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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are Metal Restore 简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Bare Metal Restore

■

使用 BMR 保护服务器 DR

■

BMR 保护阶段示意图

■

NetBackup 8.0 Bare Metal Restore 的新扩展支持

关于 Bare Metal Restore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BMR) 是 NetBackup 的服务器恢复选件。BMR 可
自动化和简化服务器恢复过程，避免了手动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或配置硬件。无需过
多的培训或枯燥的管理即可还原服务器。
BMR 使用以下步骤还原操作系统、系统配置以及所有系统文件和数据文件：
■

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运行单个命令或单击鼠标。

■

重新启动客户端以自动恢复客户端。
不需要单独的系统备份或重新安装。

表 1-1 显示了 BMR 保护域的组件。
表 1-1

BMR 组件

组件

描述

NetBackup 和 BMR 主服务器 NetBackup 主服务器管理受保护的客户端系统的备份和还原。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还承载管理 BMR 操作的 BMR 主服务
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控制存储客户端文件的存储设备。

Bare Metal Restore 简介
使用 BMR 保护服务器 DR

组件

描述

BMR 引导服务器

引导服务器提供重建受保护客户端所需的环境，包括系统恢
复和像共享资源树 (SRT) 这样的关键资源。共享资源树包含
用于重建受保护系统以便 NetBackup 可还原原始文件的软
件。软件包括操作系统软件和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客户端

客户端是由 NetBackup 备份并受 BMR 保护的系统。客户端
也可以是其他应用程序或数据的服务器、NetBackup 介质服
务器或 BMR 引导服务器。

根据您的环境，服务器组件可以位于同一计算机上，位于单独的计算机上，或位于
一组计算机上。
BMR 保护域示例

图 1-1

NetBackup 和 BMR 主服务器

客户端 A (Solaris)

客户端 A 的
BMR 引导服务器
(Solaris)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客户端 B 和 E 的
BMR 引导
服务器 (Windows)

客户端 B (Windows
Server 2003)

客户端 D
(AIX)

客户端 E
(Windows
2000)

客户端 C 的
BMR 引导服务器
(HP-UX)
客户端 C (HP-UX)

客户端 D 的
BMR 引导服务器 (AIX)

使用 BMR 保护服务器 DR
使用 BMR 保护服务器免受灾难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这些阶段是
■

启用了 BMR 的备份
Netbackup 备份策略需要启用 BMR，以便在客户端备份期间备份客户端系统框
架信息，以在需要进行 DR 时可以恢复客户端。此系统框架信息包括操作系统详
细信息、磁盘信息、卷详细信息、文件系统信息和网络信息。有关 BMR 备份过
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考“保护客户端”一章。

■

恢复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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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R 保护阶段示意图

可以在需要客户端 DR 之前的任何时候设置还原前提条件。建议提前完成此前提
条件的设置，以免在恢复时发生延迟。在此阶段，需要在 BMR 引导服务器上准
备好对恢复具有重要意义的软件，即共享资源树。此 SRT 构成了进行客户端恢
复的临时环境。可以使用单个 SRT 恢复属于相同操作系统系列的客户端。有关
恢复前提条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考“设置还原环境”一章。
■

客户端恢复
这是实际的客户端恢复阶段，在此阶段客户端计算机将引导至恢复环境。需要
准备好客户端，以通过运行单命令行或单一单击操作进行恢复。BMR 支持两种
恢复方法：基于网络的引导和基于介质的引导。有关客户端恢复过程的详细信
息，请参考“还原客户端”一章。也可以在 NetBackup 的“自动映像复制”设
置中利用 BMR，以将主域主机恢复到 DR 域。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15 页的“使用自动映像复制将 BMR 客户端恢复到其他
NetBackup 域 ”。

BMR 保护阶段示意图
下图概述了从备份一直到还原的 BMR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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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脱机引导服务器上下载 Microsoft ADK 和创建 SRT 的更多说明，请参考“在
联机和脱机引导服务器上创建 SRT”一图。请参见第 42 页的“在脱机引导服务器上
或主机上创建 SRT ”。

NetBackup 8.0 Bare Metal Restore 的新扩展支持
此部分简要介绍 Bare Metal Restore 8.0 中增加的扩展支持。
表 1-2

NetBackup 8.0 Bare Metal Restore 的新扩展支持

操作系统

扩展支持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2 BMR 客户端和 BMR 引导服务器
SP1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7.x
UEFI-GPT 引导

BMR 客户端和 BMR 引导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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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扩展支持

BMR UEFI-GPT 支持

NetBackup BMR 支持类似于 BIOS 客户端的 GUID 分区
表 (GPT) 磁盘类型和不同磁盘还原 (DDR) 功能。UEFI 计
算机上支持的 BMR 功能包括自我还原、DDR 和不同系统
恢复 (DSR)。不同系统还原支持已扩展到 UEFI 客户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技术说明。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zh_CN/article.000034868
新建的共享资源树可用于引导 BIOS 及 UEFI 计算机。此
外还支持 VFAT 文件系统。

注意：Linux 多设备支持受限，BMR 可能无法精确还原某
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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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 BMR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安装 BMR 软件

■

配置 BMR 服务器的前提条件

■

配置 BMR 服务器

■

停用 BMR 服务器

关于安装 BMR 软件
Bare Metal Restore 包括以下软件组件：
■

一个主服务器，控制 BMR 的运行。应在安装 NetBackup 主服务器之后配置
BMR 主服务器。

■

引导服务器，可管理并提供用于重建系统的资源。 在 BMR 中，引导服务器随
附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中并随 NetBackup 客户端一起安装。 应在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后向 BMR 主服务器注册 BMR 引导服务器。

■

客户端软件，在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后进行安装。不需要进行专门的安
装或配置。

后续章节包含安装 BMR 的说明。

配置 BMR 服务器的前提条件
安装 BMR 软件之前，请先阅读《NetBackup 版本说明》。它包含有关 BMR 支持
的系统和群集、依赖性、局限性和操作系统安装要求的信息。

配置 B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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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BMR 服务器
Bare Metal Restore 组件是在安装 NetBackup 时一同安装的。但是，要使用 BMR，
必须先执行以下操作：
■

请参见第 17 页的“配置 BMR 主服务器”。

■

请参见第 18 页的“配置 BMR 引导服务器”。

配置 BMR 主服务器
安装 NetBackup 之后, 设置 BMR 主服务器并创建 BMR 数据库。
Bare Metal Restore 主服务器安装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中。安装后，必须配置
Bare Metal Restore 主服务器。
有关 NetBackup 主服务器安装的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指南。
在群集环境中，仅在活动节点上配置 BMR 主服务器。
注意：若要在群集环境中获得 BMR 的使用许可并配置 BMR，必须先冻结活动节
点，然后再开始操作，这样才不会发生迁移。有关如何冻结服务组的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高可用性环境管理指南》。
创建 BMR 数据库并设置 BMR 主服务器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装有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系统上。

2

运行以下命令配置 BMR 数据库：
%NB_INSTALL_DIR%/bin/bmrsetupmaster

设置 BMR 主服务器后，可以配置备份策略以便从 NetBackup 客户端收集 BMR
所需的信息。

在 Windows 系统上设置 BMR 主服务器
使用主服务器设置向导可在 Windows 系统上设置 Bare Metal Restore 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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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系统上设置 BMR 主服务器

1

在 Windows BMR 主服务器上，从“开始”菜单中选择“程序”> Veritas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 主服务器设置”。
将显示主服务器设置向导的“欢迎”面板：

2

按照提示设置 BMR 主服务器。
您不必输入任何信息；向导会执行设置主服务器所需的所有步骤。

3

若要在群集环境中设置 BMR，必须在完成此过程之后解冻活动节点。
提供了有关如何针对所运行的群集软件解冻服务组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高可用性环境管理指南》中的群集章节。

配置 BMR 引导服务器
BMR 引导服务器软件是在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时安装的。无需进行单独安装。
但是，您必须注册引导服务器。
默认情况下，每个 NetBackup 服务器都包括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因此，可以
在 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如果 BMR 支持该平台）上运行 BMR 引导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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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服务器提供重建受保护客户端所需的环境，包括像共享资源树 (SRT) 这样的资
源。
注意：在配置 BMR 引导服务器之前，需要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配置 BMR 主
服务器。

关于选择引导服务器主机
BMR 要求引导服务器使用特定系统和环境。在选择要运行引导服务器的主机之前，
请查看引导服务器要求。
请参见第 163 页的“引导服务器要求”。

引导服务器的前提条件
如果预计执行基于网络的 BMR 恢复，则需要在 BMR 引导服务器上配置一些网络
服务。这些配置设置因各种平台而异。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04 页的“BMR 引导服务器上的网络服务配置”。

设置 BMR 引导服务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现有 NetBackup 系统上设置 BMR 引导服务器。
注意：在 NetBackup 主机上配置 BMR 引导服务器之前，请确保 NetBackup 主机
已使用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进行配置。 有关向 NetBackup 主服务器注册 NetBackup
客户端的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管理指南》。
注册 BMR 引导服务器

1

导航到 NetBackup 的安装目录。例如：在 UNIX 上，转至
/usr/openv/netbackup/bin

在 Windows 上，转至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

2

在引导服务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
bmrsetupboot -register

成功执行该命令后，可以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看到引导服务器的名称：
“NetBackup 管理员”>“BMR 菜单”>“引导服务器”。此命令将使 BMR 引导
服务器后台驻留程序开始运行。

UNIX 群集中的 BMR 引导服务器
下面是有关在群集环境中使用 BMR 引导服务器的概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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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集应用程序中，在提供 BMR 引导服务器功能的节点上设置虚拟 IP 地址。

■

在每个节点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可以在已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的
所有节点上注册 Bare Metal Restore 引导服务器。
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包括 BMR 引导服务
器软件（如果 BMR 支持该平台）。

■

在每个节点上，将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配置为可解析为虚拟 IP 地址的名称。
将该名称用于系统上 bp.conf 文件中的最后一个 CLIENT_NAME 条目。

■

在活动节点上设置引导服务器。
请参见第 19 页的“设置 BMR 引导服务器”。

■

创建群集应用程序资源，以便为引导服务器后台驻留程序调用以下启动脚本和
停止脚本：
/usr/openv/netbackup/bin/rc.bmrbd start
/usr/openv/netbackup/bin/rc.bmrbd stop

■

创建 SRT 时，在共享磁盘的文件系统上选择一个位置。

■

如果某个引导服务器发生故障转移并且有一些还原任务尚未完成，应针对每项
未完成的还原任务执行新的准备还原操作。

Windows 群集中的 BMR 引导服务器
有关可在其中构建 BMR 引导服务器群集的系统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版本
说明》。
下面是有关在群集环境中安装和使用 BMR 引导服务器的概要说明：
■

在群集应用程序中，在提供 BMR 引导服务器功能的节点上设置虚拟 IP 地址。

■

在每个节点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

在每个节点上，执行以下操作：
■

将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配置为可解析为虚拟 IP 地址的名称。

■

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输入该 NetBackup 客户
端名称作为客户端名称。

■

使该 NetBackup 客户端成为当前客户端。

■

在每个节点上安装 BMR 引导服务器软件。将虚拟地址切换到各个节点，然后再
安装引导服务器软件。

■

创建群集应用程序资源，以便为引导服务器服务调用启动脚本和停止脚本：
net start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Boot Server"
net stop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Boot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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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 SRT 时，在共享磁盘的文件系统上选择一个位置。

■

如果某个引导服务器发生故障转移并且有一些需要完成的还原任务，应分别对
每项暂停的还原任务重新执行一次准备还原操作。

默认情况下，每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都包括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因此，可
以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客户端（如果 BMR 支持该平台）上运行 BMR 引导服
务器。
在 Windows 系统上注册 BMR 引导服务器

1

以 Administrator 身份登录到计划安装 BMR 引导服务器的服务器。

2

打开 command 提示符并导航到 NetBackup 目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bmrsetupboot.exe -register

3

将注册“BMR 引导服务器”。可以关闭命令提示符。
以下屏幕快照显示“BMR 引导服务器”的注册。

注意：要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7.6，请参考 NetBackup 7.6 Administrator's Guide
（《NetBackup 7.6 管理指南》）。

停用 BMR 服务器
不要卸载 BMR 组件，而是停用这些组件。NetBackup BMR 主服务器随附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中，且 BMR 引导服务器随 NetBackup 客户端一起安装。如果
您卸载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客户端，将从系统中删除 BMR 主服务器和引导服务
器。请参考《NetBackup 管理指南》以了解有关卸载 NetBackup 的信息。

停用 BMR 主服务器
使用以下过程停用 BMR 主服务器和 BMR 数据库，并删除 BMR 许可证。
删除许可证后，将无法再使用 B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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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仅在使用了专用许可证密钥（与 NetBackup 基本产品的许可证密钥不同）获
得 BMR 许可时，才能删除 BMR 许可证。
停用 BMR 主服务器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装有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系统上。

2

要停用 BMR 主服务器，请执行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bmrsetupmaster -undo -f

例如，在 UNIX/Linux 系统上运行
/usr/openv/netbackup/bin/bmrsetupmaster -undo -f

在 Windows 主服务器上运行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bmrsetupmaster -undo -f

3

如果在群集环境中运行 BMR，应从群集中每个装有 BMR 主服务器的系统上删
除 BMR 许可证。

4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帮助”>“许可证”。

5

在“NetBackup 许可证”对话框中，从列表中选择 BMR 许可证。
警告：如果 BMR 是基本产品许可证所涵盖的一部分，则执行以下步骤会删除
基本许可证。您将无法使用 NetBackup。如果不想删除 NetBackup 许可证，
请不要继续。

6

单击“删除”。
BMR 许可证即从“当前许可证”对话框中删除。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不
会再出现“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
在群集环境中的所有系统上停用 BMR 后，应解冻活动节点。有关如何解冻服
务组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高可用性环境管理指南》。

7

如果先前已添加 BMR 特定的许可证，请输入以下命令以删除此许可证：
%NB_INSTALL_DIR%/bin/admincmd/get_license_key

注意：若要在群集环境中删除 BMR，必须先冻结活动节点，然后再删除 BMR，这
样在删除过程中才不会发生迁移。有关如何冻结服务组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高可用性环境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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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 BMR 引导服务器
使用以下过程停用 BMR 引导服务器。
停用 BMR 引导服务器

1

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到 BMR 引导服务器主机。

2

在 BMR 引导服务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以将其注销：
\usr\openv\netbackup\bin\bmrsetupboot -deregister

例如，在 Windows 上，运行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bmrsetupboot -deregister

在 UNIX/Linux 上，运行
\usr\openv\netbackup\bin\bmrsetupboot -deregister

成功执行该命令后，引导服务器实例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不可见：
“NetBackup 管理员”>“BMR 菜单”>“引导服务器”。注销命令将停止 BMR
引导服务器后台驻留程序的运行。
注意：BMR 引导服务器停用不会删除 BMR 引导服务器承载的 SRT。将来再次启
用 BMR 引导服务器时，如果 SRT 需要由其他 BMR 引导服务器或同一引导服务器
导入，则 SRT 将存在。在 Windows 上注销 BMR 引导服务器时，BMR PXE 和
TFTP 服务将与 BMR 引导服务器服务一起删除。

23

3
保护客户端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保护客户端的前提条件

■

备份 BMR 客户端

■

监视客户端备份

■

针对特定用例保护客户端

保护客户端的前提条件
在进行保护 BMR 客户端所需的配置前，需要安装 BMR 主服务器。
要了解如何设置 BMR 主服务器，请参见第 17 页的“配置 BMR 主服务器”。

备份 BMR 客户端
要使用 BMR 执行客户端灾难恢复，需要为 BMR 配置 NetBackup 备份策略。已启
用 BMR 的备份策略至少需要一次完全备份以便恢复客户端。
必须至少使用一个执行完全备份的策略来定期备份各个受保护的客户端。该策略还
可以执行累积增量式备份或差异增量式备份，但完全备份是必需的。
备份功能将计算机的文件保存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所管理的存储设备上。将客
户端的配置保存在 BMR 主服务器上。
在按照针对 BMR 保护而配置的策略备份了客户端之后，该客户端就作为受保护的
客户端注册到 BMR 中，该客户端随后将出现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视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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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备份 BMR 客户端的策略
可以使用一个策略或多个策略来保护一个客户端。
下面是保护 BMR 客户端的要求：
■

策略必须属于以下两种类型之一：MS-Windows（适用于 Windows 客户端）或
Standard（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客户端）。

■

策略必须设置“收集灾难恢复信息用于 Bare Metal Restore”属性。
注意：启用属性“为 BMR 收集灾难恢复信息”将自动设置“使用移动检测收集
实际映像还原信息”属性。
利用这些属性，NetBackup 可以只还原备份时系统上存在的那些文件。利用“移
动检测”，NetBackup 可以正确还原已移动、重命名或新安装的文件。这些属
性还确保了所有已还原的文件都能放在恢复期间由 BMR 创建的卷和文件系统
中。
注意：因为在用户启动的备份期间不收集实际映像还原信息，所以用户启动的
备份不提供 BMR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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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实现完整的系统恢复，应使用 ALL_LOCAL_DRIVES 指令来备份所有的本
地驱动器。该指令将备份客户端上的所有文件，并备份 Windows 客户端的系统
对象 (SYSTEM_STATE)。
如果某个客户端有要用数据库 NetBackup 代理或其他策略备份的数据库或应用
程序文件，您可以使用排除列表将它们从指定了 ALL_LOCAL_DRIVES 的策略中
排除。如果从 BMR 策略中排除了某些文件，则 BMR 恢复后，需要显式恢复这
些排除的文件。

注意：即使未选择 All_Local_Drives，仍需要最低操作系统卷和 Windows 系统
状态。

■

对于群集客户端，最有效的备份方法是使用多个策略。每个节点都应当有它自
己的备份本地文件系统的策略。应使用其他策略来备份共享文件系统，这些策
略应当能备份当前拥有资源的节点。

■

如果为同一个客户端配置多个策略用于不同备份选择，预定所有策略同时运行
将有助于恢复后实现一致性。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可以作为 BMR 客户端而受到保护。备份到自己的存储设
备（SCSI 挂接或 SAN 挂接）的介质服务器需要特殊的还原过程。如果了解这
些特殊过程，则可以通过配置 NetBackup 来最大限度地减少还原所需的时间和
精力。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关于还原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有关配置备份策略的信息，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DOC5332
《NetBackup 管理指南》。

在多个策略中使用同一客户端名称
如果使用多个策略来备份一个客户端，应在各个策略中对该客户端使用“完全相同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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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R 只能使用在备份系统文件的策略中指定的客户端来还原客户端。如果使用多个
策略，而且在各个策略中使用不同的名称，则会为每个客户端名称创建一个客户端
记录及其相关配置。如果按照不备份系统文件的策略中的名称还原客户端，则“准
备还原”操作会失败，因为 BMR 只能使用在备份系统文件的策略中指定的客户端
来执行还原操作。
因此，如果使用同一名称，则在还原期间，将不必在多个客户端名称之间进行选
择。

关于执行完整备份
为了还原客户端上的所有文件，“必须”备份该客户端上的所有文件。如果备份期
间未包含某些文件，则这些文件将不会备份，因此也不会还原。

关于在还原后执行完全备份
在还原客户端之后、进行任何增量式备份之前，必须执行客户端完全备份。如果在
增量式备份之后、完全备份之前，客户端再次发生故障，则 BMR 可能不会将客户
端还原至上次增量式备份。
可以对特定客户端执行手动备份。必须将策略设置为“活动”，而且不能将“生效
时间”属性设置为将来的日期和时间。

确保成功备份
将备份安排在发生不完整备份的风险最小的时候进行。如果在备份期间不能强制客
户端进入不活动状态，请执行以下操作：
表 3-1

确保备份成功的步骤

步骤

操作

参考信息

步骤 1

对于 UNIX 客户端，将 NetBackup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配置为如果在备份尝试期间文件发 I 卷》。
生更改，则重试文件备份。提供了
有关繁忙文件属性的更多信息。

步骤 2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将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NetBackup 配置为使用 Windows I 卷》。
Open File Backup 选项。提供了
有关 Windows Open File Backup
属性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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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步骤 3

定期检查 NetBackup 日志文件以确
保及时更正所有备份错误。在备份
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影响备份的网
络错误或服务器错误。

参考信息

在 UNIX 或 Linux 上保存自定义文件
下列信息仅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客户端。
通常，还原过程中的最后一步是由 NetBackup 还原客户端文件。可以指定客户端上
的“自定义文件”，以便在还原期间，可以在客户端上的临时操作系统环境中使用
这些文件。
例如，如果临时操作系统上需要来自受保护客户端的特定设备驱动程序配置，则可
以指定这些设备驱动程序文件，使其包括在还原环境中。
自定义文件是作为客户端配置的一部分保存的。应当在客户端上的以下文本文件中
指定自定义文件：
/usr/openv/netbackup/baremetal/client/data/ClientCustomFiles

每行指定一个自定义文件，并且要使用文件的完整路径名。使用英磅符号 (#) 作为
注释行的第一个字符。
保存自定义文件后（备份客户端后），这些文件会复制到 SRT。当您以独占方式启
用 SRT 时，可以在还原期间使用这些文件。我们还提供了有关如何启用 SRT 的更
多信息。
请参见第 71 页的“启用或禁用 SRT 的独占使用方式”。
在指定自定义文件时，该文件不会从备份中删除。自定义文件也由 NetBackup 备
份，之后将在 NetBackup 还原客户端文件时得以还原。（如果这些文件或它们的目
录包括在策略的备份指令中，则会对它们进行备份和还原。）

监视客户端备份
可以使用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来监视备份作业。备份作业的详细信息包括关于代
理的信息，该代理保存受保护客户端的配置。
请参见第 198 页的“监视备份作业”。

BMR 关联的其他 NetBackup 属性
默认情况下将设置以下属性，但是，可能需要对其进行配置或调整（如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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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许客户端还原”属性。BMR 还原过程要求 BMR 主服务器和 BMR 客户端
都可以请求还原。默认的 NetBackup 行为是允许还原客户端。“允许客户端还
原”属性位于 NetBackup 主服务器属性的“客户端属性”选项卡上。

■

服务器控制的还原。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以进行服务器控制的还原，这将允
许主服务器将客户端文件的还原重定向到自身。服务器控制的还原是 NetBackup
的默认行为；请确保服务器控制的还原未被禁止。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

“保留实际映像还原 (TIR) 信息”属性。此属性控制在 NetBackup 目录库中保
留 TIR 信息的时间。TIR 信息会增加目录库大小和所使用的磁盘空间。
您可以从以下设置中选择一种：
■

为此属性选择一个与保留策略匹配的值。

■

或者，如果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小 NetBackup 目录库的大小，请将该属性设置
为零天。TIR 信息还存储在备份介质上，因此目录库大小不会增加，但还原
速度将变慢。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属性的“清理”选项卡上，设置“保留实际映像还原
(TIR) 信息”属性。
有关如何配置 NetBackup 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针对特定用例保护客户端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客户端
BMR 可以使用旧式还原方法和快速还原（非 SFW 卷恢复）方法还原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客户端。但是，当前的快速还原方法仅支持还原不
受 SFW 卷管理器管理的非 SFW 磁盘。使用旧式还原方法进行还原所需的备份配
置不同于快速还原方法所需的备份配置。
使用快速还原进行裸机恢复：
通过快速还原方法利用 BMR 进行备份和还原 (SFW) 时，尝试备份之前，需要执行
其他几个步骤。
注意：建议保持系统磁盘受 Windows 磁盘管理器而非 SFW 的控制。这样一来，您
可以使用 BMR 快速恢复方法来恢复系统，然后再返回 SFW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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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快速还原执行裸机恢复，

1

配置 DWORD - 在要保护的 SFW 客户端上将
HKLM\SOFTWARE\Veritas\NetBackup\BareMetal 下方的注册表项

BMR_USE_WINDOWS_VOL_MGR 的值设置为 1。该步骤非常重要，因此要
确认该项的设置是否正确。

2

执行 SFW 客户端的 BMR 备份。

3

验证在“当前”配置中，除系统盘外的所有磁盘是否均被 BMR 标记为“受
限”。 如果发现 SFW 磁盘未标记为“受限”，注册表项的设置可能存在问
题。BMR 不还原标记为受限的磁盘，这些磁盘将保持原样。

注意：BMR 不还原标记为“受限”的磁盘，这些磁盘将保持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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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还原环境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恢复步骤

■

安装引导服务器软件

■

共享资源树

■

添加客户端特定资源

■

何时使用引导介质

■

准备客户端进行还原

恢复步骤
在还原受保护的客户端之前，必须先设置还原过程中使用的还原环境。
可随时设置环境。但是，如果恢复时间目标 (RTO) 较短，则可能需要将所有资源准
备就绪。您的时间应该用在恢复上，而不是用在设置环境上。
表 4-1

设置还原环境的过程

步骤

操作

相关主题

步骤 1

安装引导服务器软件

请参见第 32 页的“安装引导服
务器软件”。

步骤 2

创建共享资源树

请参见第 32 页的“共享资源
树”。

步骤 3

添加客户端特定资源

请参见第 32 页的“添加客户端
特定资源”。

设置还原环境
安装引导服务器软件

步骤

操作

相关主题

步骤 4

创建引导介质

请参见第 33 页的“何时使用引
导介质”。

步骤 5

准备要还原的客户端

请参见第 33 页的“准备客户端
进行还原”。

安装引导服务器软件
引导服务器提供重建受保护客户端所需的环境，包括像共享资源树 (SRT) 这样的资
源。对于要保护的各种类型的客户端，必须分别有一个引导服务器。此外，必须先
安装 BMR 引导服务器软件才能创建 SRT 并向其添加资源。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配置 BMR”一章。
未注册为 BMR 主服务器的引导服务器的 NetBackup 客户端或者无法与 BMR 主服
务器进行通信的引导服务器被视为无主引导服务器。除了所有 SRT 相关操作外，
无主引导服务器只允许执行创建 SRT、导出 SRT 和删除 SRT 操作，因为 BMR
SRT 操作需要使用 Microsoft 的 ADK。用户可以在无主引导服务器上安装 ADK、
创建 SRT 并将其导出。随后就可以在任何其他已注册的引导服务器上导入该 SRT，
因此，您不必在那些引导服务器上安装 ADK

共享资源树
共享资源树 (SRT) 是系统恢复的重要软件，它是以下内容的集合：
■

操作系统文件

■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

或者，其他软件，如重建原始系统所需的设备驱动程序、卷管理器、文件系统
管理软件。

提供了有关 SRT 的更多信息以及创建和管理 SRT 的过程。 请参见“管理共享资源
树”一章。

添加客户端特定资源
不同系统还原所需要的某些资源可能并未包括在受保护客户端的已保存配置中。遇
到这种情况时，必须将这些资源添加到用于还原的 SRT 和/或客户端配置（还原配
置）中。
这些资源的示例如下所示：
■

网络接口卡 (NIC) 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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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量存储设备 (MSD) 驱动程序

对于 Windows，可以将所有还原所需的设备驱动程序添加到 BMR 软件包池中，以
便可以将其添加到还原配置中。
提供了有关如何向软件包池中添加软件包以及向 Windows SRT 中添加软件的更多
信息。 对此，请参考“管理 Windows 驱动程序软件包”一章。
请参见第 68 页的“将软件添加到 Windows SRT”。
对于 UNIX 系统，可以使用 BMR-SRT 管理实用程序添加所有必需的软件或设备驱
动程序。
请参见第 64 页的“将软件添加到 UNIX 或 Linux SRT”。。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关于客户端和配置”。

何时使用引导介质
通过从 BMR 引导服务器或从 BMR 准备的引导介质（CD、DVD 或软盘）引导客户
端（使用网络引导）来开始 BMR 还原过程。如果使用网络引导来开始还原过程，
则不需要引导介质。
如果网络连接速度非常慢，或部署基于网络的恢复所需的服务（即 DHCP 或 TFTP）
存在任何限制，Veritas 建议您使用包含共享资源树的引导介质。
注意：一旦 BMR 介质 SRT 已创建，在恢复过程中不需要 BMR 引导服务器。
提供了有关引导介质和创建引导介质的过程的更多信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管理引导介质”一章。
请参见第 74 页的“管理引导介质”。

