的
证书。

强制证书部署
主机可能已经包含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但需要使用新证书重写旧证书。这是必需
的，例如主服务器将替换为新服务器。由于客户端部署用于旧服务器的旧证书，在
客户端上运行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命令时，将会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
Certificate already exists for the server.

使用以下过程可重写现有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信息并获取新的证书。
强制在主机上部署证书
◆

主机管理员在非主服务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server master_server_name -force
■

根据主服务器上的安全设置，可能还需要指定令牌。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创建授权令牌”。

■

使用 -cluster 选项部署群集证书。

重写现有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信息并获取新的证书
可能已为主机颁发证书，但经过一段时间证书损坏或证书文件已删除。
非主服务器主机的管理员可以运行以下命令确认证书情况︰
nbcertcmd -listCertDetails
■

如果证书损坏，命令将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
Certificate could not be read from the local certificate store.

■

如果未显示证书详细信息，则证书不可用。

使用以下过程可重写现有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信息并获取新的证书。

239

NetBackup 中的安全证书
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获取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主机管理员在非主服务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force
■

根据主服务器上的安全设置，可能还需要指定令牌。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创建授权令牌”。

■

使用 -cluster 选项部署群集证书。

在非主服务器主机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 时，保留基于主机 ID 的证
书
管理员可能希望从主机卸载 NetBackup，然后在同一主机上执行全新安装。有关如
何在卸载/重新安装过程中保留主机标识的说明，请参见以下过程。
重新安装 NetBackup 时保留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1

在主机上停止所有 NetBackup 服务。

2

备份以下目录︰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var\VxSS
Install_path\NetBackup\var\webtruststore

在 UNIX 上：
/usr/openv/var/vxss
/usr/openv/var/webtruststore

3

在使用 NetBackup Cluster Server 的情况下，还要备份以下目录︰
Shared_disk\var\global\vxss
Shared_disk\var\global\webtruststore

4

在主机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

5

还原步骤 2 和步骤 3 中备份的数据。

在未连接主服务器的客户端上部署证书
检索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 -getCertificate 命令必须直接与主服务器进行通信。
如果客户端与主服务器未建立连接，在使用可以与主服务器进行通信的另一台
NetBackup 主机作为客户端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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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代理主机部署证书

1

非主服务器主机的主机管理员对需要部署证书的主机运行以下命令︰
nbcertcmd -createCertRequest -requestFile request_file_name
-server master_server_name

该命令生成证书签名请求。

2

将证书签名请求 (CSR) 文件复制到与主服务器相连的代理 NetBackup 主机。

3

在代理主机上，代表客户端从主服务器获取签名证书。
对于以下操作，必须设置令牌。如果已为主机颁发证书，则需要重新发布令
牌。在代理 NetBackup 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任何用户均可在代理主机上运行
此命令︰
nbcertcmd -signCertificate -requestFile request_file_name
-certificateFile certificate_file_name -token

4

复制步骤 3 中生成的签名证书，然后将其传送给客户端管理员。

5

要在客户端上部署签名证书，主机管理员需对客户端运行以下命令︰
nbcertcmd -deployCertificate -certificateFile
certificate_file_name

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截止日期和续订
NetBackup 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将于颁发一年后过期。系统将在截止日期之前的 180
天自动续订。会定期发送证书续订请求，直到证书成功续订为止。自动续订确保续
订过程对用户是透明的。
始终会使用现有证书对续订请求进行身份验证。因此，无论证书部署安全级别如
何，续订过程均不需要使用授权令牌。
如果现有证书尚未到期，主机管理员可按以下过程启动手动续订请求。
手动续订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主机管理员在非主服务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
nbcertcmd -renewCertificate
■

可以通过指定 -server 选项，手动续订对应于主域之外的 NetBackup 域的
证书。

■

使用 -cluster 选项续订 NetBackup 群集服务器的群集证书。

不支持对未与主服务器直接相连的客户端执行证书续订。相反，请执行以下主题中
所述的过程︰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在未连接主服务器的客户端上部署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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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证书已过期，主机管理员必须手动重新发布证书。
请参见第 243 页的“关于重新颁发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从主机中清理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信息，然后再克隆虚拟机
克隆虚拟机可能会带来身份盗用隐患。多个主机不应使用相同的密钥对。此过程可
确保每个主机副本获取唯一密钥对和标识。
如果是一次性操作，请在克隆虚拟机前（或创建计算机黄金映像进行克隆前）执行
以下过程。
克隆前，从主机中清理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信息

1

在主机上停止所有 NetBackup 服务。

2

删除以下位置的所有文件和目录︰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var\VxSS\at\*
Install_path\NetBackup\var\VxSS\credentials\*
Install_path\NetBackup\var\webtruststore\*

在 UNIX 上：
/usr/openv/var/vxss/at/*
/usr/openv/var/vxss/credentials/*
/usr/openv/var/webtruststore/*

3

删除下列文件：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var\VxSS\certmapinfo.json
在 UNIX 上：/usr/openv/var/vxss/certmapinfo.json

4

在使用 NetBackup Cluster Server 的情况下，请额外执行以下步骤︰

5

删除以下位置的所有文件和目录︰
Shared_disk\var\global\vxss\at\*
Shared_disk\var\global\vxss\credentials\*
Shared_disk\var\global\webtruststore\*

6

删除下列文件：
Shared_disk\var\global\vxss\certmapinfo.json

7

继续克隆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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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新颁发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在以下任一情况下，必须重新颁发证书：
■

证书已被吊销。

■

证书已过期。

■

在已颁发证书的主机上重新安装了 NetBackup。

■

主机名已更改。

■

主机密钥对已更改。

重新颁发证书是防止恶意用户取得已向 NetBackup 主服务器注册的现有 NetBackup
主机标识的一种方法。无论安全级别如何，重新颁发证书始终需要重新发布令牌。
■

重新颁发 NetBackup 主机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不同于首次部署证书。使用以下
过程可重新颁发证书。
请参见第 243 页的“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

获得重新发布令牌后，重新颁发证书的过程即与使用授权令牌手动部署证书的
过程相类似。
请参见第 232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当主服务器收到重新颁发证书的请求时，它会首先吊销该主机所有以前的有效证
书，然后会根据需要生成新的证书。

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如果非主服务器主机已向主服务器注册，但其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不再有效，则可
以重新发布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例如，当证书已失效、被吊销或丢失时，其便不
再有效。
重新发布令牌是一种可用于重新发布证书的令牌。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令牌，因为
它保留与原始证书相同的主机 ID。由于重新发布的令牌绑定至特定主机，因此该令
牌不能用于为其他主机请求证书。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安全管理”>“证书管理”。

2

在右窗格中，选择需要重新发布令牌的主机。

3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生成重新发布令牌”。

4

在“创建重新发布令牌”对话框中，输入令牌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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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生效截止日期”选项中选择令牌有效日期。
注意：实际上，新建令牌时，“允许最大使用次数”设置不可用。必须对特定
主机使用一次重新发布的令牌。

6

在“原因”字段中，输入重新发布令牌的原因。日志中显示的原因为审核事
件。

7

单击“创建”。

8

对话框中将显示重新发布令牌。选择“复制”将令牌值保存到剪贴板。

9

将令牌值传送给非主服务器主机的管理员。令牌的传送方式取决于环境中的各
种安全因素。可通过电子邮件、文件或口头传输令牌。
非主服务器主机的管理员需要部署令牌以获取另一个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有
关说明，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232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使用 nbcertcmd 命令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1

主服务器管理员必须登录到 NetBackup Web 管理服务才能执行此任务。使用
以下命令登录：
bpnbat -login -logintype WEB

请参见第 226 页的“nbcertcmd 命令选项的 Web 登录要求”。

2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之一：
使用需要将证书重新发布至的主机名︰
nbcertcmd –createToken -name token_name -reissue -host host_name

使用需要将证书重新发布至的主机 ID︰
nbcertcmd –createToken -name token_name -reissue -hostId host_id

可以使用其他参数指示有效期和创建原因。

请求重命名的 NetBackup 主机的证书的其他步骤
除了重新发布令牌外，为重命名的 NetBackup 主机请求证书还需要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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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机名更改后请求主机证书

1

主服务器的 NetBackup 管理员可为重命名的 NetBackup 主机生成重新发布的
令牌。

2

NetBackup 管理员必须吊销重命名主机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请参见第 252 页的“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注意：吊销证书后，主机将无法与 NetBackup Web 管理控制台服务 (nbwmc)
进行通信。当主机使用重新发布的令牌获取新证书时，主机可以与 nbwmc 再次
通信。

3

证书吊销后，非主服务器主机的管理员必须使用重新发布的令牌获取重命名主
机的证书。
请参见第 232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更改主机密钥对
仅当密钥损害或泄漏时，考虑更改密钥对。更改密钥对将生成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
证书和新的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以下过程介绍了更改主机密钥对，然后使用新密钥对获取新的证书。不要对主服务
器执行该过程，仅对非主服务器主机执行过程。
更改非群集主机的密钥对

1

NetBackup 主机管理员备份以下目录︰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var\VxSS\at\systemprofile
在 UNIX 上：/usr/openv/var/vxss/at/root

2

NetBackup 主机管理员从主机中删除目录。

3

在主机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4

主服务器管理员需执行以下步骤︰
■

登录 NetBackup Web 管理服务︰
bpnbat -login -logintype WEB

请参见第 226 页的“nbcertcmd 命令选项的 Web 登录要求”。
■

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nbcertcmd -revokeCertificate -host host_name

■

为将要更改密钥对的 NetBackup 主机生成重新发布令牌。
请参见第 243 页的“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

部署新的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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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nbaz –ProvisionCert host_name

5

NetBackup 主机管理员使用重新发布令牌通过更新的密钥对部署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使用以下命令可直接输入令牌︰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force -token token

如果令牌位于文件中，请使用以下命令︰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force -file /directory/token_file

6

如果主机包含多个主服务器，请从步骤 4 开始对每个主服务器重复执行该过
程。

7

在更改密钥的 NetBackup 主机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更改群集中主机的密钥对

1

NetBackup 资源通常会群集到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主机管理员备份以下目录︰
在 Windows 上︰
Cluster_shared_disk\Veritas\NetBackup\var\VxSS\at\systemprofile

在 UNIX 上：/usr/openv/var/vxss/at/root

2

NetBackup 主机管理员从主机中删除目录。

3

在主机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4

主服务器管理员需执行以下步骤︰
■

登录 NetBackup Web 管理服务︰
bpnbat -login -logintype WEB

■

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nbcertcmd -revokeCertificate -host host_name

5

■

为将要更改密钥对的 NetBackup 主机生成重新发布令牌。

■

部署新的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

bpnbaz –ProvisionCert cluster_name

NetBackup 主机管理员使用重新发布令牌通过更新的密钥对部署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使用以下命令：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force -file /directory/token_file
-cluster

6

如果主机包含多个主服务器，请对每个主服务器重复执行步骤 4 的过程。

7

在更改密钥的活动节点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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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令牌管理
主服务器管理员使用“令牌管理”实用程序来执行以下任务：
■

创建新的授权令牌
视安全级别而定，非主服务器 NetBackup 主机可能需要授权令牌才能获取基于
主机 ID 的证书。主服务器的 NetBackup 管理员生成令牌，并将其与非主服务器
主机的管理员共享。此管理员随后可以部署证书，而无需主服务器管理员在场。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创建授权令牌”。

■

删除授权令牌
请参见第 249 页的“删除授权令牌”。

■

查看授权令牌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49 页的“查看授权令牌详细信息”。

■

清除无效或失效的授权令牌
请参见第 250 页的“关于过期授权令牌和清理”。

创建授权令牌
视证书部署安全级别而定，NetBackup 主机可能需要授权令牌，以便从证书颁发机
构（主服务器）获取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如果安全设置为“非常高”，则所有证书请求都需要令牌。执行本主题中介绍
的程序。

■

如果安全设置为“高”，证书将自动部署到主服务器已知的主机上。如果主机
对于主服务器是未知的，必须使用授权令牌部署证书。在此情况下，请执行本
主题中介绍的程序。
如果要了解对于主服务器已知的意义，请参阅下列主题：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

如果安全设置为“中”，则不太可能执行此程序，因为证书会自动部署到请求
证书的所有主机上。但是，主服务器必须能够交叉验证请求证书的主机的 IP 和
主机名。

注意：必须具有令牌，才能代表未连接到主服务器的主机请求证书。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在未连接主服务器的客户端上部署证书”。

注意：若要为当前证书处于无效状态（因为丢失、损坏或失效）的 NetBackup 主机
创建授权令牌，请不要使用此程序。在这些情况下，必须重新颁发令牌。
请参见第 243 页的“关于重新颁发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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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服务器的 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命令行来创
建令牌。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创建令牌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安全管理”>“证书管理”>“令牌
管理”。

2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新令牌”。
将显示“创建令牌”对话框。

3

为令牌输入唯一且具有意义的名称。该字段不能留空。
例如，要为属于 master_server_1 的多个主机创建用于请求证书的令牌，请将
令牌命名为 Token1_MS1。最佳做法是在令牌的“原因”字段中撰写有用的描
述。

4

对于令牌可以使用的次数，请在“允许的最大使用次数”选项中输入一个数
字。默认值为 1，表示一个主机可以使用令牌一次。
要将同一个令牌用于多个主机，请输入一个介于 1 和 99999 之间的任意值。例
如，要将令牌用于 8 个主机，请输入 8。尝试使用令牌的第九个主机将不会成
功。

5

使用“有效期限”选项可指出令牌在无效且无法使用之前可以使用的时长。在
“有效期限”日期后，主服务器必须生成另一个令牌。
选择一个介于 1 和 999 小时或天之间的期限。

6

（可选）输入创建令牌的原因。该原因以及对话框中的其他条目显示在审核日
志中。

7

选择“创建”。

8

新令牌即会显示在对话框中。选择“复制”将令牌值保存到剪贴板。

9

将令牌值传送给非主服务器主机的管理员。令牌的传送方式取决于环境中的各
种安全因素。可通过电子邮件、文件或口头传输令牌。

10 非主服务器主机的管理员使用令牌从证书颁发机构取得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有关说明，请参见以下过程：
请参见第 232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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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bcertcmd 命令创建令牌
◆

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
nbcertcmd -createToken -name token_name

例如：
nbcertcmd -createToken -name testtoken
已成功创建令牌 FCBVYUTDUIELUDOE。

可以使用其他参数指示最大使用次数、有效期和创建原因。
有关 nbcertcmd 命令的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删除授权令牌
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命令行删除特定的授权令牌。即使令牌未过期也
未达到“允许最大使用次数”计数，仍然可以删除令牌。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删除令牌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安全管理”>“证书管理”>“令牌
管理”。

2

在右侧窗格中，选择要删除的令牌。

3

选择“编辑”>“删除”。

4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是”以删除令牌。

使用命令行删除令牌
◆

运行 nbcertcmd -deleteToken 命令（使用附加参数）。

查看授权令牌详细信息
可以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从命令行查看每个授权令牌的详细信息。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查看令牌详细信息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安全管理”>“证书管理”>“令牌
管理”。

2

令牌详细信息会显示在右侧窗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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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bcertcmd 命令查看令牌详细信息
◆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 nbcertcmd -listToken 命令（使用附加参数），以查看
令牌详细信息。
将显示令牌详细信息。

关于过期授权令牌和清理
在以下任一情况下（无论哪个在先），授权令牌将过期：
■

当前的日期时间组合晚于令牌的“有效期”数值。

■

“允许最大使用次数”计数达到最大使用次数。

过期的授权令牌将保留在令牌数据库中，但不能用于授权证书部署请求。
过期的令牌既可以逐一删除，也可以使用“清理”操作一次性清理。“清理”操作
将从令牌数据库中删除所有过期的令牌。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清理过期的授权令牌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安全管理”>“证书管理”>“令牌
管理”。

2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清理”。

3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是”，清理所有过期的令牌并将它们从令牌数据库中删
除。

使用命令行清理令牌
◆

使用 nbcertcmd -cleanupToken 命令删除所有过期的令牌。

请参见第 249 页的“删除授权令牌”。

关于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本主题介绍了吊销的证书对 NetBackup 环境的影响。
NetBackup Web 管理控制台服务 (nbwebsvc) 是唯一一项先验证基于主机 ID 的证
书状态再允许安全通信的服务。也就是说，nbwebsvc 会检查确定证书处于活动状
态还是已吊销。例如，如果证书已吊销，nbwebsvc 则不允许继续通信。
在 NetBackup 8.0 中，NetBackup Java 应用程序服务器身份验证服务 (bpjava) 是
唯一使用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但不检查证书状态的服务。这意味着，当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连接目标 NetBackup 主机时，控制台仅验证是否存在
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但不会验证证书的状态。两个 Java 界面（包括“备份、存档
和还原”）均允许安全通信，即使证书已吊销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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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其他任何 NetBackup 组件或服务均需验证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状态，然后才能进行安全通信。虽然即使证书已吊销也能继续进行安全通
信，但主机上必须存在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删除主机与主服务器之间的信任关系
NetBackup 主机可以随时信任多个证书颁发机构（主服务器）。出于种种原因，
NetBackup 主机可能必需从以前信任的主服务器中删除信任关系。
例如，如果 NetBackup 客户端从一台主服务器移动到另一台主服务器，则建议删除
第一台主服务器中的信任关系。安全性最佳做法建议信任保持正常运行所需的最少
量的实体。此外，如果 NetBackup 主机不再需要与某个特定 NetBackup 域中的主
机进行通信，则从主机的信任存储区中删除该主服务器的认证机构证书。
注意：删除认证机构证书不会删除主机可能从该认证机构获得的基于主机 ID 或基
于主机名的证书。nbcertcmd -listcertdetails 继续显示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从主机中删除认证机构证书后，由于主机不再信任认证机构，将不会自动续订该认
证机构颁发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终将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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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主机与主服务器之间的信任关系

1

非主服务器主机的管理员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确定主服务器的认证机构证
书指纹︰
nbcertcmd -listCACertDetails

在此示例输出中，主机包含两个主服务器颁发的证书︰
nbcertcmd -listCACertDetails
Subject Name : /CN=nbatd/OU=root@master1.abc.com/O=vx
Start Date : Aug 23 14:16:44 2016 GMT
Expiry Date : Aug 18 15:31:44 2036 GMT
SHA1 Fingerprint : 7B:0C:00:32:96:20:36:52:92:E8:62:F3:56:
74:8B:E3:2E:4F:22:4C
Subject Name :
Start Date :
Expiry Date :
SHA1 Fingerprint :
8D:B2:E1:40:69:9C:8C

2

/CN=nbatd/OU=root@master2.xyz.com/O=vx
Aug 25 12:09:55 2016 GMT
Aug 20 13:24:55 2036 GMT
7A:C7:6E:68:71:6B:82:FD:7E:80:FC:47:F6:

管理员希望删除对第二个主服务器的信任关系，并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
nbcertcmd -removeCACertificate –fingerprint 7A:C7:6E:68:71:
6B:82:FD:7E:80:FC:47:F6:8D:B2:E1:40:69:9C:8C

包括整个指纹（包含冒号）。
警告：此命令从信任存储区删除认证机构证书。信任存储区由 NetBackup 服务
和 NetBackup Web 管理控制台服务 (nbwebsvc) 引用。

3

主服务器上的“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将证书状态显示为“活动”。但是，
该证书不会自动续订，最终将过期。如果主机不再是 NetBackup 域的一部分，
NetBackup 管理员应吊销主机的证书。

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在很多不同的条件下，NetBackup 管理员可能会考虑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例
如，管理员检测到客户端安全性遭到破坏、客户端淘汰或者从已主机卸载
NetBackup。不能使用吊销证书与主服务器 Web 服务进行通信。
安全最佳做法建议，管理员显式吊销不再处于活动状态的各主机证书（无论主机上
是否仍然部署证书，也不论是否已从主机中成功删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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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安全管理”>“证书管理”。

2

选择要吊销的证书。

3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吊销证书”。

4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原因，然后单击“继续”。

证书即会被吊销。
使用命令行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1

主服务器管理员必须登录到 NetBackup Web 管理服务才能执行此任务。请使
用以下命令登录：
bpnbat -login -logintype WEB

请参见第 226 页的“nbcertcmd 命令选项的 Web 登录要求”。

2

运行以下命令之一，使用主机名或主机 ID 吊销证书。
按主机名吊销︰
nbcertcmd -revokeCertificate -host host_name

按主机 ID 吊销：
nbcertcmd -revokeCertificate -hostID host_id

其他参数可用于指示撤销原因代码和主服务器。
注意：吊销证书不会从非主服务器主机的本地存储中删除证书。

在群集 NetBackup 设置中执行安全证书部署
本节提供了有关在 NetBackup 群集设置中部署基于主机名和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
信息。
有关 NetBackup 群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群集主服务器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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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关于在 NetBackup 群集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在群集 NetBackup 主服务器设置中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如下所示︰
■

每个群集节点一个证书︰证书位于各节点的本地磁盘。

■

一个对应于虚拟名称的证书︰证书位于群集的共享磁盘。

请参考以下示例：
如果群集设置包含 4 个节点，则部署 5 个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4 节点中每个节点
部署 1 个证书，并在共享磁盘上部署 1 个证书（用于主服务器的虚拟名称）。
注意：NetBackup 不支持客户端群集。

关于在 NetBackup 群集上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在群集 NetBackup 主服务器设置中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如下所示︰
■

每个群集节点一个证书︰证书位于各节点的本地磁盘。

■

每个节点一个对应于虚拟名称的证书︰证书位于各节点的本地磁盘。

请参见第 224 页的“部署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关于在群集 NetBackup 主机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自动或手动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以下几节介绍了多种不同的部署场景︰
请参见第 254 页的“在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请参见第 254 页的“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请参见第 255 页的“在活动或非活动介质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仅
升级）”。

在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NetBackup 安装期间，会部署活动主服务器节点和虚拟名称对应的基于主机 ID 的
证书。活动节点证书将部署到本地磁盘。虚拟名称证书则部署到共享磁盘。

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根据主服务器的证书部署安全级别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
证书。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请参见第 230 页的“配置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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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列情况下，将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自动部署证书︰
■

安全级别是“中”。

■

安全级别是“高”且主服务器已知的主机列表中提供了该节点。
有关如何确定主机是否对主服务器已知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几节︰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在下列情况下，需要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手动部署证书。
■

安全级别是“非常高”。

■

安全级别是“高”但主服务器已知的主机列表中未提供该节点。
有关如何确定主机是否对主服务器已知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几节︰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

非活动节点早于活动节点升级。
由于活动节点有待升级，因此未在节点上运行安全服务。这将导致失非活动节
点上的自动证书部署失败。

■

在非活动节点安装完成早于活动节点的位置推送安装。
推送安装仅适用于 Windows 平台。
请参见第 256 页的“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在活动或非活动介质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仅
升级）
在群集介质服务器设置中，根据主服务器的证书部署安全级别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
证书。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请参见第 230 页的“配置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在下列情况下，将在介质服务器节点上自动部署证书︰
■

安全级别是“中”。

■

安全级别是“高”且主服务器已知的主机列表中提供了该介质服务器。
有关如何确定主机是否对主服务器已知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几节︰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在下列情况下，需要在介质服务器节点上手动部署证书。
■

安全级别是“非常高”。

■

安全级别是“高”但主服务器已知的主机列表中未提供该介质服务器。
有关如何确定主机是否对主服务器已知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几节︰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关于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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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56 页的“在群集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仅
升级）”。

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手动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请参见第 254 页的“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手动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nbcertcmd -getCACertificate

■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file authorization_token_file]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令牌管理”。

在群集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仅升级）
。
从 7.0 版本开始，NetBackup 不支持对介质服务器进行群集。但是，如果采用版本
较旧的群集介质服务器，可以将其升级到最新版本。
https://www.veritas.com/docs/TECH147444
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在处于活动或非活动状态的介质服务器节点上手动部署基于主
机 ID 的证书。
请参见第 255 页的“在活动或非活动介质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仅
升级）”。
在群集介质服务器设置上手动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1

在要部署证书的介质服务器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

nbcertcmd -getCACertificate

■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file authorization_token_file]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令牌管理”。

2

在活动介质服务器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部署虚拟名称对应的证书︰
■

nbcertcmd -getCACertificate -cluster

■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file
authorization_token_file_virtual] -cl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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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集 NetBackup 主机上续订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群集节点和虚拟名称对应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将自动续订。系统将在截止日期之
前的 180 天自动续订证书。
如果需要，也可以手动续订证书。
请参见第 241 页的“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截止日期和续订”。
手动续订群集节点的证书
◆

从群集节点中，运行以下命令续订该节点的证书︰
nbcertcmd -renewCertificate

手动续订虚拟名称对应的证书
◆

在活动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手动续订虚拟名称对应的证书︰
nbcertcmd -renewCertificate -cluster

关于部署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在某些情况下，NetBackup 管理员可能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请参见第 257 页的“从群集 NetBackup 主机中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证书吊销后，您可能需要部署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请执行以下步骤部署新的
证书︰
■

在群集设置中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请参见第 258 页的“为群集 NetBackup 设置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

在群集设置中，使用重新发布令牌部署新证书。
请参见第 258 页的“在群集 NetBackup 设置中部署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从群集 NetBackup 主机中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在很多不同的条件下，NetBackup 管理员可能会考虑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例
如，管理员检测到客户端安全性遭到破坏、客户端淘汰或者从已主机卸载
NetBackup。不能使用吊销证书与主服务器 Web 服务进行通信。
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从 NetBackup 域中的任意主机吊销群集节点或虚拟名称对
应的证书。
确保吊销相应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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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集节点吊销证书

1

登录 NetBackup Web 管理服务︰
bpnbat -login -logintype WEB

请参见第 226 页的“nbcertcmd 命令选项的 Web 登录要求”。

2

运行以下命令吊销群集节点的证书︰
nbcertcmd -revokeCertificate -host host_name

请参见第 252 页的“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吊销虚拟名称对应的证书

1

登录 NetBackup Web 管理服务︰
bpnbat -login -logintype WEB

2

运行以下命令吊销虚拟名称对应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nbcertcmd -revokeCertificate -host virtual_name

请参见第 252 页的“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为群集 NetBackup 设置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本主题提供了为群集设置创建重新发布令牌的过程。您可以在群集设置上使用重新
发布令牌部署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关于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令牌管理”。
在群集节点上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

运行以下命令，为所需的群集节点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nbcertcmd -createToken -name token_name -reissue -host host_name

请参见第 243 页的“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创建虚拟名称对应的重新发布令牌
◆

运行以下命令创建虚拟名称对应的重新发布令牌︰
nbcertcmd -createToken -name token_name_virtual -reissue -host
virtual_name

请参见第 243 页的“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在群集 NetBackup 设置中部署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吊销后，可以在群集 NetBackup 设置中使用重新发布令牌部署
新的证书。
请参见第 257 页的“关于部署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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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集节点上部署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运行以下命令，在群集节点上使用重新发布令牌部署新的证书︰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file reissue_token_file -force

部署虚拟名称对应的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

运行以下命令，使用重新发布令牌部署虚拟名称对应的新证书︰
nbcertcmd -getCertificate -file reissue_token_file_virtual -force
-cluster

查看群集 NetBackup 设置的证书详细信息
运行以下命令查看群集节点或虚拟名称的证书详细信息。
查看群集节点的证书详细信息
◆

在群集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
nbcertcmd -listCertDetails

请参见第 228 页的“查看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详细信息”。
查看虚拟名称的证书详细信息
◆

在活动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查看虚拟名称对应的证书详细信息︰
nbcertcmd -listCertDetails -cluster

请参见第 228 页的“查看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的详细信息”。

从群集 NetBackup 设置中删除认证机构证书
运行以下命令从群集设置中删除 CA（证书颁发机构）证书。
小心：从主服务器节点或介质服务器节点中删除认证机构证书可能会对 NetBackup
功能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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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集节点中删除认证机构证书

1

在群集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查看认证机构证书指纹︰
nbcertcmd -listCACertDetails

2

运行以下命令，通过提供相应的指纹删除认证机构证书︰
nbcertcmd -removeCACertificate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删除虚拟名称对应的认证机构证书

1

在活动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手动续订虚拟名称对应的证书︰
nbcertcmd -listCACertDetails -cluster

2

在活动节点上运行以下命令，通过提供相应的指纹删除虚拟名称对应的认证机
构证书︰nbcertcmd -removeCACertificate -fingerprint
fingerprint_virtual -cluster

260

8
静态数据加密安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静态数据加密术语

■

静态数据加密注意事项

■

要考虑的加密安全问题

■

比较加密选项

■

关于 NetBackup 客户端加密

■

在客户端上配置标准加密

■

在客户端上配置旧式加密

■

介质服务器加密

静态数据加密术语
下表介绍了静态数据加密术语。
静态数据加密术语

表 8-1
术语

描述

高级加密标准 (AES)

指定替换 DES 的同步加密算法。

异步加密

包括同时使用公钥和私钥的加密算法。

数据加密标准 (DES)

指定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直到 1998 年期间公认的同步数据加密标准。

初始化向量

指定用于准备加密算法的种子值。准备加密算法是为了隐藏在使用相同密钥加密
许多数据文件时所存在的任何模式。这些文件以相同模式开始。

公钥加密

使用异步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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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描述

同步加密

包括加密和解密使用同一密钥的加密算法。对于相同的密钥大小，同步算法比异
步算法更快更安全。

静态数据加密注意事项
下表介绍了静态数据加密限制。
表 8-2

静态数据加密限制

限制

描述

数据加密对计算机性能的影响

加密算法与数据压缩算法类似，两者都占用大量 CPU。在不添加计算机硬件
（专用或共享）的情况下压缩数据可能会影响计算机和 NetBackup 的性能。

必须在数据加密之前执行数据压缩

数据压缩算法查找数据模式以压缩数据。加密算法对数据进行编码并删除任
何模式。因此，如果需要进行数据压缩，必须在数据加密步骤之前执行。

加密算法的选择

存在许多加密算法和关联的密钥的大小。用户应该如何选择数据加密？AES
（高级加密标准）为数据加密标准，支持 128、192 或 256 位加密密钥。

建议的密钥大小

通常情况下，密钥越大，从长远来看数据就越安全。但 AES 是最佳选择之
一，因为它支持所有三个密钥大小（128 位、192 位、256 位），被认为是
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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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描述

我的加密解决方案的 FIPS 认证

虽然美国政府可能要求使用 FIPS 认证，但它不应作为用于评估加密解决方
案的唯一标准。
在决策过程中还应考虑到其他因素，如下所述：
■

■

■

■

FIPS 证书仅适用于产品的已命名版本。之后，仅当遵照“FIPS 安全策
略”（在验证产品时提交的文档）使用产品时适用。将来的产品版本和
非标准使用还要进行质询性验证。
AES 等算法的安全并不在于其工作原理多么难以理解，而是在于推断未
知加密密钥的难度。经过对 AES 数年来的详细审查和同行评审，现已趋
于成熟。实际上，可以对 AES 进行测试，即输入特定的密钥和数据集，
并对照期望的输出进行检验。
数据加密与汽车安全很类似。大多数的问题是由于密钥丢失或放错地方，
而不是由于锁出现了故障。
由于误用更有可能导致问题，因此加密产品的可用性应该是注意事项的
一个方面。
可用性注意事项包括：
■ 与产品的加密集成

适当的加密密钥粒度

■

与业务流程的加密集成

■

适当的加密密钥粒度

■

可恢复性

使用家居安全作为示例，可以最好地解释适当的加密密钥粒度。只使用一把
通用的房屋钥匙是很方便，您可以使用同一把钥匙打开车库、前门或后门。
这种做法的安全性一直不错，直到钥匙陷入危险（例如钥匙失窃）。这时您
需要更换使用该钥匙的所有锁。最极端的情况是，拥有一把可打开房间内每
个抽屉和橱柜的钥匙。这样，如果钥匙丢失，每个单独的锁都需要进行更
换。
正确的解决方案介于两者之间。您必须从业务流程的角度了解您对密钥受损
或丢失的容忍程度。密钥丢失意味着使用该密钥加密的所有数据都会销毁。
密钥受损害意味着必须解密使用该密钥加密的所有数据并将其重新加密，以
保证其安全。

要考虑的加密安全问题
在考虑加密安全之前，应该提出以下问题。
答案取决于您的特定加密需要，如下所示：
■

我如何选择最佳的加密？

■

我为什么使用加密安全？

■

我需要什么保护来防止可能的内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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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什么保护来防止可能的外部攻击？

■

什么是加密安全保护的 NetBackup 特定区域？

■

我是否需要创建显示加密安全工作方式的 NetBackup 体系结构图？

■

我的加密安全的部署用例是什么？

比较加密选项
为静态数据加密选项提供了以下 NetBackup 选项：
■

NetBackup 客户端标准加密

■

NetBackup 客户端旧式加密

■

介质服务器加密

■

第三方加密设备和硬件设备

下表显示了可用的加密选项，以及每个选项的潜在优点和缺点。
加密选项比较

表 8-3
加密选项

潜在优点

客户端标准加密

■

请参见第 269 页的“在客户端上
■
配置标准加密”。
■

客户端旧式加密

潜在缺点

加密密钥位于客户端计算机上，且不受 ■
NetBackup 管理员控制。
可以在不影响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
介质服务器的情况下进行部署。
■
可以基于每个客户端进行部署。

与客户端标准加密具有相同的优点。

客户端上的加密密钥不太适合每个客户
端都必须具有唯一加密密钥和各自加密
密钥的环境
在客户端上进行加密和压缩可能会影响
客户端性能。

与客户端标准加密具有相同的缺点。

请参见第 275 页的“在客户端上
配置旧式加密”。
请参见第 284 页的“介质服务器 ■
加密”。
■

不影响客户端计算机性能

■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集中式密钥。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集中式密钥

■

详细密钥粒度的选项有限制。

■

未与 NetBackup 配置和操作紧密集成
在一起。
在介质服务器上进行加密和压缩可能会
影响介质服务器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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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选项

潜在优点

第三方加密设备和硬件设备

■

■

添加硬件对性能影响很小或者没有影
响。
通常是经 NIST FIPS 140 认证。

潜在缺点
■

■

■

NetBackup 兼容性实验室测试了其中一
些解决方案。此测试既不认可也不拒绝
特定的解决方案。此操作仅证实与特定
版本的 NetBackup 一起使用的基本功
能已经过验证。
没有与 NetBackup 配置、操作或诊断
集成在一起。
由设备提供灾难恢复方案。

关于 NetBackup 客户端加密
NetBackup Client Encryption Option 最适用于以下情况：
■

客户端能够处理 CPU 压缩/加密负荷

■

客户端需要继续控制数据加密密钥

■

需要最紧密集成 NetBackup 与加密的情形

■

每个客户端都需要加密的情形

加密安全的安装前提条件
加密的备份需要 NetBackup Encryption 软件，该软件随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
端一同安装的。要使用加密，必须具有有效的许可证。有关如何管理 NetBackup 许
可证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有关可以在其上配置 NetBackup Encryption 的平台的列表，请参见 NetBackup 版
本说明。

关于运行加密备份
可以运行加密备份，如下所示：
■

为备份选择加密
请参见第 266 页的“关于为备份选择加密”。

■

标准加密备份过程
请参见第 266 页的“标准加密备份过程”。

■

旧式加密备份过程
请参见第 267 页的“旧式加密备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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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备份选择加密
启动了备份时，服务器将根据一个策略属性来确定是否应对备份进行加密。然后，
服务器连接到客户端上的 bpcd 以启动备份，并应备份请求传递“加密”策略属性。
客户端将“加密”策略属性与客户端上配置中的 CRYPT_OPTION 进行比较，如下
所示：
■

如果该策略属性为“是”且 CRYPT_OPTION 为 REQUIRED 或 ALLOWED，
则客户端将执行加密的备份。

■

如果该策略属性为“是”且 CRYPT_OPTION 为 DENIED，则客户端将不执行
备份。

■

如果该策略属性为“否”且 CRYPT_OPTION 为 ALLOWED 或 DENIED，则客
户端将执行不加密的备份。

■

如果该策略属性为“否”且 CRYPT_OPTION 为 REQUIRED，则客户端将不执
行备份。

下表显示了针对每个情况执行的备份的类型：
表 8-4

执行的备份类型

CRYPT_OPTION

具有 CRYPT_OPTION 的“加密”策略 没有 CRYPT_OPTION 的“加密”策略
属性
属性

REQUIRED

已加密

无

ALLOWED

已加密

未加密

DENIED

无

未加密

请参见第 266 页的“标准加密备份过程”。
请参见第 268 页的“NetBackup 标准加密还原过程”。
请参见第 267 页的“旧式加密备份过程”。
请参见第 268 页的“NetBackup 旧式加密还原进程”。

标准加密备份过程
加密标准备份的前提条件如下所述：
■

注意：在 NetBackup 7.5 和更高版本中，加密软件将自动和 NetBackup UNIX
服务器以及客户端一起安装。
必须存在密钥文件。从服务器或客户端运行 bpkeyutil 命令时，会创建密钥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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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包括客户端的 NetBackup 策略中必须选择“加密”属性。

如果满足前提条件，则将发生备份，如下所示：
■

客户端将采用密钥文件中的最新密钥。
对于备份的每个文件，将发生以下情况：
■

客户端创建加密 tar 文件头。 tar 文件头包含密钥的校验和以及 NetBackup
用于加密的密码。

■

要写入使用密钥加密的文件数据，客户端会使用 CRYPT_CIPHER 配置条目
定义的密码。（默认密码为 AES-128-CFB。）

注意：仅加密文件数据。不会加密文件名和属性。

■

服务器上的备份映像包括指示备份是否已加密的标志。

旧式加密备份过程
对旧式备份进行加密的前提条件如下：
■

加密软件必须包含相应的 DES 库，如下所示：
■

对于 40 位 DES 加密，为 libvdes40.suffix；根据客户端平台的不同，suffix
可能是 so、sl 或 dll。

■

对于 56 位 DES 加密，为 libvdes56.suffix；根据客户端平台的不同，suffix
可能是 so、sl 或 dll。
注意：在 NetBackup 7.5 和更高版本中，加密软件将自动和 NetBackup UNIX
服务器以及客户端一起安装。

■

必须存在由 CRYPT_KEYFILE 配置选项指定的密钥文件。使用服务器 bpinst
命令或客户端 bpkeyfile 命令指定 NetBackup 通行短语时可创建该密钥文件。

■

您必须在包含客户端的 NetBackup 策略上选择“加密”属性。

如果在满足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对备份进行加密，则将发生下列情况：
■

客户端从其密钥文件中获取最新的数据，并将其与当前时间（备份时间）合并，
以生成 DES 密钥。对于 40 位 DES，密钥的 16 个位始终设置为零。
对于每个已备份的文件，将发生下列情况：
■

客户端创建加密 tar 文件头。tar 文件头包含 NetBackup 用于加密的 DES
的校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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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客户端写入使用 DES 密钥加密的文件数据。 请注意，仅文件数据会加密。
不会加密文件名和属性。