准备客户端进行还原
一旦适用于客户端恢复的 SRT 准备就绪，将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触发“准备还
原”步骤。此步骤整理要恢复的客户端配置，验证资源并调整该客户端还原的恢复
环境。
提供了有关此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考“还原客户端”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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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资源树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共享资源树

■

共享资源树的前提条件

■

创建共享资源树

■

管理共享资源树

■

管理引导介质

关于共享资源树
共享资源树 (SRT) 是 BMR 系统恢复的重要软件，它是以下内容的集合：
■

操作系统文件

■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

使用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格式化驱动器、创建分区、重建文件系统以及还原
原始文件的程序

SRT 还提供引导客户端系统以及开始还原过程所需的资源。
SRT 中的软件不会永久地安装在受保护的系统上。它的目的是使受保护系统进入一
种可还原原始文件的状态。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对于 UNIX 和 Linux 系统：每种客户端类型和操作系统版本都需要有自己的
SRT。 例如，Solaris 9 需要 Solaris 9 SRT，AIX 5.3 需要 AIX 5.3 SRT，依此
类推。

■

对于 Windows 系统： 一个 SRT 可以还原相同体系结构的所有 Windows 版本。
例如，64 位 Windows SRT 可以还原 Windows 2003/2008/2008R2 64 位客户
端。

共享资源树
共享资源树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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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Unix 和 Linux 系统，可在相同操作系统的引导服务器上创建 SRT。引导服务
器必须运行 SRT 中安装的操作系统的相同版本或更高版本。例如，Solaris 9 SRT
必须驻留在 Solaris 9 或更高版本的引导服务器上。对于 Windows 系统，任何版本
的 Windows 都可以承载 SRT。
有关客户端、SRT 和引导服务器支持的操作系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版本说明》。
在还原过程中，客户端既可通过网络访问引导服务器上的 SRT，也可使用 CD/DVD
上的 SRT。尽管 SRT 驻留在引导服务器上，您仍然可以将 SRT 复制到 CD/DVD
介质，从该介质引导客户端，然后访问该介质上的 SRT。如果您使用的是 BMR 介
质，则在恢复过程中不需要引导服务器。
SRT 需要的磁盘空间大小范围是 100 MB 到 1 GB，具体取决于该 SRT 所针对的操
作系统。
有关磁盘空间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版本说明》。

共享资源树的前提条件
以下各节介绍了共享资源树的前提条件。

关于 SRT 的空间要求
本节列出特定 SRT 针对多种平台和设置的近似空间要求。
表 5-1 列出了 SRT 的近似空间要求。
表 5-1

SRT 的空间要求

操作系统

NetBackup 版本 不含 VxVM 的 SRT 大 含 VxVM 的 SRT
小（近似）
大小（近似）

不含 SFW 的 SRT 大小
（近似）

Windows 2003 32 位

7.6.1

不适用

不适用

320 MB

Windows 2003 64 位

7.6.1

不适用

不适用

420 MB

Windows 2008 32 位

7.6.1

不适用

不适用

320 MB

Windows 2008 64 位

7.6.1

不适用

不适用

420 MB

Windows 2008 R2

7.6.1

不适用

不适用

420 MB*

Windows 2012

7.6.1

不适用

不适用

420 MB*

Windows 2012 R2

7.6.1

不适用

不适用

420 MB*

RHEL 5

7.6.1

400 MB

不适用

不适用

共享资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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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NetBackup 版本 不含 VxVM 的 SRT 大 含 VxVM 的 SRT
小（近似）
大小（近似）

RHEL 6

7.6.1

420 MB

不适用

不适用

SLES10

7.6.1

375 MB

不适用

不适用

SLES11

7.6.1

375 MB

不适用

不适用

Solaris 64 位

7.6.1

500 MB

1 GB

不适用

Solaris Sparc

7.6.1

500 MB

1 GB

不适用

AIX 7.1

7.6.1

2.1 GB

2.2 GB

不适用

AIX 6.1 TL6 SP1

7.6.1

2.5 GB

2.6 GB

不适用

AIX 5.3 TL12

7.6.1

2 GB

2.1 GB

不适用

HPUX 11.11

7.6.1

750 MB

800 MB

不适用

HPUX 11.31

7.6.1

2.93 GB

3.9 GB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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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 SFW 的 SRT 大小
（近似）

注意：不支持在 BMR 7.6.1 引导服务器上创建新的旧式 SRT。
* 导出 SRT 时，应要求其超出这些大小约 640 MB。此外，要能够导出或导入 SRT，
C:\ 驱动器上至少需要 1.4 GB 的额外空间（因为该空间会用作临时存储，直到导入/
导出过程完成为止），且 SRT 成功地在目标位置导入或导出到目标位置。

创建共享资源树
共享资源树必须在引导服务器的本地文件系统上创建。BMR 为 SRT 目录设置权
限，以便允许所有用户进行读访问，允许 root 或管理员用户进行读写访问。
在创建 SRT 时，请将操作系统软件和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安装到 SRT 中。也
可以在创建 SRT 时（或其后的任何时间）安装其他软件。
注意：不能在版本 7.6.1 及更高版本的 BMR 引导服务器上创建旧式 SRT。
要创建 SRT，您需要以下项目的安装软件或映像：
■

操作系统（仅限 UNIX 和 Linux）。

■

Bare Metal Restore 的第三方产品 CD（适用于 Linux SRT）。该 CD 中包含可
能未在供应商的 Linux 分发包中包括的开放源代码产品。

共享资源树
创建共享资源树

注意：Veritas 已将 3PPCD 的第三方组件更新为其各自的最新版本。Veritas 建
议对 NetBackup 版本 8.0 或更高版本使用 3PPCD 版本 2.0。对于早于 8.0 的
NetBackup 版本，如果已在创建 SRT 时提供早期版本的 3PPCD，但希望使用
更新的版本 (2.0)，则从以下位置的 NetBackup 安装中删除 3PPCD 目
录：/usr/openv/netbackup/baremetal/server/data/media/3PPCD/。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https://www.veritas.com/support/zh_CN/article.000029042
■

可选：其他应用程序或软件包（如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或 Veritas File
System）。

■

可选：操作系统所需的修补程序、维护级别、Maintenance Pack、Service Pack、
文件集或驱动程序，或者安装在 SRT 中的其他软件。必须在 SRT 中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所需的任何操作系统修补程序。否则，NetBackup 在临
时还原环境中将不能正常运行，还原可能会失败。
有关软件包或修补程序相关性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版本说
明》。

如果需要同一操作系统的多个 SRT，请仅使用该操作系统和 NetBackup 客户端软
件来创建 SRT。（例如，当您要还原具有不同版本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或
不同驱动程序的客户端时。）然后，根据需要制作多个副本并将其他软件的不同版
本添加到这些副本中。复制现有 SRT 通常比创建 SRT 要快。
创建 SRT 的过程中，如果执行以下操作之一，系统会提示您输入安装程序或软件
的路径：
■

将安装程序放在引导服务器的可移动介质驱动器中，则提供该可移动介质驱动
器的路径。

■

将安装程序的内容复制到本地目录中，则提供该本地目录的路径。

■

将安装程序的内容复制到引导服务器能通过 NFS 或网络共享使用的远程目录
中，则提供该远程目录或共享位置的路径。

创建一个 SRT 需要 5 到 60 分钟的时间。具体取决于系统的速度、所创建的 SRT
的操作系统以及安装的其他软件。
请参见第 50 页的“为 UNIX 或 Linux 创建一个 SRT”。
请参见第 37 页的“为 Windows 创建一个 SRT”。

为 Windows 创建一个 SRT
快速还原方法支持 BMR Windows 恢复，通过该方法，Windows SRT 不再需要用
户提供 Windows 版本。SRT 将使用引导服务器上预安装的 Windows 物理环境。为
了创建物理环境，需要在引导服务器上安装 Microsoft ADK。有关创建 SRT 的步骤
的信息，请参见请参见第 38 页的“创建 S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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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资源树管理向导
此向导仅适用于 Windows 系统。
使用共享资源树向导可执行以下操作：
■

创建 SRT

■

编辑 SRT

■

导出 SRT

■

导入 SRT

■

复制 SRT

■

删除 SRT

■

创建可引导 CD/DVD 映像

■

向 SRT 添加软件包或更新其中的软件包
■

向 SRT 添加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

向 SRT 添加 NetBackup 版本更新或 Maintenance Pack

■

添加 NetBackup 语言包

■

创建 SRT
BMR SRT 提供引导客户端系统以及开始还原过程所需的资源。 BMR Windows SRT
使用 Windows 安装前环境 (WinPE) 作为基本恢复环境。 要创建此基本 WinPE 恢
复环境，您需要在主机上安装 Microsoft 评估和部署工具包 (ADK) 8.1 版。 第一次
创建新 SRT 时，Microsoft ADK 安装至关重要。 在 BMR 引导服务器主机上安装
ADK 的方式有多种，如下所述：
■

■

“BMR 共享资源树管理向导”可通过以下方式安装 ADK：
■

自动下载和安装 ADK

■

使用远程下载的 ADK 安装程序来创建 SRT

手动安装 ADK：从 Microsoft 的网站
http://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293840 直接下载和安装 FULL ADK 8.1
安装程序 ADK 8.1 (ADKsetup.exe)，也可以从 Microsoft 的网站下载整个 ADK
安装程序包并脱机进行安装。

ADK 安装程序的大小约为 3GB。

38

共享资源树
创建共享资源树

为 Windows 创建一个 SRT

1

从将承载 SRT 的 Windows BMR 引导服务器上的“开始”菜单中，选择“程
序”> Veritas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引导服务器助理”。
将显示 Bare Metal Restore 引导服务器助理。

2

单击“共享资源树管理向导”。
将出现共享资源树管理向导。
注意：可以使用包含 7.0 或更高版本的 NetBackup 客户端的 SRT 还原二线支
持的 NetBackup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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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共享资源树的类型作为快速还原 SRT。
注意：引导服务器 7.6.1 不支持创建旧式类型的 SRT。

4

按照提示创建共享资源树。您必须提供以下信息：

体系结构

从下拉选项中选择体系结构。

名称

SRT 的名称也用于包含该 SRT 的目录。只允许使用字母
数字字符和下划线 (_) 字符。

描述

输入对该 SRT 的描述。例如：Windows 2008 SRT

目标目录

输入路径或浏览 SRT 的目标位置。

安装 Microsoft 评估和部署工具包 (ADK)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要求自定义 Windows 安装前环境 (WinPE) 以恢复
受 NetBackup 保护的客户端。 安装 Microsoft ADK 对于创建自定义物理环境以进
行 SRT 创建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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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安装 Microsoft ADK，可以使用以下两个选项：
■

自动下载和安装 ADK 选项

■

在远程站点使用已下载的 ADK 将其安装在当前主机中

使用自动下载和安装选项安装 ADK
此选项将从 Microsoft 网站自动下载和安装 Microsoft ADK。
执行以下步骤：

1

选择选项“自动下载和安装”，然后单击“下一步”。
这将自动启动 ADK 的下载和安装过程。 您可以查看进程进度向导。

2

指定安装路径，然后单击“下一步”。

3

客户体验改进计划 (CEIP) 是可选的。 确定是否选择，然后单击“下一步”。

4

接受授权许可协议以继续。

5

不要取消选择预选功能，以便部署工具和 Windows 预安装环境为 BMR 创建基
本恢复环境。 这些功能非常重要。 单击“安装”。
进度条确认 Windows ADK 安装已完成。

6

单击“关闭”。

7

共享资源树管理向导进度条将继续显示自定义恢复磁盘映像的进度。

ADK 下载和安装的进程
如果您选择自动下载和安装 ADK 的选项，BMR 将执行预检查以便开始安装进程。
为检查预配置合规性以便开发用于创建 SRT 的物理环境，必须执行此操作。
开始自动下载和安装 ADK 后，您可以查看进度详细信息和向导上所运行的预配置
检查。 整个过程有如下阶段：
■

下载和安装 ADK

■

创建 NetBackup BMR Windows 恢复环境

■

自定义 Symanted 恢复磁盘映像

等到所有预检查完成后，单击“下一步”。
使用预先下载的 ADK 可执行文件
为了使用预先下载的 ADK 可执行文件，必须在具有 Internet 连接的主机中下载该
文件。 要获得如何下载 ADK 的逐步说明，请参考 Technote21353。
从 http://www.microsoft.com 下载安装 Windows ADK 所需的 ADKsetup.exe。 可
以使用图形用户界面 (GUI) 或命令行，直接从 Internet 下载 Windows ADK 安装程
序。 在运行 ADK 安装期间，确保 BMR 引导服务器与 Internet 保持连接。 ADK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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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从 Internet 下载安装程序包。 完成 ADK 安装所需的时间取决于 Internet 连接的
带宽、计算机的性能以及您选择安装的 Windows ADK 功能。

在脱机引导服务器上或主机上创建 SRT
未向 BMR 主服务器注册为引导服务器的 NetBackup 客户端或无法与 BMR 主服务
器通信的引导服务器将被视为无主服务器引导服务器或脱机引导服务器。只能在无
主服务器引导服务器中执行创建、导出和删除 SRT 操作，因为 BMR SRT 操作需
要使用 Microsoft ADK。如果在主机和引导服务器之间无法建立 Internet 连接，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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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临时引导服务器（可以是无主服务器引导服务器）上安装 ADK，创建新
SRT，然后将其导出到主机。随后就可以在任何其他已注册的引导服务器上导入该
SRT，因此，您不必在那些没有 Internet 连接的引导服务器上安装 ADK。请参考介
绍自动导入 SRT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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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T 自动导入
此操作可用于自动导入共享资源树，共享资源树是在未向 BMR 主服务器注册为引
导服务器的任何客户端或者未与主服务器连接的引导服务器上创建的。 引导服务器
注册到主服务器或与主服务器重新连接后，如果从“引导服务器助理”向导中选择
“共享资源树管理”选项，则之前创建的所有 SRT 条目都将自动插入到 BMR 主服
务器数据库中。 然后，这些 SRT 可用于恢复操作。
注意：不会自动导入重复的 SRT（在无主服务器的引导服务器上创建的 SRT，其
名称已存在于主服务器的数据库中）。

导出 SRT
此选项用于导出处于就绪状态的所有 SRT。 导出 SRT 会创建 1 GB 大小的压缩文
件，其中包含 ADK 可执行文件、SRD 文件（适用于 x86 和 amd64）和 SRT。 wim
文件。该压缩文件可以在任何其他引导服务器上导入。
注意：要想导出 SRT，C:\ 驱动器上至少需要 1.4 GB 的额外空间，该空间将在完成
导出过程而且 SRT 成功导出到目标位置之前充当临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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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下面的步骤以导出 SRT：

1

选择要导出的 SRT。

2

输入要创建新导出的 SRT cab 的位置的路径，或者通过浏览选择位置。

注意：不支持基于 CD/ISO 的 SRT 导出。在将任何 SRT 导出到网络位置之前，请
确保该网络位置已通过身份验证且可访问。

编辑 SRT
可以通过此面板来编辑 SRT 参数。
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修改 SRT 内容。例如，在向现有 BMR 版本应用新版本
更新的过程中，需要向 SRT 添加新的二进制文件。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需要装入
SRT，然后修改其内容。
“了解 SRT”选项自动装入已选定的 SRT，然后将其显示在文件浏览器视图中，
您可以在其中添加任何新的二进制文件，甚至修改现有二进制文件。当用户希望在
SRT 中应用任意工程二进制文件时，此选项特别有用。
如果手动修改了 SRT，则它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您需要遵循 Veritas
支持随版本更新内容提供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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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编辑共享资源树

选择 SRT 以修改其参数：
■

修改 SRT 描述。

■

单击“了解 SRT”以修改 SRT 中的内容。

修改 SRT 后，单击以下两个选项之一：
■

单击“单击‘下一步’时保存更改”。

■

单击“单击‘下一步’时不保存更改”。
如果您选择此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则不会保存对 SRT 描述或内容所做
的修改。

单击“下一步”完成 SRT 修改过程。

导入 SRT
使用此选项，可以以压缩的可执行文件形式导入现有 SRT。要从其他主机导入的
SRT 应首先从远程主机导出。有关具体的步骤，请参考“导出 SRT”一节。导出
SRT 后，将 SRT 导入到新位置时，会在引导服务器上观察到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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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引导服务器上的指定路径提取 CAB 内容。

■

复制微型 ADK (OSCDIMG.exe)

■

复制 SRD 文件（x86 和 amd64）。

■

在指定的路径复制 SRT.wim 文件。

■

在主数据库中添加 SRT 的条目。

■

在本地数据库中修改 SRT 的条目。

执行下面的步骤以导入 SRT：

1

选择要导入的现有 SRT 所在的引导服务器上的目录。

2

为新 SRT 输入名称。

3

输入要导入 SRT 的位置的路径，或通过浏览选择该位置。

注意：要想导入 SRT，C:\ 驱动器上至少需要 1.4 GB 的额外空间，该空间将在完成
导入过程而且 SRT 成功导入目标位置之前充当临时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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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SRT
通过此选项，您可以将现有 SRT 从某个引导服务器复制到其他引导服务器。复制
操作始终优先于重新创建新的 SRT，因为它更快速。
执行以下步骤以复制 SRT：
■

选择要复制的 SRT。

■

输入新 SRT 的名称。SRT 名称包含的字母数字字符不得超过八个。

■

输入对新 SRT 的描述。

■

输入要创建新 SRT 的位置的路径，或通过浏览选择该位置。

删除 SRT
选择要删除的 SRT，然后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注意：处于装入状态或打开以供编辑的 SRT 无法删除。

为快速还原 SRT 创建可引导 CD 或 DVD 映像
从快速还原 SRT 中创建可引导 CD/DVD 映像时的步骤如下所示：
■

选择共享资源树。
请参见第 48 页的“选择 SRT”。

■

指定 ISO 和客户端验证的位置。
请参见第 48 页的“指定 ISO 映像的位置”。

该过程的结束面板是“复制进度”面板和“正在完成共享资源树”面板。

选择 SRT
选择要设置为可引导 CD/DVD 映像以在还原时使用的共享资源树。

指定 ISO 映像的位置
您需要指定 ISO 映像的位置。
输入要存储 ISO 映像的目录的路径，或通过浏览选择该目录。向导不创建 CD/DVD，
而是创建一个映像，您必须将该映像刻录到 CD/DVD 上。
如果任何客户端在本页中列出，则引导此映像时它们将自动还原。

“完成共享资源树配置”面板
单击“完成”完成 SRT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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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SRT 添加软件包或更新其中的软件包
选择要添加到共享资源树中的资源：
■

更新 SRT 中的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映像。
SRT 所包含的 NetBackup 客户端映像的版本必须与受保护的一个或多个系统版
本相同。

■

将 Veritas 安全服务添加到 SRT。

将 NetBackup 客户端添加到 SRT
向共享资源树中添加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的步骤如下所示：
■

选择要将客户端映像添加到的共享资源树。

■

输入 NetBackup 客户端安装映像 (NetBackup Client.msi) 的路径名，或通过
浏览选择该映像。

SRT 必须包含与受保护的系统相同版本的 NetBackup 客户端映像。
如果 SRT 中已存在 NetBackup 客户端映像，则该映像会被替换。
不具有 NetBackup 客户端的 SRT 处于“已锁定”状态。“准备就绪”状态指示已
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映像。

向 SRT 中添加 NetBackup Security Services
对于 NetBackup 7.0 及更高版本，无需在 SRT 中单独安装 NetBackup 安全服务。
安全服务会作为 NetBackup 客户端安装的一部分安装到 SRT 中。对于包含旧版
NetBackup 客户端的 SRT，应当将 NetBackup 安全服务单独安装到 SRT 中。如果
使用 NetBackup 访问管理来管理对 NetBackup 环境的访问，请为较旧版本的
NetBackup 客户端安装 NetBackup 安全服务 (VxSS) 软件。
有关访问管理组件以及如何使用访问管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安全和
加密指南》.
要将 NetBackup 安全服务添加到 SRT，您需要执行以下步骤：
■

选择要将 NetBackup 安全服务映像添加到的共享资源树。

■

选择 NetBackup 安全服务的版本。

■

输入安装程序文件（格式为 .exe）的路径，或通过浏览选择该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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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SRT 添加 NetBackup 版本更新或 Maintenance Pack
将 NetBackup 版本更新或 Maintenance Pack 添加到共享资源树的步骤如下

1

选择要将客户端映像添加到的共享资源树。

2

输入 NetBackup 客户端安装映像 (Release Update.msi) 的路径名，或通过浏
览选择该映像。
SRT 必须包含该特定版本的基本 NetBackup 客户端映像，才能应用相关版本
更新或 Maintenance Pack。
如果 SRT 中已存在 NetBackup 版本更新，则当前文件会替换为新的文件。

添加 NetBackup 语言包
将 NetBackup 语言包软件添加到共享资源树的步骤如下：

1

选择要将客户端映像添加到的共享资源树。

2

输入 NetBackup 客户端安装映像 (Language Pack.msi) 的路径名，或通过浏览
选择该映像。
如果 SRT 中已存在 NetBackup 语言包，则该映像会被替换。

为 UNIX 或 Linux 创建一个 SRT
为需要使用 bmrsrtadm 命令行的 UNIX 或 Linux 操作系统客户端创建 SRT。
要了解创建特定于每个客户端操作系统的 SRT 类型的过程，请参见：
■

请参见第 50 页的“ 创建 AIX SRT”。

■

请参见第 54 页的“创建 HP-UX SRT”。

■

请参见第 57 页的“创建 Solaris SRT”。

■

请参见第 60 页的“创建 Linux SRT”。

提供了有关如何将 SRT 复制到可引导 CD/DVD（即创建引导介质）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76 页的“创建用于 UNIX 和 Linux 的引导介质”。

创建 AIX SRT
在创建 AIX SRT 时，系统将指导您完成整个安装过程，如下所示：
■

操作系统软件

■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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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AIX SRT

1

在要创建 SRT 的引导服务器上，切换到以下目录：
/usr/openv/netbackup/bin

2

输入以下命令：
./bmrsrt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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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出现提示时，选择创建新 SRT 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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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命令提示符，如下表所示。
Enter the name of the SRT to
create

SRT 的名称也用于包含该 SRT 的目录。

Ente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SRT

SRT 的描述。

只允许使用字母数字字符和下划线 (_) 字符。

Enter desired OS level of AIX 输入可基于引导服务器的操作系统版本创建
的级别。
Enter desired
Architecture(32/64)

输入是否需要将 32 位或 64 位 AIX 操作系统
安装到 SRT 中。

注意：此 SRT 操作系统体系结构类型与客户
端操作系统体系结构类型无关，而与即将安
装到 SRT 中的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相关。
如果要将版本低于 7.0 的 NetBackup 客户端
安装到 SRT 中，则应选择 32 位操作系统体
系结构类型。对于 NetBackup 7.0，请选择
64 位作为操作系统体系结构类型。
在“将 NetBackup 客户端安装到 SRT 中”这
一步期间，如果 SRT 操作系统体系结构类型
与 NetBackup 客户端版本之间存在任何不兼
容，则 bmrsrtadm 将显示相应的错误消息。
Enter the directory in which
to place the new SRT

创建 SRT 的目录的路径。SRT 的根目录（称
为 SRT 路径）是 SRT 所在位置的路径名（其
中包括 SRT 名称）。
默认值为 /export/srt 或上一次成功创建 SRT
的目录。
该目录必须已存在。

Source of AIX install images

请输入要插入操作系统安装程序的设备的名
称，或输入安装映像的路径。
输入设备名称或“主机:/路径”之后，操作系
统即安装到 SRT 中。

Enter the source of the
NetBackup install images.

输入插入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安装程序的
设备名称，或输入安装映像的路径。

Specify a device name or an
NFS path (host:/path form),
or a local directory

输入设备名称或路径之后，NetBackup 客户
端安装过程即会将客户端软件安装到 SRT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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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 输入 y。
(y)
Do you want to install the
输入 y。
NetBackup client software for
this client? [y,n] (y)
Enter the name of the
NetBackup server:

输入任何非空值。在还原时，服务器的名称
将替换为正在还原的 BMR 客户端的正确值。

Would you like to use
接受默认值或输入任何不为空的值。在还原
servername as the configured 时，客户端的名称将替换为正在还原的 BMR
name of the NetBackup client? 客户端的正确值。
[y,n] (y)

安装 AIX 和 NetBackup 软件后，bmrsrtadm 命令将提供在 SRT 中安装其他软件的
选项。可以立即添加其他软件，也可以退出（可以在以后添加软件）。如果操作系
统体系结构类型与 NetBackup 客户端版本不兼容，则在“将 NetBackup 客户端安
装到 SRT 中”这一步期间，您可能会收到一条错误消息。
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添加其他软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4 页的“向共享资源树中添加软件”。

创建 HP-UX SRT
在创建 HP-UX SRT 时，系统将指导您完成整个安装过程，如下所示：
■

Ignite 软件
如果要将 SRT 用于还原基于 PA-RISC2 的客户端，请使用 Ignite-UX 5.3x 或更
高版本来创建 SRT。

■

操作系统软件

■

操作系统修补程序：
需要下列 HP 操作系统修补程序：
■

PHCO_31903

■

PHSS_35381

■

PHCO_30544

■

PHSS_33901

■

PHSS_26946

■

PHCO_38279

■

PHCO_3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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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此修补程序，您需要 Dec_2009_11i_GoldPack 修补程序软件包。可从
HPE 网站下载此修补程序软件包。
如果要恢复基于 VxVM 5.0 版本的客户端，则需要在 HP-UX SRT 中安装 VxVM
5.0。 要求从 HPE 网站下载修补程序 PHCO_40961。
■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创建 HP-UX SRT

1

在要创建 SRT 的引导服务器上，切换到以下目录：
/usr/openv/netbackup/bin

2

输入以下命令：
./bmrsrtadm

3

在出现提示时，选择创建新 SRT 的选项。

4

完成命令提示符，如下表所示。
Enter the name of the SRT to
create

SRT 的名称也用于包含该 SRT 的目录。
只允许使用字母数字字符和下划线 (_) 字
符。

Ente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SRT 的描述。
SRT
SRT OS level

可基于引导服务器的操作系统版本创建的
级别。

Enter desired
Architecture(32/64)

输入是否需要将 32 位或 64 位 HP-UX 操
作系统安装到 SRT 中。

注意：此 SRT 操作系统体系结构类型与
客户端操作系统体系结构类型无关，而与
即将安装到 SRT 中的 NetBackup 客户端
软件相关。
如果要将版本低于 7.0 的 NetBackup 客户
端安装到 SRT 中，则应选择 32 位操作系
统体系结构类型。对于 NetBackup 7.0，请
选择 64 位作为操作系统体系结构类型。
在“将 NetBackup 客户端安装到 SRT 中”
这一步期间，如果 SRT 操作系统体系结构
类型与 NetBackup 客户端版本之间存在任
何不兼容，则 bmrsrtadm 将显示相应的
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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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the directory in which to 创建 SRT 的目录的路径。SRT 的根目录
（称为 SRT 路径）是 SRT 所在位置的路
place the new SRT
径名（其中包括 SRT 名称）。
默认值为 /export/srt 或上一次成功创建 SRT
的目录。
该目录必须存在。
Location (device or directory
path) of the Ignite install
media.

BMR 将搜索以下目录（x.x 为 11.00 或
11.11）：
■

Ignite-UX/FILE-SRV-x.x/opt/ignite/data/Rel_B.x.x/
(BOSdatapath)

如果找到 BOSdatapath 目录，BMR 会推
测 Ignite 安装映像位于以下目录之一（请
注意，-PA 表示 Ignite 版本 B41）：
■

Ignite-UX/BOOT-KERNEL/opt/ignite/data

■

Ignite-UX/BOOT-KERNEL/opt/ignite/boot

■

Ignite-UX/BOOT-KERNEL-PA/opt/ignite/data

■

Ignite-UX/BOOT-KERNEL-PA/opt/ignite/boot

如果未找到 BOSdatapath 目录，BMR 将
在以下目录之一提供的 tar 文件中查找名为
INSTCMDS 的文件（请注意，-PA 表示
Ignite 版本 B41）：
■

Ignite-UX/BOOT-KERNEL/opt/ignite/data

■

Ignite-UX/BOOT-KERNEL-PA/opt/ignite/data

如果找不到该文件，BMR 将无法安装
Ignite。
输入 HP-UX x.x 安装介质的位置（设备 变量 x.x 是 SRT 操作系统的版本。
或目录路径）
此 SRT 需要以下修补程序：
patch_list

如果您的 Ignite 版本需要修补程序，则系
统会提示您输入该版本所需的特定修补程
序的路径。

可以在 HPE Support Plus 介质上找到
这些修补程序，也可以从 HPE 网站下载 注意：要为 HP-UX 11.11 PARISC 创建
SRT，需要新的修补程序 PHCO_36006。
它们。
此修补程序可从 HP-UX 11.11
Location (device or path) of the Dec_2009_11i_GoldPack 修补程序软件包
media that contains patch_list: 中获取。需要下载此修补程序软件包，然
后通过提供 Dec_2009_11i_GoldPack 的
位置安装修补程序 PHCO_3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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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NetBackup 安装介质的位置
（设备或路径）

输入插入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安装介质
的设备名称，或输入安装映像的路径。
输入设备名称或路径之后，NetBackup 客
户端安装过程即会将客户端软件安装到 SRT
中。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
(y) y

输入 y。

Do you want to install the
NetBackup client software for
this client? [y,n] (y)

输入 y。

Enter the name of the NetBackup 输入任何非空值。在还原时，服务器的名
称将替换为正在还原的 BMR 客户端的正确
server:
值。
Would you like to use servername 接受默认值或输入任何不为空的值。在还
原时，客户端的名称将替换为正在还原的
as the configured name of the
BMR 客户端的正确值。
NetBackup client? [y,n] (y)

安装 HP-UX 和 NetBackup 软件后，bmrsrtadm 命令将提供在 SRT 中安装其他软
件的选项。可以立即添加其他软件，也可以退出（可以在以后添加软件）。
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添加其他软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4 页的“向共享资源树中添加软件”。

创建 Solaris SRT
在创建 Solaris SRT 时，系统将指导您安装：
■

操作系统软件

■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您可能想要查阅以下附加信息：
■

请参见第 67 页的“关于将修补程序和软件包安装到 Solaris SRT”。

创建 Solaris SRT

1

在要创建 SRT 的引导服务器上，切换到以下目录：
/usr/openv/netbackup/bin

2

输入以下命令：
./bmrsrt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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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出现提示时，选择创建新 SRT 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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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命令提示符，如下表所示。
Enter the name of the SRT to
create

SRT 的名称也用于包含该 SRT 的目录。
只允许使用字母数字字符和下划线 (_) 字
符。

Ente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SRT 的描述。
SRT
Enter desired level of
Solaris/SunOS

输入可基于引导服务器的操作系统版本创
建的级别。

Enter the directory in which to 创建 SRT 的目录的路径。SRT 的根目录
（称为 SRT 路径）是 SRT 所在位置的路
place the new SRT
径名（其中包括 SRT 名称）。
默认值为 /export/srt 或上一次成功创建 SRT
的目录。
该目录必须存在。
Enter a [hostname:/]pathname
containing a suitable Solaris
x.x Boot CDROM or OS image
location

输入以下命令： 要插入安装程序的设备的
名称或要提取操作系统安装映像的路径。

注意： 对于 Solaris 11.0，SRT 创建要求
可从 Oracle 网站下载的“自动化安装程
序”ISO 路径包含最新的 Solaris 11.0
Update ISO。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server-storage/
solaris11/downloads/index.html。
确保在系统提示时提供 ISO 路径（而不是
装入位置）。
输入设备名称或路径之后，操作系统即安
装到 SRT 中。

Enter a [hostname:]/ pathname
containing NetBackup client
software

输入插入 NetBackup 软件安装介质的设备
名称，或输入安装程序（名为 install）
的路径。
输入设备名称或路径之后，NetBackup 安
装过程即会将客户端软件安装到 SRT 中。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
(y) y

输入 y。

Do you want to install the
NetBackup client software for
this client? [y,n] (y)

输入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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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 the name of the NetBackup 接受默认值或输入任何不为空的值。在还
原时，服务器的名称将替换为正在还原的
server:
BMR 客户端的正确值。
Would you like to use servername 接受默认值或输入任何不为空的值。在还
原时，客户端的名称将替换为正在还原的
as the configured name of the
BMR 客户端的正确值。
NetBackup client? [y,n] (y)

安装 Solaris 和 NetBackup 软件后，bmrsrtadm 命令将提供在 SRT 中安装其他软
件的选项。可以立即添加其他软件，也可以退出（始终可以在以后添加软件）。
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添加其他软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4 页的“向共享资源树中添加软件”。

创建 Linux SRT
首次在 Linux 引导服务器上创建 SRT 时，系统将指导您安装以下软件：
■

操作系统软件。

■

BMR 第三方产品，即可能未包括在供应商的 Linux 分发包中的开源产品。Veritas
已将 3PPCD 的第三方组件更新为其各自的最新版本。Veritas 建议对 NetBackup
版本 8.0 或更高版本使用 3PPCD 版本 2.0。要免费下载 CD 映像，请参见以下
网页：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29042

■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在此过程中，bmrsrtadm 命令会将 BMR 第三方安装程序中的文件复制到下面的目
录：
/usr/openv/netbackup/baremetal/server/data/media

以后每次在该引导服务器上创建 SRT 时，bmrsrtadm 都会使用这些安装文件。您
不必再次输入第三方产品映像的路径。如果您希望系统再次提示输入安装程序或映
像的位置，请在运行 bmrsrtadm 之前，先删除 media 目录。
BMR 第三方产品 CD 是作为一个 ISO 文件系统映像来分发的，您可以下载该映像，
将它用作源映像或写入 CD 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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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Linux SRT

1

在要创建 SRT 的引导服务器上，切换到以下目录：
/usr/openv/netbackup/bin

2

输入以下命令：
./bmrsrt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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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出现提示时，选择创建新 SRT 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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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完成命令提示符，如下表所示。
Enter the name of the SRT to
create

SRT 的名称也用于包含该 SRT 的目录。
只允许使用字母数字字符和下划线 (_) 字
符。

Ente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new SRT 的描述。
SRT
Enter the directory in which to 创建 SRT 的目录的路径。SRT 的根目录
（称为 SRT 路径）是 SRT 所在位置的路
place the new SRT
径名（其中包括 SRT 名称）。
默认值为 /export/srt 或上一次成功创建 SRT
的目录。
该目录必须存在。
The following media is required: Linux 分发包（Red Hat 或 SUSE）和所需
的磁盘。
Linux distribution - disk x of
bmrsrtadm 命令将提示您提供所需的几张
x
Linux 安装盘。
Please load the media now.
某些系统会尝试自动装入 CD 驱动器中加
Load media from:
载的介质（如 Red Hat 的 magicdev 过
程）。当提示您在这些系统上输入介质时，
请执行以下操作：将介质加载到驱动器，
关闭驱动器托盘，并等待驱动器指示灯停
止闪烁后，按 Enter。
The following media is required: 输入插入 BMR 第三方产品 CD 的设备的名
称，或输入安装映像的路径。
BMR third-party products CD
该 CD 包含 Linux 系统上的 BMR 所使用的
(3PPCD)
开放源代码组件。
Please load the media now.
Load media from:
The following media is required: 请输入插入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安装介
质的设备名称，或输入安装映像的路径。
NetBackup x.x Client
输入设备名称或路径之后，NetBackup 客
Please load the media now.
户端安装过程即会将客户端软件安装到 SRT
中。
Load media from: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n]
(y) y

输入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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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want to install the
NetBackup client software for
this client? [y,n] (y)

输入 y。

Enter the name of the NetBackup 接受默认值或输入任何不为空的值。在还
原时，服务器的名称将替换为正在还原的
server:
BMR 客户端的正确值。
Would you like to use servername 接受默认值或输入任何不为空的值。在还
原时，客户端的名称将替换为正在还原的
as the configured name of the
BMR 客户端的正确值。
NetBackup client? [y,n] (y)

安装 Linux 和 NetBackup 软件后，bmrsrtadm 命令将提供在 SRT 中安装其他软件
的选项。可以立即添加其他软件，也可以退出（始终可以在以后添加软件）。
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添加其他软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4 页的“向共享资源树中添加软件”。

管理共享资源树
您可以导入、复制或删除现有 SRT，也可以将软件添加到 SRT。

向共享资源树中添加软件
仅当还原过程中需要时才将附加软件安装到现有 SRT 中。附加软件可以包括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所需的操作系统修补程序或文件集。SRT 中的软件不会在已
还原的系统上安装。它仅使受保护的系统进入可还原原始文件的状态。因此，您不
需要将修补程序、维护级别、Maintenance Pack、Service Pack、文件集或驱动程
序安装到受保护系统的 SRT 中。
不需要将群集软件安装到 SRT 中。在还原本地文件系统后，客户端会重新加入群
集。
提供了有关下列任务的更多信息：
■

请参见第 64 页的“将软件添加到 UNIX 或 Linux SRT”。

■

请参见第 68 页的“将软件添加到 Windows SRT”。

将软件添加到 UNIX 或 Linux SRT
bmrsrtadm 命令提供了在现有的 UNIX 或 Linux SRT 中安装其他软件的选项。

提供了以下选项（尽管并非所有系统都支持所有选项）：
■

Veritas NetBackup Maintenance 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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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和 Veritas File System

■

Veritas 安全服务

■

其他软件
选项的名称取决于操作系统。

注意：仅使用此列表中的特定选项向 SRT 中添加产品。
如果在创建 SRT 时未添加所需的 NetBackup 软件，则在选择修改选项时，系统将
提示您添加该软件。
如果在创建 SRT 时已添加了 NetBackup 软件，bmrsrtadm 命令将提供在 SRT 中
安装其他软件的选项。
将软件添加到 UNIX 或 Linux SRT

1

在 SRT 所在的 BMR 引导服务器上，切换到以下目录：
/usr/openv/netbackup/bin

2

输入以下命令：
./bmrsrtadm

3

出现提示时，选择修改现有共享资源树的选项。

4

输入要修改的 SRT 的名称。

5

选择预计的安装选项。
bmrsrtadm 命令会指导您完成软件的安装。通常，必须输入该软件的安装程序

或映像的路径。
若要继续，请参见有关所安装的软件的以下信息：
■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添加 NetBackup Maintenance Pack”。

■

请参见第 66 页的“关于添加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和 Veritas File
System”。

■

请参见第 67 页的“关于添加 Veritas 安全服务”。

■

请参见第 67 页的“关于添加其他软件”。

关于添加 NetBackup Maintenance Pack
如果在受 SRT 保护的客户端上安装了 NetBackup Maintenance Pack 或 Feature
Pack，则在 SRT 中也应该安装该 Maintenance Pack 或 Feature Pack。
选择 Veritas Maintenance Pack 的安装选项时，系统将提示您提供安装程序或映像
的位置，如下所示：

65

共享资源树
管理共享资源树

Location (device or path) of the Veritas NetBackup Maintenance Pack
media

输入安装程序或映像所在位置的完整路径。

关于添加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和 Veritas File System
以下信息不适用于 Linux 系统。
如果 SRT 所保护的系统上安装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和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请在 SRT 中也安装这些软件。此后，BMR 可使用它们对磁盘进
行分区和重建文件系统。
SRT 中的 VxVM 和 VxFS 版本必须与正在还原的客户端上的版本“完全”匹配。如
果版本不匹配，还原的客户端软件将无法访问文件系统和卷。
如果受保护的客户端具有不同的 VxVM 或 VxFS 版本，请为每个版本单独创建一个
SRT。不过，包含 VxFS 和 VxVM 的 SRT 可用来还原未安装 VxFS 或 VxVM 的客
户端。如果需要同一操作系统的多个 SRT，请仅使用该操作系统和 NetBackup 客
户端软件来创建 SRT。（例如，如果要还原具有不同版本的 VxVM 或不同驱动程序
的客户端。）然后，根据需要制作多个副本并将其他软件的不同版本添加到这些副
本中。复制现有的 SRT 通常比创建 SRT 要快。
确定 VxVM 和 VxFS 所要求的必备软件，如操作系统修补程序。请在安装 VxVM 和
VxFS 之前以正确的顺序安装这些软件。
警告：在 Solaris 系统上，验证任何修补程序是否支持 patchadd -C 标志。只将支
持 patchadd -C 标志的修补程序安装到 SRT 中。VxFS 和 VxVM 的大多数修补程
序都不支持 patchadd -C 标志。测试结果显示，使用 VxFS 和 VxVM 的修补版本
的客户端可成功执行还原。即使在这些客户端使用包含未修补版本的 SRT 时也能
成功执行还原。
bmrsrtadm 命令中的“安装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和 Veritas File System”
选项会提示您执行以下操作：

Install Veritas License Software (prerequisite to below)
Install Veritas Volume Manager
Install Veritas File System

在 SRT 中安装上述软件之前，不需要解压缩软件包。在提示输入各组件的路径时，
请输入已解压缩的软件包的路径。或者输入安装程序的根目录（包含 file_system
和 volume_manager 目录的目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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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VxVM 和 VxFS 的操作系统依赖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40842 上的 OSCL 表

关于添加 Veritas 安全服务
Bare Metal Restore 版本 8.0 不要求在 SRT 中单独安装 Veritas 安全服务。Veritas
安全服务会随 NetBackup 客户端一起安装到 SRT 中。对于包含旧版 NetBackup 客
户端的 SRT，应当单独将 Veritas 安全服务安装到 SRT 中。如果使用 NetBackup
访问管理来管理对 NetBackup 环境的访问，请为早于 7.5 的 NetBackup 客户端版
本安装 Veritas 安全服务 (VxSS) 软件。
有关访问管理组件以及如何使用访问管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安全和
加密指南》。

关于添加其他软件
只使用特定的选项将软件添加到 SRT 中。
其他软件的下列菜单选项取决于 SRT 的操作系统：
AIX

维护级别 (ML) 或其他文件集

HP-UX

不需要其他任何软件。因此，不能添加软件

Linux

附加驱动程序

Solaris

附加软件包或修补程序

在安装其他软件时，系统将提示您输入以下信息：安装程序、映像、软件包、修补
程序、文件集、rpm 等的位置（取决于操作系统）。
请参见第 67 页的“关于将修补程序和软件包安装到 Solaris SRT”。
请参见第 67 页的“在 Linux SRT 中安装设备驱动程序”。

关于将修补程序和软件包安装到 Solaris SRT
始终使用 bmrsrtadm 命令在 Solaris SRT 中安装修补程序和软件包。bmrsrtadm 命
令可防止不支持 pkgadd -R 标志的软件包所造成的任何破坏。
安装到 miniroot 中不支持 patchadd -C 标志的修补程序可能会破坏 BMR 引导服务
器和 JumpStart 服务器。因此，不要在 SRT 中安装不支持 patchadd -C 标志的修
补程序。

在 Linux SRT 中安装设备驱动程序
要在 Linux SRT 中添加或更新设备驱动程序，请使用以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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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ux SRT 中安装设备驱动程序

1

在主菜单下选择“修改现有 SRT”选项，然后提供要修改的 SRT 的名称。

2

选择“安装其他修补程序/驱动程序”选项。
将出现以下消息：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packages are available to install:
1. Install/update kernel drivers.
2. Install a Linux Update/Service Pack.
3. None of the above, leave unchanged.
Enter your selection [3] :

选择相应的选项。
选择选项 1 将其他 Linux 内核驱动程序（.o，.ko）文件添加到 SRT。此选项可用于
添加在默认情况下 Linux 安装介质中不存在并且需要在 BMR 还原期间进行加载的
驱动程序。

将软件添加到 Windows SRT
可将以下软件安装到现有的 Windows SRT 中：
■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

NetBackup 安全服务

将软件添加到 Windows SRT

1

在承载 SRT 的 Windows BMR 引导服务器上的“开始”菜单上，单击“程序”>
Veritas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引导服务器助理”。

2

在“Bare Metal Restore 引导服务器助理”中，单击“共享资源树管理向导”。

3

在共享资源树管理向导中，单击“欢迎使用”面板上的“下一步”。

4

选择更新 SRT 的选项。

5

■

在 SRT 中添加或更新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映像。SRT 必须包含与受保
护的系统相同版本的 NetBackup 客户端映像。
请参见第 49 页的“将 NetBackup 客户端添加到 SRT ”。

■

将 Veritas 安全服务添加到 SRT。
请参见第 49 页的“向 SRT 中添加 NetBackup Security Services”。

按照提示将软件添加到共享资源树。
“共享资源树向导”帮助页面提供了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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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共享资源树
本节提供有关如何导入共享资源树的信息。

在 UNIX 和 Linux 上导入 SRT
本主题提供在 UNIX 和 Linux 上导入共享资源树的过程。
在 UNIX 和 Linux 引导服务器上，使用 bmrsrtadm 命令导入 SRT。
在 UNIX 和 Linux 上导入 SRT

1

输入以下命令：
./bmrsrtadm

2

选择导入现有共享资源树的选项。

3

按如下所示输入所需信息：
■

新 SRT 的名称

■

现有 SRT 所在的引导服务器上的路径

在 Windows 上导入 SRT
本主题提供在 Windows 上导入共享资源树的过程。
注意：在 NetBackup 7.0 和更高版本中，Windows 引导服务器不支持导入 6.X 和
6.5.X 版的 SRT。
Windows 7.1 Windows 引导服务器不支持导入旧式 SRT。
请参见第 46 页的“导入 SRT ”。

复制共享资源树
可以通过复制另一个 SRT 来创建一个新的 SRT。
在引导服务器上运行 bmrsrtadm 命令（UNIX 和 Linux）或运行共享资源树管理向
导 (Windows) 就会创建新的 SRT。现有的 SRT 可驻留在本地或远程引导服务器
上。
要复制一个驻留在远程引导服务器上的 SRT，则需要 NFS 服务。远程引导服务器
必须要启用 NFS 服务器服务。
无法复制正在修改的 SRT。通常，复制一个 SRT 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如果
是复制到不同的引导服务器，则根据源 SRT 的大小和网络速度的不同，也可能需
要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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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70 页的“在 UNIX 和 Linux 上复制一个 SRT”。
请参见第 70 页的“在 Windows 上复制一个 SRT”。

在 UNIX 和 Linux 上复制一个 SRT
在 UNIX 和 Linux 引导服务器上，使用 bmrsrtadm 命令来复制 SRT。
在 UNIX 和 Linux 上复制 SRT

1

在要创建 SRT 的引导服务器上，切换到以下目录：
/usr/openv/netbackup/bin

2

输入以下命令：
./bmrsrtadm

3

出现提示时，选择复制现有共享资源树的选项。

4

当出现提示时，输入所需的信息，如下所示：
■

要复制的现有 SRT 的名称

■

新 SRT 的名称

■

引导服务器上要创建 SRT 的路径

■

对 SRT 的描述

■

（仅限 Linux。）插入 BMR 第三方选件 CD 的设备的路径，或 BMR 第三
方选件 CD 的安装映像的路径（仅限将 SRT 复制到尚未创建 SRT 的 Linux
引导服务器的情况）。

在 Windows 上复制一个 SRT
在 Windows 引导服务器上，使用共享资源树管理向导来复制 SRT。
小心：在 NetBackup 7.0 和更高版本中，Windows 引导服务器不支持复制 6.X 和
6.5.X 版的 SRT。
请参见第 48 页的“复制 SRT ”。

删除共享资源树
可以使用 bmrsrtadm 命令（UNIX 和 Linux 引导服务器）或“共享资源树管理向导”
（Windows 引导服务器）来删除 SRT。
已分配到还原任务或正在修改的 SRT 不能被删除。

70

共享资源树
管理共享资源树

在 UNIX 和 Linux 上删除 SRT
在 UNIX 和 Linux 引导服务器上，使用 bmrsrtadm 命令来删除 SRT。
在 UNIX 和 Linux 上删除 SRT

1

在 SRT 所驻留的引导服务器上，切换到以下目录：
/usr/openv/netbackup/bin

2

运行以下命令：
./bmrsrtadm

3

出现提示时，选择删除现有共享资源树的选项。

4

当出现提示时，键入 SRT 的名称，然后按 Enter 键。

5

在系统询问您是否要删除 SRT 时，输入 y 以删除 SRT。
如果 SRT 已锁定，此操作将失败。
请参见第 73 页的“中断一个无效的共享资源树锁定”。

在 Windows 上删除 SRT
在 Windows 引导服务器上，使用共享资源树管理向导来删除 SRT。
请参见第 48 页的“删除 SRT”。

启用或禁用 SRT 的独占使用方式
下列信息仅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客户端。
如果将自定义文件随客户端配置一起保存，则可将这些自定义文件复制到 SRT 中。
此后，在还原过程中，这些文件可在客户端上的临时操作系统环境中使用。为此，
请启用 SRT 的客户端独占使用方式。其他客户端将不能使用该 SRT，直到您禁用
其独占使用方式为止，这会从 SRT 中删除自定义文件。
在执行下面任一操作之前，请先启用独占使用方式：
■

运行“准备还原”操作。

■

运行“准备发现”操作。

■

创建可引导 CD/DVD（如果创建包含 SRT，而该 SRT 又具有自定义文件的可引
导 CD/DVD）。

注意：如果在保存该客户端的自定义文件之前启用了 SRT 的独占使用方式，则准
备还原或准备发现的过程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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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能想要查阅以下附加信息：
请参见第 28 页的“在 UNIX 或 Linux 上保存自定义文件”。
启用或禁用 SRT 的独占使用方式

1

在 SRT 所在的引导服务器上，切换到以下目录：
/opt/openv/netbackup/bin

2

输入以下命令：
./bmrsrtadm

3

出现提示时，选择修改现有共享资源树的选项。

4

出现提示时，输入要修改的 SRT 的名称。

5

出现提示时，选择更改 SRT 的独占使用方式的选项。

6

出现提示时，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要启用独占使用方式，请输入客户端名称。

■

要禁用独占使用方式，请按 Enter 键（不要输入任何信息）。

修复损坏的共享资源树
下列信息仅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引导服务器。
如果 BMR 将 SRT 置于 DAMAGED 状态，则可能能够将它修复，使它返回到
READY 状态。如果 SRT 是由于以前的 bmrsrtadm 命令中断而被标记为 DAMAGED，
则有可能恢复。如果不确定 SRT 被标记为 DAMAGED 的原因，请删除它，然后从
头开始创建一个新 SRT。
SRT 状态显示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共享资源树”视图中。
修复损坏的共享资源树

1

在 SRT 所驻留的引导服务器上，切换到以下目录：
/usr/openv/netbackup/bin

2

运行以下命令：
./bmrsrtadm

3

输入选项编号以修改现有共享资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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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系统要求您提供 SRT 的名称时，输入损坏的 SRT 的名称。

5

当系统询问您是否继续时，输入 y。
bmrsrtadm 程序将尝试修复 SRT。该程序将引导您完成任何缺少的 SRT 组件

的安装过程。
如果修复成功，将出现 bmrsrtadm 修改菜单。在退出程序时，SRT 将处于
READY 状态。

中断一个无效的共享资源树锁定
下列信息仅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引导服务器。
处于 LOCKED_READ 或 LOCKED_WRITE 状态的 SRT 均显示为忙碌，因此大多数操作
都将无法进行。要管理一个锁定的 SRT，应该等待使用 SRT 的进程完成并解除锁
定之后，再继续（有一种例外情况是，可以将 LOCKED_READ 状态的 SRT 分配到还
原任务中）。
在极少的情况下，SRT 可能会带有一个无效的锁定。例如，如果引导服务器发生崩
溃或在 SRT 操作过程中进行了重新启动，则 SRT 可能会带有无效的锁定。如果您
确信一个 SRT 锁定已无效，可以中断该锁定。
SRT 状态显示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共享资源树”视图中。
中断一个无效的 SRT 锁定

1

在 SRT 所驻留的引导服务器上，切换到以下目录：
/usr/openv/netbackup/bin

2

运行以下命令：
./bmrsrtadm

3

当系统要求您做出选择时，请提供可修改共享资源的选项的编号。将出现以下
消息：
Enter the name of an existing S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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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系统要求输入现有 SRT 的名称时，请输入锁定的 SRT 的名称，然后按
Enter。

4

警告：除非确信一个 SRT 已经无效，否则不要尝试中断该 SRT 锁定。如果当
一个 SRT 正在使用时中断其锁定，该 SRT 将可能损坏。
当系统询问您是否确信要中断该锁定时，请输入 y 以中断该锁定。

5

无效的锁定将被中断。
此时会出现 bmrsrtadm 命令修改菜单。
在退出程序时，SRT 将处于 READY 状态。

管理引导介质
引导介质可用于引导客户端，并提供共享资源树或用于装入共享资源树的资源。该
引导介质包含一个小型运行时环境，此环境中有一个内核、一个 RAM 文件系统、
一些库和程序。客户端系统固件从该介质引导内核。该引导介质还包含一个共享资
源树。
如果使用介质来引导客户端系统，则必须使用 BMR 准备相应的引导介质。您可以
在还原之前的任何时候准备引导介质。但前提是受保护系统的共享资源树必须存
在。
引导介质是基于 SRT 中存储的资源创建的。

关于 BMR 7.0.1 和更高版本在 Windows 上支持的引导介质
通过从 BMR 引导服务器借助网络引导客户端或从 BMR 准备的引导介质（CD 或
DVD）引导客户端来开始 BMR 还原过程。
在 BMR 7.0.1 和更高版本中，在 Windows 平台上只能使用下列选项引导 BMR 客
户端：
■

网络引导

■

CD/DVD 介质引导

注意：在 BMR 7.0.1 或更高版本中，由于去除了 PC-DOS，因此不支持在 Windows
平台上进行基于软盘的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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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入 CD 或 DVD
BMR 生成的介质引导映像的大小取决于多个因素。安装程序的结构因版本的不同和
介质类型的不同（如 CD 和 DVD）而不同。因此，在看似相同的条件下，生成的最
终映像的大小可能会有所不同。
BMR 生成的介质引导映像的大小取决于以下内容：
■

SRT 上的可选软件包

■

操作系统版本

■

介质引导映像创建期间使用的安装介质类型（在适用情况下）。

在所有情况下，如果能在一张 CD 上容纳 BMR 生成的最终介质引导映像，就可以
将该映像刻录到 CD 或 DVD 上。但是，如果在一张 CD 上不能容纳最终映像，则
必须刻录到 DVD 上。
CD/DVD 系统必须能够通过您为其创建的 CD/DVD 介质引导。要确定为特定系统创
建可引导 CD/DVD 的正确方法，请参见 CD/DVD 写入软件附带的说明书。
此外，还应考虑以下事项：
■

为 AIX、Linux 和 Solaris 创建的 CD/DVD 映像使用 ISO-9660 格式。HP-UX 使
用一种不同于 ISO 的二进制格式。

■

BMR 不包含 CD/DVD 写入软件。
使用支持以下映像格式的 CD/DVD 写入软件将 CD/DVD 映像刻录到磁盘上：
■

AIX、Linux 和 Solaris 的 ISO 格式映像

■

HP-UX 的二进制映像

写入 CD/DVD 的过程因应用程序而异，具体过程请参考相关文档。
■

CD/DVD 写入软件可能要求 ISO 格式或二进制格式的 CD/DVD 映像文件以 .iso
扩展名结尾。必要时，请先为 CD/DVD 映像添加 .iso 扩展名，然后再写入它。

■

如果 BMR 引导服务器上没有 CD/DVD 写入硬件和软件，请将 CD/DVD 映像传
输到有这种硬件和软件的系统上。请确保以二进制文件的形式无错传输 CD/DVD
映像文件；损坏的 CD/DVD 映像文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

对于包含 SRT 的 CD/DVD 介质，SRT 的名称将作为根目录的内容出现在
CD/DVD 上。

■

标注 CD/DVD 以便于识别。
包括以下信息。
■

客户端名称（Windows 客户端）

■

使用的 NetBackup 版本

■

安装 SRT 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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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的任一附加软件