服务器从客户端读取文件名、属性和数据，并将它们写入服务器上的备份映像。
服务器不对数据执行任何加密或解密。服务器上的备份映像包括备份时间和一
个用于指明备份是否已加密的标志。

NetBackup 标准加密还原过程
还原标准的加密备份的前提条件如下：
■

客户端上必须已加载加密软件。
注意：在 NetBackup 7.5 和更高版本中，加密软件将自动和 NetBackup UNIX
服务器以及客户端一起安装。

■

必须存在密钥文件。从服务器或客户端运行 bpkeyutil 命令时，会创建密钥文
件。

进行还原时，服务器将基于备份映像确定备份是否已加密。然后，服务器将连接到
客户端上的 bpcd 以启动还原。服务器将向客户端发送一个针对还原请求的加密标
志。
当备份是正常执行的时，将按以下方式进行还原：
■

服务器向客户端发送文件名、属性和加密的文件数据以进行还原。

■

如果客户端读取到加密 tar 文件头，则客户端会将文件头中的校验和与密钥文
件中密钥的校验和进行比较。 如果其中一个密钥的校验和与文件头的校验和匹
配，则 NetBackup 将使用该密钥对文件数据进行解密。它使用在文件头中定义
的密码。

■

如果密钥和密码都可用，则将解密并还原文件。如果密钥或密码不可用，则不
会还原文件，并会生成一条错误消息。

NetBackup 旧式加密还原进程
还原旧式的加密备份的前提条件如下：
■

客户端上必须已加载旧式加密软件。
注意：在 NetBackup 7.5 和更高版本中，加密软件将自动和 NetBackup UNIX
服务器以及客户端一起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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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软件必须包含 40 位 DES 库。40 位 DES 库的名称为 libvdes40.suffix；
根据客户端平台的不同，suffix 可能是 so、sl 或者 dll。

■

如果 CRYPT_STRENGTH 配置选项设置为 DES_56，则加密软件还必须包含
56 位 DES 库。56 位 DES 库的名称为 libvdes56.suffix；根据客户端平台的不
同，suffix（后缀）可能是 so、sl 或者 dll。

■

必须存在由 CRYPT_KEYFILE 配置选项指定的密钥文件。使用服务器 bpinst
命令或客户端 bpkeyfile 命令指定 NetBackup 密码时可创建该密钥文件。

服务器将基于备份映像确定备份是否已加密。然后，服务器将连接到客户端上的
bpcd 以启动还原。服务器上的备份映像针对还原请求向客户端发送加密标志和备份
时间。
如果满足这些前提条件，将发生下列情况：
■

服务器向客户端发送文件名、属性和加密的文件数据以进行还原。

■

客户端获取其密钥文件数据，并将其与备份时间合并，以生成一个或多个 40 位
DES 密钥。如果有 56 位 DES 库，客户端还将生成一个或多个 56 位 DES 密
钥。

■

如果客户端读取到加密 tar 文件头，则会将文件头中的校验和与其 DES 密钥的
校验和进行比较。如果 DES 密钥的校验和与文件头中的校验和匹配，NetBackup
将使用该 DES 密钥对文件数据进行解密。

如果 DES 密钥可用，则将解密并还原文件。如果 DES 密钥不可用，则不会还原文
件，并会生成一条错误消息。

在客户端上配置标准加密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配置标准 NetBackup Encryption。
以下配置选项位于 UNIX 客户端上的 bp.conf 文件中，以及 Windows 客户端上的
注册表中。
这些配置选项如下所示：
■

CRYPT_OPTION

■

CRYPT_KIND

■

CRYPT_CIPHER

也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从服务器配置这些选项。它们位于“客户端属
性”对话框中的“加密”选项卡上。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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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标准加密配置选项
下表介绍了 NetBackup 客户端上可以使用的、标准加密的三个与加密相关的配置选
项。
确保将这些选项设置为适合您的客户端的值。
三个与加密相关的配置选项

表 8-5
选项

值

描述
定义 NetBackup 客户端上的加密选项。以下是
option 的可能值：

CRYPT_OPTION = option

denied|DENIED

指定客户端不允许加密的备份。如果服务器请求已
加密的备份，则被认为出错。

allowed|ALLOWED

（默认值）指定客户端既允许加密的备份又允许非
加密的备份。

required|REQUIRED

指定客户端需要加密的备份。如果服务器请求未加
密的备份，则被认为出错。
定义 NetBackup 客户端上的加密类型。可以将 kind
选项设置为以下任一选项值。

CRYPT_KIND = kind

NONE

既不在客户端上配置标准加密也不配置旧式加密。

STANDARD

指定要使用基于密码的 128 位加密或 256 位加密。
如果在客户端上配置了标准加密，则此选项是默认
设置。

LEGACY

指定要使用基于旧式的 40 位 DES 加密或 56 位
DES 加密。
定义要使用的密码类型。可以将其设置为以下任一
选项值。

CRYPT_CIPHER = cipher

AES-128-CFB

128 位高级加密标准。这是默认值。

BF-CFB

128 位 Blowfish

DES-EDE-CFB

双密钥三重 DES

AES-256-CFB

256 位高级加密标准

管理 NetBackup Encryption 密钥文件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管理 NetBackup Encryption 密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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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群集中所有节点上的密钥文件必须相同。
使用 bpkeyutil 命令可在 NetBackup Encryption 客户端上设置基于密码的加密密
钥文件和密码。
■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完整的命令路径如下所示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keyutil

■

对于 UNIX 客户端，完整的命令路径如下所示
/usr/openv/netbackup/bin/bpkeyutil

系统将提示您添加该客户端的密码。
NetBackup 会使用您指定的密码创建密钥文件，如下所示：
■

NetBackup 会结合使用以下两种算法，从多达 256 位的密码创建密钥。
■

安全哈希算法 (SHA1)

■

消息摘要算法 (MD5)

■

NetBackup 使用 NetBackup 私钥和 128 位 AES 算法来加密密钥。

■

密钥存储在客户端上的密钥文件中。

■

在运行时，NetBackup 会使用密钥和随机的初始化向量来加密客户端数据。初
始化向量存储在备份映像头中。

密钥文件中先前的密码仍保持可用，以便允许还原使用这些密码加密的备份。
小心：必须牢记密码，包括旧密码。如果客户端的密钥文件损坏或丢失，则需要有
以前的所有密码才能重新创建该密钥文件。没有密钥文件，就无法还原使用密码加
密的文件。
密钥文件必须只能由客户端计算机的管理员访问。
对于 UNIX 客户端，必须确保以下几点：
■

所有者是 root 用户。

■

模式位为 600。

■

文件不在可以装入 NFS 的文件系统上。

关于从服务器配置标准加密
通过从服务器使用 bpkeyutil 命令，可以配置大多数 NetBackup 客户端的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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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包括：
■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必须在支持 NetBackup Encryption 的平台上运行（请参
见 NetBackup 版本说明）。

■

NetBackup 客户端必须运行 NetBackup 7.0 或更高版本。

关于在客户端上创建加密密钥文件
按照以下准则在客户端上创建加密密钥文件：
■

如果服务器位于群集中且还是一个加密客户端，则该群集中的所有节点都必须
具有相同的密钥文件。

■

bpkeyutil 命令可在每个 NetBackup Encryption 客户端上设置基于密码的加密

密钥文件和通行短语。
■

对于 Windows 服务器，该命令的完整路径如下所示：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keyutil

■

对于 Unix 服务器，该命令的完整路径如下所示：
/usr/openv/netbackup/bin/bpkeyutil

创建密钥文件
对于每个加密客户端，请运行以下命令：
bpkeyutil -clients client_name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要添加到该客户端的密钥文件的新密码。
要将多个客户端设置为使用相同的密码，请指定以逗号分隔的客户端名称列表，如
下所示：
bpkeyutil -clients client_name1,client_name2,...,client_namen

NetBackup 会使用您指定的密码来创建密钥文件。
NetBackup 会使用您指定的密码创建密钥文件，如下所示：
■

NetBackup 会结合使用以下两种算法，从多达 256 位的密码创建密钥。
■

安全哈希算法 (SHA1)

■

消息摘要算法 (MD5)

■

NetBackup 使用 NetBackup 私钥和 128 位 AES 算法来加密密钥。

■

密钥存储在客户端上的密钥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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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行时，NetBackup 会使用密钥和随机的初始化向量来加密客户端数据。初
始化向量存储在备份映像头中。

该文件中以前的密码仍保持可用，以便允许还原使用这些密码加密的备份。
小心：无论密码是新的还是以前使用的，都必须确保它们是安全的且可以找回。如
果客户端的密钥文件损坏或丢失，则需要有以前的所有密码才能重新创建该密钥文
件。没有密钥文件，就无法还原使用密码加密的文件。
密钥文件必须只允许客户端的管理员进行访问。对于 UNIX 客户端，必须确保以下
几点：
■

所有者是 root 用户。

■

模式位为 600。

■

文件不在可以装入 NFS 的文件系统上。

密钥文件还原的最佳做法
即使加密备份没有可用的密钥文件，您也能够还原文件。

手动保留以保护密钥文件密码
手动保留是保护密钥文件密码的最安全方法。
使用 bpkeyutil 命令添加密码时，按如下所示完成手动保留：
■

将密码写在纸上。

■

将这张纸封在信封中

■

将该信封放在保险箱中。

如果随后需要从加密备份进行还原，但又丢失了密钥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

重新安装 NetBackup。

■

使用保险箱中的密码，通过 bpkeyutil 创建新的密钥文件。

自动备份密钥文件
虽然自动备份方法不太安全，但它可确保存在密钥文件的备份副本。
此方法要求您创建非加密的策略来备份密钥文件。如果密钥文件丢失，则可以通过
非加密的备份将其还原。
此方法的问题在于，客户端的密钥文件可以在其他客户端上进行还原。
如果要防止将密钥文件备份到某客户端，请将密钥文件的路径名添加到该客户端的
排除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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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还原要求进行特殊的配置更改以允许还原。

将加密的备份文件还原到其他客户端
在以下过程中介绍了重定向还原。
将加密备份还原到另一个客户端

1

服务器必须允许重定向还原，并且您（用户）必须获得执行此类还原的授权。
有关重定向还原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2

获取进行加密备份时另一个客户端上所使用的通行短语。如果没有该通行短
语，将无法还原文件。
请注意，如果这两个客户端上的通行短语在是相同的，请跳到步骤 5。

3

要保留自己的（当前）密钥文件，请对其进行移动或重命名。

4

使用 bpkeyutil 命令创建与另一个客户端的密钥文件匹配的密钥文件。在
bpkeyutil 进程提示您输入通行短语时，指定另一个客户端的通行短语。

5

将文件还原到另一个客户端。
从客户端还原加密文件后，请重命名或删除在步骤 4 中创建的密钥文件。
然后，将原始密钥文件移动到其原始位置，或将其重命名为原始名称。如果未
在其原来的位置或未使用原来的名称重建您的密钥文件，可能会无法还原自己
的加密备份。

关于直接在客户端上配置标准加密
也可以直接在客户端上配置 NetBackup Encryption，如以下主题所述：
■

在策略中设置标准加密属性
请参见第 274 页的“在策略中设置标准加密属性”。

■

从服务器更改客户端加密设置
请参见第 275 页的“从 NetBackup 服务器更改客户端加密设置”。

在策略中设置标准加密属性
必须在 NetBackup 策略中设置“加密”属性，如下所示：
■

如果已设置该属性，则 NetBackup 服务器会请求该策略中的 NetBackup 客户端
执行加密备份。

■

如果未设置该属性，则 NetBackup 服务器不会请求该策略中的 NetBackup 客户
端执行加密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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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使用策略的“属性”选项卡设置或清除策略的“加
密”属性。
有关如何配置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从 NetBackup 服务器更改客户端加密设置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可以从“客户端属性”对话框更改 NetBackup 客户端的
加密设置。
从 NetBackup 服务器更改客户端加密设置

1

在服务器上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2

展开“主机属性”>“客户端”。

3

在“客户端”列表中，双击要更改的客户端的名称。随即显示“客户端属性”
窗口。

4

展开“属性”>“加密”以显示该客户端的加密设置。
有关“加密”窗格中与设置对应的配置选项的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270 页的“管理标准加密配置选项”。
有关这些设置的其他说明，请单击窗口中的“帮助”按钮，或参见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在客户端上配置旧式加密
本主题讨论了如何配置旧式 NetBackup Encryption。
配置选项位于 UNIX 客户端上的 bp.conf 文件中，以及 Windows 客户端上的注册
表中。
这些选项如下：
■

CRYPT_OPTION

■

CRYPT_STRENGTH

■

CRYPT_LIBPATH

■

CRYPT_KEYFILE

也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从服务器配置这些选项。它们位于“客户端属
性”对话框中的“加密”选项卡上。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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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 bpinst -LEGACY_CRYPT 命令中设置 CRYPT_OPTION 和
CRYPT_STRENGTH 选项。等效的选项设置分别为 -crypt_option 和
-crypt_strength。

关于从客户端配置旧式加密
下表包含 NetBackup 客户端上与旧式加密相关的配置选项。确保将这些选项设置为
适合您的客户端的值。如果从服务器针对客户端名称运行 bpinst -LEGACY_CRYPT
命令，就会设置这些选项。
表 8-6
选项

旧式加密配置选项

值

描述
定义 NetBackup 客户端上的加密选项。以下是 option
的可能值：

CRYPT_OPTION =
option
denied|DENIED

指定客户端不允许加密的备份。如果服务器请求已加密
的备份，则被认为出错。

allowed|ALLOWED

（默认值）指定客户端既允许加密的备份又允许非加密
的备份。

required|REQUIRED

指定客户端需要加密的备份。如果服务器请求未加密的
备份，则被认为出错。
定义 NetBackup 客户端上的加密类型。以下是 kind 的
可能值：

CRYPT_KIND = kind

NONE

既不在客户端上配置标准加密也不配置旧式加密。

LEGACY

指定旧式加密类型：40 位 DES 或 56 位 DES。如果在
客户端上配置了旧式加密类型且没有配置标准加密类
型，则此选项是默认值。

STANDARD

指定密码加密类型，可以是 128 位加密或 256 位加密。
定义 NetBackup 客户端上的加密强度。以下是 strength
的可能值：

CRYPT_STRENGTH =
strength
des_40|DES_40

（默认值）指定 40 位 DES 加密。

des_56|DES_56

指定 56 位 DES 加密。
定义 NetBackup 客户端上包含加密库的目录。

CRYPT_LIBPATH =
directory_path

install_path 是 NetBackup 的安装目录，默认情况下为
C:\VERITAS。
/usr/openv/lib/

UNIX 系统中的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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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值

描述

install_path\NetBackup\
bin\

Windows 系统中的默认值。

定义 NetBackup 客户端上包含加密密钥的文件。

CRYPT_KEYFILE =
file_path
/usr/openv/netbackup/
keyfile

UNIX 系统中的默认值。

install_path\NetBackup\
bin\keyfile.dat

Windows 系统中的默认值。

管理旧式加密密钥文件
本主题介绍如何管理旧式加密密钥文件。
注意：群集中所有节点上的密钥文件必须相同。
执行加密的备份和还原的每个 NetBackup 客户端都需要一个密钥文件。密钥文件包
含客户端生成用来加密备份的 DES 密钥时使用的数据。
可以在客户端上使用 bpkeyfile 命令管理密钥文件。有关详细的描述，请查看以下
指南中对 bpkeyfile 命令的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创建密钥文件（如果还没有密钥文件）。如果您从服务器针
对此客户端名称运行 bpinst -LEGACY_CRYPT 命令时设置了通行短语，则密钥文件
已存在。
该文件名应该与您使用 CRYPT_KEYFILE 配置选项指定的文件名相同，如下所示：
■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默认密钥文件名如下所示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keyfile.dat

■

对于 UNIX 客户端，默认密钥文件名如下所示
/usr/openv/netbackup/keyfile

NetBackup 使用密钥文件通行短语生成 DES 密钥，并使用 DES 密钥加密密钥文
件。
通常，您使用的是硬编码到 NetBackup 应用程序中的密钥文件通行短语。但是，为
了获得更高的安全，您可能希望使用自己的密钥文件通行短语。
请参见第 283 页的“适用于 UNIX 客户端的附加旧式密钥文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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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不想使用自己的密钥文件通行短语，请不要输入新的密钥文件通行短
语。而是使用标准密钥文件通行短语，并输新的 NetBackup 通行短语。
您必须决定要使用什么 NetBackup 通行短语。NetBackup 通行短语用于生成放置
到密钥文件中的数据。该数据用于生成对备份进行加密的 DES 密钥。
要在 UNIX 客户端上创建使用标准密钥文件通行短语加密的默认密钥文件，请输入
类似以下内容的命令：
bpkeyfile /usr/openv/netbackup/keyfile
Enter new keyfile pass phrase: (standard keyfile pass phrase)
Re-enter new keyfile pass phrase: (standard keyfile pass phrase)
Enter new NetBackup pass phrase: ***********************
Re-enter new NetBackup pass phrase: ***********************

您可能会经常输入新的 NetBackup 通行短语。有关旧通行短语的信息会保留在密钥
文件中。这使得您可以还原使用旧通行短语生成的 DES 密钥加密的任何数据。您
可以在 bpkeyfile 命令中使用 -change_netbackup_pass_phrase（或 -cnpp）选项
输入新的 NetBackup 通行短语。
如果您需要在 Windows 客户端上输入新的 NetBackup 通行短语，请输入类似于以
下示例的命令：
bpkeyfile.exe -cnpp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keyfile.dat
Enter old keyfile pass phrase: (standard keyfile pass phrase)
Enter new NetBackup pass phrase: **********
Re-enter new NetBackup pass phrase: **********

小心：无论通行短语是新的还是以前使用的，都必须确保它们是安全的且可以找
回。如果客户端的密钥文件损坏或丢失，则需要有以前的所有通行短语才能重新创
建该密钥文件。没有密钥文件，就无法还原使用通行短语加密的文件。
密钥文件必须只允许客户端的管理员进行访问。
对于 UNIX 客户端，必须确保以下几点：
■

所有者是 root 用户。

■

模式位为 600。

■

文件不在可以装入 NFS 的文件系统上。

必须考虑是否要对密钥文件进行备份。对于加密的备份，这样的备份没有多少价
值，因为只有当密钥文件已经在客户端上时才能将其还原。不过，您可以设置对客
户端的密钥文件执行非加密备份的 NetBackup 策略。需要对密钥文件进行紧急还原
时，此策略很有用。但是，此方法也意味着可以在其他客户端上还原客户端的密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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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望阻止对密钥文件进行备份，请将密钥文件的路径名添加到客户端的排除列
表中。

关于从服务器配置旧式加密
通过从服务器使用 bpinst 命令，可以配置大多数 NetBackup 客户端的加密。
此方法的前提条件包括：
■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必须在支持 NetBackup Encryption 的平台上运行。
有关受支持的平台的详细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版本说明》。

■

NetBackup 客户端必须运行 NetBackup 7.0 或更高版本。

■

如果群集服务器是 NetBackup Encryption 的客户端，请确保该群集中的所有节
点都具有相同的密钥文件。

bpinst 命令已加载到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bin 目录中，如下所示：
■

对于 Windows 服务器，bin 目录如下所示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

对于 Unix 服务器，bin 目录如下所示
/usr/openv/netbackup/bin

有关 bpinst 命令可使用的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中的
bpinst 命令描述。
有关如何使用 bpinst 的示例：
请参见第 279 页的“关于将旧式加密配置推送到客户端”。
请参见第 280 页的“关于将旧式加密密码推送到客户端”。
通常是在 bpinst 命令中指定客户端名称。但是，如果包括了 -policy_names 选项，
请改为指定策略名称。该选项会影响指定策略中的所有客户端。

关于将旧式加密配置推送到客户端
可以在 bpinst 命令中使用 -crypt_option 和 -crypt_strength 选项，以便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设置与加密相关的配置，如下所示：
■

-crypt_option 选项可指定客户端是应拒绝进行加密备份 (denied)、允许进行加
密备份 (allowed) 还是要求进行加密备份 (required)。

■

-crypt_strength 选项可指定客户端针对加密备份应该使用的 DES 密钥长度（40
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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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安装加密客户端软件并要求使用 56 位 DES 密钥进行加密备份，请从服务器使用
以下命令：
bpinst -LEGACY_CRYPT -crypt_option required -crypt_strength des_56
\
-policy_names policy1 policy2

该示例由于太长而使用了 UNIX 续行符 (\)。要允许使用 40 位 DES 密钥进行加密或
非加密备份，请使用以下命令：
bpinst -LEGACY_CRYPT -crypt_option allowed -crypt_strength des_40 \
client1 client2

在群集环境中，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只能从活动节点将配置推送到客户端。

■

在客户端列表中指定各个节点的主机名（非虚拟名称）。

注意：bp.conf 中的主服务器 USE_VXSS 设置应该设为 AUTOMATIC。从启用了 NBAC
的主服务器推送到之前未安装 NetBackup 的主机时，请使用此设置。当 NBAC 未
启用 bp.conf 中主服务器的 USE_VXSS 设置时，也请使用此设置。

关于将旧式加密密码推送到客户端
要将密码发送到 NetBackup 客户端，可以使用 bpinst 选项 -passphrase_prompt
或 -passphrase_stdin。NetBackup 客户端使用密码来创建或更新其密钥文件中的
数据。
密钥文件中包含客户端用于生成 DES 密钥以加密备份的数据，如下所示：
■

如果使用 -passphrase_prompt 选项，则系统将提示您在终端上输入 0 到 62 个
字符的密码。在键入密码时，字符是隐藏的。系统将提示您再次键入密码，以
确保这就是您要输入的密码。

■

如果使用 -passphrase_stdin 选项，则必须通过标准输入输入 0 到 62 个字符的
密码两次。通常，-passphrase_prompt 选项比 -passphrase_stdin 选项更为安
全；但是，如果在 shell 脚本中使用 bpinst，则 -passphrase_stdin 更为方便。

要从 NetBackup 服务器通过标准输入输入名为 client1 的客户端的密码，请输入如
下所示的命令：
bpinst -LEGACY_CRYPT -passphrase_stdin client1 <<EOF
This pass phase is not very secure
This pass phase is not very secure
E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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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 NetBackup 服务器输入名为 client2 的客户端的密码，请输入如下所示的命令：
bpinst -LEGACY_CRYPT -passphrase_prompt client2
Enter new NetBackup pass phrase: ********************
Re-enter new NetBackup pass phrase: ********************

通常可以输入新密码。NetBackup 客户端会在其密钥文件中保存有关旧密码的信
息。它可以还原使用从旧密码生成的 DES 密钥加密的数据。
小心：无论密码是新的还是以前使用的，都必须确保它们是安全的且可以找回。如
果客户端的密钥文件损坏或丢失，则需要有以前的所有密码才能重新创建该密钥文
件。没有密钥文件，就无法还原使用密码加密的文件。
必须决定是否对多个客户端使用相同的密码。使用相同的密码很方便，因为可以使
用单个 bpinst 命令指定每个客户端的密码。当客户端使用相同的密码时，还可以
在这些客户端之间执行重定向还原。
注意：如果要防止重定向还原，则应该通过针对每个客户端输入单独的 bpinst 命
令来指定不同的密码。
对于群集环境，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只能从活动节点将配置推送到客户端。

■

在客户端列表中指定各个节点的主机名（非虚拟名称）。

注意：bp.conf 中的主服务器 USE_VXSS 设置应该设为 AUTOMATIC。从启用了 NBAC
的主服务器推送到之前未安装 NetBackup 的主机时，请使用此设置。当 NBAC 未
启用 bp.conf 中主服务器的 USE_VXSS 设置时，也请使用此设置。

还原其他客户端上创建的旧式加密备份
如果服务器允许重定向还原，则您（用户）必须获得执行此类还原的授权。
有关重定向还原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还原在另一个客户端上创建的加密备份：

1

获取进行加密备份时另一个客户端上所使用的通行短语。如果没有该通行短
语，将无法还原文件。
请注意，如果这两个客户端上的通行短语是相同的，请跳到步骤 4。

2

要保留自己的（当前）密钥文件，请对其进行移动或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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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bpkeyfile 命令创建与另一个客户端的密钥文件匹配的密钥文件。在
bpkeyutil 进程提示您输入通行短语时，指定另一个客户端的通行短语。
bpkeyfile -change_key_file_pass_phrase key_file_path

key_file_path 是您客户端上新密钥文件的路径。此密钥文件与其他客户端的密
钥文件相匹配。
输入命令后，bpkeyfile 将提示您输入客户端的通行短语（在步骤 1 中获取）。
有关 bpkeyfile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4

将文件还原到另一个客户端。
从客户端还原加密文件后，请重命名或删除在步骤 3 中创建的密钥文件。
然后，将原始密钥文件移动到其原始位置，或将其重命名为原始名称。如果未
在其原来的位置或未使用原来的名称重建您的密钥文件，可能会无法还原自己
的加密备份。

关于在策略中设置旧式加密属性
必须按照以下说明在 NetBackup 策略中设置“加密”属性：
■

如果已设置该属性，则 NetBackup 服务器会请求该策略中的 NetBackup 客户端
执行加密备份。

■

如果未设置该属性，则 NetBackup 服务器不会请求该策略中的 NetBackup 客户
端执行加密备份。

可以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使用策略的“属性”选项卡设置或清除策略的“加
密”属性。
有关如何配置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也可以使用 bpinst 命令设置或清除 NetBackup 策略的“加密”属性。如果要设置
或清除多个策略的属性，则此方法很方便。
例如，要从 NetBackup 服务器设置 policy1 和 policy2 的“加密”属性，请输入如
下所示的命令：
bpinst -LEGACY_CRYPT -policy_encrypt 1 -policy_names policy1 policy2

参数 1 可设置加密属性（0 将清除该属性）。

从服务器更改客户端旧式加密设置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可以从“客户端属性”对话框更改 NetBackup 客户端的
加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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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NetBackup 服务器更改客户端加密设置

1

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主机属性”>“客户端”。

2

在“客户端”列表中，双击要更改的客户端的名称。随即显示“客户端属性”
对话框。

3

在“属性”窗格中，单击“加密”以显示该客户端的加密设置。
有关这些设置的其他说明，请单击该对话框上的“帮助”选项，或参考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适用于 UNIX 客户端的附加旧式密钥文件安全
本主题仅适用于 UNIX NetBackup 客户端。附加安全对 Windows 客户端不可用。
注意：Veritas 建议不要在群集中使用附加的密钥文件安全功能。
加密客户端的密钥文件是使用从密钥文件通行短语生成的 DES 密钥加密的。默认
情况下，密钥文件是使用从硬编码到 NetBackup 中的标准通行短语生成的 DES 密
钥加密的。
使用标准密钥文件通行短语可以执行自动且加密的备份和还原，其方式与执行非加
密备份和还原的方式相同。
但是如果有未经授权的人员获得对客户端密钥文件的访问权限，则此方法可能会产
生问题。此人也许能够推测出您用于备份的加密密钥，或者能够使用密钥文件还原
您客户端的已加密备份。为此，必须确保只有客户端的管理员才能访问密钥文件。
为加强保护，可以使用自己的密钥文件通行短语生成 DES 密钥来加密密钥文件。
未经授权的人员可能仍然可以获得对此密钥文件的访问权限，但是还原会更加困
难。
如果使用自己的密钥文件通行短语，备份和还原将不再像以前那样自动进行。下面
是关于使用自己的密钥文件通行短语时 UNIX NetBackup 客户端上所发生的情况的
描述。
为在客户端上启动备份或还原，NetBackup 服务器将连接该客户端上的 bpcd 后台
驻留程序，并发出请求。
为执行加密的备份或还原，bpcd 需要解密并读取密钥文件。
如果使用了标准密钥文件通行短语，则 bpcd 可以自动解密密钥文件。
如果使用自己的密钥文件通行短语，则 bpcd 将无法再自动解密密钥文件，且无法
使用默认的 bpcd。必须启动带有特殊参数的 bpcd。请参见第 284 页的“运行 bpcd
-keyfile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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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群集环境中，如果在一个节点上更改了密钥文件，则必须在所有节点上的
密钥文件中都做出相同的更改。

运行 bpcd -keyfile 命令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将 bpcd 命令作为独立程序运行。
将 bpcd 作为独立程序运行

1

在 bpkeyfile 命令中使用 -change_key_file_pass_phrase（或 -ckfpp）选项可
更改密钥文件密码，如以下示例所示：
bpkeyfile -ckfpp /usr/openv/netbackup/keyfile
Enter old keyfile pass phrase: (standard keyfile pass phrase)
Enter new keyfile pass phrase: (standard keyfile pass phrase)
******
Re-enter new keyfile pass phrase: (standard keyfile pass
phrase) ******

如果在提示符下键入回车符，则 NetBackup 将使用标准密钥文件密码。

2

发出 bpcd -terminate 命令以停止现有的 bpcd。

3

启动带有 -keyfile 选项的 bpcd 命令。在系统提示时，输入新的密钥文件密码。
bpcd -keyfile
Please enter keyfile pass phrase: ******
bpcd 目前在后台运行，等待来自 NetBackup 服务器的请求。

可以随时使用 bpkeyfile 命令和 -ckfpp 选项更改密钥文件密码。在下次启动
bpcd 后，新的密钥文件密码才会生效。
也可以更改用于生成 DES 密钥以加密备份的 NetBackup 密码。可以随时使用
bpkeyfile 命令和 -cnpp 选项更改此密码。但是，请注意，在终止当前的 bpcd
进程并重新启动 bpcd 后，新的 NetBackup 密码才会生效。

在 UNIX 客户端上终止 bpcd
要在 UNIX 客户端上终止 bpcd，请使用 bpcd -terminate 命令。

介质服务器加密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加密最适合以下情形：
■

能处理压缩/加密负荷的介质服务器

■

需要集中式和粗放式密钥管理粒度的 NetBackup 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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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紧密的 NetBackup 运行集成的情形

有关管理介质服务器加密选项的信息位于 Veritas 支持站点上的以下文档中。
NetBackup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NetBackup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管理指南》）
NetBackup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Release Notes（《NetBackup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版本说明》）

285

9
静态数据密钥管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

关于已启用 FIPS 的 KMS

■

关于密钥管理服务 (KMS)

■

安装 KMS

■

配置 KMS

■

关于使用 KMS 进行加密

■

KMS 数据库组成部分

■

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

■

KMS 故障排除

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规定了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对计算机系统的安全和互操作性
要求。FIPS 140-2 标准规定了对加密模块的安全要求。它阐述了获准的对称和非对
称密钥加密、消息身份验证和哈希安全功能。
有关 FIPS 140-2 标准及其验证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
(NIST) 和加拿大通讯安全局 (CSEC) 的加密模块验证计划网站
http://csrc.nist.gov/groups/STM/cmvp。
NetBackup 加密模块现已经过 FIPS 验证。NetBackup KMS 使用 NetBackup 加密
模块，现在可以在 FIPS 模式中运行。
请参见第 287 页的“关于已启用 FIPS 的 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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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已启用 FIPS 的 KMS
现在，NetBackup KMS 可以在 FIPS 模式下运行，其中您创建的加密密钥始终获得
FIPS 的批准。 默认情况下，FIPS 配置已启用。
注意：NetBackup 7.7 及更高版本均支持 FIPS 加密。
使用 7.7 或更高版本创建的所有密钥均会获得 FIPS 的批准。 升级后，使用旧版
NetBackup 创建的密钥不会获得 FIPS 的批准。 即使这些密钥移动到使用 NetBackup
7.7 或更高版本创建的密钥组，也不会转换为 FIPS 批准的密钥。
使用 7.7 或更高版本创建新密钥时，系统始终会使用该新密钥生成 salt。 如果要恢
复密钥，必须提供 salt 值。
请参考以下示例；hrs09to12hrs 是使用旧版 NetBackup 创建的密钥：
Key Group Name : ENCR_Monday
Supported Cipher : AES_256
Number of Keys : 8
Has Active Key : Yes
Creation Time : Wed Feb 25 22:46:32 2015
Last Modification Time: Wed Feb 25 22:46:32 2015
Description : Key Tag :
5e16a6ea988fc8ec7cc9bdbc230811b65583cdc0437748db4521278f9c1bbdf9
Key Name : hrs09to12hrs
Current State : ACTIVE
Creation Time : Wed Feb 25 22:50:01 2015
Last Modification Time: Wed Feb 25 23:14:18 2015
Description : active

升级到 NetBackup 7.7 后，密钥 hrs09to12hrs 将从密钥组 ENCR_Monday 移动到新
密钥组 ENCR_77。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nbkmsutil -modifykey
-keyname hrs09to12hrs -kgname ENCR_Monday -move_to_kgname ENCR_77
Key details are updated successfully

287

静态数据密钥管理
关于已启用 FIPS 的 KMS

现在，系统将列出 ENCR_77 密钥组的所有密钥。 请注意，新密钥 Fips77 将获得
FIPS 的批准，而使用旧版 NetBackup 创建的 hrs09to12hrs 不会获得。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nbkmsutil -listkeys
-kgname NCR_77
Key Group Name : ENCR_77 Supported
Cipher : AES_256
Number of Keys : 2
Has Active Key : Yes
Creation Time : Thu Feb 26 04:44:12 2015
Last Modification Time: Thu Feb 26 04:44:12 2015
Description : Key Tag :
5e16a6ea988fc8ec7cc9bdbc230811b65583cdc0437748db4521278f9c1bbdf9
Key Name : hrs09to12hrs
Current State : ACTIVE
Creation Time : Wed Feb 25 22:50:01 2015
Last Modification Time: Thu Feb 26 04:48:17 2015
Description : active
FIPS Approved Key : No
Key Tag :
4590e304aa53da036a961cd198de97f24be43b212b2a1091f896e2ce3f4269a6
Key Name : Fips77
Current State : INACTIVE
Creation Time : Thu Feb 26 04:44:58 2015
Last Modification Time: Thu Feb 26 04:48:17 2015
Description : active
FIPS Approved Key : Yes
Salt : 53025d5710ab36ac1099194fb97bad318da596e27fdfe1f2
Number of Keys: 2

新密钥 Fips77 已获得 FIPS 的批准，且具有 Salt 值。
以下平台支持符合 FIPS 的 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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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Windows Server 2012

■

Linux.2.6.16 x86-64 Suse-10

■

Linux.2.6.18 x86-64 RHEL-5

■

HP-UX IA64 11.31

■

AIX 5.3 TL12 SP2

■

AIX 5.3 TL12 SP2

关于密钥管理服务 (KMS)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功能包含在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和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中。使用此功能不需要增加许可证。KMS 在 NetBackup 上
运行，是基于主服务器的对称密钥管理服务。KMS 可管理符合 T10 标准的磁带驱
动器的对称加密密钥。 KMS 设计为使用基于卷池的磁带加密，可用于具有内置硬
件加密功能的磁带硬件，例如，IBM ULTRIUM TD4 盒式驱动器就是具有内置加密
功能的磁带驱动器。KMS 还用于与 NetBackup AdvancedDisk 存储解决方案关联
的磁盘卷。KMS 与云存储提供商一起运行。KMS 可以在 Windows 和 UNIX 上运
行，它可以根据密码生成密钥，也可以自动生成密钥。KMS 操作是通过 KMS 命令
行界面 (CLI) 或云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如果 KMS 与云存储提供商一起使用）完成
的。CLI 选项可与 nbms 和 nbmkmsutil 一起使用。
KMS 虽然对现有 NetBackup 操作系统管理的影响极小，却为未来的密钥管理服务
增强提供了基础。

KMS 注意事项
下表介绍了与 KMS 的功能和使用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
KMS 的功能和使用方面的相关注意事项

表 9-1
注意事项

描述

新增了 NBKMS 服务

nbkms 服务是基于主服务器的服务，可为介质服务器 BPTM 进程提供加密密钥。

新的 nbkmsutil KMS 配置实用程 为了安全起见，只能从主服务器以 root 用户或管理员身份运行 KMS 配置实用程
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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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的大范围更改

由于下列原因，需要在整个 NetBackup 中进行更改：

KMS 安装和部署决定

■

允许卷池名称中有 ENCR_ 前缀。

■

与密钥管理服务通信。

■

为内嵌加密功能的 T10 / SCSI 标准磁带驱动器提供支持。

■

NetBackup GUI 和 CLI 进行了更改，以便除了报告 NetBackup 映像信息之
外，还报告加密密钥标记
对 bpimmedia 和 bpimagelist 进行了修改。

■

在该 NetBackup 版本中，重点放在可恢复性方面，并简化了使用
建议的选项是使用通行短语生成所有加密密钥。您键入一个通行短语，密钥管
理系统会使用该通行短语创建一个可复制的加密密钥。

要部署 KMS，必须做出下列决策：
■

是选择 KMS 随机生成的密钥还是通行短语生成的密钥

■

是否包括 NBAC 部署

KMS 安全

对现有的 NetBackup 服务没有添加任何负担，但安全方面有更多保障。

密码类型

KMS 中支持下列密码类型：

KMS 可恢复性

■

AES_128

■

AES_192

■

AES_256（默认密码）

可以通过根据通行短语生成所有加密密钥的方式使用 KMS。 您可以记录这些通
行短语，以便将来使用它们为 NetBackup 重新创建整个 K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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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S 文件

下面是与它相关的用于保存密钥信息的 KMS 文件：
■

■

■

密钥记录

密钥文件或密钥数据库
包含数据加密密钥。密钥文件位于 /opt/openv/kms/db/KMS_DATA.dat。
主机主密钥
包含使用 AES 256 加密并保护 KMS_DATA.dat 密钥文件的加密密钥。主机主
密钥位于 /opt/openv/kms/key/KMS_HMKF.dat。
密钥保护密钥
使用 AES 256 加密并保护 KMS_DATA.dat 密钥文件中的单独记录的加密密
钥。密钥保护密钥位于 /opt/openv/kms/key/KMS_KPKF.dat。目前，使用同
一密钥保护密钥来加密所有记录。
■ 备份 KMS 文件
如果要备份 KMS 文件，则应该遵循最佳做法。将 KMS 数据库文件放在一
个磁带上，然后将 HMK 文件和 KPK 文件放在另一个磁带上。要访问已加
密的磁带，需要获取这两个磁带。
另一种替代方法是，在正常的 NetBackup 进程之外备份 KMS 数据文件。
可以将这些文件复制到单独的 CD、DVD 或 USB 驱动器。
也可以依靠通行短语生成的加密密钥来手动重建 KMS。 所有密钥都可以
使用通行短语生成。如果已记录所有加密密钥通行短语，则可以通过您记
下的信息手动重新创建 KMS。如果您只有几个自己生成的加密密钥，此过
程可能很短。