■
■

创建 CD/DVD 映像文件后，BMR 不使用该映像文件。因此，您可以在写入
CD/DVD 后移动、重命名或删除该映像文件。

创建用于 UNIX 和 Linux 的引导介质
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可使用 bmrsrtadm 命令创建包含 SRT 的可引导 CD/DVD
映像。创建 CD/DVD 映像后，必须使用 CD/DVD 写入软件将该映像刻录到 CD/DVD
上。
该过程会将现有 SRT 复制到 CD/DVD 介质；因此，必须存在支持客户端的 SRT。
所需的信息如下：
■

要使用的 SRT 的名称。

■

用于 CD/DVD 的 SRT 的名称。

■

一个拥有足够的可用空间来存储 CD/DVD 映像的目录的路径。

创建用于 UNIX 和 Linux 的引导介质

1

使用以下命令来验证 SRT 所在的引导服务器上是否正在运行 vold 进程（仅限
于 Solaris 系统）：
# ps -ef | grep vold

如果该进程正在运行，则执行以下操作：
■

要弹出可能已加载的任何 CD/DVD，请运行以下命令
# eject

■

要停止 vold 进程，请运行以下命令
# /etc/init.d/volmgt stop

2

在 SRT 所在的引导服务器上，切换到以下目录：
/usr/openv/netbackup/bin

3

运行以下命令：
./bmrsrta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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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出现提示时，选择用于新建基于 CD/DVD 映像的共享资源树的选项。

5

请参考有关操作系统的信息继续进行操作。
请参见第 77 页的“关于 AIX 的引导介质”。
请参见第 77 页的“关于 HP-UX 的引导介质”。
请参见第 77 页的“关于 Linux 的引导介质”。
请参见第 78 页的“关于 Solaris 的引导介质”。

关于 AIX 的引导介质
您必须具有 AIX 安装程序，该安装程序创建了您要用来创建引导介质的 SRT。（即
使 SRT 是基于介质的网络副本创建的，也必须有该安装程序。）您必须输入包含
该安装程序的设备的名称。
CD/DVD 映像的目录不应与您要使用的 SRT 所在目录的前缀完全相同。
例如，对于 SRT /export/srt/aix433esm，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

不要为该位置指定 /、/export 或 /export/srt。

■

可以指定 /export/srt/mb，因为它不完全是该 SRT 路径的前缀。

关于 HP-UX 的引导介质
HP-UX 使用一种不同于 ISO 的二进制格式。CD/DVD 映像文件是 CD/DVD 的二进
制映像，不包含扩展名。但是，如果 CD/DVD 写入软件需要，您可以向 CD/DVD
映像添加 .iso 扩展名。
已知适用于 HP-UX 映像的 CD/DVD 刻录程序包括：
■

Sony CD/DVD Extreme - 为映像文件名添加 .iso 扩展名并使用“文件”菜单选
项中的“全局映像”或“其他映像”选项。

■

Nero - 为映像文件名添加 .iso 扩展名并使用“将映像刻录到磁盘”选项。

注意：Roxio Easy CD/DVD Creator 刻录程序“不”适用于 HP-UX 映像。

关于 Linux 的引导介质
对于 Linux，bmrsrtadm 命令会通过将 SRT 的名称加上 .iso 扩展名来创建可引导
ISO 映像文件。任何标准的 CD/DVD 写入软件均可将该文件写入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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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olaris 的引导介质
您必须有 Solaris 安装介质（两张 CD 中的第一张软件 CD），即创建您复制到
CD/DVD 中的 SRT 的介质。您必须输入包含该安装介质的设备名称。
输入有关 SRT 的信息后，将显示以下信息：
■

如果在 BMR 引导服务器上安装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则会出现
以下提示：
What do you want to use for temporary space?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options:
1. Use a disk group.
2. Use a raw partition.
Enter your selection (1-2) [1] :

输入 1 或 2。然后输入磁盘组的名称或者原始分区的设备文件名称。如果将原始
分区用于临时存储目的，则系统会提示您继续操作。
■

如果 BMR 引导服务器上未安装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则会出现以
下提示：
Enter the name of a partition of size 103040 or more blocks

输入原始分区的设备文件的名称。然后，如果您想继续，请对下一个提示做出
响应。
创建 CD/DVD 映像后，如果在运行 bmrsrtadm 命令之前停止了 vold 进程
(/etc/init.d/volmgt start)，则应重新启动该进程。

创建用于 Windows 客户端的引导介质
Windows 系统可以创建可刻录到 CD 或 DVD 的可引导 ISO 映像。
创建用于 Windows 客户端的引导介质

1

在 Windows BMR 引导服务器上，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选择“程
序”> Veritas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引导服务器助理”。
将显示“Bare Metal Restore 引导服务器助理”屏幕。

2

单击“共享资源树管理向导”。

3

选择“从共享资源树创建可引导的 CD/DVD”选项。

4

按照提示创建引导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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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客户端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BMR 还原过程

■

准备还原客户端

■

BMR 磁盘恢复行为

■

关于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BMR 客户端

■

关于使用介质引导还原 BMR 客户端

■

关于还原到特定即时点

■

关于还原到不同磁盘

■

还原到不同 系统

■

关于还原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

关于还原 BMR 引导服务器

■

关于外部过程

■

关于 SAN（存储区域网络）支持

■

关于多个网络接口支持

■

还原过程中使用的端口

BMR 还原过程
还原受保护系统的过程取决于要执行的还原类型以及客户端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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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还原类型

还原类型

过程

还原到同一客户端并使用最新的备份

请参见第 88 页的“关于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BMR 客户端”。
请参见第 97 页的“关于使用介质引导还原
BMR 客户端”。

还原到特定即时点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关于还原到特定即时点”。

还原具有不同磁盘的客户端

请参见第 107 页的“关于还原到不同磁盘”。

还原到新目标系统（仅在 Windows 系统上） 请参见第 111 页的“还原到不同 系统”。
还原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关于还原 NetBackup 介质
服务器”。

还原 BMR 引导服务器

请参见第 117 页的“关于还原 BMR 引导服务
器”。

自定义还原过程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外部过程”。

我们提供了其他信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4 页的“BMR 磁盘恢复行为”。
请参见第 126 页的“关于 SAN（存储区域网络）支持”。
请参见第 129 页的“还原过程中使用的端口”。
还原过程由 NetBackup BMR 主服务器管理，如下所述：
■

在“准备还原”操作运行时，主服务器会创建所需的配置文件和还原脚本（在
UNIX 和 Linux 上）或创建还原过程（在 Windows 上）并分配引导服务器。

■

客户端可通过网络引导或介质引导的方式来引导。

■

客户端将访问引导服务器或引导介质上的共享资源树。

■

客户端运行一个称为“还原环境”的临时操作系统环境。还原环境从共享资源
树启动。

■

客户端还原环境从主服务器中检索还原脚本和配置文件。

■

客户端还原环境启动用于配置磁盘的自定义还原过程。

■

客户端还原环境通过使用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执行自动还原，该软件可从
NetBackup 服务器还原所有必需的文件和数据。

■

客户端会重新启动，这将启动已还原的操作系统并释放引导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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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系统还原任务将完成（仅限不同系统还原）。

图 6-1 显示了标准网络还原。
图 6-1

网络还原
2

1

3

UNIX 客户端
引导服务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备份映像）
引导服务器 SRT

从网络上的
共享资源树
引导

Windows 客户端

从引导服务器上的 SRT 访问
系统文件和客户端
软件

从 NetBackup 备份映像
还原文件

从 BMR 准备的
CD、DVD 或软盘引导

图 6-2 显示了介质还原。
图 6-2
1

介质还原
2

3

BMR 客户端
NetBackup 介质
服务器（备份映像）
基于 CD 的 SRT 或
基于 DVD 的SRT
从 BMR 准备的
CD 或 DVD 引导

从 CD 介质或 DVD 介质上的
SRT 访问系统文件
和客户端软件

从 NetBackup 备份映像
还原文件

81

还原客户端
准备还原客户端

准备还原客户端
在还原客户端之前，您必须进行相应的准备还原 (PTR) 工作。
在“准备还原”操作期间，NetBackup 主服务器执行以下操作：
■

从主服务器数据库中检索客户端的配置。

■

创建用于还原客户端的还原脚本和配置文件。

■

为选定的客户端恢复分配引导服务器资源。

在准备还原客户端时，您可以选择用于进行还原的配置，如下所示：
■

对于标准还原（也称为“自我还原”，即还原到同一系统），请选择当前配置。

■

对于其他类型的还原，请选择为该还原创建的配置。

为了确保还原包含最新的数据，Veritas 建议您在即将还原系统时执行准备还原的操
作。
准备还原客户端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主
机”>“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

2

选择客户端或客户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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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操作”>“准备还原”。

4

在“准备还原客户端”对话框中，为此还原选择适当的值。
某些字段可能已填写完毕，具体取决于您选择的是客户端还是客户端配置。
如果选择了某些其他 PTR 选项，请参见第 84 页的“BMR 磁盘恢复行为”。

5

单击“确定”。
Bare Metal Restore 会运行所有进程以准备还原。

6

完成该过程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将在“Bare Metal Restore 任务”中列出客户端，状态为“排队”。完成“准
备还原”步骤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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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还原配置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Bare
Metal Restore 任务”。

2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右键单击您要为其清理还原配置的客户端。

3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清理”。
尚未分配该任务使用的资源，“状态”设置为“结束”，“状态”设置为 150
（由用户终止）。

BMR 磁盘恢复行为
在还原过程中，BMR 会还原或导入磁盘，如下所述：
■

还原一个磁盘意味着 BMR 将格式化磁盘，并将文件还原到该磁盘上，而不会尝
试保留该磁盘上的任何数据。

■

导入一个磁盘意味着 BMR 将尝试重用磁盘上的卷（即，在还原后自动装入文件
系统）。BMR 尝试重用磁盘，而不是将磁盘格式化并将文件还原到其上。

BMR 总是会还原系统磁盘。对于其他磁盘，BMR 的行为由“准备还原客户端”对
话框中的以下两个选项来控制：
■

■

仅还原系统磁盘/卷。
■

在 AIX 和 HP-UX 上，将还原根卷组（rootvg 和 vg00）。

■

在 Solaris 上，将还原所有具有任意根文件系统（/、/swap、/var、/usr）
的磁盘。

■

在 Windows 上，将还原所有具有 %SystemRoot%、%SystemBoot% 和 %TEMP%
的磁盘。在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BMR 还将还原包含 Active Directory
系统、数据库和日志文件的磁盘。

■

在 Linux 上，将还原具有 /、usr/、/usr/local、/var、/opt、/tmp 和
/boot 的所有磁盘。

系统还原之后，在未还原的磁盘上创建可用卷。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 BMR 将导入磁盘。否则，此操作取决于使用准备还原选项
处理的磁盘类。

以下为磁盘类：
■

“系统磁盘”包含引导系统所需的操作系统文件。

■

“非系统磁盘”是指其他所有磁盘，如下所述：
■

“可还原磁盘”在临时还原环境中可见，因此可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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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还原磁盘”在临时还原环境中不可见，因此不可还原。通常，不可还
原磁盘是 SAN 设备。在尝试进行还原之前，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磁盘能否还
原。如果还原时需要这些磁盘，则会强制您执行不同磁盘还原 (DDR)。

■

“共享磁盘”是使用群集软件与其他系统共享的磁盘，在还原过程中或还原
之后可能无法由客户端控制。

■

“缺失磁盘”可能会用到，也可能不会用到，并且不再挂接到系统上。这些
磁盘包含在还原配置中。提供了有关针对缺失磁盘执行的操作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86 页的“BMR 使用准备还原选项处理磁盘类”。

■

“新磁盘”会挂接到系统中以前未曾使用过的位置，并可由任何卷或卷组使
用。新磁盘不包含在原始配置中。

BMR 还会对某些磁盘进行限制，使它们在还原过程中不被处理。例如，BMR 会限
制群集中的共享磁盘以及 Solaris 系统上未使用的 VxVM 磁盘。此外，您也可以对
某个磁盘手动限制，以便 BMR 不对它进行处理。

BMR 使用准备还原选项处理磁盘
表 6-2 描述了 BMR 如何根据两个准备还原选项来处理磁盘。
请注意关于还原选项列的以下几点：
■

“仅系统”表示准备还原中的“仅还原系统磁盘/卷”选项。

■

“导入”表示准备还原中的“系统还原之后，在未还原的磁盘上创建可用卷”
选项。

表 6-2

BMR 磁盘操作

还原选项

系统磁盘

非系统磁盘

非系统磁盘

受限制 = false

受限制 = true

仅系统 = true 和 导入 =
true

还原

导入

无操作

仅系统 = true 和 导入 =
false

还原

无操作

无操作

仅系统 = false 和 导入 = 还原
true

如果可能，就进行还 无操作
原；否则，进行导入

仅系统 = false 和 导入 = 还原
false

还原

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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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R 使用准备还原选项处理磁盘类
表 6-3 描述了 BMR 对系统磁盘执行的操作。
表 6-4 描述了 BMR 对非系统磁盘执行的操作，以及您应执行的所有操作。
请注意关于表的还原选项列的以下几点：
■

“仅系统”表示准备还原中的“仅还原系统磁盘/卷”选项。

■

“导入”表示“准备还原”中的“系统还原之后，在未还原的磁盘上创建可用
卷”选项。

为了避免与其他群集节点（这些节点可能在还原过程中使用仍然存在的共享磁盘）
发生冲突，共享磁盘应保持受限制，或将其取消映射或重新映射到备用的、非共享
的可还原位置。仅当其他群集节点在还原过程中未主动维持共享时，才能对共享磁
盘取消限制并执行就地还原。
系统磁盘的操作

表 6-3
还原选项

操作

仅系统 = true 和 导入 = true

还原

仅系统 = true 和 导入 = false

还原

仅系统 = false 和 导入 = true

还原

仅系统 = false 和 导入 = false

还原

非系统磁盘的操作

表 6-4
还原选项

可还原

不可还原

共享

缺少

新建

仅系统 = true 和 导 导入
入 = true

导入

无操作

将该磁盘标记为受限制、将其重新映射 未导入
到可还原磁盘或从还原配置中删除该磁
盘

仅系统 = true 和 导 无操作
入 = false

无操作

无操作

无操作

仅系统 = false 和
导入 = true

还原

导入

无操作

将该磁盘标记为受限制、将其重新映射 未导入
到可还原磁盘或从还原配置中删除该磁
盘

仅系统 = false 和
导入 = false

还原

将该磁盘从还原
配置中删除，或
将磁盘标记为受
限制

无操作

将该磁盘标记为受限制、将其重新映射 无操作
到可还原磁盘或从还原配置中删除该磁
盘

无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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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或卷管理器的导入操作
表 6-5 描述了针对每个操作系统或卷管理器的导入操作。
请注意有关导入操作的以下几点：
■

HP-UX Logical Volume Manager 是虚拟自动导入。HP 系统可拥有 VxVM 管理
的根磁盘和一些 LVM 管理的磁盘。在仅还原系统时，LVM 数据库（/etc/lvmtab
文件）将还原。无需执行任何 BMR 要求的操作，这些磁盘和它们的卷就可用。
如果文件系统的 /etc/fstab 文件中保留有条目，则这些文件系统将可用。

■

在 Solaris 系统上的合并过程中或在 VxVM 上的合并过程中，BMR 可通过注释
掉 /etc/fstab 或 /etc/vfstab 文件中的条目来删除它们。

■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是自动导入。VxVM 可通过一个磁盘组选项来自动导
入磁盘组。如果 /etc/fstab 和 /etc/vfstab 文件中存在条目，则文件系统在
无需 BMR 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就可用。

■

请注意以下针对 Windows 导入的限制：
■

如果不进行导入，则在还原之后只能分配那些重新创建的驱动器盘符。

■

如果进行导入，则在还原之后，分配给受信任磁盘上的卷的驱动器盘符会被
分配到相同的位置。如果卷不存在或发生了移动，您就必须编辑 Mount
Devices 注册表项。

表 6-5

导入操作

操作系统和卷管理器

“导入”的含义

AIX Logical Volume Manager

在还原期间或首次引导时运行 importvg。

HP-UX Logical Volume
Manager

合并 lvmtab，合并 fstab。

Linux

合并 fstab。

Solaris

合并 vfstab。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通过 MountedDevices 来分配驱动器盘符，运行 vxdg
Windows
import。
Veritas Volume Manager

运行 vxdg import，合并 fstab。

Windows

通过 MountedDevices 来分配驱动器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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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BMR 客户端
按照以下过程来执行标准还原（也称为“自我还原”，即还原到相同的系统和磁
盘）。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中使用了 NetBackup 访问控制管理，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凭据
（当提示时），以便 NetBackup 可以还原客户端文件。要还原 BMR Windows 或
UNIX 客户端，您必须在还原客户端前在主服务器上执行 bpnbat -addmachine。
使用介质引导来进行还原需要先创建一个可
引导介质。

请参见第 76 页的“创建用于 UNIX 和 Linux 的
引导介质”。
请参见第 78 页的“创建用于 Windows 客户端
的引导介质”。

在进行标准还原之前，必须使用当前保存的
配置来运行准备还原操作。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还原客户端系统的过程取决于制造商和型号。 请参见第 88 页的“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AIX 客
户端”。
请参见第 95 页的“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Solaris
客户端”。
请参见第 91 页的“通过网络引导还原 HP-UX
客户端”。
请参见第 94 页的“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Linux
客户端”。
请参见第 96 页的“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Windows
客户端”。
我们提供了有关还原客户端的其他信息。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外部过程”。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执行完整备份”。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在还原后执行完全备
份”。
请参见第 27 页的“确保成功备份”。

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AIX 客户端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中使用了 NetBackup 访问控制管理，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凭据
（当提示时），以便 NetBackup 可以还原客户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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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X 引导（网络引导或介质引导）可能会将网络接口配置、速度和双工模式设置为
“自动协商”或 10 半双工。此设置可能会使 BMR 还原的运行速度比预想的要慢得
多。要达到正常的还原性能，可在 BMR 还原之前，通过固件手动设置网络接口配
置。
AIX 系统还原需要特定的信息和资源。
将在固件中配置的信息因体系结构而异，但是可包括以下内容：
■

网络适配器的类型

■

BMR 客户端 IP 地址

■

BMR 客户端的子网掩码

■

BMR 引导服务器的 IP 地址

■

BMR 客户端的网关地址

以下屏幕快照示例显示了在目标硬件固件中配置的所需实体，以便在网络引导时对
其执行自动 BMR 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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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AIX 固件设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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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网络引导过程之后，余下的还原过程将自动进行，无需手动干预。在还原完
成之后，客户端会自己重新启动，至此还原就全部完成了。
可以对安装了 AIX 的 AIX 系统进行网络引导，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 BMR 引导服务器、客户端和网关的正确地址来更新 NVRAM。

■

使用 bootp 从 BMR 引导服务器引导。如果引导服务器没有响应 bootp 请求，
则计算机会从硬盘驱动器引导。

网络引导仅在对 BMR 客户端做过适当的还原准备时才有效。
警告：除非要进行还原，否则不要执行此过程。在为客户端进行还原准备时，该过
程可能会直接导致还原。
通过网络引导还原 AIX 客户端

1

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2

按照 IBM 硬件文档中的过程从网络接口引导。

通过网络引导还原 HP-UX 客户端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中使用了 NetBackup 访问控制管理，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凭据
（当提示时），以便 NetBackup 可以还原客户端文件。
HP-UX 系统还原需要特定的信息和资源。
根据系统体系结构的不同，所需的信息也会不同，但可能包括以下内容：
■

BMR 客户端 IP 地址

■

BMR 客户端的网关地址

■

BMR 客户端的子网掩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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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nite 服务器地址（通常为 BMR 引导服务器）。

在执行网络引导过程之后，余下的还原过程将自动进行，无需手动干预。在还原完
成之后，客户端会自己重新启动，至此还原就全部完成了。
通过网络引导还原 HP-UX PA 客户端

1

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2

引导要还原的客户端。

3

在出现以下信息时，按任意键。
To discontinue, press any key within 10 seconds.

4

在主菜单中，执行下面的某一操作开始网络引导进程：
■

如果子网中只有一台 Ignite 服务器，则输入以下引导命令：
boot lan

■

如果子网上有多台 Ignite 服务器，请使用以下命令指定要引导的 Ignite 服务
器：（用 Ignite 服务器的 IP 地址替换 x.x.x.x，用网关替换 y.y。）
boot lan.x.x.x.x.y.y

如果使用引导帮助程序从另一子网上的 Ignite 服务器引导，请使用相同的命
令。

5

如果想与 IPL 交互，请在出现相应的提示消息时输入 No。

6

如果客户端是工作站，则请按编号来选择操作系统的语言。例如，美国英语的
编号是 61。

7

在输入语言选择之后，按两次 Enter 以选定并确认您的选择。HP-UX Ignite 菜
单打开。

8

使用箭头键滚动到“运行恢复 Shell”。进行 DHCP 搜索时，请稍候，直到
“网络配置”菜单打开。如果中断 DHCP 搜索，则 BMR 还原可能会失败。

9

回答以下提示：
■

Hostname:

■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

■

Subnet m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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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nite Server Address (typically the BMR boot server):

10 使用箭头键滚动到“确定”，然后按 Enter。
系统将通过网络引导。
通过网络引导还原 HP-UX IA 客户端

1

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2

引导要还原的客户端。

3

如果客户端是工作站，则请按编号来选择操作系统的语言。例如，美国英语的
编号是 61。

4

在输入语言选择之后，按两次 Enter 以选定并确认您的选择。HP-UX Ignite 菜
单打开。

5

使用箭头键滚动到“运行恢复 Shell”。进行 DHCP 搜索时，请稍候，直到
“网络配置”菜单打开。如果中断 DHCP 搜索，则 BMR 还原可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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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回答以下提示：
■

Hostname:

■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

■

Subnet mask:

■

Ignite Server Address (typically the BMR boot server):

使用箭头键滚动到“确定”，然后按 Enter。
系统将通过网络引导。

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Linux 客户端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中使用了 NetBackup 访问控制管理，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凭据
（当提示时），以便 NetBackup 可以还原客户端文件。
要通过网络引导 Linux 客户端，BMR 需要以下各项：
■

PXE

■

DHCP

■

TFTP

■

NFS

在“准备还原”操作过程中，系统将收集 Linux 网络引导所需的全部信息。对于基
于 Linux 客户端网络的恢复，您需要确保已在 BMR 引导服务器上配置上面列出的
服务，且这些服务正在运行。您需要在这些服务配置文件中执行任何客户端特定的
设置。在“准备还原”操作期间，BMR 为所选的客户端处理所需的网络引导服务配
置。要了解所需网络服务配置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04 页的“BMR 引导服务器上的网络服务配置”。
准备还原操作完成后，引导客户端以开始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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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引导 Linux 客户端

1

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2

确保除了在 BMR 引导服务器上运行的 DHCP 服务外，没有其他 DHCP 在同
一个子网上运行。否则，客户端 DHCP 引导请求可能转至非预期的 DHCP 服
务器，PXE 网络引导可能会失败。
注意：这是 PXE、DHCP 引导协议的限制，其中第一次 DHCP 回复失败将停
止网络引导过程。因此，建议仅在引导服务器上运行 Linux DHCP 服务。

3

引导要还原的客户端。

4

按照硬件供应商的说明对客户端进行 PXE 引导。
在某些系统中，BIOS 将显示一条消息，指示可以通过按某个键来强制进行 PXE
引导。在其他系统上，可能必须修改 BIOS 设置才能将网卡添加到默认引导顺
序中。有关详细信息，请查阅硬件文档。

5

当出现提示时，按 Enter 或等待系统引导。
系统将引导并开始还原，无需用户的进一步干预。

6

客户端成功恢复后，BMR 将自动清理“准备还原”操作期间在 DHCP 配置中
为客户端添加的任何网络引导设置。

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Solaris 客户端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中使用了 NetBackup 访问控制管理，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凭据
（当提示时），以便 NetBackup 可以还原客户端文件。
要通过网络引导 Solaris 客户端，BMR 需要以下各项：
■

PXE（对于基于 Solaris-x64 平台的客户端恢复）

■

DHCP

■

TFTP

■

NFS

要了解所需网络服务配置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04 页的“BMR 引导服务器上的网络服务配置”。
Solaris 系统还原需要网络设备的名称，以便将客户端指引到正确的 BMR 引导服务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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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网络引导过程之后，余下的还原过程将自动进行，无需手动干预。在还原完
成之后，客户端会自己重新启动，至此还原就全部完成了。
通过网络引导还原 Solaris 客户端

1

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2

确保除了在 BMR Solaris 引导服务器上运行的 DHCP 服务外，没有其他 DHCP
在同一个子网上运行。否则，客户端 DHCP 引导请求将转到非预期的 DHCP
服务器，网络引导可能会失败。
注意：这是 DHCP、PXE 引导协议自身的限制，其中第一次 DHCP 回复失败
将停止网络引导过程。因此，建议仅在引导服务器上运行 Solaris DHCP 服务。

3

引导要还原的客户端。

4

使用 #. 命令返回到 sc> 提示来终止引导进程，然后通过 sc> 提示发送 break
命令来转到 OK 提示。

5

输入以下命令启动网络引导
（net[id] 是指向 BMR 引导服务器的设备）：boot net[id]，其中 [id] 是 1、
2、3 接口卡。

6

输入以下命令启动网络引导（net[id] 是指向 BMR 引导服务器的设备）：boot
net[id]，其中 id 是 1、2、3 接口卡。

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Windows 客户端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中使用了 NetBackup 访问控制管理，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凭据
（当提示时），以便 NetBackup 可以还原客户端文件。
Windows 系统网络引导使用 PXE 协议。BMR 引导服务器提供并管理 PXE 网络服
务，但 DHCP 服务在环境中是必需的。DHCP 服务可位于同一个引导服务器上或子
网中的任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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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引导还原 Windows 客户端

1

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2

确保一次完成 BMR 引导服务器上的 PXE 和 TFTP 服务配置。
如果从未在引导服务器上执行 BMR PXE 配置，则运行“BMR 引导服务器助
理”（可位于 Windows BMR 引导服务器的“开始”菜单中）中的“PXE 服务
配置向导”。
为此，请单击“程序”>“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Bare Metal Restore
引导服务器助理”。只需为 Windows 引导服务器执行一次该 BMR PXE 服务
配置。如果之后 DHCP 服务器位置发生更改，则需要再次运行此向导。
注意：同一个 BMR 引导服务器上运行的任何其他非 BMR PXE 或 TFTP 服务
无法用于 BMR 恢复。确保在客户端网络引导以进行恢复时停止这些服务。否
则，客户端 PXE 引导请求将转至非预期的服务器，且 PXE 网络引导可能失
败。这是 PXE、DHCP 引导协议的限制，Veritas 建议在为基于网络的恢复引
导客户端时，仅运行正确的 PXE、DHCP 和 TFTP 服务器。

3

确保 BMR PXE 和 TFTP 服务已启动且正在运行。

4

引导要还原的客户端。

5

按照硬件供应商的说明对客户端进行 PXE 引导。在某些系统中，BIOS 将显示
一条消息，指示可以通过按某个键来强制进行 PXE 引导。在其他系统上，可
能必须修改 BIOS 设置才能将网卡添加到默认引导顺序中。有关详细信息，请
查阅硬件文档。

6

出现提示时，按功能键 F12，系统将引导并开始进行还原，无需用户进一步干
预。

关于使用介质引导还原 BMR 客户端
按照以下过程来执行标准还原（也称为“自我还原”，即还原到相同的系统和磁
盘）。
使用介质引导来进行还原需要先创建一个可引导介质。

请参见第 76 页的“创建用于
UNIX 和 Linux 的引导介质”。
请参见第 78 页的“创建用于
Windows 客户端的引导介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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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标准还原之前，必须使用当前保存的配置来运行准备
还原操作。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
户端”。

还原客户端系统的过程取决于制造商和型号。

请参见第 98 页的“使用介质引
导还原 AIX 客户端”。
请参见第 99 页的“通过介质引
导还原 HP-UX 客户端”。
请参见第 102 页的“使用介质引
导还原 Linux 客户端”。
请参见第 103 页的“使用介质引
导还原 Solaris 客户端”。
请参见第 103 页的“使用介质引
导还原 Windows 客户端”。