密钥记录包含许多字段，但主要记录是加密密钥、加密密钥标记和记录状态。密
钥记录还包含一些元数据。
这些密钥记录的定义如下：
■

■

■

■

密钥组

加密密钥
此密钥将分配给磁带驱动器。
加密密钥标记
此标记是加密密钥的标识符。
记录状态
每个密钥记录都有一种状态。状态有活动前、活动、不活动、已过时以及已终
止。
元数据
元数据包括逻辑名称、创建日期、修改日期和描述。

密钥组是密钥记录的逻辑名称和分组。创建的所有密钥记录必须属于一个组。一
个密钥组在任何时候都只能具有一个处于活动状态的密钥记录。NetBackup 支持
100 个密钥组。每个密钥组只允许有 10 个加密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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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驱动器和介质功能

驱动器、磁带和 NetBackup 功能必须全部匹配，驱动器加密才能成功。许多驱动
器符合 T10 标准。 我们所支持的一些已知磁带驱动器（符合 T10 标准）是 LT0-4、
LT0-5、LT0-6、IBM TS1120/30/40、Oracle T10000B/C 等。
您仍然可以运行较早的 LTO 版本以便进行读取和写入，但您无法加密数据。 例
如，如果使用 LT02 介质，则可以在 LT04 驱动器中读入数据，但无法以未加密
格式或加密格式写入这些数据。
在运行设置加密时，必须记录这些驱动器问题和介质问题。您不但需要能加密的
驱动器，还需要需进行分组且可以加密的介质。以后解密时，磁带必须放在能够
解密的驱动器中。
有关介质和磁带驱动器之间互操作性的简要信息，请参考表 9-2。 有关详细信息，
Veritas 建议参考供应商特定的用户指南。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文章 HOWTO56305。

KMS 与 NBAC 一起使用

有关将 KMS 与 NBAC 一起使用的信息包含在本文档各小节的适当位置。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NBAC 文档。

KMS 与 HA 群集一起使用

有关将 KMS 与 HA 群集一起使用的信息包含在本文档各小节的适当位置。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HA 文档。

KMS 日志记录

该服务使用新的统一日志记录，并且已为该服务分配了 OID 286。nbkmsutil
命令使用传统日志记录，可在文件
/usr/openv/netbackup/logs/admin/*.log 中找到其日志。

KMS 与云

在本文档各小节的适当位置，包含了有关将 KMS 与云提供程序一起使用的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云管理指南。

KMS 与 AdvancedDisk

在本文档各小节的适当位置，包含了有关将 KMS 与 AdvancedDisk 存储一起使
用的信息。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AdvancedDisk Storage Solutions
Guide（《NetBackup AdvancedDisk 存储解决方案指南》）。

NBAC 和 KMS 权限

通常，在使用 NBAC 和运行 Setupmaster 命令时，会创建与 NetBackup 相关
的组权限（例如，NBU_Admin 和 KMS_Admin）。默认的 root 和管理员用户也
会添加到这些组中。在某些情况下，当升级 NetBackup 时，root 和管理员用户不
会添加到 KMS 组中。解决方法是手动为 root 和管理员用户授予 NBU_Admin 和
KMS_Admin 权限。

表 9-2

介质支持加密

介质

LTO4 磁带驱动器

LTO5 磁带驱动器

LTO6 磁带驱动器

LTO-2 介质

只读不支持加密

不支持

不支持

LTO-3 介质

读写不支持加密

只读不支持加密

不支持

LTO-4 介质

读写启用加密

读写启用加密

已启用只读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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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

LTO4 磁带驱动器

LTO5 磁带驱动器

LTO6 磁带驱动器

LTO-5 介质

不支持

读写启用加密

读写启用加密

LTO-6 介质

不支持

不支持

读写启用加密

KMS 操作原理
KMS 用于能加密的磁带驱动器。为了从系统管理方面降低使用 NetBackup 的难度，
KMS 集成在了 NetBackup 中。并为具有内置加密功能的磁带驱动器提供了加密密
钥管理。这些磁带驱动器符合 SCSI 标准。SCSI 命令在磁带驱动器上启用加密。
NetBackup 通过卷池名称访问该功能。

关于写入加密磁带
BPTM 接收一个请求，要求向磁带进行写入并使用带有 ENCR_ 名称前缀的卷池中的
磁带。 ENCR_ 前缀是向 BPTM 发出的信号，表示将加密写至磁带中的信息。
BPTM 与 KMS 联系，并从密钥组中请求与卷池名称匹配的加密密钥。
KMS 将加密密钥和密钥标识符（也称为加密密钥标记）传回 BPTM。
BPTM 使驱动器处于加密模式，并将密钥标记和标识符标记注册到驱动器。此过程
全部是使用已添加到 SCSI 规范的 SCSI 安全协议 in 或 out 命令完成的。
随后备份正常继续进行。
备份完成后，BPTM 会从驱动器中注销密钥和标记，并将驱动器设置回普通模式。
然后，BPTM 将标记记录在 NetBackup 映像记录目录库中。
图 9-1 显示了进程的流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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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用于写入加密磁带的进程流

关于读取加密磁带
读取磁带时，如果遇到加密了映像的磁带区域，BPTM 将确定：使用什么标记，
KMS 会将该记录和密钥加载到 BPTM 中。 然后，BPTM 将密钥提供给驱动器，随
后读取磁带的操作正常继续。

KMS 术语
表 9-3 定义了与 KMS 关联的术语。
表 9-3

常见 KMS 术语的定义

术语

定义

命令行界面 (CLI)

从 CLI 中，可以从提供的命令行使用 nbkmsutil 命令来执行 KMS
功能。您可以使用 CLI 执行以下操作：创建新密钥组、创建新密
钥、修改密钥组属性、修改密钥属性和获取密钥组的详细信息。 还
可以获取密钥的详细信息、删除密钥组、删除密钥、恢复密钥、修
改主机主密钥和获取主机主密钥 ID。此外，还可以修改密钥保护密
钥、获取密钥保护密钥 ID、获取密钥存储统计数据、静默 KMS 数
据库、取消静默 KMS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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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主机主密钥 (HMK)

主机主密钥包含的加密密钥可使用 AES 256 加密并保护
KMS_DATA.dat 密钥文件。主机主密钥位于
/opt/openv/kms/key/KMS_HMKF.dat 中。

密钥

密钥是用于加密和解密数据的加密密钥。

密钥组记录 (KGR)

密钥组记录包含密钥组的详细信息。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密钥管理服务是基于主服务器的对称密钥管理服务，用于管理对称
加密密钥。管理符合 T10 标准 (LTO4) 的磁带驱动器的密钥。KMS
位于 /usr/openv/netbackup/bin/nbkms 中。

密钥记录 (KR)

密钥记录包含加密密钥的详细信息。

KMS 数据库

KMS 数据库包含数据加密密钥。

密钥保护密钥 (KPK)

密钥保护密钥是使用 AES 256 加密和保护 KMS_DATA.dat 密钥文
件中的各个记录的加密密钥。密钥保护密钥是
kms/key/KMS_KPKF.dat。当前，使用同一个密钥加密密钥为所
有记录加密。

密钥文件（密钥数据
库）

密钥文件或密钥数据库包含数据加密密钥。密钥文件
/opt/openv/kms/db/KMS_DATA.dat。

密钥组

密钥组是密钥记录的逻辑名称和分组。一个密钥组在任何时候都只
能具有一个处于活动状态的密钥记录。支持一百个密钥组。

密钥记录

密钥记录包含加密密钥、加密密钥标记和记录状态。还包括一些其
他有用的元数据，例如逻辑名称、创建日期、修改日期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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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密钥记录状态

密钥记录状态如下：
■

活动前，表示已创建密钥记录，但从未使用过。

■

活动，表示可以在备份和还原中使用密钥记录来加密和解密。

■

■

不活动，表示密钥记录不能用于加密，并且只能在还原过程中
用于解密。
已过时，表示密钥记录不能用于加密或解密。

■

已终止，表示密钥记录不可使用，但可以删除。

■

密钥存储，表示密钥存储是保存数据加密密钥的文件。

■

通行短语，表示通行短语是用户指定的随机字符串。用于创建
加密密钥的种子。您可以选择是否使用通行短语来创建 HMK、
KPK 和加密密钥。

注意：通过记录所有通行短语并保存在安全的位置来记下通行短
语，以供以后使用。
使用通行短语具有一定的好处。 可使密钥具有更好的安全强度。如
果密钥丢失，您可以提供创建原始密钥时使用的通行短语来重新生
成密钥。
静默

静默将 KMS 数据库设置为只读管理员模式。要创建 KMS 数据库文
件的一致副本的备份，必须静默该数据库。

标记

标记是用于在密钥存储中标识单个密钥或密钥组的唯一标识符
(UUID)。

安装 KMS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安装 KMS。
注意：有关在云存储环境中配置 KMS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云管理指
南。
KMS 服务称为 nbkms。
此服务直到设置了数据文件之后才会运行，这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不使用 KMS
的环境的影响。
安装 KMS

1

运行 nbkms -createemptydb 命令。

2

输入主机主密钥 (HMK) 的通行短语。 您也可以按 Enter 以创建随机生成的密
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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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 HMK 的 ID。此 ID 可以是要用于标识 HMK 的任何描述性内容。

4

输入密钥保护密钥 (KPK) 的通行短语。

5

输入 KPK 的 ID。此 ID 可以是要用于标识 KPK 的任何描述性内容。
输入 ID 并按 Enter 后，KMS 服务会启动。

6

运行下面的命令启动该服务：
nbkms

7

使用 grep 命令确保该服务已启动，如下所示：
ps -ef | grep nbkms

8

创建密钥组。密钥组名必须与卷池名完全一致。所有密钥组名都必须具有前缀
ENCR_。
注意：将密钥管理用于云存储时，密钥组名不要求使用 ENCR_ 前缀。
要创建（非云存储）密钥组，请使用以下命令语法。
nbkmsutil -creatkg -kgname ENCR_volumepoolname
ENCR_ 前缀是必需的。当 BPTM 收到包括 ENCR_ 前缀的卷池请求时，它会将卷

池名称提供给 KMS。KMS 确定它与卷池名称完全相同后，从密钥组中选取备
份的活动密钥记录。
要创建云存储密钥组，请使用以下命令语法。
nbkmsutil -creatkg -kgname cloud_provider_URL:volume_name

9

使用 -createkey 选项创建密钥记录。

nbkmsutil -createkey -kgname ENCR_volumepool -keyname keyname -activate -desc "message"

密钥名称和消息是可选的；它们可帮助您在显示密钥时识别该密钥。
-activate 选项可跳过活动前状态，并将该密钥创建为活动状态。

10 当脚本提示您时，请再次提供通行短语。
在下面的示例中，密钥组称为 ENCR_pool1，密钥名称为 Q1_2008_key。说明
解释了此密钥代表一月、二月和三月。
nbkmsutil -createkey -kgname ENCR_pool1 -keyname Q1_2008_key -activate -desc "key for
Jan, Feb, &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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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您可以使用同一命令创建另一密钥记录；不同的密钥名称和说明可帮助您区分
密钥记录。
nbkmsutil -createkey -kgname ENCR_pool1 -keyname Q2_2008_key -activate -desc "key for
Apr, May, & Jun"

注意：如果您使用命令 nbkmsutil -kgname name -activate 创建多条密钥
记录，则只有最后一个密钥会保持活动状态。

12 要列出属于某个密钥组名的所有密钥，请使用以下命令：
nbkmsutil -listkeys -kgname keyname

注意：Veritas 建议保留 nbkmsutil -listkeys 命令的输出记录。如果需要恢复
密钥，则需要输出中列出的密钥标记。
以下命令和输出使用此过程中的示例。

请参见第 299 页的“关于将 KMS 与 HA 群集一起安装”。
请参见第 299 页的“将 KMS 与 NBAC 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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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KMS 与 NBAC 一起使用
已对 NBAC 进行了以下更改以支持引入 KMS 功能：
■

添加了新的授权对象 KMS

■

添加了新的 NetBackup 用户组 NBU_KMS Admin

用户具有的对 KMS 对象的权限决定了允许其执行的 KMS 相关任务。
表 9-4 显示了每个 NetBackup 用户组的默认 KMS 权限。
NetBackup 用户组的默认 KMS 权限

表 9-4
集合

活动

NBU_
User

NBU_
NBU_
Operator Admin

NBU_
Security
Admin

Vault_
NBU_
Operator SAN
Admin

NBU_
KMS
Admin

浏览

浏览

---

---

x

---

---

---

x

读取

读取

---

---

x

---

---

---

x

配置

新建

---

---

---

---

---

---

x

配置

删除

---

---

---

---

---

---

x

配置

修改

---

---

---

---

---

---

x

除了上面所列的 KMS 权限，NBU_KMS admin 组还具有对其他授权对象的下列权
限：
■

BUAndRest 具有浏览、读取、备份、还原、列出权限

■

HostProperties 具有浏览、读取权限

■

License 具有浏览、读取权限

关于将 KMS 与 HA 群集一起安装
在典型的 NetBackup 环境中，可能并未安装、许可或配置了所有可选软件包。在此
类情况下，与这些可选产品相关的任何服务可能并非在所有时间都处于活动状态。
因此，这些服务默认情况下不受监视，并且在出现故障的情况下不会导致 NetBackup
进行故障转移。如果在以后的某个时间安装、许可和配置了可选产品，并且可以手
动配置其服务，则 NetBackup 就可以在发生故障时进行故障转移。在本节中，我们
介绍了设置 KMS 以使群集受监视的手动步骤。

允许在群集上使用 KMS 服务
您可以通过将 KMS 服务群集添加到可监视服务的列表中来启用该服务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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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群集可与 KMS 一起使用

1

在群集的活动节点上打开命令提示符。

2

按如下所述更改目录：
在 Windows 上：<NetBackup_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

3

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bpclusterutil -addSvc "NetBackup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在 UNIX 上：bpclusterutil -addSvc nbkms

4

按照特定于可选产品的步骤操作以启用相应的产品。对于 NetBackup 密钥管理
服务，运行相应命令以创建数据库，并启动服务。

启用对 KMS 服务的监视
可以启用对 KMS 服务的监视，并在该服务失败时对 NetBackup 执行故障转移。
启用对 KMS 服务的监视并在它失败时对 NetBackup 执行故障转移

1

在群集的活动节点上，打开命令提示符。

2

按如下所述更改目录：
在 Windows 上：<NetBackup_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

3

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bpclusterutil -enableSvc "NetBackup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在 UNIX 上：bpclusterutil -enableSvc nbkms

禁用对 KMS 服务的监视
您可以禁用对 KMS 服务的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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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对 KMS 服务的监视

1

在群集的活动节点上，打开命令提示符。

2

按如下所述更改目录：
在 Windows 上：<NetBackup_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

3

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bpclusterutil -disableSvc "NetBackup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在 UNIX 上：bpclusterutil -disableSvc nbkms

从监视列表中删除 KMS 服务
您可以从可监视服务的列表中删除 KMS 服务。
从可监视服务的列表中删除 KMS 服务

1

使用前面的过程禁用监视可选产品服务

2

按照特定于可选产品的步骤操作以删除相应的产品

3

在群集的活动节点上打开命令提示符

4

按如下所述更改目录：
在 Windows 上：<NetBackup_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

5

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bpclusterutil -deleteSvc "NetBackup Key Management
Service"

在 UNIX 上：bpclusterutil -deleteSvc nbkms

配置 KMS
配置 KMS 是通过创建密钥数据库、密钥组和密钥记录完成的。然后，可以配置
NetBackup 以便与 KMS 一起使用。
配置和初始化 KMS

1

创建密钥数据库、主机主密钥 (HMK) 和密钥保护密钥 (KPK)。

2

创建匹配卷池的密钥组。

3

创建一个活动密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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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密钥数据库
使用以下过程来创建一个空密钥数据库。密钥数据库是利用 -createemptydb 选项
通过调用服务名创建的。 该过程会进行检查以确保不存在密钥数据库，然后继续进
行创建。初始化 KMS 时，需要创建两个保护密钥，它们是主机主密钥 (HMK) 和密
钥保护密钥 (KPK)。
对于所有 KMS 密钥创建活动，为用户提供了下列选项来创建这些密钥：
■

密钥由通行短语生成

■

随机生成通行短语

将提示您提供一个与每个密钥关联的逻辑 ID。该操作结束时，就建立了密钥数据库
和保护密钥。
在 Windows 系统上，可在下列文件中找到它们：
\Program Files\Veritas\kms\db\KMS_DATA.dat
\Program Files\Veritas\kms\key\KMS_HMKF.dat
\Program Files\Veritas\kms\key\KMS_HKPKF.dat

在 UNIX 系统上，可在下列文件中找到它们：
/opt/openv/kms/db/KMS_DATA.dat
/opt/openv/kms/key/KMS_HMKF.dat
/opt/openv/kms/key/KMS_HKPKF.dat

注意：在 Windows 上，以下 nbkms 命令通过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kup\bin 目录运行。
创建密钥数据库

1

运行以下命令：
nbkms -createemptydb.

2

输入主机主密钥的通行短语，或按 Enter 以使用随机生成的密钥。 在以下提示
下重新输入通行短语。

3

输入 HMK ID。此 ID 与 HMK 关联；将来，您可以使用它查找该特定密钥。

4

输入密钥保护密钥的通行短语，或按 Enter 以使用随机生成的密钥。 在以下提
示下重新输入通行短语。

5

输入 KPK ID。此 ID 与 KPK 关联；将来，您可以使用它查找该特定密钥。

6

输入 KPK I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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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密钥组和密钥记录
密钥组是密钥记录的逻辑集合，在该集合中，处于活动状态的记录不超过一个。
密钥组定义包括：
■

名称
赋予密钥组的名称，在密钥存储中应是唯一的。如果新名称在密钥存储中是唯
一的，则支持重命名密钥组。

■

标记
唯一密钥组标识符（不可变）。

■

密码
支持的密码。所有属于该密钥组的密钥都是使用此密码机制创建的（不可变）。

■

描述
任意描述（可变）。

■

创建时间
该密钥组的创建时间（不可变）。

■

上次修改时间
上次修改任意可变属性的时间（不可变）。

关于创建密钥组
设置加密的第一步是创建一个密钥组。
在下面的示例中，创建了密钥组 ENCR_mygroup：
nbkmsutil -createkg -kgname ENCR_mygroup

注意：对于此版本的 KMS，请务必在您创建的组名（即 mygroup）前加上前缀
ENCR_。

关于创建密钥记录
下一步是创建一个活动密钥记录。可以创建活动前状态的密钥记录，然后将其转换
为活动状态。也可以直接创建活动状态的密钥记录。
密钥记录包括以下重要信息：
■

名称
赋予密钥的名称，在一个密钥组中应是唯一的。如果新名称在密钥组中是唯一
的，则支持重命名密钥。

■

密钥标记
唯一密钥标识符（不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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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钥组标记
该密钥所属的唯一密钥组标识符（不可变）。

■

状态
密钥的当前状态（可变）。

■

加密密钥
用于加密或解密备份或还原数据的密钥（不可变）。

■

描述
任意描述（可变）。

■

创建时间
密钥的创建时间（不可变）。

■

上次修改时间
上次修改任意可变属性的时间（不可变）。

密钥记录有以下状态：
■

活动前，表示已创建记录，但尚未使用过

■

活动，表示记录和密钥用于加密和解密

■

不活动，表示记录和密钥不能用于加密，但可用于解密

■

已过时，表示记录不能用于加密或解密

■

已终止，表示可以删除记录

密钥记录状态概述
密钥记录状态包括活动前、活动、不活动、已过时和已终止。密钥记录状态遵从密
钥记录生命周期。密钥进入活动状态（为加密而设置）后，就必须按正确的顺序经
历生命周期。正确的顺序包括从一种状态转换为其相邻状态。密钥不能绕过任何状
态。
在活动状态和已终止状态之间，记录可以按任一方向一次移动一个状态。在该状态
范围之外，状态转换是单向的。无法恢复删除的密钥记录（除非它们是使用通行短
语创建的），且活动密钥无法返回到活动前状态。
注意：可以创建活动前状态或活动状态的密钥。活动密钥记录可用于备份和还原操
作。不活动密钥只能用于还原操作。已过时密钥不能使用。如果您的密钥记录处于
已过时状态，而您尝试使用该密钥记录进行备份或还原操作，则操作会失败。可以
从系统中删除处于已终止状态的密钥记录。
下图显示了用于创建处于活动前状态或活动状态的密钥的进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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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可能用于密钥创建的状态

密钥记录状态注意事项
对于密钥记录状态，应注意以下事项。
■

密钥记录状态转换是经过精心定义的；必须经历整个状态过程，才能删除密钥
记录。

■

将密钥记录设置为活动状态，会导致将该组的活动密钥记录设置为不活动状态。
一个组中只能有一个活动记录。

■

已过时状态对于保存密钥和限制对该密钥的使用很有用。如果作为管理员，您
认为某个密钥已经不安全，则可以在不从系统中删除该密钥的情况下手动禁止
任何人使用该密钥。您可以将密钥记录设置为已过时状态，这样，如果有人尝
试使用该过时密钥进行备份或还原，将出现错误。

■

删除密钥记录包括两个步骤，可以帮助降低意外删除密钥的可能性。首先必须
将已过时密钥设置为已终止状态，然后才能删除密钥记录。只有已终止的密钥
记录才能被删除（此外只有处于活动前状态的密钥记录才能被删除）。

■

可以使用活动前状态来创建使用之前的密钥记录。

活动前密钥记录状态
可以将创建为活动前状态的密钥记录设置为活动状态，或删除该密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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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可以使用活动前状态：
■

KMS 管理员想要测试密钥记录的创建情况，但不希望影响系统。如果正确创建
了记录，则随后可以激活该记录。如果未正确创建，则可以删除该记录。

■

KMS 管理员想要创建一个密钥记录，但只想在以后某个时间激活它。导致此问
题的原因可能包括：在备份了 KMS 密钥存储（或记录了通行短语）之后才将记
录设置为活动状态； 或者，在以后某个时间才将记录设置为活动状态。
可以将处于活动前状态的密钥记录设置为活动状态，或从系统中删除该密钥记
录。

活动密钥记录状态
活动密钥记录可用于加密和解密数据。如果需要，可以将活动密钥记录设置为不活
动状态。活动状态是三种最重要的数据管理状态之一。不活动状态和已过时状态是
其他两种重要的数据管理状态。
可以绕过活动前状态，直接创建活动状态的密钥记录。处于活动状态的密钥记录可
以保持活动状态，也可以设置为不活动状态。活动记录不能返回到活动前状态。

不活动密钥记录状态
不活动密钥记录可用于解密数据。如果需要，可以重新使不活动密钥记录成为活动
状态，或转换为已过时状态。不活动状态是三种最重要的数据管理状态之一。活动
状态和已过时状态是其他两种重要的数据管理状态。
处于不活动状态的密钥记录可以保持不活动状态，设置为活动状态，或设置为已过
时状态。

已过时密钥记录状态
已过时密钥记录不能用于加密或解密数据。如果需要，可以将已过时状态的密钥记
录设置为不活动或已终止状态。已过时状态是三种最重要的数据管理状态之一。活
动状态和不活动状态是其他两种重要的数据管理状态。
以下情况可以使用已过时状态：
■

需要跟踪或控制对密钥的使用。任何使用已过时密钥的尝试都会失败，除非其
状态更改为适当的状态。

■

已不再需要某个密钥，但为了安全起见而不将其设置为已终止状态。
处于已过时状态的密钥记录可以保持已过时状态，设置为不活动状态，或设置
为已终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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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终止密钥记录状态
已终止状态为删除已过时状态的密钥记录增加了第二个步骤，也是安全步骤。可以
将已终止的密钥记录转换为已过时状态，并可根据需要最终重新设置为活动状态。
还可以从 KMS 中删除已终止的密钥记录。
小心：删除密钥之前，请确保不存在使用该密钥加密的有效映像。
处于已终止状态的密钥记录可以保持已终止状态，设置为已过时状态，或以物理方
式删除。

关于备份 KMS 数据库文件
备份 KMS 数据库涉及备份 KMS 文件。
KMS 实用程序具有一个静默数据库文件或暂时阻止任何人修改数据文件的选项。如
果您出于备份目的，计划将 KMS_DATA.dat、KMS_HMKF.dat 和 KMS_KPKF.dat 文件
复制到其他位置，则务必运行该静默选项。
在静默期间，NetBackup 会删除这些文件的写入访问权，只允许读取访问权。
运行 nbkmsutil -quiescedb 时，它返回一条静默成功语句，并指出未处理的调用
数。未处理的调用数更象是一个计数，它用于统计对该文件的未处理的请求数。
静默之后，您便可以通过将文件复制到另一个目录位置来备份它们。
复制文件后，可以使用 nbkmsutil -unquiescedb 来取消 KMS 数据库文件的静默
状态。
在未完成的静默调用计数为零时，KMS 会运行命令来修改 KMS_DATA.dat、
KMS_HMKF.dat 和 KMS_KPKF.dat 文件。 此时，可以重新对这些文件进行写访问。

关于通过还原所有数据文件来恢复 KMS
如果您为 KMS_DATA.dat、KMS_HMKF.dat 和 KMS_KPKF.dat 文件创建了备份副本，
则只需还原这三个文件。然后，启动 nbkms 服务；KMS 系统将启动并再次运行。

通过仅还原 KMS 数据文件来恢复 KMS
您可以通过使用通行短语生成 KMS_HMKF.dat 和 KMS_KPKF.dat 文件来还原 KMS
数据文件 kms/db/KMS_DATA.dat 的备份副本。 因此，如果您已经记下了主机主密
钥和密钥保护密钥的通行短语，便可以运行命令来重新生成这些文件。 系统将提示
您提供通行短语，如果您现在输入的通行短语与最初输入的通行短语匹配，您将可
以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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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仅还原 KMS 数据文件来恢复 KMS

1

运行 nbkms –resetkpk 命令。

2

运行 nbkms –resethmk 命令。

3

启动 nbkms 服务。

通过重新生成数据加密密钥来恢复 KMS
您可以通过重新生成数据加密密钥来重新生成完整的 KMS 数据库。目的是创建一
个全新的空 KMS 数据库，然后用您的所有的单独密钥记录重新填充该数据库。
通过重新生成数据加密密钥来恢复 KMS

1

通过运行以下命令来创建空 KMS 数据库
nbkms -createemptydb

您不必使用相同的主机主密钥和密钥保护密钥。您可以选择新密钥。

2

运行 nbkmsutil -recoverkey 命令并指定密钥组、密钥名称和标记。
nbkmsutil -recoverkey -kgname ENCR_pool1 -keyname Q1_2008_key
-tag
d5a2a3df1a32eb61aff9e269ec777b5b9092839c6a75fa17bc2565f725aafe90

如果创建密钥时未保留 nbkmsutil -listkey 命令输出的电子副本，则需要手
动输入全部 64 个字符。

3

根据提示输入通行短语。 它必须与您以前提供的原始通行短语完全一致。
注意：如果您输入的标记已经在 KMS 数据库中存在，您将无法重新创建该密
钥。

4

如果恢复的密钥即为要用于备份的密钥，请运行以下命令以激活该密钥：
nbkmsutil -modifykey -kgname ENCR_pool1 -keyname Q1_2008_key
-state active
-recoverkey 选项将密钥记录设为不活动状态，然后将它带入处于不活动状态

的 KMS 数据库中。

5

如果这是即将过时的密钥记录，请运行以下命令：
nbkmsutil -modifykey -kgname ENCR_pool1 -keyname Q1_2008_key
-state depre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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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 KMS 数据文件时的问题
使用普通 NetBackup 磁带或目录库备份来备份 KMS 数据文件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小心：KMS 数据文件不会包括在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中。
如果 KPK、HMK 和密钥文件已包括在目录库备份中，而目录库备份磁带丢失，则
密钥存储会有危险，因为该磁带包含访问密钥所需的所有信息。
如果目录库备份和数据磁带一起丢失（例如，在同一辆运输卡车中），则这是极其
严重的隐患。 如果两种磁带一起丢失，那么情况就象先前未加密磁带那样糟糕。
加密目录库也不是一种好的解决方案。如果 KPK、HMK 和密钥文件包括在一个目
录库备份中，而目录库备份自身进行了加密，则情况等同于您将这些密钥锁在车
中。KMS 为 NetBackup 创建了一个单独的服务，并且 KMS 文件位于与 NetBackup
目录不同的单独目录中，就是为了避免上述问题。但是，有一些备份 KMS 数据文
件的解决方案供您使用。

备份 KMS 数据文件的解决方案
备份 KMS 数据文件的最佳方法是在正常的 NetBackup 过程之外进行备份，或者使
用通行短语生成的加密密钥来手动重建 KMS。 所有密钥都可以使用通行短语生成。
因此，如果您记录了所有通行短语，便可以通过您记下的信息手动重新创建 KMS。
一种备份 KMS 的方法是将 KMS 信息保存在单独的 CD、DVD 或 USB 驱动器上。

创建密钥记录
下面的过程显示了如何通过使用通行短语，绕过活动前状态并创建活动密钥来创建
密钥记录。
注意：如果尝试将密钥添加到已经具有活动密钥的密钥组，该现有密钥将自动转换
为不活动状态。
创建密钥记录并创建活动密钥

1

要创建密钥记录，请输入以下命令：
nbkmsutil -createkey -usepphrase -kgname ENCR_mygroup -keyname
my_latest_key -activate -desc "key for Jan, Feb, March data"

2

输入通行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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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密钥组中的密钥
使用以下过程可以列出您在特定密钥组中创建的所有密钥或选定密钥。
列出密钥组中的密钥
◆

要列出密钥组中的密钥，请输入以下命令：
nbkmsutil -listkeys -kgname ENCR_mygroup

默认情况下，nbkmsutil 会输出详细格式的列表。以下是一个非详细列表输
出。
KGR ENCR_mygroup AES_256 1 Yes 134220503860000000
134220503860000000 KR my_latest_key Active 134220507320000000 134220507320000000
key for Jan, Feb, March data
Number of keys: 1

下列选项帮助列出特定密钥组中的所有密钥或某一特定密钥：
# nbkmsutil -listkeys -all | -kgname <key_group_name> [ -keyname
<key_name> | -activekey ]
[ -noverbose | -export ]
-all 选项列出所有密钥组中的所有密钥。 密钥以详细格式列出。
-kgname 选项列出特定密钥组中的多个密钥。
-keyname 选项列出特定密钥组中的某一特定密钥。 但是，它必须与选项 -kgname

一起使用。
-activekey 选项列出指定密钥组名称中的一个活动密钥。 但是，它必须与 -kgname

选项一起使用。
注意：-activekey 和 -keyname 选项是互斥的。
-noverbose 选项以格式形式（不可读）列出密钥和密钥组的详细信息。 该默认值

为详细列表。
-export 选项生成 key_file 所需的输出。 （key_file 用于 nbkmsutil -export
-path <key_container_path > -key_file 文件中。 您可以使用其他 key_file 的

输出。
运行以下命令列出特定密钥组中的所有密钥：
nbkmsutil –listkeys -kgname <key_group_name>

310

静态数据密钥管理
配置 KMS

运行以下命令列出特定密钥组中的多个特定密钥：
nbkmsutil –listkeys -kgname <key_group_name> -keyname <key_name>

运行以下命令列出所有密钥组中的所有密钥：
nbkmsutil -listkeys -all

运行以下命令列出特定密钥组中的所有密钥：
nbkmsutil –listkeys -kgname <key_group_name>

运行以下命令列出特定密钥组中的多个活动密钥：
nbkmsutil –listkeys -kgname <key_group_name> -activekey

配置 NetBackup 以与 KMS 一起使用
将 NetBackup 配置为与 KMS 一起使用涉及以下主题：
■

NetBackup 从 KMS 获取密钥记录
请参见第 311 页的“NetBackup 和 KMS 中的密钥记录”。

■

设置 NetBackup 以使用加密
请参见第 311 页的“将 NetBackup 设置为使用磁带加密的示例”。

NetBackup 和 KMS 中的密钥记录
将 NetBackup 配置为与 KMS 一起使用的第一步是设置 NetBackup 支持的能够加
密的磁带驱动器和所需的磁带介质。
第二步是像平常一样配置 NetBackup，但能加密的介质必须放在与配置 KMS 时创
建的密钥组同名的卷池中。
注意：密钥管理功能要求密钥组名称和 NetBackup 卷池名称完全相同，并且都具有
前缀 ENCR_。这种配置方法使得可以提供加密支持，且无需对 NetBackup 系统管理
基础架构进行重大更改。

将 NetBackup 设置为使用磁带加密的示例
下面的示例设置了两个为进行加密而创建的 NetBackup 卷池（具有 ENCR_ 前缀）。
下图显示了具有两个卷池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这两个卷池具有使用 KMS 所
需的正确命名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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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设置了两个卷池来使用 KMS 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图 9-4 显示了配置为使用卷池 ENCR_testpool 的 NetBackup 策略，该卷池与以前
配置的密钥组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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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4

含 KMS 卷池的“NetBackup 更改策略”对话框

如果已经为 NetBackup 映像加密，则将记录密钥标记并将该标记与映像关联。可以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报告中或者在 bpimmedia 和 bpimagelist 命令的输出
中查看此信息。

关于使用 KMS 进行加密
可以使用 KMS 来运行已加密的磁带备份、验证已加密的磁带备份以及管理密钥。
以下主题提供了上述每一种情况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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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行已加密磁带备份的示例
请参见第 314 页的“运行已加密磁带备份的示例”。

■

验证加密备份的示例
请参见第 315 页的“验证加密备份的示例”。

■

关于导入 KMS 加密的映像
请参见第 316 页的“关于导入 KMS 加密的映像”。

运行已加密磁带备份的示例
要运行加密磁带备份，必须将某个策略配置为从与密钥组同名的卷池中提取。
图 9-5显示了配置为使用卷池 ENCR_pool1 的 NetBackup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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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含 KMS 卷池 ENCR_pool1 的“NetBackup 更改策略”对话框

验证加密备份的示例
如果 NetBackup 运行磁带加密备份并且您查看介质上的映像，则您会看到使用该记
录注册的加密密钥标记。此密钥标记表示已将写至磁带的内容加密。加密密钥标记
唯一地标识用于加密数据的密钥。您可以运行报告并查看策略列，以确定特定磁带
上的所有内容是否均已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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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导入 KMS 加密的映像
导入 KMS 加密的映像是一个两阶段操作。在第一阶段中，读取介质头和每个片段
备份头。此数据从不加密。但是，备份头指示是否通过 KMS 加密了片段文件数据。
总之，第一阶段不需要密钥。
第二阶段重建目录库 .f 文件，该文件需要有密钥才能读取已加密的数据。key-tag
（SCSI 术语中的 KAD）由硬件存储在磁带上。NBU/BPTM 从驱动器读取 key-tag，
并将它发送到 KMS 以用于密钥查找。如果 KMS 具有密钥，则第二阶段的进程继续
读取已加密的数据。如果 KMS 没有密钥，则在 KMS 重新创建密钥之前该数据不可
读取。在这种情况下密码很重要。
如果不销毁密钥，则 KMS 将包含曾使用过的所有密钥，并且您可以导入任何已加
密的磁带。可以将密钥存储移动到 DR 站点，无需重新创建它。

KMS 数据库组成部分
KMS 数据库包含三个文件：
■

密钥存储文件 (KMS_DATA.dat) 包含所有密钥组和密钥记录以及一些元数据。

■

KPK 文件 (KMS_KPKF.dat) 包含 KPK，后者可用于为存储在密钥存储文件中的
密钥记录的密码部分进行加密。

■

HMK 文件 (KMS_HMKF.dat) 包含 HMK，后者可用于为密钥存储文件的全部内容
进行加密。密钥存储文件头是例外。它包含一些未加密的元数据，如 KPK ID 和
HMK ID。

创建空 KMS 数据库
通过执行命令 nbkms -createemptydb，可以创建空 KMS 数据库。
该命令会提示您提供以下信息：
■

HMK 通行短语（对于随机 HMK 保留空白）

■

HMK ID

■

KPK 通行短语（对于随机 KPK 保留空白）

■

KPK ID

对于随机生成的 KPK 和 HMK 与使用通行短语生成的 KPK 和 HMK，KMS 数据库
的备份和灾难恢复过程有所不同，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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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机生成 HMK 和 KPK 的情况下执行恢复

1

从备份中还原密钥存储文件。

2

执行命令 nbkms -info 以找出解密此密钥存储文件所需的 KPK 和 HMK 的
KPK ID 和 HMK ID。此输出还会通知您，该密钥存储文件的 HMK 和 KPK 是
随机生成的。

3

从安全备份中还原与 HMK ID 相对应的 HMK 文件。

4

从安全备份中还原与 KPK ID 相对应的 KPK 文件。

KPK ID 和 HMK ID 的重要性
要解密密钥存储文件的内容，必须标识将执行作业的正确的 KPK 和 HMK。KPK ID
和 HMK ID 使您可以进行该标识。由于这些 ID 以未加密形式存储在密钥存储文件
头中，因此即使您只能访问密钥存储文件，也可以确定这些 ID。您必须选择唯一的
ID，并且必须记住 ID 与通行短语和文件的关联，这样才能执行灾难恢复。

关于定期更新 HMK 和 KPK
可以使用 KMS CLI 的 modifyhmk and modifykpk 选项定期更新 HMK 和 KPK。 这
些操作会提示您提供新的通行短语和 ID，然后更新 KPK/HMK。 在每次进行此调用
时，您可以选择随机生成的或基于通行短语的 KPK/HKM。
注意：最佳做法是在修改 HMK 和 KPK 时使用 -usepphrase 选项，使得您必须具
有一个已知通行短语供以后恢复时使用。 使用 -nopphrase 选项时，KMS 会生成一
个未知的随机通行短语，这样以后需要时将无法进行恢复。

备份 KMS 密钥存储和管理员密钥
通过创建密钥数据库 KMS_DATA.dat、主机主密钥 KMS_HMKF.dat 和密钥保护密
钥 KMS_HKPKF.dat 的副本，可以备份重要的 KMS 数据文件。
在 Windows 中，这些文件如下：
\Program Files\Veritas\kms\db\KMS_DATA.dat
\Program Files\Veritas\kms\key\KMS_HMKF.dat
\Program Files\Veritas\kms\key\KMS_KPKF.dat

在 UNIX 中，这些文件位于：
/opt/openv/kms/db/KMS_DATA.dat
/opt/openv/kms/key/KMS_HMKF.dat
/opt/openv/kms/key/KMS_KPKF.d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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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
下列主题介绍了命令行界面 (CLI)：
■