我们提供了有关还原客户端的其他信息。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外部过
程”。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执行完
整备份”。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在还原
后执行完全备份”。
请参见第 27 页的“确保成功备
份”。

使用介质引导还原 AIX 客户端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中使用了 NetBackup 访问管理，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凭据（当提
示时），以便 NetBackup 可以还原客户端文件。
AIX 引导（网络引导或介质引导）可能会将网络接口配置、速度和双工模式设置为
“自动协商”或“10”半双工。此设置可能会使 BMR 还原的运行速度比预想的要
慢得多。要达到正常的还原性能，可在 BMR 还原之前，通过固件手动设置网络接
口配置。
通过介质引导还原 AIX 客户端

1

使用在可引导介质上创建的 SRT 来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2

通过您创建的引导介质引导客户端。有关如何从 CD/DVD 引导的说明，请参见
IBM 硬件文档。

3

在以下 BMR 过程提示下输入所需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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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名称（对于发现引导，请输入在准备发现操作的“任务”视图中出现

的客户端名称）
■

客户端 IP 地址

■

网络掩码

■

默认网关

■

NetBackup 主服务器名称

■

NetBackup 主服务器 IP 地址

■

NetBackup 主服务器网关 IP 地址

还原过程开始。

通过介质引导还原 HP-UX 客户端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中使用了 NetBackup 访问管理，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凭据（当提
示时），以便 NetBackup 可以还原客户端文件。
要通过介质引导 HP-UX 客户端，请执行以下操作。
通过介质引导还原 HP-UX PA 客户端

1

使用在可引导介质上创建的 SRT 来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2

将可引导 CD/DVD 插入 CD-ROM 驱动器。

3

引导要还原的客户端。

4

当出现提示时，按空格键来停止正常的引导进程。

5

搜索 CD-ROM 驱动器的位置和名称。
可使用 search 实用程序来确定这些信息。

6

从设备列表中找到 CD-ROM 驱动器，然后使用该设备通过 boot 命令来引导计
算机。

7

当系统询问您是否与 IPL 交互时，键入 No。

8

当系统询问您是否运行恢复 Shell时，键入 Yes。

9

当系统询问您是否启动网络时，键入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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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当系统提示您选择网络接口时，键入默认的 LAN 引导设备。
您必须输入默认的 LAN，因为在从 Ignite 服务器引导时固件会使用该地址。请
注意任何网络接口卡都能用于访问 SRT 或备份，但必须使用默认的 LAN 来引
导。

11 当出现提示时输入以下信息：
■

主机名

■

IP 地址

■

默认网关

■

子网掩码

12 在出现 Is

this network information temporary 提示时，键入 No。

13 使用箭头键滚动到“确定”，然后按 Enter。
14 在以下 BMR 过程提示下输入所需的信息：
■

客户端名称（对于发现引导，请输入在准备发现操作的“任务”视图中出现

的客户端名称）
■

NetBackup 主服务器名称

■

NetBackup 主服务器 IP 地址

■

NetBackup 主服务器网关 IP 地址

还原过程开始。
通过介质引导还原 HP-UX IA 客户端

1

使用在可引导介质上创建的 SRT 来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2

将可引导 CD/DVD 插入 CD-ROM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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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导要还原的客户端。

4

当系统询问您是否运行恢复 Shell时，键入 Yes。

5

当系统询问您是否启动网络时，键入 Yes。

6

当系统提示您选择网络接口时，键入默认的 LAN 引导设备。
您必须输入默认的 LAN，因为在从 Ignite 服务器引导时固件会使用该地址。请
注意任何网络接口卡都能用于访问 SRT 或备份，但必须使用默认的 LAN 来引
导。

7

8

当出现提示时输入以下信息：
■

主机名

■

IP 地址

■

默认网关

■

子网掩码

在出现 Is this network information temporary 提示时，键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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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箭头键滚动到“确定”，然后按 Enter。

10 在以下 BMR 过程提示下输入所需的信息：
■

客户端名称（对于发现引导，请输入在准备发现操作的“任务”视图中出现

的客户端名称）
■

NetBackup 主服务器名称

■

NetBackup 主服务器 IP 地址

■

NetBackup 主服务器网关 IP 地址

还原过程开始。

使用介质引导还原 Linux 客户端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中使用了 NetBackup 访问管理，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凭据（当提
示时），以便 NetBackup 可以还原客户端文件。
对 Linux 客户端使用以下过程。
通过介质引导还原 Linux 客户端

1

使用在可引导介质上创建的 SRT 来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2

将可引导 CD/DVD 插入 CD-ROM 驱动器。
在某些系统中，可能必须修改 BIOS 设置才能使系统从 CD-ROM 驱动器引导。
有关详细信息，请查阅硬件文档。

3

引导要还原的客户端。

4

在以下 BMR 过程提示下输入所需的信息：
■

客户端名称（对于发现引导，请输入在准备发现操作的“任务”视图中出现

的客户端名称）
■

客户端 IP 地址

■

网络掩码

■

默认网关

■

NetBackup 主服务器名称

■

NetBackup 主服务器 IP 地址

■

NetBackup 主服务器网关 IP 地址

■

能连接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其他网关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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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过程开始。

使用介质引导还原 Solaris 客户端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中使用了 NetBackup 访问管理，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凭据（当提
示时），以便 NetBackup 可以还原客户端文件。
对 Solaris 客户端使用以下过程。
通过介质引导还原 Solaris 客户端

1

使用在可引导介质上创建的 SRT 来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2

将可引导 CD/DVD 插入 CD-ROM 驱动器。

3

引导要还原的客户端。

4

通过按 #. 命令返回到 sc> 提示来终止引导进程，然后从 sc> 提示发送 break
命令来转到 OK 提示。

5

输入以下命令：
boot cdrom

Solaris 操作系统安装将提示您输入网络标识。

6

输入网络标识。

7

在以下 BMR 过程提示下输入所需的信息：
■

客户端名称（对于发现引导，请输入在准备发现操作的“任务”视图中出现

的客户端名称）
■

NetBackup 主服务器名称

■

NetBackup 主服务器 IP 地址

■

NetBackup 主服务器网关 IP 地址

输入所需的信息之后，还原就会开始。

使用介质引导还原 Windows 客户端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中使用了 NetBackup 访问管理，则必须提供相应的凭据（当提
示时），以便 NetBackup 可以还原客户端文件。要还原 BMR Windows 客户端，
您必须在主服务器上执行 bpnbat -addmachine 才能还原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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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介质引导 Windows 客户端，请执行以下操作。
通过介质引导还原 Windows 客户端

1

准备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2

基于在准备还原过程中使用的 SRT 创建可引导 CD/DVD。

3

将可引导 CD/DVD 插入 CD-ROM 驱动器。
在某些系统中，可能必须修改 BIOS 设置才能使系统从 CD-ROM 驱动器引导。
有关详细信息，请查阅硬件文档。

4

引导要还原的客户端。
将出现以下消息：
press any key to boot from CD

5

系统将引导并开始还原，无需进一步干预。

关于还原到特定即时点
NetBackup 备份 BMR 客户端时，还会备份当前保存的配置，其中包含该客户端在
特定日期和时间的相关信息。因此，只要有当时的 BMR 客户端的备份，就可以还
原到任何一个即时点。
为了进行即时点还原，必须创建还原配置并指定要还原到的即时点。

关于即时点还原过程
通常，BMR 从最新的备份中进行还原。在即时点还原中，BMR 可将系统还原到上
次完全备份之前的状态。
要将系统还原到以前的即时点，请在创建还原配置时选择要还原到的即时点备份。
当最近的软件更改导致系统不可用时，即时点还原就十分有用。Bare Metal Restore
可将系统还原到以前的某个已知的工作状态。
在以下情况下使用即时点还原功能：
■

更改硬件而导致系统不稳定。在某些情况下，与硬件关联的软件可能无法被彻
底删除。即时点还原能将系统恢复到一个已知的工作状态，而无需删除所有相
关的驱动程序和软件。

■

添加软件而导致系统不稳定。即时点还原可对系统进行恢复，而不是卸载软件
-- 卸载软件可能无法使系统返回到安装该软件前的状态。

■

病毒攻击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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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系统或应用程序文件被删除。

创建即时点还原配置
以下过程可为任一类型的客户端的即时点还原创建还原配置。然后遵照客户端的标
准还原过程。
创建一个即时点还原配置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主
机”>“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

2

在“所有 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窗格中，右键单击客户端的已保存配
置（该配置标记为当前配置），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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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建配置”对话框中，输入新配置的名称。
以下屏幕快照示例显示了即时点恢复配置的创建过程。

4

单击“检索自 NetBackup”。

5

针对还原选择“策略”和“结束日期”。
如果备份策略使用多个数据流来备份客户端，那么“结束日期”下拉列表中会
显示每个备份作业的所有数据流。选择要还原到的日期的备份作业的最新数据
流。通常情况下，备份作业发生在不同日期，而同一备份作业的各数据流之间
也会间隔几秒或几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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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
新配置将出现在客户端的配置列表中。现在此配置就可以随时用于准备还原操
作了。
还原客户端。

7

请参见第 88 页的“关于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BMR 客户端”。
请参见第 97 页的“关于使用介质引导还原 BMR 客户端”。

关于还原到不同磁盘
即使磁盘驱动器已更换，也可以还原受保护的客户端。如果要更改卷布局、大小或
仅还原其中的一些磁盘或卷，也可以执行“不同磁盘还原”(DDR)。

关于不同磁盘还原过程
在标准还原中，BMR 使用当前的客户端配置来重新创建原始系统。由于是将原始系
统移到原始磁盘配置上，因此只需要很少的干预，甚至不需要干预。
在进行不同磁盘还原时则需要进行干预，因为必须将卷配置从受保护的客户端映射
到新磁盘上（“磁盘”指的是一个物理磁盘，而“卷”则是指一个或多个物理磁盘
上的磁盘空间的逻辑分块）。
映射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

■

在还原之前：您可以创建一个可编辑的配置（可编辑的还原配置），并使用新
磁盘布局对该配置进行初始化。然后将原始卷配置映射到新磁盘。映射完成后，
可使用还原配置还原客户端。
■

客户端上新磁盘的布局，这是必需的，例如当您执行发现操作时。

■

另一个受保护的客户端是否具有同样的磁盘。

在还原期间：当您执行标准还原操作时，BMR 会检测到磁盘不同。BMR 会进入
DDR 模式并创建可编辑的还原配置，以便您可以映射磁盘。
■

对于 UNIX 和 Linux 客户端，可以使用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中的 BMR 磁盘映射实用程序。

■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可以在客户端上（在恢复期间）或主服务器上（使
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 BMR 磁盘映射实用程序）上进行映射。

应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不同磁盘还原：
■

更换了物理磁盘。

■

一个或多个磁盘的空间减少，不能容纳相同的卷布局。

■

一个或多个磁盘的位置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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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盘的数量减少，无法还原所需的卷布局。

■

需要更改所还原系统的布局和卷。

■

希望仅还原系统中的某些磁盘。

警告：更改磁盘位置可能会使群集资源在还原后无法联机。BMR 不会尝试调整群集
资源的属性，从而导致执行不同磁盘还原。

为 DDR 创建还原配置
表 6-6 是在开始还原之前创建可编辑的还原配置并执行磁盘映射的过程的概述。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恢复，在开始还原之前，不必创建 DDR 配置。可以开始还原
并在还原过程中执行磁盘映射。BMR 窗口恢复将自动打开磁盘映射 GUI，以防止
其在恢复期间无法将原始磁盘映射到可用的磁盘。而对于 UNIX/Linux 客户端案例，
如果磁盘匹配失败，恢复过程将进入目标硬件发现模式。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将客户端还原到不同磁盘”。
表 6-6

创建还原配置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发现新磁盘的配置。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发现配
置”。

步骤 2

通过复制当前配置来创建可编辑的还原配
置。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复制配
置”。

步骤 3

打开还原配置的“更改配置”对话框。

请参见第 138 页的“修改配
置”。

步骤 4

使用已发现配置中的磁盘信息初始化还原配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卷
置，然后将原始卷配置映射到新磁盘。
属性”。

步骤 5

映射完成后，请执行 DDR 还原过程。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将客户
端还原到不同磁盘”。

将客户端还原到不同磁盘
表 6-7 概述了还原到不同磁盘的过程。如果未事先准备还原配置，BMR 将在此过程
中自动创建可编辑的还原配置。
对于 UNIX 和 Linux DDR，请注意以下事项：
■

群集中的共享磁盘标记为“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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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ris 客户端上未使用的 VxVM 磁盘标记为“受限制”，并且应保持“受限
制”状态。

■

不能使用同一配置来映射具有在多设备之上创建的物理卷的 Linux LVM 卷组。
物理卷可以映射到磁盘或分区，但不能映射到多设备。

表 6-7

执行不同磁盘还原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准备还原客户端。

如果事先准备了还原配置，
请在准备操作中选择该配
置。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
客户端”。

步骤 2

使用网络引导功能或介质引导功能引导客 如果所使用配置中受保护系
户端，以开始进行还原。
统的卷配置已经映射到新磁
盘，则以标准还原方式开始
进行还原。无需任何干预。
如果 BMR 检测到磁盘不同
并且尚未映射，则 BMR 将
进入 DDR 模式。对于
Windows，您可以在此时使
用自动弹出的 BMR 配置映
射 GUI 将卷映射到恢复时间
磁盘。
请参见第 79 页的“BMR 还
原过程”。

步骤 3

保存可编辑的还原配置。

仅限不可编辑的配置。
如果所使用的配置无法编
辑，BMR 会创建一个可编
辑的还原配置。它将复制当
前的配置并提示您为该配置
输入一个名称，如下所示：
Current
configuration name
for restore is
'current'. Please
enter the name for a
new editable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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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4

保存所发现的配置。

为了获得新磁盘的布局，
BMR 会发现客户端的硬
件。BMR 将提示您为已发
现的配置输入名称，如下所
示：
Please enter the
name for a new
discovered
configuration:
BMR 将保存所发现的配
置。然后，使用 BMR 配置
映射 GUI 上的“初始化”选
项将磁盘布局从发现的此配
置导入到还原配置（如步骤
6 中所述）。

步骤 5

打开“更改配置”对话框。

在保存所发现的配置之后，
请在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打
开还原配置的“更改配置”
对话框。
请参见第 138 页的“修改配
置”。

步骤 6

初始化还原配置。

使用已发现的配置中的新磁
盘布局初始化还原配置。然
后将原始卷配置映射到新磁
盘。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卷属
性”。

步骤 7

使用已编辑的还原配置准备还原并还原客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
户端。
客户端”。
请参见第 88 页的“关于使用
网络引导还原 BMR 客户
端”。
请参见第 97 页的“关于使用
介质引导还原 BMR 客户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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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8

如果还原配置中的磁盘映射不完整，则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卷属
BMR 将再次进入 DDR 模式，这样您就可 性”。
以继续将卷映射到磁盘。

还原到不同 系统
表 6-8 描述了还原到不同系统的过程。
如果目标系统上的磁盘与受保护系统上的磁盘不同，则需要进行磁盘和卷映射（与
不同磁盘还原过程一样）。
表 6-8

不同系统还原概述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了解不同系统还原。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不同系统还
原”。

步骤 2

发现目标系统的配置。

请参见第 112 页的“关于发现新系统
的配置”。

步骤 3

创建还原时要使用的配置。

请参见第 112 页的“创建可编辑的
DSR 配置”。

步骤 4

将 NIC 驱动程序和 MSD 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添加 NIC 和
添加到还原配置系统中。
MSD 驱动程序”。

步骤 5

在还原配置中更改网络接口和网络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更改网络接
标识。
口”。

步骤 6

在还原配置中映射磁盘。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还原配置中
的映射磁盘”。

步骤 7

创建引导介质。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创建引导介
质”。

步骤 8

还原客户端。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还原客户
端”。

步骤 9

在首次登录到已还原系统上时完成 请参见第 115 页的“系统还原后第一
DSR 更改。
次登录”。

关于不同系统还原
不同系统还原 (DSR) 可将受保护的 Windows 客户端还原到一个具有不同硬件配置
的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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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更改硬件配置可能会导致群集资源在还原后无法联机。BMR 不会尝试调整群
集资源的属性，从而导致执行不同系统还原。
出现以下情形时，DSR 会很有用：
■

变更了企业中某一系统的首选供应商。

■

已将应用程序从较旧的硬件迁移到更新的硬件上。

■

系统遇到了严重的硬件故障，并且无法找到类似的硬件来更换。

■

灾难恢复供应商在灾难恢复站点无法提供与您的硬件完全相同的硬件。

■

在测试站点使用了与生产站点不一样的硬件来部署并验证应用程序。（您可以
将应用程序从测试环境迁移到生产环境。）

当满足下面任一条件时，就可以使用 DSR：
■

目标系统具有受保护系统所没有的磁盘控制器。

■

目标系统具有受保护系统所没有的网卡。

■

目标系统需要的硬件抽象层 (HAL) 或内核与受保护系统不同。

■

目标系统的 TCP/IP 设置与受保护系统不同（仅还原 TCP/IP 属性。诸如网间数
据包交换 (IPX) 等其他网络属性则不会被还原，而必须在还原后进行配置）。

关于发现新系统的配置
还原到不同硬件的第一步就是发现新系统中所包含的硬件。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发现配置”。

创建可编辑的 DSR 配置
必须创建一个用于还原受保护的客户端的配置。下表列出了创建配置的步骤。
表 6-9

创建可编辑 DSR 配置的过程

步骤

操作

步骤 1

通过复制受保护客户端的现有配置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复制配置”。
来创建 DSR 配置。
例如，要将客户端 protected 还
原到系统 target，请通过复制客
户端 protected 的当前配置来创
建名为 dsr_to_target 的配置。

相关主题

112

还原客户端
还原到不同 系统

步骤

操作

步骤 2

创建 DSR 配置后，请打开“更改

相关主题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客户端配置”属
配置”对话框，以便按照以下各节 性”。
中的说明修改配置。

关于添加 NIC 和 MSD 驱动程序
本节仅适用于 Windows 操作系统。
DSR 配置必须包括目标系统所需的 NIC 驱动程序和 MSD 驱动程序。
当执行发现配置的其中一个过程时，会将目标系统驱动程序添加到软件包池中。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发现配置”。
驱动程序可添加到 DSR 配置。要添加驱动程序，请在配置的“驱动程序”对话框
的“可用驱动程序”窗口中选择相应的驱动程序。然后将它们添加到“要在还原期
间使用的驱动程序”窗口中。
请参见第 142 页的““设备和驱动程序”属性”。
如果已通过使用下列方法将驱动程序添加到软件包池中，则驱动程序描述中将包括
目标系统的名称：
■

通过保存目标系统的配置

■

通过从目标系统中提取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描述有助于确定目标系统所需的驱动程序。此外，还要从 DSR 配置中删
除那些在受保护系统中使用、而在目标系统中不使用的驱动程序。
注意：仅还原 TCP/IP 属性。诸如网间数据包交换 (IPX) 等其他网络属性则不会被
还原，而必须在还原后进行配置。

关于更改网络接口
必须在 DSR 配置中更改网络接口和网络标识。
为了使更改正常运作，必须按照发现配置中的相应过程备份目标系统。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发现配置”。
如果在目标系统上安装了该客户端并按照上述过程对其进行了备份，则可以执行以
下操作：
■

从该配置中导入 NIC 信息。

■

将受保护客户端中的网络标识符（IP 地址、网络掩码和域名）映射到目标系统
中的 NIC。

113

还原客户端
还原到不同 系统

如果未保存目标系统的配置，则必须确定目标系统中 NIC 的 MAC 地址。然后将网
络接口信息手动添加到 DSR 配置中。
提供了有关导入和映射接口或者手动对其进行更改的过程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46 页的““网络接口”属性”。

关于还原配置中的映射磁盘
不同系统还原也可能是不同磁盘还原。如果目标系统具有的磁盘与受保护客户端的
磁盘不同，您必须将原始系统中的卷配置映射到新磁盘（如同进行不同磁盘还原时
一样）。还可以减少或增加系统分区或卷的空间。无需将供应商分区（如果存在）
从受保护的客户端映射到目标系统的磁盘中。
为了使更改正常运作，必须按照发现配置中的相应过程备份目标系统。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发现配置”。
如果在目标系统上安装了该客户端并按照上述过程对其进行了备份，则可以执行以
下操作：
■

从该配置中导入磁盘布局。

■

在还原之前映射磁盘。

Veritas 建议您在还原之前映射磁盘，尤其是在受保护客户端的系统分区不适合目标
系统的系统磁盘时更应这样做。
如果未保存目标系统的配置，则必须在还原过程中进行 DDR 映射。
提供了有关不同磁盘还原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07 页的“关于还原到不同磁盘”。
在 Windows 客户端恢复期间，如果 BMR 恢复过程在将要恢复客户端操作系统的目
标计算机磁盘上找到供应商分区，则 BMR 会提示用户提供保存已发现供应商分区
的选项。

关于创建引导介质
如果使用介质启动目标系统，请创建该介质（如果它尚不可用）。
请参见第 74 页的“管理引导介质”。

关于还原客户端
准备还原客户端并使用 DSR 配置启动不同系统还原过程。
请参见第 88 页的“关于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BMR 客户端”。
请参见第 97 页的“关于使用介质引导还原 BMR 客户端”。

114

还原客户端
关于还原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系统还原后第一次登录
本节仅适用于 Windows 操作系统。
在还原系统之后，需要进行本地管理员登录才能完成 DSR 更改。bmrcleanup 实用
程序将运行，并显示一个描述所执行的操作的状态框。
在显示状态框时，Windows 可能会显示几个发现新硬件向导。
若要在系统还原后进行第一次登录，请根据出现的向导或消息屏幕执行以下操作：
■

在“未发现数字签名”面板上，单击“是”或“继续”。

■

在“找到新硬件向导”面板上，单击“取消”。

■

在“已安装好新的驱动程序，是否要重新启动?”面板上，单击“否”。

注意：在 bmrcleanup 状态框完成之前，不要重新启动系统。
在进行 DSR 之后，Windows XP 和 Windows Server 2003 系统可能会要求激活产
品。

关于还原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如果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像 BMR 客户端一样受到保护，则可以对其进行还原
（例外情况：无法还原与 NetBackup 主服务器位于同一主机的介质服务器）。
下列选项可用于还原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

如果将介质服务器备份到其他介质服务器，则可以像还原任何受保护的客户端
那样还原受保护的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88 页的“关于使用网络引导还原 BMR 客户端”。
请参见第 97 页的“关于使用介质引导还原 BMR 客户端”。

■

介质服务器可以使用 SCSI 挂接存储设备或 SAN 挂接存储设备备份自己的数据。
如果实际如此，先将 NetBackup 配置为使用备用介质服务器，即可使用 BMR
还原介质服务器。

有更多信息可供查看。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关于配置备用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17 页的“还原介质服务器”。

关于配置备用介质服务器
有两种方法可用来在 NetBackup 中配置备用介质服务器。
必须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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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自动介质服务器故障转移。仅当介质服务器不可用时，此方法才重定向还
原。如果包含介质的库同时连接到故障介质服务器和备用介质服务器，则此方
法特别有用。通常，应在出现故障前配置自动介质服务器故障转移，因为这会
减少还原过程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

手动覆盖原始介质服务器。此方法强制还原到备用服务器，而不考虑原始介质
服务器的状态。
■

出现故障前未配置自动介质服务器故障转移。

■

要临时重新分配介质服务器来还原原始介质服务器。

所有备份和还原请求（不仅仅是 BMR 还原）都将定向到备用介质服务器。
有更多信息可供查看。
请参见第 116 页的“手动覆盖原始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16 页的“允许自动将介质服务器故障转移到备用服务器”。
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配置 NetBackup 以使用备用介质服务器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 - UNIX、Windows 和 Linux，第 I 卷》。

允许自动将介质服务器故障转移到备用服务器
通常，在原始介质服务器出现故障之前配置自动介质服务器故障转移。
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中，当您配置此选项时系统将在 bp.conf 文件中设置
FAILOVER_RESTORE_MEDIA_SERVERS 参数。
启用到备用服务器的自动故障转移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打开主服务器的“还原故障转移”主机属性。

2

在“备用还原故障转移计算机”列表中添加一项，并指定介质服务器和故障转
移还原服务器。

3

停止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请求管理器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然后重新启
动。

手动覆盖原始介质服务器
必要时，在以物理方式覆盖介质服务器之前，将介质移到与新的介质服务器挂接的
库中。然后更新企业介质管理器数据库以反映出此移动。
执行还原之后，从“介质主机覆盖”列表中删除备用服务器条目，以撤消 NetBackup
配置更改。原始服务器会再次执行 NetBackup 和还原请求。
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当您配置此选项时系统将在 bp.conf 文件中设置
FORCE_RESTORE_MEDIA_SERVER 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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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原始服务器以进行手动还原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打开主服务器的“常规服务器”主机属性。

2

在“介质主机覆盖”列表中添加一项，并指定原始备份服务器和还原服务器。

3

单击“确定”。

4

停止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请求管理器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然后重新启
动。

还原介质服务器
如果在介质服务器出现故障之前配置了备用介质服务器（最有可能使用自动故障转
移方法），备用介质服务器会在原始介质服务器的 BMR 客户端配置中另存为主机。
现在可执行标准还原了。
如果在出现故障前未配置 NetBackup 备用介质服务器，请创建并修改要在还原过程
中使用的还原配置。
表 6-10

还原介质服务器的过程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创建还原配置。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复制配置”。

步骤 2

将备用介质服务器添加为主机。

请参见第 138 页的“修改配置”。
请参见第 145 页的“主机属性”。

步骤 3

创建并修改还原配置后，便可执行 请参见第 88 页的“关于使用网络引
标准还原。
导还原 BMR 客户端”。
请参见第 97 页的“关于使用介质引
导还原 BMR 客户端”。

关于还原 BMR 引导服务器
如果像保护 BMR 客户端一样保护 BMR 引导服务器，就能还原 BMR 引导服务器。
首先，对它们进行备份。然后使用位于另一台引导服务器上的共享资源树或基于
BMR 介质的共享资源树，该资源树包含可用来重建受保护的引导服务器的资源。
如果引导服务器与 NetBackup 主服务器安装在同一系统上，就不能像保护 BMR 客
户端一样对其进行保护了。可以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其中包括 BMR 数据库）。但是，必须在主服务器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 和 BMR
软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中的灾难恢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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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部过程
外部过程是指在用户退出时与还原过程交互的脚本。使用外部过程，可将非自动化
的还原过程所需的交互操作减到最少。
以下是外部过程类型：
■

适用于某种客户端的特定于客户端的类型

■

适用于运行某种操作系统的所有客户端的、特定于操作系统的类型

特定于客户端的过程优先于特定于操作系统的过程。
仅当您执行下面的某项操作时，才会启动外部过程：
■

在“准备还原客户端”或“准备发现”对话框中选择“运行外部过程”。

■

通过使用 bmrprep -runep 命令指定外部过程。

外部过程运行于“还原环境”（还原过程中的一种受限的操作系统环境）中。完整
操作系统中可使用的许多命令和功能在还原环境中都不能使用。
以 root 身份执行 UNIX 外部过程。以管理员身份执行 Windows 外部过程。
外部过程存储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 BMR 数据库中。使用主服务器上的
bmrepadm 命令来管理外部过程。
注意：使用外部过程需要掌握基本的脚本知识。

外部过程点和名称
BMR 可在还原过程中按以下顺序在以下用户退出点运行外部过程：
prediscover

在将发现的硬件报告给 BMR 服务器之前（仅适用于 UNIX 客户端）。

preformat

在对磁盘进行格式化和分区之前。在 Windows 系统上，“格式化前”
发生的时间是在系统驱动器格式化之后、但在所有非系统驱动器格式
化之前。

prerestore

在开始还原文件之前。

postrestore

在还原文件之后。

first boot

在还原完成后，首次引导被还原的客户端时。在 Windows 系统上，
首次引导外部过程会在客户端被还原之后第一个用户登录时运行。

在创建每个外部过程脚本时外部过程点的名称将成为其名称的一部分。特定于客户
端的外部过程的命名规范与特定于操作系统的外部过程的命名规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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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面向 Microsoft Windows 系统的外部过程，不要添加 .cmd 扩展名。在
准备还原的过程中，BMR 会在生成脚本时添加适当的文件扩展名。
特定于客户端的外部过程名称