CLI 使用帮助
请参见第 319 页的“CLI 使用帮助”。

■

创建新密钥组
请参见第 319 页的“创建新密钥组”。

■

创建新密钥
请参见第 319 页的“创建新密钥”。

■

修改密钥组属性
请参见第 320 页的“修改密钥组属性”。

■

修改密钥属性
请参见第 320 页的“修改密钥属性”。

■

获取密钥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1 页的“获取密钥组详细信息”。

■

获取密钥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2 页的“获取密钥详细信息”。

■

删除密钥组
请参见第 322 页的“删除密钥组”。

■

删除密钥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删除密钥”。

■

恢复密钥
请参见第 323 页的“恢复密钥”。

■

修改主机主密钥 (HMK)
请参见第 327 页的“修改主机主密钥 (HMK)”。

■

获取主机主密钥 (HMK) ID
请参见第 327 页的“获取主机主密钥 (HMK) ID”。

■

修改密钥保护密钥 (KPK)
请参见第 328 页的“修改密钥保护密钥 (KPK)”。

■

获取密钥保护密钥 (KPK) ID
请参见第 327 页的“获取密钥保护密钥 (KPK) ID”。

■

获取密钥存储统计数据
请参见第 328 页的“获取密钥存储统计数据”。

■

静默 KMS 数据库
请参见第 328 页的“静默 KMS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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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静默 KMS 数据库
请参见第 328 页的“取消静默 KMS 数据库”。

CLI 使用帮助
要获取 CLI 使用帮助，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
（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使用 nbkmsutil -help -option 获取关于单个选项的帮助。
# nbkmsutil -help
nbkmsutil [ -createkg ] [ -createkey ]
[ -modifykg ] [ -modifykey ]
[ -listkgs ] [ -listkeys ]
[ -deletekg ] [ -deletekey ]
[ -modifyhmk ] [ -modifykpk ]
[ -gethmkid ] [ -getkpkid ]
[ -quiescedb ] [ -unquiescedb ]
[ -recoverkey]
[ -ksstats ]
[ -help ]

创建新密钥组
要创建新密钥组，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 nbkmsutil -help -createkg
nbkmsutil -createkg -kgname <key_group_name>
[ -cipher <type> ]
[ -desc <description> ]

注意：默认密码为 AES_256。
-kgname

指定新密钥组的名称（该名称必须是密钥存储中的唯一名称）。

-cipher

指定此密钥组支持的密码的类型。

创建新密钥
要创建新密钥，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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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kmsutil -help -createkey
nbkmsutil -createkey [ -nopphrase ]
-keyname <key_name>
-kgname <key_group_name>
[ -activate ]
[ -desc <description> ]

注意：默认密钥状态为活动前。
-nopphrase

创建密钥时不使用通行短语。 如果未指定此选项，则会提示用户提供
通行短语。

-keyname

指定新密钥的名称（该名称在其所属密钥组中必须是唯一名称）。

-kgname

指定新密钥应添加到的现有密钥组的名称。

-activate

将密钥状态设置为活动（默认密钥状态为活动前）。

注意：从此版本开始，当您使用通行短语创建新密钥时，将生成 salt。 如果尝试恢
复密钥，则系统将提示您输入 salt 以及通行短语和密钥标记。

修改密钥组属性
要修改密钥组属性，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
（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 nbkmsutil -help -modifykg
nbkmsutil -modifykg -kgname key_group_name
[ -name <new_name_for_the_key_group> ]
[ -desc <new_description> ]
-kgname

指定要修改的密钥组的名称。

-name

指定密钥组的新名称（该名称必须是密钥存储中的唯一名称）。

修改密钥属性
要修改密钥属性，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 nbkmsutil -help -modifykey
nbkmsutil -modifykey -keyname <key_name>
-kgname <key_group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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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state <new_state> | -activate ]
-name <new_name_for_the_key> ]
-desc <new_description> ]
-move_to_kgname <key_group_name> ]

注意：-state 和 -activate 选项是互斥的。
-keyname

指定要修改的密钥的名称。

-kgname

指定该密钥所属密钥组的名称。

-name

指定密钥的新名称（该名称必须是密钥组中的唯一名称）。

-state

指定密钥的新状态（请参见有效的密钥状态转换顺序）。

-activate

将密钥状态设置为活动。

-desc

为密钥添加新描述。

move_to_kgname 指定密钥必须移动到的密钥组的名称。

获取密钥组详细信息
要获取密钥组的详细信息，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
（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 nbkmsutil -help -listkgs
nbkmsutil -listkgs [ -kgname <key_group_name> |
-cipher <type> |
-emptykgs |
-noactive ]
[ -noverbose ]

注意：默认情况下将列出所有密钥组。 如果未指定任何选项，则将返回所有密钥组
的详细信息。
-kgname

指定密钥组的名称。

-cipher

获取支持特定密码类型的所有密钥组的详细信息。

-emptykgs

获取不含密钥的所有密钥组的详细信息。

-noactive

获取没有活动密钥的所有密钥组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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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rbose

以设置好的表单（不可读）格式输出详细信息。默认值为 verbose（详
细）。以用户可读的格式显示输出。

-export 选项生成 key_file 所需的输出。 key_file 用于 nbkmsutil -export -path
<key_container_path > -key_file 文件中。 输出可以用于其他 key_file。

# nbkmsutil -listkeys -all | -kgname <key_group_name>
[ -keyname <key_name> | -activekey ]
[ -noverbose | -export ]

获取密钥详细信息
要获取密钥的详细信息，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
（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nbkmsutil -help -listkeys
nbkmsutil -listkeys -kgname <key_group_name>
[ -keyname <key_name> | -activekey ]
[ -noverbose ]
-kgname

指定密钥组名称。返回属于某个密钥组的所有密钥的详细信息。

-keyname

获取属于某个特定密钥组的特定密钥的详细信息。

-activekey

获取特定密钥组的活动密钥的详细信息。

-noverbose

以设置好的表单（不可读）格式输出详细信息。默认值为 verbose（详
细）。以用户可读的格式显示输出。

删除密钥组
要删除密钥组，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注意：只能删除空的密钥组。
# nbkmsutil -help -deletekg
nbkmsutil -deletekg -kgname <key_group_name>
-kgname

指定要删除的密钥组的名称。只能删除空的密钥组。

322

静态数据密钥管理
命令行界面 (CLI) 命令

使用 -deletekg 选项只能删除空的密钥组。 但是，即使密钥组不为空，您也可强
制删除密钥组。 运行以下命令可强制删除密钥组：
# nbkmsutil -deletekg -kgname <key_group_name> -force

删除密钥
要删除密钥，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 nbkmsutil -help -deletekey
nbkmsutil -deletekey -keyname <key_name>
-kgname <key_group_name>

注意：可以删除处于活动前状态或已终止状态的密钥。
-keyname

指定要删除的密钥的名称（只能删除处于活动前或已终止状态的密钥）。

-kgname

指定该密钥所属密钥组的名称。

恢复密钥
要恢复密钥，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 nbkmsutil -help -recoverkey
nbkmsutil -recoverkey -keyname <key_name>
-kgname <key_group_name>
-tag <key_tag>
[ -desc <description> ]

注意：密钥状态将设置为不活动。
如果加密备份数据时使用的密钥丢失（并且其副本不可用），则还原可能会失败。
利用已知的原始密钥的属性（标记和通行短语），可以恢复（重新创建）这些密
钥。
-keyname

指定要恢复（重新创建）的密钥的名称。

-kgname

指定该密钥应属的密钥组的名称。

-tag

指定用于标识原始密钥的标记（需要使用相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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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将提示用户输入正确的通行短语以获取正确密钥（系统不会验证输入的通行
短语是否有效）。

注意：从此版本开始，每次您恢复密钥时，系统均提示您输入 salt。 对于通行短语
在此版本的 KMS 中所派生的密钥，均会生成 salt。 要恢复通过较旧版本的 KMS
生成的密钥，请将该 salt 字段留空。

关于从 KMS 数据库中导出和导入密钥
通过导入和导出密钥，用户可以快速同步多个 NetBackup 域以使用同一组密钥，或
者快速将一组密钥从一个域移动到另一个域。 对于其他 NetBackup 域上由灾难恢
复引发的还原，此功能特别有用。

导出密钥
-export 命令有助于导出各个域中的密钥和密钥组。 以下列表包含有关导出密钥和

密钥组的重要信息：
■

密钥始终与其密钥组一起导出。

■

密钥和密钥组在执行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 (nbkmsutil) 的主机上的加
密密钥容器（文件）中导出。
密钥容器受通行短语保护。
注意：如果要导入密钥和密钥组，则必须提供相同的通行短语。

■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指定导出内容，选择特定的密钥组或选择性地导出密钥。

请按如下所示使用 -export 命令：
nbkmsutil -export -path <secure_key_container>
[ -key_groups <key_group_name_1 ...> | -key_file <key_file_name> ]

默认情况下，将导出整个密钥存储。
-path 命令是指存储安全密钥容器的完全限定路径。
-key_groups 命令有助于列出用空格分隔的密钥组名称。
-key_file 命令是列出要以特定格式导出的密钥的文件路径。
<key_group_name>/<key_name> 命令可帮助用户选择性地导出密钥。 可以使用 *

从特定组中导出所有密钥，如下所示：
<key_group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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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nbkmsutil –listkeys –export 命令以此选项所需的格式生成输出。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nbkmsutil –listkeys –export。
有关列出密钥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10 页的“列出密钥组中的密钥”。
注意：-key_groups 和 -key_file 命令是互斥的。
运行以下命令可导出整个密钥存储：
nbkmsutil -export -path <secure_key_container>

运行以下命令可导出所选密钥组：
nbkmsutil -export -path
<secure_key_container> -key_groups
<key_group_name_1 key_group_name_2 ...>

运行以下命令可选择性地导出密钥：
nbkmsutil -export -path
<secure_key_container> -key_file
<key_file_name>

对导出过程中的常见错误进行故障排除
导出密钥和密钥组时将出现一系列错误。 本节旨在帮助您对这些错误进行故障排
除。
■

如果主机上已存在指定的密钥容器，则导出可能会失败。
指定其他密钥容器文件，并重新运行导出操作。

■

如果提供的密钥或密钥组名称不正确，则导出也会失败。
必须更正密钥或密钥组名称，然后重新导出。

导入密钥
-import 命令有助于导入各个域中的密钥和密钥组。 以下列表包含有关导入密钥和

密钥组的重要信息：
■

导入密钥和密钥组时，您必须具有导出操作过程中创建的密钥容器文件。 此外，
还需要在导出过程中使用的相同通行短语。

■

导入密钥是一项原子操作。 在操作过程中遇到任何错误时，它将恢复所有更新。

■

不支持部分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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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预览导入输出。 运行 -preview 命令可预览导入的结果。

■

导入操作可以有两种模式，其中一种模式包括 -preserve_kgname 命令，而另
一种模式则不包括 -preserve_kgname 命令。
默认情况下，密钥组采用以下名称格式导入：
< Original_Kgname_<timestamp> >

您可以选择通过显式指定 <-preserve_kgname> 选项保留密钥组名称。
■

不会导入重复密钥（例如，具有相同密钥标记的密钥）或相同密钥。

■

导入不支持密钥组合并。

但是，您可以在不使用 <-preserve_kgname> 命令的情况下合并密钥并导入密钥
组。 运行 nbkmsutil -modifykey -keyname <key_name> -kgname
<key_group_name> 命令，将密钥从当前组移动到所需组。
有关移动密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20 页的“修改密钥属性”。
如果密钥组中存在一个或多个具有相同密钥标记的相同密钥，则在导入过程中将被
忽略。 运行以下命令可导入密钥和密钥组：
# nbkmsutil -import -path <secure_key_container>
[-preserve_kgname]
[ -desc <description> ]
[ -preview ]

在导入过程中，-preserve_kgname 命令会保留密钥组名称。
-desc <description> 命令是导入过程中与密钥组相关的描述。
-preview 命令显示导入结果的预览。

使用 -preserve_kgname 运行导入操作，如下所示：
nbkmsutil –import -path
<secure_key_container>
[-preserve_kgname]

结合运行 -preserve_kgname 命令与 -import 命令时，导入操作将尝试从密钥容器
导入原始密钥组名称。如果存在同名密钥组，则导入操作将失败。
不使用 -preserve_kgname 运行导入操作，如下所示：
nbkmsutil –import -path
<secure_key_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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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 -preserve_kgname 命令而不运行 -import 时，将导入密钥组，但密钥组名称
将使用后缀（如时间戳）进行重命名。重命名的每个密钥组始终具有唯一名称。

对导入过程中的常见错误进行故障排除
导入密钥和密钥组时将出现一系列错误。 本节旨在帮助您对这些错误进行故障排
除。
■

在导入过程中，如果使用 [-preserve_kgname ] 选项导入密钥组，且 KMS 中
已存在该组，则整个操作将会失败。
您必须删除或重命名现有密钥组，或者排除 [-preserve_kgname ] 选项，然后
重新运行导入操作。

■

NetBackup KMS 将密钥组限制在 100 个。 每个组限制为 30 个密钥。 如果导
入的密钥组超过 100 个，操作将失败。
必须删除现有不需要的密钥组并重新运行导入操作。

修改主机主密钥 (HMK)
要修改主机主密钥，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
（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HMK 用于对密钥存储进行加密。要修改当前的 HMK，用户应提供可选的种子或通
行短语。 此外，还应提供可向他们提示指定通行短语的 ID (HMK ID)。 通行短语和
HMK ID 都是以交互方式读取的。
# nbkmsutil -help -modifyhmk
nbkmsutil -modifyhmk [ -nopphrase ]

获取主机主密钥 (HMK) ID
要获取 HMK ID，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随后将返回 HMK ID。
# nbkmsutil -help -gethmkid
nbkmsutil -gethmkid

获取密钥保护密钥 (KPK) ID
要获取 KPK ID，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此命令返回当前的 KPK ID。
# nbkmsutil -help -getkpkid
nbkmsutil -getkpk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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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密钥保护密钥 (KPK)
要修改密钥保护密钥，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
（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KPK 用于加密 KMS 密钥。当前，每个密钥存储都有 KPK。要修改当前的 KPK，
用户应提供可选的种子或通行短语。 此外，还应该提供可向我们提示指定通行短语
的 ID (KPK ID)。 通行短语和 KPK ID 都是以交互方式读取的。
# nbkmsutil -help -modifykpk
nbkmsutil -modifykpk [ -nopphrase ]

获取密钥存储统计数据
要获取密钥存储统计数据，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
（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此命令返回以下密钥存储统计数据：
■

密钥组总数

■

密钥总数

■

未完成的静默调用

# nbkmsutil -help -ksstats
nbkmsutil -ksstats [ -noverbose ]

静默 KMS 数据库
要静默 KMS 数据库，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
（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此命令向 KMS 发送静默请求。如果命令成功，将返回当前未完成的静默计数，因
为可能有多个备份作业使 KMS 数据库静默。
# nbkmsutil -help -quiescedb
nbkmsutil -quiescedb

取消静默 KMS 数据库
要取消静默 KMS 数据库，请使用 NetBackup 密钥管理服务 (KMS) 实用程序命令
（nbkmsutil 命令）以及所包括的参数。
此命令向 KMS 发送取消静默请求。如果命令成功，将返回当前未完成的静默计数。
计数为零 (0) 意味着已完全取消 KMS 数据库的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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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kmsutil -help -unquiescedb
nbkmsutil -unquiescedb

密钥创建选项
NetBackup KMS 功能的任何使用都应包括创建 kms/db 和 kms/key 目录的备份。
保护密钥和密钥数据库位于两个不同的子目录中，以方便在创建备份副本时将它们
分开。
注意：由于这些文件较小、更改它们的频率很低，并且不得将它们包括在任何自身
加密的 NetBackup 磁带中，因此应该手动将这些文件复制到备份介质中。

注意：使用该版本的 KMS 时，创建密钥的建议方法是始终使用通行短语来创建密
钥。 这包括保护密钥（主机主密钥和密钥保护密钥）和与密钥记录关联的数据加密
密钥。建议记录并保存用于创建密钥的通行短语，以便恢复时使用。
虽然允许 KMS 系统随机生成加密密钥是一种安全更高的解决方案，但使用这种方
法时，一旦密钥存储和保护密钥的所有副本均丢失或损坏，将无法进行恢复，因此
不推荐使用。

KMS 故障排除
使用以下过程可启动 KMS 故障排除。
启动 KMS 故障排除

1

确定所遇到的错误代码和描述。

2

查看 KMS 是否正在运行，且下列 KMS 数据文件是否存在：
kms/db/KMS_DATA.dat
kms/key/KMS_HMKF.dat
kms/key/KMS_KPKF.dat

如果这些文件不存在，则说明尚未配置 KMS，或删除了配置。如果这些文件不
存在，查看它们发生了什么情况。如果尚未配置 KMS，nbkms 服务不会运行。
如果 KMS 未运行或未配置，并不会影响 NetBackup 操作。 如果以前使用了
ENCR_ 作为卷池名称的前缀，则必须更改此名称，因为 ENCR_ 现在对 NetBackup
有着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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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获取 KMS 配置信息：
通过运行命令 nbkmsutil –listkgs 来获取密钥组列表。通过运行命令
nbkmsutil –listkeys –kgname key_group_name 来获取某个密钥组的所有
密钥的列表。

4

通过 VxUL OID 286 和 BPTM 日志获取操作日志信息，例如 KMS 日志信息。

5

评估日志信息。KMS 错误被传递回到 BPTM。

6

评估 KMS 日志中记录的 KMS 错误。

备份不进行加密的解决方案
如果不加密磁带备份，请考虑以下解决方案：
■

检查加密密钥标记字段在映像记录中未设置，以确保未加密备份。

■

确保密钥组和卷池的名称完全匹配。

■

确保密钥组中有一个活动状态的密钥记录。

要查看的其他非 KMS 配置选项包括：
■

确保正确配置了与传统介质管理相关的所有内容。

■

NetBackup 策略是否从正确的卷池提取磁带？

■

能加密的磁带驱动器是否具有可用的能加密介质？ 例如，LTO4 磁带驱动器中
是否安装了 LTO4 介质？

还原不进行解密的解决方案
如果已加密的磁带还原未解密，请考虑以下解决方案：
■

首先查看映像记录中的加密密钥标记字段，以验证原始备份映像已加密。

■

确保具有相同加密密钥标记的密钥记录处于支持还原的记录状态。这些状态包
括活动状态或不活动状态。

■

如果密钥记录处于不正确的状态，请将其更改为不活动状态。

要考虑的其他非 KMS 配置解决方案选项：
■

确保驱动器和介质支持加密。

■

是否在能加密的磁带驱动器中读取已加密的介质？

故障排除示例 - 无活动密钥记录的情况下进行的备份
以下示例说明了在没有活动密钥记录的情况下尝试备份所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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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显示了密钥记录的列表。 其中三个具有密钥组 ENCR_mygroup 和相同的卷池
名称。一个名为 Q2_2008_key 的密钥组处于活动状态。在命令序列结束时，
Q2_2008_key 密钥组的状态设置为不活动。
图 9-6

密钥记录的列表

图 9-7显示了重新生成的密钥记录列表，您可以看到现在列出的 Q2_2008_key 状态
为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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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7

已修改活动密钥组的密钥记录的列表

在没有活动密钥的情况下，备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图 9-8 显示了 BPTM 日志的输出。 它将含错误代码 1227 的消息记录在 BPTM 日
志中。
图 9-8

bptm 命令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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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详细信息”对话框显示了详细状态。您会看到一条消息，指出出现的问题和
详细状态。利用以前诊断中的信息，您可以确定特定问题或确定给定问题与什么相
关。

故障排除示例 - 使用不正确的密钥记录状态进行的还原
下面的示例介绍了使用处于不正确状态的密钥记录进行还原。
图 9-9 显示了需要设置为 deprecated（已过时）的记录。 下面显示了列表。使用
相同的命令将状态从 inactive（不活动）更改为 deprecated（已过时）。
图 9-9