特定于客户端的外部过程名称采用如下格式：
clientname_externalprocedure
例如，sol123_prerestore 外部过程在文件还
原到客户端 sol123 之前启动。（如果在还原时指
定了“运行外部过程”，该过程将启动。）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外部过程名称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外部过程名称采用如下格式：
externalprocedure.ostype
ostype 为以下值之一：
■

aix

■

AIX
hp

■

HP-UX 系统
linux

■

Linux 系统
sol

■

Solaris 系统
win
Windows 系统

例如，preformat.linux 外部过程在驱动器被
格式化之前在 Linux 客户端上启动。（如果在还原
时指定了“运行外部过程”，该过程将启动。）

关于管理外部过程
使用 bmrepadm 命令可执行以下操作：
■

添加一个外部过程，以便在还原过程中使用。

■

从数据库中删除一个外部过程。

■

从数据库中提取一个现有的过程。

■

列出数据库中的所有外部过程。

例如，要为客户端 sol123 添加“还原前”外部过程，请在已配置 BMR 数据库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使用以下命令：
bmrepadm -add sol123_prere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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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repadm 命令不验证客户端名称（也就是说，可以为不存在的客户端添加外部过

程）。
再举一个例子，要添加一个名为 ListStorageGroups.vbs, 的外部过程辅助文件，
请使用以下命令：
bmrepadm -add -data ListStorageGroups.vbs

有关 bmrepadm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指定外部过程
必须在准备还原的操作过程中指定要运行外部过程。然后，BMR 主服务器就会创建
适当的外部过程脚本并在还原过程中使用这些脚本。
注意：在启动“准备还原”或“准备发现”操作之前，外部过程应存在于 BMR 数
据库中。
指定外部过程，
■

在“准备发现”或“准备还原客户端”对话框中选择“运行外部过程”。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发现配置”。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

或者，使用 bmrprep 命令和 -runep 选项来指定外部过程。

关于外部过程的数据传输
可以在还原过程中使用 bmrc 命令将文件从 BMR 主服务器传输到客户端。
在 UNIX 系统上，将数据存储在 /tmp 文件系统中或存储在装入到 /tmp 下的文件系
统中。其他所有文件系统在还原过程中都是只读的。
在 Windows 系统上，所传输的文件在默认情况下存储在当前目录中。在还原过程
中，该目录为 %SystemDrive%\。在首次引导过程中，该目录为 %HOMEPATH%。可以
在命令行上指定其他路径名或文件名。
下面是使用 bmrc 命令将文件从主服务器传输到客户端的示例：
bmrc -operation pull -resource procedure -client clientName -source
file_on_server -destination /tmp/filename

在外部过程中启动 bmrc 命令时，请指定该命令在还原环境中的完整路径，如下所
示：
■

在 UNIX 和 Linux 客户端上：/usr/openv/NetBackup/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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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icrosoft Windows 客户端上：%SystemDrive%\BMR\NBU\bin
在首次引导外部过程点上，bmrc 命令的路径在 Microsoft Windows 客户端上是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有关 bmrc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关于与外部过程的交互
UNIX 和 Linux 系统

您可以在还原期间输入命令并与外部过程交互。为此，请从外部过程脚本内
部启动 bmrShell 函数。 bmrShell 函数允许从默认的控制台键盘进行输
入，并将输出显示到控制台的监视器上。
也可以使用重定向功能，将输出从外部过程发送到屏幕这个特殊设备。要进
行此操作，请使用 /dev/console（如同 echo "Hello World" >>
/dev/console 中一样）。
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bmrShell 在首次引导过程中将不可用。

Windows 系统

您可以在还原期间输入命令并与外部过程交互。为此，请从外部过程脚本中
启动 Windows 命令解释程序 cmd。
在 Windows 系统上，受限的还原环境中可能不包含原始客户端系统所使用
的 DLL 或相同版本的 DLL。使用 bmrc 可以在还原过程中将这些 DLL 传输
到 C:\BMR\WINNT\SYSTEM32 目录。或者，也可以将该 DLL 的位置添加
到 PATH 环境变量中。

外部过程日志记录 示例
在还原过程中，BMR 主服务器上会创建以下日志：
/usr/openv/netbackup/logs/bmrrst/client_name/log.mmddyy (UNIX)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mrrst\client_name\log.mmddyy (Windows)

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BMR 还原过程将外部过程的开始和结束消息写入日志
中。（在 Windows 系统上，BMR 还原过程不记录开始和结束消息。）还可以在外
部过程脚本中使用 bmrc 命令将消息写入日志。
外部过程会在开始和结束时记录消息。包括过程开始日期和时间、客户端名称以及
含外部过程名称的描述的消息。如下例所示：
2005/08/02 12:10:38.180 w2k200,sol157 INFO: Executing External
Procedure: sol123,sol123_prerestore.
2005/08/02 12:10:38.350 w2k200,sol157 INFO: Completed executing
External Procedure: sol123,sol123_prerestore.

可以使用 bmrc 命令将消息写入还原日志。以下示例中的 bmrc 命令将在还原客户端
sol123 的过程中写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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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rc -operation create -resource message -client sol123 -msg "
message text to log"

或者，可以将数据送入 bmrc 命令，如下例所示：
echo "Hello World" | bmrc -operation create -resource log -client
sol123

前一个命令输出的日志条目如下：
Restoration log start time: 2005/03/28 10:59:27
Hello World.
Restoration log end time: 2005/03/28 10:59:27

在外部过程中启动 bmrc 命令时，请指定该命令在还原环境中的完整路径，如下所
示：
■

在 UNIX 和 Linux 客户端上：/usr/openv/netbackup/bin

■

在 Microsoft Windows 客户端上：%SystemDrive%\BMR\NBU\bin
在首次引导外部过程点上，bmrc 命令的路径在 Microsoft Windows 客户端上是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有关 bmrc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外部过程的操作状态
在外部过程的操作过程中，“任务”视图中会显示下列操作状态：
发现外部过程

有一个外部过程正在发现前阶段运行。

首次引导外部过程

有一个外部过程正在首次引导阶段运行。

还原后外部过程

有一个外部过程正在还原后阶段运行。

格式化前外部过程

有一个外部过程正在格式化前阶段运行。

还原前外部过程

有一个外部过程正在还原前阶段运行。

关于外部过程的退出代码
确保外部过程退出时返回代码为 0。如果外部过程退出时返回代码不是零，则还原
将暂停以等待输入。
如果可以接受外部过程在还原过程中失败（即，没有出现影响系统功能的严重问
题），请确保从外部过程中退出时返回代码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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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部过程错误处理
默认情况下，在过程返回非零返回代码时，外部过程将停止还原过程，以等待用户
的操作。
对于 UNIX 和 Linux 还原而言，则会出现以下菜单：
What do you want to do next? Choices are:
a) Abort the restore.
r) Retry the external procedure again.
I) Ignore the error and continue the restore.
s) Escape to shell prompt, return here when done.

如果您选择重试，会出现一个提示，询问您是否要在运行之前重新从 BMR 服务器
上传输外部过程。这样，您就可以在重新运行外部过程之前在主服务器上编辑外部
过程。
注意：在 UNIX 上，如果未定义终端就启动了首次引导外部过程，则过程会返回非
零值，Bare Metal Restore 过程将结束。
对于 Windows 还原而言，则会出现带有以下选项的对话框：
■

选择“取消”将停止还原。

■

选择“重试”会再次启动外部过程。

■

选择“继续”将忽略错误，并继续进行还原。

如果您选择重试，会出现一个提示，询问您是否要在运行之前重新从 BMR 服务器
上传输外部过程。这样，您就可以在重新运行外部过程之前在主服务器上编辑外部
过程。

关于外部过程的环境变量
BMR 在还原过程中会设置和导出某些环境变量。其中一些是通用的环境变量，另一
些是特定于 BMR 的环境变量。

UNIX 和 Linux 环境变量
下面的环境变量在所有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都会导出：
表 6-11

UNIX 和 Linux 环境变量

变量

描述

$BMRC

bmrc 可执行文件的路径名
(/usr/openv/NetBackup/bin/bm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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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描述

$bootServerAddress

引导服务器的 IP 地址

$clAddress

客户端的 IP 地址

$clAddressHex

转换成十六进制的客户端 IP 地址

$client_firstboot

特定于客户端的“首次引导”外部过程的名称

$client_postrestore

特定于客户端的还原后外部过程的名称

$client_prediscover

特定于客户端的“发现”外部过程的名称

$client_preformat

特定于客户端的“格式化前”外部过程的名称

$client_prerestore

特定于客户端的“还原前”外部过程的名称

$clName

客户端的名称。

$clOs

BMR 缩略操作系统规范

$configName

配置名称

$default_firstboot

操作系统默认的“首次引导”外部过程的名称

$default_postrestore

操作系统默认的“还原后”外部过程的名称

$default_prediscover

操作系统默认的“发现前”外部过程的名称

$default_preformat

操作系统默认的“格式化前”外部过程的名称

$default_prerestore

操作系统默认的“还原前”外部过程的名称

$defaultGateway

默认网关的名称

$extProcName

当前外部过程的名称

$importNonRootVgs

导入非系统卷和磁盘组

$日志记录

日志还原；yes=是，no=否

$newConfig

要发现的配置的名称

$onEpError

发生外部过程错误时还原操作的行为：
0=取消
1=提示
2=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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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描述

$runEp

如果出现 0=否，1=是，则启动外部过程

$runMode

BMR 过程发现或还原的模式

$serverAddress

NetBacku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serverGateway

连接到 NetBackup 服务器的网关

$serverName

NetBackup 服务器名称

AIX 环境变量
$BMR_BOSINST_DATA
$RC_CONFIG

$MNT
$ROUTES

以下导出的操作系统环境变量是在还原时设置的：
$BIDATA
$LIBPATH
$NIM_HOSTS
$NSORDER
$PATH
$SHOWLED
$SYSCFG_PHASE

$HOME
$NIM_HOSTNAME
$NIM_NAME
$ODMDIR
$PWD
$SPOT

HP-UX 环境变量
以下导出的操作系统环境变量是在还原时设置的：
$DEFAULT_RELEASE_DIR
$ENV
$FCEDIT
$HOME
$INST_CLIENT_DIR
$INST_IS_BOOTP_SYSTEM
$INST_NOT_TEST_MODE
$MAILCHECK
$OPTIND
$PPID
$PS2
$PS4
$RANDOM
$SHELL

$EDITOR
$ERRNO
$HISTFILE
$IFS
$INST_CUR_PRIMARY_PATH
$INST_LOG_FILE
$LINENO
$OPTARG
$PATH
$PS1
$PS3
$PWD
$SECONDS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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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_LIF_FILE
$SOURCE_TYPE

$SOURCE_NET_DIR
$TMOUT

Solaris 环境变量
以下导出的操作系统环境变量是在还原时设置的：
$IFS
$OPTIND
$PS1
$PWD
$_DVFS_RECONFIG

$MAILCHECK
$PATH
$PS2
$TZ

Windows 环境变量
CMD 可用来在还原过程中启动 Windows 命令行解释程序。
以下导出的操作系统环境变量在还原时可用：
%ALLUSERSPROFILE%
%CommonProgramFiles%
%ComSpec%

%APPDATA%
%COMPUTERNAME%
%HOMEDRIVE%

关于 SAN（存储区域网络）支持
Bare Metal Restore (BMR) 可对挂接到存储区域网络 (SAN) 的系统进行还原。在
Windows、AIX、Linux、Solaris 和 HP-UX 系统上，如果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的
驱动程序可用，则 BMR 将自动还原 SAN 挂接的卷。
注意： 在 BMR 恢复期间，用户可以利用 BMR DDR（不同磁盘还原）支持，这样
可以在同一个 SAN LUN 上还原操作系统以使计算机 SAN 再次可引导；也可以移动
本地磁盘上的操作系统卷，以使计算机可从本地磁盘进行引导。还原具有基于本地
磁盘的系统的计算机时，该逻辑同样适用。通过使用 DDR，用户可以将操作系统卷
映射到 SAN LUN，并使还原的计算机 SAN 可引导。
请参见第 126 页的“还原 Solaris SAN 挂接的卷（如果这些卷被保留为取消映射）”。
请参见第 127 页的“关于 Windows 客户端上 SAN 和不同系统的还原”。

还原 Solaris SAN 挂接的卷（如果这些卷被保留为取消映射）
下列信息仅适用于 Solaris 客户端。
在使用不同磁盘还原功能恢复了一个 Solaris 系统之后，可能需要对保留为取消映
射（标记为不还原）的 SAN 挂接的卷执行以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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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 Solaris SAN 挂接的卷（如果这些卷被保留为取消映射）

1

确定 vfstab 文件的当前版本与以前版本之间的区别：
% diff /etc/vfstab /etc/vfstab.old.bmr.dmr

2

查看这些区别。

3

从 /etc/vfstab.old.bmr.dmr 文件中复制有关 SAN 设备的条目。将这些条目
添加到 /etc/vfstab 文件中，或者取消注释在合并 vfstab 时所注释掉的相应
行。

4

装入位于 SAN 上的文件系统。

5

使用“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手动还原 SAN 文件系统。

关于 Windows 客户端上 SAN 和不同系统的还原
下列信息仅适用于 Windows 客户端。
如果在 Windows 上执行不同系统还原，且希望还原到 SAN 磁盘，则必须执行以下
操作：
■

将 HBA 驱动程序添加到还原配置中。添加 HBA 驱动程序的方式与添加其他任
何海量存储设备的驱动程序一样。

■

重新配置 SAN，以便目标系统中的 HBA 可检测到源系统中的 HBA 所能检测到
的设备。

提供了有关添加驱动程序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添加 NIC 和 MSD 驱动程序”。

关于多个网络接口支持
BMR 恢复发生在两个主要阶段：引导阶段和还原文件阶段。引导阶段使用一个网络
接口与 BMR 引导服务器通信。从引导服务器加载还原环境后，BMR 将配置和激活
还原文件阶段所使用的所有网络接口。
注意：具有多个网络接口的系统也称为多宿主系统。BMR 完全支持多宿主客户端。
图 6-4 显示了多宿主客户端可以使用的配置。对于此配置，在对客户端进行网络引
导时，应为 Network 1 指定网络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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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多宿主环境示例

图 6-4

网络 1
1.1.1.0

BMR 引导服务器

BMR 客户端
网络 2
2.2.2.0

NetBackup BMR 主服务器

关于使用网关的客户端配置
在还原操作中 BMR 客户端可使用网关与 BMR 和 NetBackup 服务器通信。
表 6-12 描述了还原过程中使用的网关属性。
表 6-12

网络网关

网关

描述

默认网关

定义在还原过程中客户端使用的默认网络网关。

主服务器网关

定义从客户端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网关。

介质服务器网关

定义从客户端到用于还原文件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网关。

不必指定所有网关。如果客户端可通过默认网关与所有主机进行通信，则只需指定
默认网关。
对于网络引导，请指定以下内容：
■

在还原配置的“主机”对话框中指定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的网关。

■

在“网络路由”对话框中指定默认网关。

对于介质引导，在创建引导介质或在还原过程中系统将提示输入这些值。
图 6-5 显示如何在 BMR 客户端还原过程中使用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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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关示例

图 6-5

NetBackup
主服务器
（网络 3）
G2
主服务器网关
BMR 客户端
（网络 1）
G1

G3
介质服务器网关

默认网关
（网络 2）

（网络 4）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BMR 引导服务器

本图中的客户端如果仅使用默认网关，将无法与所需的全部服务器进行通信。对于
此类配置，应将默认网关指定为 G1，将主服务器网关指定为 G2，将介质服务器网
关指定为 G3。

还原过程中使用的端口
还原过程中，客户端将通过特定的服务和端口与 BMR 主服务器、BMR 引导服务器
以及 NetBackup 主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如果引导服务器位于防火墙之后，则必须
允许客户端服务器与引导服务器之间的通信通过这些端口。
表 6-13 列出了还原过程中使用的端口和服务。
表 6-13

还原过程中使用的端口

服务

端口

UNIX

Linux

Windows

bootp/DHCP

67, 68

x

x

x

x

ping
lockd

非保留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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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端口

mountd

UNIX

Linux

非保留

x

x

nfsd

2049

x

x

portmapper

111

x

x

Windows

X（仅限于
Solaris 上的
bootpararm）

rpcbind

statd

非保留

x

x

tftp

69

x

x

x

vnetd

13724

x

x

x

bpcd

13782

x

x

x

Windows 文件共享 445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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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Windows 驱动程序软件包

■

添加 Windows 驱动程序包

■

删除 Windows 驱动程序包

关于 Windows 驱动程序软件包
Windows 软件包有网络接口卡 (NIC) 驱动程序和海量存储设备 (MSD) 驱动程序。
这些软件包存储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 BMR 数据库中。“软件包池”由多个
存储在数据库中的软件包组成。软件包池是可以添加到还原配置中的软件包的公用
池。
还原到另一个系统时可能需要软件包，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将软件包添加到还原
配置中。如果“软件包”窗口中不包含不同系统还原所需的驱动程序，请将其添加
到 Bare Metal Restore 中。如果驱动程序位于创建 SRT 时所使用的 Windows 安装
介质上，请不要将它添加到还原配置中。
如果执行不同系统还原所需的软件包已出现在“软件包”窗口中，请将其添加到还
原配置中。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客户端配置”属性”。
请参见第 142 页的““设备和驱动程序”属性”。

添加 Windows 驱动程序包
请按如下所述添加软件包：

管理 Windows 驱动程序软件包
添加 Windows 驱动程序包

■

使用 Windows 引导服务器上的驱动程序软件包向导可添加网络接口卡 (NIC) 驱
动程序或海量存储设备 (MSD) 驱动程序。

■

也可以在目标系统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并执行完全 BMR 备份。驱动
程序将保存在该客户端的配置中，可供在执行不同系统还原时使用。

必须有软件包的安装文件才能添加该软件包。 从供应商的网站、NIC 设备或 MSD
设备附带的安装程序，或您的环境中的另一个 BMR Windows 客户端获取这些文
件。
注意：仅可添加 NIC 和 MSD 驱动程序。其他所有类型的驱动程序（音频、视频、
调制解调器等）必须在还原完成之后安装到系统上。
请参见第 132 页的“查找正确的驱动程序（如果已安装 Windows）”。
使用驱动程序软件包向导添加驱动程序软件包

1

在任何 Windows 引导服务器的“开始”菜单上，单击“程序”> Veritas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引导服务器助理”。

2

在“Bare Metal Restore 引导服务器助理”中，单击“驱动程序软件包向导”。

3

在“驱动程序软件包向导”中，按照以下提示逐步添加软件包：
■

软件包安装文件的路径

■

软件包的说明

■

可以使用此软件包的 Windows 版本

■

软件包安装文件中的特定驱动程序（安装文件可能包括多个驱动程序）

查找正确的驱动程序（如果已安装 Windows）
驱动程序信息文件（.inf 或 txtsetup.oem）可能包含多个驱动程序的信息。因
此，添加海量存储设备 (MSD) 或网络接口卡 (NIC) 驱动程序时，可能必须从多个选
项中进行选择。
计算机附带的材料中应包含介绍设备的文档。如果没有，请与制造商联系，了解应
选择哪个驱动程序选项。
或者，也可按照以下过程来确定驱动程序的正确名称（如果安装了 Windows）。
查找正确的驱动程序（如果已安装了 Windows）

1

在包含海量存储设备适配器的计算机上，打开 Windows 设备管理器。

2

展开适配器的类别（如“网络适配器”）。

3

记下此处显示的设备名称。.inf 文件中的选项名称应与此设备名称相同或类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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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Windows 驱动程序包
可以按以下过程删除驱动程序包。
警告：不要删除执行还原所需的任何驱动程序。
删除 Windows 驱动程序包

1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资源”>“软件包”。

2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右键单击要删除的驱动程序。

3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删除”。

4

在确认面板中，单击“是”。
所选软件包即会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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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客户端和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客户端和配置

■

复制配置

■

发现配置

■

修改配置

■

删除配置

■

删除客户端

■

“客户端配置”属性

关于客户端和配置
在逻辑上，BMR 客户端是一个配置集合。 “配置”是有关特定系统的信息集合，
此处的系统是指用来作为模板重建受保护系统的系统。
它包含以下信息：
■

磁盘驱动器数量

■

卷信息

■

文件系统信息

■

网络适配器的数量和类型

■

“网络”属性

■

驱动程序

■

其他系统软件组件。

大多数 BMR 操作都是针对配置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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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 BMR 保护的客户端后，客户端的配置即保存并命名为“当前”。 每次备份客
户端时，新保存的配置会替代以前保存的配置。
已保存的当前配置是只读的。 使用当前配置可以将原始受保护系统还原到它在最近
的备份中的状态（“标准”或“自我还原”）。
要还原到另一即时点、其他磁盘或另一系统，请通过复制当前配置来创建一个还原
配置， 然后修改还原配置。

复制配置
复制配置，以便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

将客户端还原到上次备份之前保存在备份中的状态。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关于还原到特定即时点”。

■

还原磁盘已更改的客户端。
请参见第 107 页的“关于还原到不同磁盘”。

■

将 Windows 客户端还原到其他系统。
请参见第 111 页的“还原到不同 系统”。

■

将客户端还原到具有不同网络属性的相同硬件。

用于还原的复制配置称为还原配置。
创建还原配置后，请修改该配置，使之与目标硬件属性匹配。
复制配置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主
机”>“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

2

在“所有 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树窗格中，展开包含要复制的配置的
客户端的视图。

3

右键单击要复制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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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新建”。

5

在“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的新配置”对话框中，填写各字段。

6

单击“确定”。

7

如有必要，请修改该配置。
请参见第 138 页的“修改配置”。

发现配置
可以发现新系统的配置，该系统不必是 NetBackup 客户端。发现的配置包含主机的
硬件和软件信息。
将客户端恢复到不同于原始计算机的目标计算机时主要需要硬件发现。在这种情况
下，目标计算机与原始计算机在 NIC（网络接口卡）等硬件详细信息以及磁盘详细
信息方面有所不同，BMR 需要在还原开始之前了解这些详细信息。因此，用户需要
使用 BMR 准备发现操作来执行目标硬件的硬件发现，并使用所发现的配置映射原
始客户端配置。
在您发现某配置后，BMR 会将它添加到发现的配置池中。这样，在您执行诸如不同
磁盘还原之类的操作时，便可使用该配置的元素（如磁盘布局）。
发现操作结束时，客户端上会出现以下变化，同时，配置会出现在“发现的配置”
视图中：
■

AIX 客户端在 LED 显示屏上显示 B55。

■

HP-UX、Linux 和 Solaris 客户端显示以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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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re Metal Restore hardware discovery boot has concluded.
■

Windows 客户端将显示一个弹出框，指示发现操作已完成，然后，您可以单击
“确定”重新启动系统。

发现配置

1

在“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节点中，单击“操作”>“准备发现”。

2

在“准备发现”对话框中，填写各字段并根据需要输入数据。
如果在“主机”>“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视图中选择客户端，“准备
发现”对话框中就会显示该客户端的值。
注意：如果某客户端是不同磁盘还原 (DDR) 的目标，且 VxVM 管理受保护客
户端的磁盘，请指定安装有 VxVM 的 S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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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定”。

4

引导客户端以执行硬件发现操作。
如果使用介质引导，当 BMR 提示您输入客户端名称时，请输入在准备发现操
作的“任务”视图中显示的客户端名称。
目标计算机发现自动完成，发现完成后，您会收到通知。发现操作成功完成
后，可以在“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资源”>“发现的配置”菜单下看
到具有给定名称的已发现配置。

修改配置
修改配置，以便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

将客户端还原到上次备份之前保存在备份中的状态。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关于还原到特定即时点”。

■

还原磁盘已更改的客户端。
请参见第 107 页的“关于还原到不同磁盘”。

■

将 Windows 客户端还原到其他系统。
请参见第 111 页的“还原到不同 系统”。

■

将客户端还原到具有不同网络属性的相同硬件。

■

通过跳过预期的非操作系统数据卷或磁盘来还原客户端。

■

通过将客户端的操作系统卷映射 SAN LUN 上使客户端 SAN 可引导。

无法修改名为“当前”的配置；必须创建可以编辑的配置。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复制配置”。
修改配置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主机”>
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

2

在“所有 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窗格中，展开包含待修改配置的客户
端的视图。

3

右键单击要修改的配置。

4

在快捷菜单中，选择“更改”。

5

在“更改配置”对话框中，根据需要修改属性。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客户端配置”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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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

“更改配置”对话框

删除配置
无法删除当前配置，因为它是只读的。仅可以删除自定义创建的配置。
删除配置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主
机”>“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

2

在“所有 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窗格中，展开包含待删除配置的客户
端的视图。

3

右键单击要删除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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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快捷菜单上，选择“删除”。

5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是”。

删除客户端
删除客户端时，只是从 BMR 数据库中删除客户端及其 BMR 配置。而并不删除客
户端上的 NetBackup 软件、不会将它从 NetBackup 删除，也不删除客户端的备份。
可以删除某客户端，但不能从备份该客户端的 NetBackup 策略中将其删除。如果执
行此操作，该客户端会在下次对其进行备份时注册到 BMR，并且“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视图中也会显示该客户端。（备份它的 NetBackup 策略就是收集
BMR 信息的策略。）
删除客户端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主
机”>“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

2

右键单击要删除的客户端。

3

在快捷菜单上，选择“删除”。

4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是”。

“客户端配置”属性
使用“更改配置”对话框可将受保护系统上的客户端配置属性映射到还原配置。映
射配置可启用即时点还原、不同磁盘还原或不同系统还原。
“更改配置”对话框包含多个属性表。
请参见第 141 页的“配置摘要 属性”。
请参见第 142 页的““设备和驱动程序”属性”。
请参见第 145 页的“主机属性”。
请参见第 146 页的““网络接口”属性”。
请参见第 150 页的““网络路由”属性”。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卷属性”。
根据使用以下不同的 NetBackup 管理界面，保存配置更改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

在基于 Windows 的管理控制台中，单击“确定”或“应用”，所做的更改即会
生效。

■

在基于 Java 的管理控制台中，更改会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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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摘要 属性
使用“更改配置”对话框的“配置摘要”属性表可执行以下操作：
■

查看配置的摘要。

■

更改受保护系统上需要许可证密钥的软件的许可证密钥。

■

确定还原配置的组件，以便为还原选择具有适当软件的共享资源树。

图 8-2

配置摘要

表 8-1 介绍了可以针对许可证密钥启动的操作。
表 8-1

许可证密钥操作

操作

描述

添加许可证密钥

打开一个对话框，以便可以添加选定软件的许可证密钥。

更改许可证密钥

打开一个对话框，以便可以更改选定软件的许可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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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描述

删除许可证密钥

删除选定的许可证密钥。

表 8-2 介绍了该对话框中显示的客户端字段。
表 8-2

客户端项目

字段

描述

名称

客户端的名称。

操作系统

该客户端的操作系统。

Service Pack

（仅限 Windows 客户端。） 客户端上的 Service Pack 版本。

体系结构

（仅限于 UNIX 和 Linux 客户端。）该客户端的体系结构。

NetBackup 版本

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软件版本。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版本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或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如果有）的版本。

表 8-3 介绍了该对话框中显示的配置字段。
表 8-3

配置字段

字段

描述

名称

配置的名称。

状态

配置的状态。“已保存”表示配置无法编辑。“已复制”表示配置可以
编辑。

上次修改时间

上次修改配置的日期和时间。

版本

配置的版本。

“设备和驱动程序”属性
本节仅适用于 Windows 操作系统。
“设备和驱动程序”属性表仅适用于 Microsoft Windows 客户端。当 Windows 客
户端还原到不同硬件（而非原始系统），并且目标硬件具有不同的海量存储设备
(MSD) 驱动程序和/或网络接口卡 (NIC) 时，需要设备驱动程序映射更改。
使用“更改配置”对话框的“设备和驱动程序”属性表可执行以下操作：
■

通过新硬件发现的配置或另一个客户端上的配置来初始化此配置中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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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为列出的设备选择正确的海量存储设备 (MSD) 驱动程序和网络接口卡 (NIC)
驱动程序。

■

手动向配置中添加 MSD 和 NIC 驱动程序。

您还可以指定是否仅使用 BMR 发现的驱动程序。
图 8-3

“设备和驱动程序”对话框

表 8-4 介绍了可用的选项及其启动的操作。
表 8-4

设备和驱动程序选项

选项

操作

初始化设备…

提示您选择另一种可用于导入设备的配置。您可以选择发现的配置，
或另一台客户端上的配置。该初始化操作将更新“要在还原期间使用
的驱动程序软件包”窗口，以包括此硬件所需的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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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操作

映射驱动程序

自动将驱动程序与没有驱动程序的设备相匹配。如果在上次初始化操
作之后，将驱动程序添加到了 BMR，则重复此操作。使用“添加”
选项手动选择特定驱动程序可以覆盖自动选择的驱动程序，有时候此
方法也许有用。
没有驱动程序的设备在“设备”窗口中由“已启用”列中的“没有匹
配的驱动程序”来标识。这些设备在还原过程中将不可用。

添加

将在“可用驱动程序软件包”窗口中选定的驱动程序移到“要在还原
期间使用的驱动程序软件包”窗口中。

删除

将在“要在还原期间使用的驱动程序软件包”窗口中选定的驱动程序
移到“可用驱动程序软件包”窗口中。

更改

可用于更改所选驱动程序的以下属性：
■

“强制安装此驱动程序，而不是安装 Windows 附带的驱动程序
或较新的驱动程序”复选框控制是否强制使用所选驱动程序。

■

对于 MSD 驱动程序，“安装文本形式段时，使用可引导驱动程
序”复选框仅适用于 Windows 2003 旧式还原方法。该复选框确
定在 Windows 2033 旧式还原的安装阶段是否使用该驱动程序。
它对快速 Windows 还原无效。

强制安装此驱动程序，而不是安装 Windows 附带的驱动程序
或较新的驱动程序
如果 BMR 保存来自受保护系统的第三方驱动程序，则驱动程序签名会丢失。（第
三方驱动程序是指不属于 Windows 一部分的驱动程序。）在 BMR 还原过程中，因
为受保护系统中的驱动程序未经过签名，所以安装进程会将标准驱动程序安装到临
时修复环境中。
您可以编辑配置，以将发现的驱动程序强制安装到临时修复环境，而不是标准
Windows 驱动程序。此选项也帮助选择特定驱动器版本。
在还原期间使用发现的 Windows 驱动程序

1

在“设备和驱动程序”属性表中，从位于底部窗口的驱动程序列表中选择所需
驱动程序，然后单击“更改”。

2

选中“强制安装此驱动程序，而不是安装 Windows 附带的驱动程序或较新的
驱动程序”复选框。

3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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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属性
使用“更改配置”对话框的“主机”属性表可以添加、删除或更改在还原过程中具
有某种角色的任何主机的属性。
您可以更改属性，以便可以在具有不同配置的网络中进行还原，例如在灾难恢复场
所还原。
图 8-4

“主机”属性表

表 8-5 描述了可以从属性表启动的操作。
表 8-5

主机映射操作

操作

描述

添加

打开一个对话框，以便可以添加新主机，指定其角色以及输入 IP 地址
和网关。

更改

打开一个对话框，以便可以在其中更改所选主机的属性。

145

管理客户端和配置
“客户端配置”属性

操作

描述

删除

删除选定的主机。如果不想删除该主机，请单击“取消”退出“更改配
置”对话框而不应用更改。

表 8-6 描述了“主机”属性表中的“客户端信息”字段。
表 8-6

“主机”对话框中的 NetBackup“客户端信息”字段

字段

描述

客户端名称

NetBackup 赖以识别客户端的名称。指定的客户端名称必须与备份该客
户端的 NetBackup 策略中的客户端名称匹配。

IP 地址

客户端的 IP 地址。在网络接口中定义的所有 IP 地址都包含在下拉列表
中。

NetBackup 版本

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软件版本。

“网络接口”属性
使用“更改配置”对话框的“网络接口”属性表，可添加或删除接口，或更改与接
口关联的网络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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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5

“网络接口”属性表

“原始网络信息”是只读的。“新网络信息”显示用于还原的值。如果未编辑配
置，则上下两个窗格显示的信息相同。
表 8-7 描述了可从对话框中启动的操作。
表 8-7

网络接口映射操作

操作

描述

初始化

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从中选择要导入的配置。仅导入配置中的硬件
信息，而不导入网络标识。导入的配置中的接口将替代“新网络信息”
窗口中的接口。

全部取消映射

取消映射“新网络信息”窗口中的所有映射接口，并将“原始网络信
息”窗口中的所有接口改为“已取消映射”。
取消映射将删除名称、IP 地址、网络掩码、网关以及 DHCP 属性和可
引导属性，但不会删除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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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描述

映射

右键单击“原始网络信息”窗口中的接口，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映
射”。在“映射接口”对话框中，选择要将 IP 地址、网络掩码和域名
从源网卡映射到的接口。原始接口的 MAC 地址不映射到目标接口。

取消映射

右键单击“新网络信息”窗口中的接口，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取消映
射”。
取消映射接口将删除名称、IP 地址、网络掩码以及 DHCP 属性和可引
导属性，但不会删除 MAC 地址。

更改

右键单击“新网络信息”窗口中的接口，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更改”。

导入和映射网络接口
如果还原到不同的系统，并通过备份目标系统来保存目标系统的配置，可以执行以
下操作：
■

将网络接口卡 (NIC) 信息从目标系统导入到还原配置中。

■

将原始配置中 NIC 的网络标识映射到还原配置中的 NIC。

导入和映射接口

1

单击“初始化”。

2

在“导入配置”对话框中，选择要导入的客户端配置。

3

单击“确定”。
网络硬件信息将导入到“新网络信息”窗口中，并替换该窗口中的接口。网络
标识（IP 地址、路由等）不会导入。

4

右键单击“原始网络信息”窗口中的接口，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映射”。

5

在“映射或更改接口”对话框中，从“映射到接口”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接
口。

6

单击“确定”。
IP 地址、网络掩码和完全限定的域名将应用到已还原系统中的该接口。

手动更改网络接口
如果还原到不同的系统，且不发现或保存目标系统的配置，则可手动更改还原的原
始配置接口属性。
必须首先确定目标系统中 NIC 的 MAC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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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更改接口

1

右键单击“新网络信息”窗口中的接口，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更改”。

2

在“映射或更改接口”对话框中，选择“使用 DHCP”（如果使用 DHCP）。
因为此操作是更改接口，所以该对话框包括“硬件 MAC 地址”字段。
转到步骤 5。

3

在“网络接口属性”窗口中选择一行属性，然后单击“更改”。

4

在“添加网络标识”对话框中，输入受保护系统上接口的 IP 地址、网络掩码和
完全限定的域名。
然后单击“确定”。

5

输入目标系统中 NIC 的硬件 MAC 地址。

6

单击“确定”。
MAC 地址和网络标识即更改。接口的名称没有更改，但是它不影响还原。

指定 UNIX 和 Linux 引导接口
UNIX 和 Linux 客户端必须使用一个网络接口来进行引导和还原。“网络接口”对
话框中的“可引导”列显示配置为引导接口的接口。如果还原配置包括多个网络接
口，可以指定将哪个接口用于还原操作。
表 8-8 可帮助您确定正确的接口。
表 8-8

可引导网络接口

平台或硬件类型

可引导网络接口

AIX

集成以太网、以太网卡或令牌环
请注意有关 AIX 上网络接口的以下事项：
■

仅支持 chrp 硬件。

■

从网络适配器引导 RS/6000 需要来自系统固件的支持。

HP-UX

仅限集成以太网

Linux

任何以太网设备

Solaris

任何以太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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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UNIX 和 Linux 引导接口

1

在“网络接口”属性表的“新网络信息”窗口中，右键单击要用作引导接口的
接口。

2

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更改”。

3

在“映射或更改接口”对话框中，单击“可引导”。

4

单击“确定”。

注意：如果使用其他网络接口（而不是在 BMR 客户端配置中显示为“可引导”的
网络接口）来引导目标硬件进行恢复，则恢复可能会出现故障。

“网络路由”属性
使用“更改配置”对话框的“网络路由”属性表，可添加还原过程中要使用的网络
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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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6

“网络路由”属性表

如果配置中的现有路由不足以访问 NetBackup 或 BMR 服务器，则可能需要添加路
由。当您将服务器从一个子网移到另一个子网后，在其他位置进行灾难恢复时，就
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更改了涉及的任何路由器，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例如，因为客户端 10.10.5.12 和 NetBackup 主服务器 10.10.6.23 位于不同的子网
中，所以它们之间有一个路由器 (10.10.5.254)。当您准备还原时，还原进程会将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路由配置为 10.10.5.254，还原操作将成功。不过，如果它
们之间的路由器的 IP 地址发生了更改，则客户端可能无法连接到主服务器。因为配
置中不包含服务器的正确路由，所以客户端无法连接到服务器。因此，只有在添加
到主服务器的网络路由后，才能执行准备还原操作。
BMR 尝试按以下顺序访问主机：
■

主机路由（在“主机”属性表中指定）

■

在此属性表上指定的网络路由

■

在此属性表上指定的默认路由

表 8-9 描述了该属性表中的字段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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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9

网络路由映射字段

操作

描述

默认网关

没有其他路由可连接到主机时使用的网关。

添加

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输入新网络路由的属性。

更改

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更改选定路由的属性。

删除

删除选定路由。

关于卷属性
使用“更改配置”对话框中的“卷”属性表可将卷配置从受保护客户端映射到还原
配置的新磁盘。
图 8-7

“卷”属性表

可以执行下列操作来映射卷和更改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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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改组成磁盘组的磁盘。

■

控制要还原的文件系统。

■

控制要创建的逻辑卷。

■

更改文件系统、逻辑卷或磁盘的属性。

■

限制磁盘以防被用作映射的目标。

■

使发现的磁盘可用于映射（删除限制）。

如果目标磁盘上有足够的空间，您可以映射所有逻辑卷及其文件系统。也可以只映
射特定的逻辑卷和文件系统。您无须还原所有逻辑卷和文件系统。
主分区和简单卷只需要一个磁盘。条带卷、镜像卷和 RAID-5 卷需要多个磁盘。

关于本机磁盘对象
此部分仅适用于 UNIX 系统。
一个新的“本机磁盘”节点将出现在“更改配置”对话框中的“卷”节点之下。以
下示例显示了有关本机磁盘的信息，即总大小、已用空间和可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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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磁盘映射向导，可以映射 Solaris 本机磁盘资源。要使用映射向导映射磁
盘，请右键单击列表中的卷，然后单击“映射”。下面是一个磁盘映射向导的示
例。

“分区”节点将出现在“本机磁盘”节点之下。以下示例显示了有关分区名称、分
区状态、分区长度（大小）的信息。

通过使用映射向导，可以映射分区。右键单击“卷”以启动映射向导。可以将源分
区映射到目标磁盘，并指定用于创建分区的目标磁盘的空间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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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映射和取消映射卷
针对映射卷显示的向导具体取决于您选择要进行映射的内容。这些向导可引导您完
成映射过程。
映射是在会话之间保存的，因此您可以停止映射，并在稍后继续。（如果您在不同
磁盘还原过程中映射，并单击“确定”关闭了“更改配置”对话框，DDR 还原过程
将继续。）
映射或取消映射某一元素时，会映射或取消映射它包含的所有元素。
主要选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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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化

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选择要导入到“新的卷布局”窗口的配
置。只导入该配置中的磁盘信息。 使用此选项，可利用新磁盘布局初
始化配置，然后就可以开始映射了。

全部取消映射

删除“新的卷布局”中的所有已映射元素，并将“原始卷布局”窗口中
的所有元素更改为“已取消映射”。

注意：映射向导不允许您将卷或分区的大小降至还原文件所需空间大小以下的水
平。
以下说明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DDR：
■

群集中的共享磁盘标记为“受限制”。

■

Solaris 客户端上未使用的 VxVM 磁盘被标记为“受限制”。

■

不能使用同一配置来映射具有在多设备之上创建的物理卷的 Linux LVM 卷组。
物理卷可以映射到磁盘或分区，但不能映射到多设备。

以下说明适用于 Windows DDR：
■

系统驱动器通常已映射，并且“无法”移动；但是，如果您在还原之前映射磁
盘，则可以调整系统驱动器的大小。

■

无法映射群集中的原始磁盘及其卷。

■

无法映射与群集中的原始磁盘具有相同磁盘签名的已发现磁盘。

表 8-10 介绍了可能的卷映射操作。
表 8-10

卷映射操作

操作

描述

初始化

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选择一个要导入到“新的卷布局”
窗口的配置。只导入该配置中的磁盘信息。

快速映射

评估原始配置，并将源磁盘映射到目标配置中具有所需属性的磁
盘。

全部取消映射

删除目标配置中的所有已映射元素，并将原始配置中的所有元素改
为“已取消映射”。

映射

右键单击“原始卷布局”窗口的“表视图”中的元素，并从快捷菜
单中选择“映射”。将为选定的元素（主元素磁盘组、磁盘、卷、
卷集等除外）启动映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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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描述

映射卷

在“原始卷布局”窗口的“磁盘视图”中右键单击卷，并从快捷菜
单中选择“映射卷”。将为所选的元素启动映射向导。

映射卷组

右键单击“原始卷布局”窗口的“磁盘视图”中的卷组，并从快捷
菜单中选择“映射卷组”。将为所选的元素启动映射向导。

映射磁盘

右键单击“原始卷布局”窗口的“磁盘视图”中的磁盘，并从快捷
菜单中选择“映射磁盘”。将为所选的元素启动映射向导。

映射磁盘组

右键单击“原始卷布局”窗口的“磁盘视图”中的磁盘组，并从快
捷菜单中选择“映射磁盘组”。将为所选的元素启动映射向导。

限制

（仅限 Veritas Cluster Server。）右键单击“原始卷布局”窗口中
的元素，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限制”。

删除限制

（仅限 Veritas Cluster Server。）右键单击“新的卷布局”窗口中
的元素，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限制”以映射磁盘。

映射卷
使用以下过程可将卷从受保护的客户端映射到还原配置。
对单个元素启动映射

1

在“表视图”或“磁盘视图”中，右键单击“原始卷布局”窗口中的元素。

2

选择快捷菜单上的相应映射选项（映射选项是上下文相关的）。
映射向导视情况通过以下上下文之一启动：
映射

为选定的元素（主元素磁盘组、磁盘、卷、卷组等除外）启
动映射向导。

映射卷

出现卷映射向导。

映射卷组

出现卷组映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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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射磁盘

如果该元素是磁盘组或卷组中的磁盘，则显示磁盘组或卷组
向导。然后，将显示针对每个卷的卷映射向导（设置了所需
的属性）。如果该元素是如下磁盘，则显示磁盘映射向导：
■

不在磁盘组中的磁盘

■

不属于任何卷组的磁盘 (AIX)

■

所有卷都不跨越其他磁盘的磁盘（镜像、条带）。

之后所有卷和文件系统都填充到目标磁盘中。源元素和目标
元素（磁盘、卷和文件系统）的状态都设置为“已映射”。
映射磁盘组

出现磁盘组映射向导。

取消映射元素

1

在“表视图”或“磁盘视图”中，右键单击“新的卷布局”窗口中要取消映射
的元素。

2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取消映射选项。取消映射选项是上下文相关的，包括“取消
映射”、“取消磁盘映射”、“取消卷映射”和其他选项。
该元素即取消映射，已用空间和可用空间的值也会相应更改。

更改 Windows 上的系统卷空间大小

1

在“表视图”或“磁盘视图”中，右键单击“新的卷布局”窗口中的卷。

2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更改大小”。

3

在 Windows 上的“系统卷大小更改”对话框中，更改卷的大小。

4

更改卷的空间大小。

限制磁盘或删除限制

1

在“表视图”或“磁盘视图”中，右键单击“新的卷布局”窗口中的磁盘。

2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限制”或“删除限制”以进行以下指定：
■

“限制”防止磁盘用作映射目标。另外，也不对该磁盘进行格式化，并且
不创建或还原该磁盘上的卷组或卷。

■

“删除限制”用于删除限制，以便可以将磁盘用作目标。如果磁盘已映射，
则该磁盘将进行格式化并将创建和还原它的卷和卷组。

在 Windows 上将磁盘提升为动态磁盘

1

在“表视图”或“磁盘视图”中，右键单击“新的卷布局”窗口中的磁盘。

2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升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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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或删除 Windows 系统镜像

1

如果磁盘是基本磁盘，则将它提升为动态磁盘

2

在“表视图”或“磁盘视图”中，右键单击“新的卷布局”窗口中的元素。

3

在快捷菜单上单击“添加镜像”或“删除镜像”。

4

若要添加镜像，请在 Windows 上的“将镜像添加到系统卷”对话框中，选择
要用于镜像的磁盘。

5

若要添加镜像，请选择要用于镜像的磁盘。

卷视图
树视图（左窗格）显示磁盘布局中的元素。树中的元素因客户端的操作系统和启用
的卷管理器而异。树视图将过滤右侧的详细信息窗格。在树视图中选择一个元素
后，右侧窗格即显示其属性，并且过滤掉其他元素，使其不出现在详细信息窗格
中。
下列指示器显示整个映射过程中元素的状态：
已取消映射

元素不映射到新配置中。

已映射

元素已映射到新配置中。

受限制

正在或已经在共享磁盘或手动限制了磁盘，
无法使用该磁盘。

右侧的详细信息窗格包含下列视图：
■

“表视图”按顺序显示各个元素。

■

“磁盘视图”显示每个磁盘的组织方式。彩色块指示存储布局的类型。对于扩
展分区，主分区的颜色显示在上面的色块中，扩展分区的颜色显示在下面的块
中。对于软分区，上面的块显示创建的软分区所基于的基础卷或基础盘片。

■

“池视图”显示 ZFS 池的每个文件系统和卷的组织方式。
注意：NetBackup 7.5 中增加了池视图，用于支持受 ZFS 管理的存储池。

■

“原始卷布局”（上面的窗口）显示原始系统中的卷布局和源元素（磁盘、磁
盘组或卷）。
该窗口还显示磁盘的已用空间及磁盘空间大小。要查看某一元素的属性，请右
键单击该元素，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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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卷布局”（下面的窗口）显示目标系统的卷布局和元素。如果使用已发
现配置的布局来初始化配置，请将“原始卷布局”中的元素映射到“新的卷布
局”。

以下是卷信息的分层结构：
■

磁盘组、卷组或磁盘集包含磁盘。

■

磁盘包含卷和分区。

■

卷或分区包含文件系统。

并非所有卷管理器都使用上述逻辑概念。例如，Solaris 盘片就不属于任何磁盘组，
而且它只有一个文件系统。
下表列出了树视图中的各种元素以及“表视图”选项卡和“磁盘视图”选项卡中显
示的内容。
表 8-11 列出了有关选定的 Windows 元素的详细信息。
表 8-11

Windows 元素

节点

在表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在磁盘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Windows 磁盘管理

磁盘和卷

不适用。

磁盘

系统上的所有磁盘。

系统上的所有磁盘。

卷

在系统中定义的所有卷（无 包含卷（无论是由哪个卷管理
论是受控卷还是非受控
器创建的）的磁盘。
卷）。

一个特定卷

该卷跨越的磁盘。

该卷跨越的磁盘。

表 8-12 列出了有关选定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元素的详细信息。
表 8-12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和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元
素

选定的元素

在表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在磁盘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磁盘组、卷集和卷。

不适用。

磁盘组

配置中的磁盘组。

任何磁盘组中的磁盘。

特定磁盘组

该磁盘组中的磁盘。

该磁盘组中的磁盘。

卷

Volume Manager 管理的所有
卷。

包含卷管理器卷的磁盘（按磁盘
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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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的元素

在表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在磁盘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特定卷

包含该卷的磁盘。

包含该卷的磁盘。

表 8-13 列出了有关 ZFS 管理器元素的详细信息。
注意：在 NetBackup 7.5 中，BMR 也可以还原挂接了 ZFS 存储池的 Solaris 10 客
户端。
ZFS 管理器元素

表 8-13

选定的元 在表视图中
素
显示的内容

在池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在磁盘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ZFS 管理
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ZFS 池

不适用

每个 ZFS 池中的文件系统和
卷的详细信息

与每个 ZFS 池关联的磁盘的详
细信息

ZFS 文件
系统

不适用

每个选定 ZFS 文件系统的池
空间占用详细信息

不适用

ZFS 卷

不适用

每个选定 ZFS 卷的池空间占
用详细信息

不适用

表 8-14 列出了有关选定的 Solaris Volume Manager 元素的详细信息。
表 8-14

Solaris Volume Manager 元素

选定的元素

在表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在磁盘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Solaris Volume
Manager

磁盘集和卷。

不适用。

磁盘集

所有指定（非本地）集合。

指定（非本地）集合内的磁盘
（按磁盘集排序）。

特定磁盘集

该磁盘集内的磁盘。

该磁盘集内的磁盘。

卷

所有 SVM 卷。

具有 SVM 卷的磁盘。

特定卷

包含该卷的磁盘。

包含该卷的磁盘。

表 8-15 列出了有关选定的非受控 Solaris 元素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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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5

非受控 Solaris 元素

选定的元素

在表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在磁盘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非受控

磁盘和分区。

不适用。

磁盘

所有不受 VxVM 管理的磁盘和所 所有不受 VxVM 管理的磁盘和所
有不在 SVM 磁盘集内的磁盘。 有不在 SVM 磁盘集内的磁盘。

盘片

所有不受管理且未用作 SVM 元
设备的盘片。

所有包含非受控盘片的磁盘。

表 8-16 列出了有关选定的空磁盘元素的详细信息。
表 8-16

空磁盘元素

选定的元素

在表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在磁盘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空磁盘

未使用的磁盘。

未使用的磁盘。

表 8-17 列出了有关 AIX 和 HP-UX 逻辑卷管理器元素的详细信息。
表 8-17

AIX 和 HP-UX Logical Volume Manager 元素

选定的元素

在表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在磁盘视图中显示的内容

逻辑卷管理器

卷组和卷。

不适用。

卷组

配置中的卷组。

任何卷组中的磁盘（按卷组排
序）。

特定卷组

该卷组中的磁盘。

该卷组中的磁盘。

卷

LVM 管理的所有卷。

具有 LVM 卷的磁盘。

特定卷

包含该卷的磁盘。

包含该卷的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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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引导服务器

■

引导服务器要求

关于引导服务器
引导服务器提供重建受保护客户端所需的环境，包括像共享资源树 (SRT) 这样的系
统恢复所需的资源。在客户端系统执行还原前的网络引导时，引导服务器还提供了
用于引导该系统的资源。
此临时操作系统环境在 NetBackup-BMR 语言中称为 SRT 或共享资源树，它需要
根据主机操作系统和 NetBackup-BMR 的特殊要求进行创建和承载。SRT 是操作系
统文件、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和其他所需软件（如 Veritas Volume Manager）的
集合。SRT 不是客户端映像，单个 SRT 可以用于恢复多个客户端。创建和修改
SRT 所需执行的许多操作取决于目标主机的操作系统。因此，NetBackup-BMR 需
要一个与要恢复的主机具有相同操作系统的引导服务器。
引导服务器软件是从 NetBackup 安装介质安装的。
包含 BMR 引导服务器的常规部署如下所示：
请参考“配置 BMR”一章了解 BMR 引导服务器设置。

引导服务器要求
提供了与引导服务器相关的 SRT 要求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4 页的“关于共享资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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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引导服务器要求

服务器类型

要求

常规引导服务器

对于要保护的各种类型的客户端，必须分别有一个引导服务器。例如，Solaris 客户端需要 Solaris
引导服务器，Windows 客户端需要 Windows 引导服务器，依此类推。
对于 UNIX、Linux 和旧式的 Windows 还原，特定操作系统版本上的引导服务器只能承载相同或
更低操作系统版本的 SRT。例如，Solaris 9 引导服务器可以承载 Solaris 8 和 Solaris 9 SRT，而
不能承载 Solaris 10 SRT。
对于 UNIX、Linux 和旧式的 Windows 还原，特定操作系统版本上的客户端需要同一操作系统版
本的 SRT。
有关不同平台基于网络的恢复前提条件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附录“BMR 引导服务器上的网络
服务配置”。

AIX 引导服务器

AIX 引导服务器没有任何特殊要求。AIX 引导服务器可以驻留在客户端所在的子网中，也可以驻
留在另一个子网中。不过，特定操作系统版本上的 AIX 引导服务器只能承载同一操作系统版本或
更低版本的 SRT。例如，5.3.0.10 引导服务器只能承载 5.1.x.x、5.2.x.x、5.3.0.0 和 5.3.0.10
SRT，而不能承载 5.3.0.20 SRT。同样，5.2.x.x 引导服务器不能承载 5.3.x.x SRT。
并且，要恢复 5.3.0.10 客户端，您需要创建 5.3.0.10 SRT。您无法使用 5.3.0.11 或 6.1.0.1 SRT
恢复此客户端。

HP-UX 引导服务器 具有 HP-UX 客户端的每个网段都必须有一台可以支持这些客户端的 HP-UX 引导服务器。
在 HP-UX 引导服务器上，SRT 的 Ignite 版本必须与该引导服务器上安装的 Ignite 版本匹配。
Linux 引导服务器

具有 Linux 客户端的每个网段都必须有一台 Linux 引导服务器。
即使在设置 VLAN（虚拟局域网）时，您也可以配置交换机设置，以将网络引导请求数据包路由
到位于其他 VLAN（不同于客户端所在的 VLAN）上的服务器。这样，单个 Linux 引导服务器可
以恢复属于其他 VLAN 的 Linux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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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类型

要求

Solaris 引导服务器 具有 Solaris 客户端的每个网段都必须有一台可以支持这些客户端的 Solaris BMR 引导服务器。
不过，您可以通过以下操作来最大程度地减小此要求的影响：
■

在需要时，可以在网段中的 Solaris 计算机上安装 BMR 引导服务器软件。然后，在客户端发
生故障“之后”、需要还原时创建 SRT。

■

■

■
■

可以将一台在多个网络上有 IP 地址的 Solaris 计算机定义为 Solaris BMR 引导服务器。
也就是说，您可以对每个网段中的 Solaris BMR 客户端使用一台具有多个网络接口的 Solaris
BMR 引导服务器。
配置一台中继引导服务器，以使远程子网上的 Solaris 计算机可使用网关从 BMR 引导服务器
引导。
您可以联系支持代表获取更多信息。
Solaris10_x64 的 BMR 引导服务器要求安装以下软件：
■ TFTP Server
■

DHCP 服务器

■

NFS Server

仅可以在 Solaris10_x64 引导服务器上创建和承载用于执行 Solaris10_x64 客户端的裸机
还原的 SRT。操作系统和内核级别应该大于要还原的客户端，或与其相同。
如果要使用 bmrsrtadm 介质创建生成 BMR-ISO SRT，则必须在引导服务器上安装 SUNWmkcd
软件包。
■

Windows 引导服务 Windows 引导服务器的要求如下所示：
器
■ 引导服务器上的网络引导服务要求网络中必须有一台 DHCP 服务器。
■

引导服务器不得运行 PXE 服务或 TFTP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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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从 CD/DVD 引导时出现问题

■

还原耗时过长

■

Solaris 介质引导的网络参数问题

■

如何在意外删除 BMR 配置后恢复客户端

■

在 UNIX 平台上，BMR 还原后首次引导失败

■

基于客户端网络的引导问题

■

恢复 Windows 客户端时验证备份失败

■

在 32 位体系结构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上执行 BMR 物理备份到虚拟机的转换
后，VM 需要很长时间进行引导。

■

在 Windows 平台上，启用 BMR 的物理备份到虚拟机的转换作业失败

■

有关从客户端备份创建虚拟机的故障排除问题

从 CD/DVD 引导时出现问题
AIX、Linux 和 Solaris 平台使用常用的可引导 CD/DVD 格式 (ISO-9660)。HP-UX
使用逻辑交换格式 (LIF)。如果系统无法从 CD/DVD 引导，请将 CD/DVD 放入具有
CD 驱动器的系统中，然后检查其内容。（UNIX 或 Windows 平台都可以读取 ISO
格式。）
执行下列操作：
■