密钥组已过时的密钥记录的列表

图 9-10 显示了包含返回错误 1242 的 bptm 日志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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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0

包含错误 1242 的 bptm 日志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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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将指纹复制到剪贴板”选项 238
“客户端属性”主机属性 230
“身份验证域”选项卡 149, 153
“授权服务”选项卡 151
“网络属性”选项卡 152, 154
“有效期限”选项 248, 250
“允许的最大使用次数”选项 244, 248–250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 105
40 位 DES 密钥
库 267, 269
56 位 DES 密钥
库 269

A
ALLOWED（加密选项） 270, 276
auth.conf 114, 123, 130, 156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故障排除 156
安全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24
NBAC 完整 28
NetBackup
所有 29
操作系统 23
客户端加密 25
企业级别 14
全球级别 12
实现级别 12
数据中心级别 16
安全管理实用程序 221
安全管理员访问控制用户组 194
安全漏洞
NetBackup 23
安全实现类型
NetBackup 21
安全事件实用程序
访问历史记录选项卡 222
令牌事件选项卡 222
证书事件选项卡 222

安全授权对象
权限 211
安全证书 112, 114
验证证书颁发机构 236
安装
KMS 296, 299
将密码推送到客户端（旧式） 280
将配置推送到客户端（旧式） 279
安装前提条件
针对加密 265

B
bp.conf 文件
端口用法设置 100
审核更改 106, 115
bpcd 268–269
和安全部署 235
终止 284
BPCD 逆向连接
选项 95
bpclient 命令
指定 100
bpinst 命令 267, 269
将配置推送到客户端（旧式） 279
用于设置加密属性（旧式） 282
bpkeyfile 命令
change_netbackup_pass_phrase 选项 278
更改密钥文件密码 284
管理密钥文件（旧式） 277
介绍（标准） 267, 269
bpkeyutil 命令
标准还原介绍 268
创建密钥文件 272
管理密钥文件 271
介绍 266
添加密码 271
重定向的还原 274, 282
保管库操作员用户访问控制用户组 194
保管库授权对象
权限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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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nbauditreport 116
对于审核事件 116
报告授权对象
权限 204
备份
KMS 密钥存储和管理员密钥 317
不加密, 解决方案 330
选择加密 266
备份 KMS 数据库文件 307
备份和还原授权对象
权限 207
备用客户端还原（请参见重定向还原） 274, 281
比较
加密选项 264
标准
NetBackup 安全 23
标准 NetBackup
针对多数据中心 53
标准加密
备份进程 266
标准加密的 tar 文件头 267–268

C
重定向的还原
防止（旧式） 281
cnpp 选项 278
CRYPT 选项 282
CRYPT_CIPHER 选项 270
CRYPT_KEYFILE 选项 267, 269, 277
CRYPT_KIND 选项 270, 276
CRYPT_LIBPATH 选项 276
CRYPT_OPTION 266, 270, 276, 279
CRYPT_STRENGTH 选项 269, 276, 279
操作系统
安全 23
操作员访问控制用户组 194
策略授权对象
权限 203
查看群集的证书详细信息 259
传出端口
EMM 服务器 87
Java 控制台 88
Windows 管理控制台和 Java 服务器 88
介质服务器 86
客户端 87
主服务器 85
创建
空 KMS 数据库 316

密钥记录 303, 309
密钥数据库 302
密钥文件 272
密钥组 303
新密钥 319
新密钥组 319
新用户组 195
磁带加密, 设置 NetBackup 以使用 311
磁盘池授权对象
权限 206
从 KMS 导出密钥 324
从 KMS 导入密钥 324
从群集节点中吊销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257
从群集中删除认证机构证书 259
存储单元授权对象
权限 206

D
DataCenter
多 32
DENIED（加密选项） 270, 276
DES
标准加密的密钥校验和 267
密钥校验和 267–269
DES 密钥的校验和
解释
标准还原 268
标准加密 267
旧式还原 269
旧式加密 267
单数据中心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38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 47
具备标准 NetBackup 35
具备客户端加密 42
实现了所有安全 50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44
导入
KMS 加密的映像 316
登录以新用户身份 197
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225
读取加密磁带 294
端口
NetBackup 82
关于 82
配置 94
身份验证 159
授权 159
选项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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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号
HTTP 92
HTTPS 92
NetBackup 的默认值 84
备份和存档产品 91
关键 OpsCenter 组件 90
关于覆盖或修改 82
端口用法
和重复数据删除 89
端口用法设置
bp.conf 100
对 NDMP 执行 ping 操作
ICMP 102
多数据中心 32
具备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56
具备 NBAC 完整功能 70
具备标准 NetBackup 53
具备客户端加密 61
具备所有 NetBackup 安全功能 75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 NBAC 65

E
EMM 服务器
传出端口 87
EMM 数据库
包含审核记录 109, 116
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时的角色 230

F
防火墙和重复数据删除主机 89
防火墙环境
NDMP 102
防火墙连接选项
在 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上 95
在介质管理器上 101
指定将源计算机的防火墙连接选项应用于特定的
目标计算机 97
防火墙问题
将 NetBackup 与其他产品一起使用时 103
防火墙注意事项 90
访问管理
故障排除 154
访问管理实用程序 190, 222
访问控制. 请参见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主机属性 148
分配用户给用户组 197
服务器组授权对象
权限 213

服务授权对象
权限 208
覆盖或修改
端口号 82

G
GET_CERT_ALL_MASTERS 238
概述
标准加密备份的 266
旧式还原 269
根证书指纹 235–236, 238
更改
客户端旧式加密设置 282
来自服务器的客户端加密设置 275
更改服务器 114
更新
HMK 和 KPK 317
工作组
NBU 安全 32
采用 NetBackup 33
公钥基础结构 (PKI) 标准 219
故障排除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156
KMS 329
访问管理 154
使用不正确的密钥记录状态进行的还原 333
无活动密钥记录的情况下进行的备份 330
管理
NetBackup Encryption 密钥文件 270
NetBackup 访问管理 134
标准加密配置选项 270
旧式加密密钥文件 277
客户端上的加密
从客户端（标准） 270
密钥文件（标准） 270
管理密钥文件（旧式） 277
管理员访问控制用户组 194

H
后台驻留程序连接端口
选项 95
还原
概述（旧式） 269
其他客户端上创建的旧式加密备份 281
还原不进行解密, 解决方案 330
还原进程
NetBackup 标准加密 268
NetBackup 旧式加密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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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KMS 308
密钥 323
恢复 KMS 307
机械手授权对象
权限 205
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不使用令牌部署 232
部署 221, 226
从多台主服务器部署 238
当客户端无法连接主服务器时部署 228, 240
截止日期和续订 241
克隆前从主机中清理 242
强制或重写 239
使用令牌部署 233
重新安装 NetBackup 时保留 240
重新颁发 243
自动部署 231
基于主机名的证书
部署 220, 224–225

I
ICMP
对 NDMP 执行 ping 操作 102

J
Java 控制台
传出端口 88
加密
tar 文件头
标准 267
旧式 267
安全问题 263
安装前提条件 265
包含密钥的文件（旧式） 277
标准
tar 文件头 268
策略属性 266
如何设置 274, 282
从客户端管理（标准） 270
从客户端进行配置（标准） 274
概述（标准） 268
概述（旧式） 269
加密和不加密的内容（标准） 267
旧式
tar 文件头 269
还原的前提条件 268
前提条件 267

库
定义（旧式） 276
类型
定义（标准） 270
定义（旧式） 276
密钥文件（旧式） 283
配置选项（旧式） 276
强度
定义（旧式） 276
确认许可证 265
使用 KMS 313
属性 267
设置 274
允许
拒绝. 请参见 要求
加密, 标准
在客户端上 269
加密, 旧式
配置 275
加密备份
还原（标准） 274
还原（旧式） 281
运行 265
加密磁带
读取 294
写入 293
加密的备份文件
还原到其他客户端 274
加密密钥文件
在客户端上创建 272
加密属性 274, 282
在策略中 282
加密选项
比较 264
监视 KMS 服务 300
解密
概述（标准） 268
概述（旧式） 269
密钥文件（旧式） 283
介质服务器
传出端口 86
介质服务器加密 284
介质管理器
防火墙连接选项 101
介质管理器配置
随机端口分配 94
介质授权对象
权限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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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
随机端口分配 94
警报通知 116, 121–122
静态数据加密
术语 261
注意事项 262
旧式加密
备份进程 267
从客户端配置 276
管理 277
旧式加密的 tar 文件头 267, 269
旧式加密密码
推送到客户端 280
旧式加密配置
推送到客户端 279
旧式加密配置选项
管理 276
旧式加密属性
在策略中设置 282
旧式密钥文件安全
适用于 UNIX 客户端 283
卷池授权对象
权限 210
卷组授权对象
权限 210

K
KMS 服务
监视 300
监视列表 301
允许在群集上使用 299
KMS 管理员访问控制用户组 195
KMS 加密的映像
导入 316
KMS 密钥存储和管理员密钥
备份 317
KMS 数据库
创建空数据库 316
解除静默状态 328
静默 328
KMS 数据库文件
备份 307
KMS 数据文件
备份解决方案 309
备份时出现的问题 309
Kms 组授权对象
权限 213
客户端
传出端口 87

配置标准加密 269
配置旧式加密 275
脱机 115
客户端加密
安全 25
单数据中心 42
多数据中心 61
客户端加密设置
更改 275
客户端旧式加密设置
更改 282
库
为加密定义（旧式） 276

L
来自服务器的标准加密
配置 271
来自服务器的旧式加密
配置 279
类
请参见策略 274, 282
联邦信息处理标准 (FIPS) 286–287
令牌
“有效期限”选项 248, 250
“允许的最大使用次数”选项 244, 248–250
查看详细信息 249
创建 247
删除 249
重新发布 243
令牌管理 222

M
Media Server Encryption Option (MSEO)
安全 24
单数据中心 38
针对多数据中心 56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 224
密码
推送到客户端（旧式） 280
密码类型 290
密钥
创建 319
恢复 323
删除 323
为关键组列出 310
详细信息 322
密钥保护密钥 (KPK) 295, 297, 302, 317, 32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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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钥创建
选项 329
密钥存储统计数据 328
密钥对, 更改 245–246
密钥管理服务 (KMS)
NetBackup 和密钥记录 311
安装 296, 299
操作原理 293
故障排除 329
关于 289
恢复 307–308
配置 301, 311
术语 294
数据库组成部分 316
用于加密 313
与 NBAC 一起 299
注意事项 289
密钥记录
创建 303, 309
密钥记录状态
不活动 306
概述 304
活动 306
活动前 305
已过时 306
已终止 307
注意事项 305
密钥属性
修改 320
密钥数据库, 创建 302
密钥文件 266, 268–269
bpkeyutil 命令 271
备份（旧式） 278
创建（标准） 272
创建（旧式） 277
定义（旧式） 277
管理（标准） 270
加密（旧式） 277
旧式 267
密码（旧式） 284
使用管理员的密码进行加密（标准） 271
使用管理员的通行短语进行加密（旧式） 283
说明（旧式） 280
用于重定向还原（标准） 274, 282
在群集中（标准） 271
在群集中（旧式） 277, 283–284
自动备份 273
密钥文件还原
最佳做法 273

密钥文件密码保护
手动保留 273
密钥组
创建 303, 319
定义 303
删除 322
详细信息 321
密钥组属性
修改 320
命令行界面 (CLI)
使用 318
使用帮助 319
默认用户访问控制用户组 194
默认用户组 194
默认值
端口号
NetBackup 84
目标自动映像复制 220
目录
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时的角色 230
目录库
备份, 保留审核记录 116

N
NBAC
主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和图形用户界面安全 27
NBAC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请参见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NBAC 完整
安全 28
NBAC 完整功能
单数据中心 47
多数据中心 70
nbac_cron 实用程序 160
nbac_cron.exe 160
nbaudit 日志 121
nbaudit（NetBackup 审核服务） 105–106, 115, 117
nbauditreport 109, 116
NBU 安全
工作组 32
NBU_Admin 访问控制用户组 194
NBU_Catalog 授权对象
权限 205
NBU_KMS Admin 访问控制用户组 195
NBU_Operator 访问控制用户组 194
NBU_Security Admin 访问控制用户组 194
NBU_User 访问控制用户组 194
NDMP
防火墙环境中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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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安全
实现级别 12
所有 29
安全漏洞 23
安全实现类型 21
端口 82
确定访问 190
修补程序 220, 225
组件
安全功能中使用的 16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106, 115, 123
nbac_cron 实用程序 160
nbac_cron.exe 160
单个用户 191
和安全证书 220
默认用户组 194
配置 135–136, 138, 141, 143, 213
配置为使用更改服务器 114
使用 132
使用访问管理实用程序 222
用户组 192
KMS 管理员 195
SAN 管理员 194
安全管理员 194
保管库操作员 194
管理员 194
默认用户 194
配置 195
运算符 194
重命名用户组 196
组件 16
NetBackup API 222
NetBackup CloudStore Service Container 220
NetBackup Java 应用程序服务器身份验证服务
(bpjava) 250
NetBackup Vault Manager (nbvault) 225
NetBackup Web 管理控制台服务 (nbwebsvc) 250,
252
NetBackup Web 管理控制台服务 (nbwmc) 226
NetBackup 安全
标准 23
NetBackup 标准加密
还原进程 268
NetBackup 访问管理
管理 134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93, 225
NetBackup 和密钥记录
KMS 311

NetBackup 旧式加密
还原进程 268
NetBackup 客户端加密 265
NetBackup 请求后台驻留程序 (BPRD) 222, 224
NetBackup 审核管理器 105, 115

O
OpsCenter 105, 107–109, 116

P
passphrase_prompt 选项 280
passphrase_stdin 选项 280
胖服务器授权对象
权限 211
胖客户端授权对象
权限 212
配置
端口 94
和群集（标准） 272
和群集（旧式） 279
客户端上的加密
从服务器（标准） 271
从服务器（旧式） 279
从客户端（标准） 274
来自服务器的标准加密 271
来自服务器的旧式加密 279
推送到客户端（旧式） 279
选项（旧式） 276
配置 NetBackup
以与 KMS 一起使用 311
配置端口用法客户端属性设置
bpclient 命令 100

Q
其他客户端上创建的旧式加密备份
还原 281
企业级别
安全 14
企业介质管理器 (EMM)
数据库 105
区分大小写
在命令语法中 107–108, 117
驱动器授权对象
权限 204
全球、企业和数据中心组合级别 20
全球级别
安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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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
Kms 组授权对象 213
NBU_Catalog 授权对象 205
安全授权对象 211
保管库授权对象 212
报告授权对象 204
备份和还原授权对象 207
策略授权对象 203
磁盘池授权对象 206
存储单元授权对象 206
服务器组授权对象 213
服务授权对象 208
机械手授权对象 205
介质授权对象 203
卷池授权对象 210
卷组授权对象 210
胖服务器授权对象 211
胖客户端授权对象 212
驱动器授权对象 204
设备主机授权对象 210
授予 201
许可证授权对象 209
主机属性授权对象 209
作业授权对象 207
群集环境
附加密钥文件安全（旧式） 284
管理密钥文件（标准） 271
管理密钥文件（旧式） 277
推送配置（旧式） 280
推送软件（标准） 281

R
REQUIRED（加密选项） 270, 276
认证机构证书 235

S
setuptrust 命令 146–147
SNMP 端口 93
删除
密钥 323
密钥组 322
设备主机授权对象
权限 210
设置加密属性
在策略中 274
身份验证端口 159
审核
报告 116, 119

查看当前设置 107
概述 105
警报通知 116, 121–122
启用 108
升级之后的配置 108
审核报告中的用户身份 109
审核服务 (nbaudit) 105–106, 115
审核管理器 105, 115
升级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213
升级和审核配置 108
实现了所有安全
单数据中心 50
示例
设置 NetBackup 以使用磁带加密 311
验证加密备份 315
运行已加密的磁带备份 314
授权端口 159
授权对象 203
授权对象和权限 199
术语
静态数据加密 261
数据库组成部分
KMS 316
数据中心
单 32
数据中心级别
安全 16
随机端口分配
介质管理器配置中 94
禁用 94
所有 NetBackup 安全功能
多数据中心 75

T
通行短语
用于加密密钥文件（旧式） 278, 283
用于重定向还原（标准） 274
用于重定向还原（旧式） 281
通用唯一标识符 (UUID) 221
推送
旧式加密密码到客户端 280
密码到客户端（旧式） 280
配置到客户端（旧式） 279
推送旧式加密配置
到客户端 279
脱机
使客户端脱机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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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UNIX 客户端
旧式密钥文件安全 283
USE_AUTH_CONF_NBAC 156

V
Vault_Operator 访问控制用户组 194
Veritas Cluster Server 224
vm.conf
与端口用法相关的介质管理器配置设置 101
VxSS 身份验证端口 159
VxSS 授权端口 159

W
Windows
介质服务器验证点 167
客户端验证点 168
验证点 162
主服务器验证点 163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 (WSFC) 224
Windows 管理控制台和 Java 服务器
传出端口 88
Windows 上的 VCS 224
网络时间协议 (NTP) 234
为群集创建重新发布令牌 258

X
向用户组添加新用户 196
写入加密磁带 293
修补程序 220, 225
许可证授权对象
权限 209
续订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241
选项
BPCD 逆向连接 95
端口 95
后台驻留程序连接端口 95

Y
验证过程
UNIX 170, 173, 175–176, 178
Windows 162–163, 167–168, 181, 184, 186
验证加密备份 315
用户组 192
KMS 管理员 195
SAN 管理员 194
安全管理员 194

保管库操作员 194
查看特定用户权限 201
创建 195
通过复制现有用户组 195
定义 196
分配用户 197
管理员 194
默认用户 194
添加新用户 196
运算符 194
重命名 196
与端口用法相关的介质管理器配置设置
vm.conf 101
允许在群集上使用
KMS 服务 299
运行
bpkeyfile 命令 284
加密备份 265

Z
在非活动主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256
在介质服务器节点上部署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256
在群集上部署新的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258
在群集上续订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257
在群集中执行安全证书部署 253
增强的审核 123, 220
关于 110
禁用 115
连接到介质服务器 112
配置 111
配置为使用更改服务器 114
启用 111
用户管理 129
用户身份验证 130
在服务器之间建立信任 112
证书
部署 224
查看详细信息 228
每种类型必需 219
时钟同步的重要性 234
重新发布 228
证书颁发机构 (CA) 219, 226–227, 232, 235–236
证书部署安全级别 227, 230
证书签名请求 (CSR) 文件 241
证书时钟同步 234
指定
bpclient 命令 100
指纹, 查找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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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的还原
其他客户端的备份（标准） 274
其他客户端的备份（旧式） 281
重定向还原
对于加密的备份文件 274
旧式加密文件 281
重复数据删除端口用法
关于 89
重复数据删除主机
和防火墙 89
重新颁发基于主机 ID 的证书 243
重新发布令牌 241, 246
主服务器
传出端口 85
主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和图形用户界面安全
NBAC 27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的 NBAC
单数据中心 44
多数据中心 65
主服务器设置
验证 156
主机属性
“身份验证域”选项卡 149
“授权服务”选项卡 151
“网络属性”选项卡 152
访问控制 148, 152
主机属性授权对象
权限 209
主机主密钥 (HMK) 296, 302, 317, 327–328
修改 327
注册表
审核更改 115
注意事项
静态数据加密 262
自动备份
密钥文件 273
最佳做法
针对密钥文件还原 273
作业授权对象
权限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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