如果 CD/DVD 内容由单个文件构成，则说明该 CD/DVD 是作为数据 CD/DVD
而不是作为 ISO-9660 CD/DVD 映像而刻录的。请使用刻录 ISO 映像文件所需
的选项来重新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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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CD/DVD 空白或不可读取，请将 CD/DVD 从驱动器中取出，并仔细检查以
确定该 CD/DVD 是否曾写入过内容。某些 CD/DVD 刻录软件默认情况下会模拟
CD/DVD 刻录，以测试 CD/DVD 刻录硬件的能力。只有将“仅测试”选项关闭
后，才能刻录 CD/DVD。请在禁用“仅测试”选项后重复刻录过程。

■

如果引导仅部分成功，或者发现某些文件不存在或某些文件损坏，则说明出现
了以下问题之一：
■

刻录过程失败。仅完成部分刻录的 CD 也许可以引导，但可能不包含主要内
容部分。降低 CD 的刻录速度以便可以成功刻录。应在刻录完成后进行测试
或使用某些 CD 写入软件提供的选项进行验证，来帮助检测不成功的 CD 刻
录。

■

从 BMR 引导服务器向具有 CD 刻录机的计算机传输文件的操作失败。
用 FTP 传输文件时采用 ASCII 传输模式而不是二进制模式是导致文件损坏
的常见原因。

■

如果 CD 在另一个类似的计算机上成功引导，则还原系统上的驱动器可能已损坏
或者有污物。同样，在刻录后，CD 本身也很容易损坏，表面的污物也可能会使
其变得不可读。请检查物理介质以及读取 CD 的环境。

■

验证您是否采用了正确的步骤从 CD 引导客户端计算机。

■

尝试从安装介质引导客户端，以确保计算机在从 CD 引导时不存在硬件问题。

还原耗时过长
如果还原耗时过长（例如，需要 20 个小时，而不是通常的 2 个小时），则适配器
与它所连接的交换机或集线器之间的介质速度可能不匹配。 例如，介质速度设置为
100 MB 全双工，而集线器却使用半双工，则会导致还原速度降低。 更改介质速度
以匹配集线器或交换机的速度，或更改集线器-交换机设置以匹配客户端的设置。

Solaris 介质引导的网络参数问题
在 Solaris 客户端的介质引导进程中，Solaris 代码会轮询本地子网。进行轮询的目
的是确定本地子网中是否有任何计算机上保存有正要引导的客户端的网络参数记
录。如果 JumpStart 服务器上的 /etc/ethers 或 /etc/bootparams 文件夹中有该
客户端的网络参数，则在引导过程中将使用这些参数。即使这些参数与在 BMR 中
配置的引导接口的网络参数不同，也会使用它们。
如果存在此客户端的网络参数，则还原可能会失败。
要解决此问题，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该客户端所在子网中的其他所有计算机上，从以下文件中删除对该客户端系
统的全部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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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ethers file
/etc/bootparams
■

在介质引导配置好用于还原的网络参数之前，将正在引导的客户端从网络中断
开。

如何在意外删除 BMR 配置后恢复客户端
如果删除客户端及其当前配置，则下次备份该客户端时，将保存其配置。该客户端
会重新显示在“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视图中。
如果在客户端失败后（还原之前）删除该客户端和配置，可使用 bmrs 命令找回该
客户端以前的配置（您不能执行即时点还原，原因是被删除的客户端不会出现在
“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视图中）。
以下是在主服务器上使用 bmrs 命令的格式：

bmrs -resource config -operation retrieve -client clientName
-destination newConfigname -enddate dateFormat -policy policyName

有关 bmrs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

在 UNIX 平台上，BMR 还原后首次引导失败
进行 BMR 还原后，如果最初跨两个磁盘镜像的根磁盘更改为连续布局，Grub 的首
次引导可能会失败。在系统设置中，根磁盘跨 c3t0d0 和 c4t0d0 两个磁盘镜像。在
BIOS 设置中，c3t0d0 是引导序列中的第一个磁盘。在 DDR 配置过程中，根磁盘
从镜像更改为连续并在 c4t0d0 上映射。在 BIOS 中，该磁盘是引导序列中的第二个
磁盘。因此，进行 BMR 还原后，首次进行系统引导时，由于 c3t0d0 是引导序列中
的第一个磁盘，并且“由于该磁盘之前进行了镜像，grub 签名仍位于该磁盘上”，
系统会尝试从 c3t0d0 上的 grub 引导，随后引导会失败，原因是无法获取现已位于
c4t0d0 上的根文件系统和其他可引导文件。
进行 BMR 还原后，在系统引导期间，更改 BIOS 设置并选择正确的系统引导磁盘。

基于客户端网络的引导问题
不同的操作系统使用不同的网络协议进行网络引导。BMR 利用此协议启动基于网络
的客户端恢复。例如，Windows、Linux 和 Solaris-x86 使用基于 PXE 的网络引导，
其中包括 DHCP 和 TFTP 协议。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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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BMR 包含在 BMR 引导服务器上运行的 PXE 和 TFTP 服务。DHCP 可
以是同一个子网中的任何服务器。
Linux：DHCP 和 TFTP 服务需要在提供客户端网络引导的引导服务器上运行。（请
注意：服务完成部署并在引导服务器上运行后，BMR 将自动注册/注销这些服务以
启用客户端网络引导。）有时，在完成客户端恢复的同一个子网中有多个网络引导
协议服务器在运行。其中一个是正确的 PXE/DHCP/bootp 服务器，它可在网络引导
时将 IP_address 分配给 BMR 客户端。在这种环境中，当客户端通过网络引导以进
行 BMR 恢复时，会对其网络引导请求进行广播，因此客户端会首先连接计划外的
网络引导服务器 (PXE/DHCP/BOOTP)。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返回故障，并且
BMR 恢复可能会失败。
因此，确保除了提供 BMR 客户端网络引导的有效服务外，没有其他网络引导服务
在同一个子网上运行。请注意，这是 PXE、DHCP、BOOTP 引导协议自身的限制，
其中第一次 DHCP 回复失败将停止网络引导过程。

恢复 Windows 客户端时验证备份失败
在 Bare Metal Restore (BMR) 还原过程中，还原客户端将尝试验证其是否具有完成
还原所需的有效备份映像。此验证过程失败。可能原因是：
■

备份映像已失效。

■

使用了错误的策略类型备份客户端。例如，使用 UNIX Standard 策略对 Windows
客户端进行了备份。

■

备份映像缺少适当的系统还原所需的重要文件。

■

未授权该客户端在主服务器上执行列出或还原操作。

■

用于还原的还原配置的网络信息无效或缺失。

■

NetBackup 主服务器无法执行正确的客户端反向查找。

调试此错误消息的最好方法包括下列步骤：

1

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命令行执行“准备还原”操作。如果发生错误，
则可能是下面列出的原因之一。使用正常的 NetBackup 目录库查询信息验证是
否有使用正确策略类型的备份映像。此外，验证系统状态/卷影复制组件是否已
正确备份。还要验证客户端上的 Bare Metal Restore 软件目录是否已备份。如
果准备还原操作成功，则备份映像信息有效。这随后将指出客户端上 BMR 还
原环境中的问题或主服务器上的网络设置。还原配置中需要验证为正常的项
目：
■

检查“网络接口”部分并确保 MAC 地址正确无误，并且是还原过程中使用
的那个 MAC 地址。验证是否已将网络电缆连接到客户端 NIC 和交换机上
的正确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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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需要，检查“主机”部分并验证是否存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介质
服务器的有效条目（主机名和 IP 地址）。

■

查看主服务器上的 bmrrst 日志以了解还原进度。确定还原客户端的根本原
因：

2

取消并退出还原向导。您将返回到主菜单。

3

将鼠标移动到主屏幕左上角的齿轮状图标旁边的某个位置。当鼠标指针从箭头
变为手形时，右键单击鼠标。此时将会打开命令行窗口。

4

将目录切换到 X:\BMR\NBU\bin。

5

执行命令
bpclimagelist -client $CLNT_NAME -T echo %ERRORLEVEL%

echo 命令将显示该命令的返回代码。bpclimagelist 命令将无法收集目录库
备份映像信息，原因如下：
■

无法与主服务器联系 (rc=25)。如果客户端连接了错误的接口端口，或者具
有无效或不完整的主服务器主机名和 IP 地址信息，将发生此问题。这与客
户端最初可以访问客户端配置的情况不相关。发生故障时，将修改客户端
网络接口以使其与指定用于还原的还原配置中的情况相匹配。已修改在第
一个输入页面上输入的值以与配置值相匹配。

■

主服务器无法响应客户端端口 (rc=23)。可能原因是服务器的 DNS 条目或
主机文件中缺少客户端反向查找信息，或路由至客户端无效

■

主服务器未将还原客户端视为有效客户端 (rc=131, 133, 135)。客户端使用
的 IP 地址解析为与配置中的名称不相同的名称，或者客户端没有权限执行
列出/还原请求。解决此问题的其中一种方法是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的
hosts 文件中放置一个临时条目。此条目必须与用于还原的还原配置中“网
络接口”部分的数据信息相匹配。还要检查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主
机属性”>“主服务器”>“客户端属性”，以确保客户端有权执行列出和
还原操作

■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不具备有效的备份映像 (rc=227)。

一般情况下，所有 BMR 还原在还原过程中都应使用固定的 IP 地址信息，不应使用
DHCP 或 DNS。如果确实需要，可以在 BMR 还原完成后对此进行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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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2 位体系结构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上执行 BMR
物理备份到虚拟机的转换后，VM 需要很长时间进行
引导。
在 VM 引导期间，登录后，Windows 弹出“找到了新的硬件和配置”窗口。它提示
为 SAS 控制器 - 基本系统设备配置设备驱动程序。该对话框窗口提供了两个用于新
设备配置的选项，即“自动搜索和配置”和“跳过这些设备的提示”。如果选择任
一选项，Windows 在 SAS 控制器 VMWare PVSCI 设备驱动程序配置过程中会出
错。由于存在该问题，下次引导可能会导致 BSOD。
请勿针对“新硬件配置”对话框执行任何操作。通过 Window 交叉按钮关闭该对话
框窗口。您可以忽略该对话框。每次引导 VM 时可能都需要完成此过程。

在 Windows 平台上，启用 BMR 的物理备份到虚拟机
的转换作业失败
此问题显示作业失败，错误代码为 12。这表示虚拟实例转换器或 NetBackup 恢复
主机无法在创建的 VM 上装入文件系统。
重新启动 NetBackup 恢复主机，使 VMWare 装入服务进行正确注册，然后再启动。
建议始终在执行 NB 客户端安装后重新引导 NB 恢复主机。

有关从客户端备份创建虚拟机的故障排除问题
以下各节提供了有关在使用“直接从客户端备份执行虚拟机创建”功能时可能会使
用的故障排除步骤的详细信息。

虚拟机转换客户端列表下看不到客户端名称
要调试原因，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检查客户端 BMR 备份是否成功。请参见第 181 页的“从备份创建 VM 的前提条
件 ”。

2

请参考 bmrd 和 bmrsavcfg 日志以获取有关故障的更多详细信息。

3

如果 BMR 备份成功，请检查客户端主机名是否列于选项卡“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下。如果客户端主机名列于“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
列表下，但不在“VM 转换客户端”列表下，请参考支持列表以验证客户端是
否符合指定条件。有关日志位置，请参考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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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交虚拟机创建作业期间出现故障
要查找虚拟机创建作业失败的原因，请执行以下步骤：
■

在 UI 向导窗口中，如果在“恢复主机”下拉列表中看不到预期的 NetBackup
RecoveryHost（虚拟实例转换器），请确保虚拟实例转换器 (VIC) 已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中注册。
请参见第 181 页的“从备份创建 VM 的前提条件 ”。

■

在 UI 向导窗口中，如果您无法查看预期的虚拟机监控程序（vCenter 或 ESX）
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步骤：
■

如果您预期的服务器是 vCenter Server 或独立 ESX Server，请确保其已在
主服务器中注册。
请参见第 181 页的“从备份创建 VM 的前提条件 ”。

■

如果已注册虚拟机监控程序，请按以下步骤验证其与 VIC 的连接：
■

在节点“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虚拟机服务器”下打开目标虚
拟机监控程序条目。

■

在选项卡“用于备份主机”下，选择预期的恢复主机。

■

单击“确定”。

完成该过程将通过所选 NetBackup Recovery Host 验证虚拟机监控程序服务
器的连接。
■

如果您无法查看虚拟机监控程序的 DataStore、资源池/vApp 或文件夹，请按本
节先前所述，检查虚拟机监控程序的连接。如果存在连接，但仍无法获取条目，
请参考详细级别为 6 的 bpVMutil 和 bpVMreq 日志。有关日志位置，请参考
表 10-1。

创建虚拟机作业失败
要查看错误代码，请参见第 199 页的“监视 VM 创建作业”。请检查详细级别为 6 的
bmrb2v、bmrb2vrst 和 bmrd 日志。有关日志位置，请参考表 10-1。
表 10-1
组件

日志目录

位于

bpVMutil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VMutil 虚拟实例转换器恢复主机

bpVMreq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VMreq 提交转换作业的主服务器。

bmrb2v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mrb2v 提交转换作业的主服务器。

bmrb2vrst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mrb2vrst 虚拟实例转换器恢复主机

bmrd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mrd 提交转换作业的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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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日志目录

位于

bmrsavcfg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mrsavcfg 执行 BMR 备份的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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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Windows 上的旧式还原

■

在 BMR 7.0.1 和更高版本中对旧式还原功能的更改

■

创建用于 Windows 客户端的 CD 引导介质

■

关于使用旧式过程还原系统

关于 Windows 上的旧式还原
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还原客户端时，通常优先选
择旧式还原。对于需要旧式还原过程的系统，安装、部署和备份操作没有任何变
化。
注意：BMR 引导服务器 7.6.1 和更高版本不支持创建旧版类型的 SRT。您只能使
用即时点方法还原旧版 SRT。

在 BMR 7.0.1 和更高版本中对旧式还原功能的更改
在 BMR 7.0.1 和更高版本中，对旧式还原功能进行了如下更改：
■

运行旧式还原不再需要 PC-DOS。在 BMR 7.0.1 和更高版本中，旧式还原功能
从 Windows PE 引导映像中引导。对旧式还原选项的引导进程的这种更改减少
了维护操作并降低了开销。
在 BMR 7.0.1 和更高版本中，您无需执行下列任务：
■

下载和存储 DOS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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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维护软盘，软盘作为介质现已过时。

■

下载和维护兼容 DOS 的驱动程序。

■

维护软盘驱动器 (FDD) 以便执行 BMR 还原。

由于去除了 PC-DOS，因此无需创建引导软盘。因此，已删除“引导服务器助
理”屏幕上的“旧式引导软盘向导”链接。

■

PC-DOS 已由 Windows PE 取代，因此旧式还原可通过基于 PXE 的网络选项进
行引导。

■

与 PC-DOS 不同的是，Windows PE 不需要 16 位 Windows 安装程序二进制文
件。因此，BMR 7.0.1 和更高版本中，还对 64 位版本的 Windows 提供旧式还
原支持。

■

基于 PC-DOS 的旧式还原在还原时大约需要重新启动八次。而基于 Windows
PE 的旧式还原，重新启动次数已减少到大约五次。

注意：Windows PE 取代 PC-DOS 后，旧式还原在系统的引导分区需要 2 GB 到 4
GB 的额外可用空间。引导分区是包含操作系统的分区。

创建用于 Windows 客户端的 CD 引导介质
在开始使用旧式过程对 Windows 系统进行还原之前，必须先创建一个引导 CD。引
导介质会自动将 Windows 从 SRT 安装到系统的硬盘驱动器上。引导 CD 会访问复
制到它上面的 CD 副本。要创建某类型的介质，必须已经存在旧式 Windows SRT。
注意：在 BMR 7.0.1 或更高版本中，不支持在 Windows 平台上进行基于软盘的还
原。
在创建可引导 CD 之前，请确认已经完成了下列操作：
■

已经创建了与要还原的操作系统版本相匹配的旧式 SRT。如果要还原 Windows
2003 Server，需要一个适用于 Windows 2003 的旧式 SRT。为此，请导航到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的“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资源”>“共享资
源树”选项卡。在“名称”列中，旧式 SRT 标记为“(旧式)”。
注意：BMR 7.0.1 还支持 Windows 2008 旧式还原。

■

已经针对要还原的系统完成了“准备还原”操作。已经针对特定的 BMR 客户端
系统自定义了旧式引导 CD，以便允许执行完全自动化操作。
请参见第 82 页的“准备还原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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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用于 Windows 客户端的 CD 引导介质

1

在 Windows BMR 引导服务器上，从“开始”菜单中选择“程序”> Veritas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 引导服务器助理”。将显示“Bare Metal
Restore - 引导服务器助理”屏幕。

2

单击“共享资源树管理向导”。

3

在“欢迎使用”面板上单击“下一步”。

4

选择“从共享资源树创建可引导 CD/DVD”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

5

选择一个标记为“(旧式)”的 SRT。

6

选择要还原的客户端和配置。

7

按照提示创建引导介质。

关于使用旧式过程还原系统
在启动还原过程之前，请确保已经完成了“准备还原”步骤、创建了 SRT 且创建
了引导介质。

关于将 Windows 客户端还原到不同磁盘
要还原具有不同磁盘的系统，可以先编辑服务器上的配置（这可能会导致执行完全
自动化的还原），也可以启动还原并允许 BMR 检测不同的磁盘。如果新磁盘不支
持原始磁盘布局，BMR 会在还原过程中自动启动“不同磁盘还原映射”实用程序。
有关在启动还原之前编辑配置的过程，请参见“修改配置”。

在引导阶段只加载引导分区驱动程序
Windows 2003 系统通常不只使用一个海量存储设备 (MSD) 驱动程序。但是，其中
只有一个驱动程序与安装 Windows 的那个驱动器的引导分区关联。
默认情况下，BMR 会在还原过程的引导阶段加载所有 MSD 驱动程序。您可以编辑
配置，以便仅加载与引导分区关联的驱动程序。如果加载所有 MSD 驱动程序会妨
碍还原的引导进程，则应执行此操作。
系统驱动器总是映射后的驱动器，因此不能移动。但是，如果磁盘是在还原之前映
射的，则可以调整系统驱动器的空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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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导阶段只加载引导分区驱动程序

1

在“设备和驱动程序”对话框中，从底部框中选择正确的驱动程序，然后单击
“更改”。

2

选中标注为“安装文本形式段时，使用可引导驱动程序”的框。

3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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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户端备份创建虚拟机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从备份创建虚拟机

■

BMR 物理计算机到虚拟机创建的优点和用例

■

虚拟机创建的部署示意图

■

从客户端到 VM 的转换流程

■

从备份创建 VM 的前提条件

■

从备份执行虚拟机创建

■

虚拟机创建 CLI

关于从备份创建虚拟机
NetBackup BMR 支持直接从 FULL、SYNTHETIC、INCREMENTAL 和 PIT（即时
点）备份创建虚拟机 (VM)（物理到虚拟）。这种 VM 创建不需要设置 BMR 引导服
务器和共享资源树。有关平台支持列表的更多信息，请参考附录部分请参见第 211 页的
“BMR 直接 VM 转换支持表”。
此功能支持对虚拟机进行基于向导或基于单个 CLI 的简单灾难恢复 (DR)。通过
NetBackup 自动映像复制 (AIR) 的支持，VM 创建甚至可以在 DR 域上进行。此功
能可帮助非技术人员执行服务器级别的 DR，因为用户不需要创建虚拟机布局或使
用 BMR 方法执行不同系统恢复。运行物理计算机到虚拟机创建向导或单个命令行
来查找所创建的客户端虚拟机，并自动引导该虚拟机。
注意：有关支持列表的信息，请参见第 211 页的“BMR 直接 VM 转换支持表”。当前，
启用了 SFW 或具有 EFI 或 GPT 分区的 Windows 客户端上的部署无法通过此客户
端到 VM 的转换实用程序转换为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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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R 物理计算机到虚拟机创建的优点和用例
客户端到 VM 创建过程具有下列优点和用例。
■

可用作即时临时 DR 机制。

■

通过利用虚拟机进行恢复降低运营支出。

■

通过启用 NetBackup 自动映像复制 (AIR)，提供 DR 域的主域客户端的快速恢
复。 请参考《NetBackup 管理指南》了解有关启用自动映像复制的更多详细信
息。

■

通过易用的 VM 转换向导，以及无需进行任何系统恢复前提条件准备，可降低
恢复时间目标 (RTO)。

■

可用于进行合规性测试和消防测试。

■

支持通过增量式完全合成备份映像创建 VM。

■

支持通过即时点备份映像创建 VM。

■

通过提供下列首选项实现灵活的 VM 创建：
■

仅系统还原： 可以创建仅具有操作系统卷的 VM。

■

重写现有 VM：可自动重写具有相同名称的任何现有 VM。

■

创建后自动引导 VM： 选中时，VM 创建过程会在创建后自动引导 VM。

■

灵活地将单个虚拟磁盘映射到所需的虚拟存储实体。

■

网络剥离： 用于删除 VM 中的原始客户端网络接口和 IP 配置的选项。

■

可创建仅具有选定磁盘的 VM。

■

提供用于触发客户端 VM 创建的单命令行工具。

注意：当前不支持增量式数据还原，但是，可从增量式备份进行全新的 VM 创建。

虚拟机创建的部署示意图
以下是 BMR 客户端到虚拟机转换的常规部署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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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服务器：客户端启用 BMR 的备份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注意：请参阅以下各节，了解关于配置 BMR 主服务器和启用 BMR 客户端保护的
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7 页的“配置 BMR 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25 页的“配置备份 BMR 客户端的策略”。
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在基于磁盘的存储单元上包含客户端启用
BMR 的备份映像。
虚拟实例转换器 (VIC)：该主机是已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的 NetBackup 恢复主
机。BMR 客户端到 VM 的转换需要 VIC 操作系统（与客户端的操作系统属于同一
系列），向虚拟机转换时需要该操作系统。例如，基于 Windows 2008 的 VIC 可以
创建基于 Windows 2003、2008、2008 R2 和 Windows 7 的客户端的 VM。
虚拟机监控程序服务器： 创建客户端 VM 的目标虚拟服务器。您需要在运行虚拟机
转换向导时选择计划使用的虚拟机监控程序服务器。
注意：对于 VIC 主机不需要额外硬件。可以通过虚拟机选择性地配置 VIC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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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服务器操作系统与要转换的客户端的操作系统属于同一系列，也可以通过主服
务器或介质服务器配置 VIC。但由于 VM 创建过程会消耗资源，并且有可能会降低
NetBackup 服务器的性能，因此不建议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上设
置 VIC。 有关虚拟机转换操作当前支持的虚拟机监控程序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
见第 210 页的“虚拟环境的 BMR 支持”。

从客户端到 VM 的转换流程
下图显示了较高级别的从客户端到 VM 的转换流程。

从备份创建 VM 的前提条件
以下是从备份创建虚拟机的前提条件。
■

已配置的 BMR 主服务器
首先，需要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启用 BMR 服务器。有关如何启用 BMR 服
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7 页的“配置 BMR 主服务器”。

■

客户端启用 BMR 的备份
为 BMR 配置 NetBackup 策略。为 BMR 选中备份策略属性中的“收集灾难恢复
信息”选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5 页的“配置备份 BMR 客户端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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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R 备份策略要求至少添加操作系统卷作为备份选择的一部分。使用 Windows
时，需要将引导、系统卷、系统状态添加到备份选择列表下。
注意：方便起见，默认情况下在备份选择中提供了 ALL_LOCAL_DRIVES 选项，
该选项表示在备份期间考虑所有客户端卷。
在备份策略中启用 BMR 后，执行初始完全备份。

■

特定于虚拟机监控程序的工具 ISO 文件
VM 创建过程需要特定于虚拟机监控程序的工具 ISO 文件，以便在 VM 创建过
程中向 VM 系统配置所需的设备驱动程序。通常情况下，虚拟机监控程序供应
商在其网站上提供他们的工具 ISO 文件和虚拟机监控程序服务器。例如，对于
VMWare ESX Server 5.0，相关工具 ISO 可以位于您的 ESX Server 上，也可
以从 VMWare 网站下载。请参阅提供的以下示例。
工具 ISO 在 ESX Server 上的路径： /vmimages/tools-isoimages/windows.iso
网站位置：
http://packages.vmware.com/tools/esx/5.0latest/windows/x86_64/index.html
VIC 主机上必须具有此工具 ISO 文件。虚拟机创建向导会提示输入此 ISO 在
VIC 上的完整目录路径。

■

NetBackup 中的虚拟机监控程序服务器名称注册
您需要向需要创建 VM 的 NetBackup 注册您的虚拟机监控程序服务器。此注册
需要使用虚拟机监控程序服务器管理凭据。请参阅关于 VMWare vCenter Server
注册的示例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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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中的 VIC（NetBackup 恢复主机）名称注册
对于 VMWare 类型的虚拟机监控程序，需要在名为“VMWare 访问主机”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属性中注册虚拟映像转换器主机名。请参阅关于 VMWare
访问主机注册的示例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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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备份执行虚拟机创建
以下各节详细介绍了客户端从备份执行 VM 创建的过程。

虚拟机转换客户端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项卡“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VM 转换客
户端”面板列出所有可以转换为虚拟机 (VM) 的客户端。您可以查看客户端的各种
详细信息，如操作系统类型、CPU、RAM、主机和网络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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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客户端备份转换为 VM
使用“虚拟机转换”向导，可以将启用 BMR 的备份转换为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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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动有关将客户端备份转换为虚拟机的操作，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导航至 NetBackup 控制台上的“VM 转换客户端”面板。

2

右键单击所需的客户端配置以获取带有转换操作选项的弹出菜单。

您也可以选择创建自定义客户端配置或 PIT（即时点）配置以用于 VM 创建。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新建客户端配置”选项创建 PIT 配置或复制现有的客户
端配置。有关如何更改客户端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92 页的“创建自定义
配置”。

3

在转换操作弹出菜单中，单击“转换为虚拟机”以启动转换过程向导。
此向导提示您有关目标虚拟机监控程序服务器参数和转换选项的详细信息。

基于 VMWare 的 VM 转换向导流
向导第一页提示用户有关 VMWare 服务器参数、VIC 主机详细信息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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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参数

转换为虚拟机
参数详细信息

NetBackup 恢复主机: 这是要用作 VIC（虚拟实例转换器）或恢复主机的 NetBackup 客户
端主机名。此主机在所需的 VMWare 服务器上准备 VM。

注意：VIC 操作系统有一个规则，即如果要转换为 VM 的客户端具
有基于 Windows 的产品系列，则必须设置基于 Windows 的 VIC。
如果满足此操作系统规则，则可以在物理计算机或虚拟机上设置
VIC。但是，不推荐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上设置
VIC，因为虚拟机创建过程会消耗资源，并且会降低 NetBackup 服
务器的性能。
VMWare Tools ISO 文 输入 VMWare .iso 文件在先前此对话框中输入的 VIC 主机上的绝对
件:
路径。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81 页的“从备份创建 VM 的前提条件 ”。
vCenter Server：

选择 vCenter Server 名称（如果适用）。

ESX Server：

选择或输入 ESX Server 名称。

VMWare 文件夹:

要在其中创建目标虚拟机的文件夹。

显示名称：

输入要创建的虚拟机的显示名称。

资源池：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资源池名称。

DataStore/DataStore 这些是连接到 ESX Server 的存储。如果您选择选项“为所有 VMDK
群集：
使用相同的 DataStore/DataStore 群集”，将在相同的 DataStore
或 DataStore 群集上创建属于 VM 的所有 V 磁盘。如果没有选择此
选项，则此向导后面的屏幕将提供选项以将单个 V 磁盘映射到
DataStore。

请参考下面的对话框快照示例，其中显示了已填写的上文所描述的参数。有关更多
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屏幕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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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选项
下一个向导页将提示您提供 VM 转换选项并允许选择虚拟磁盘类型。下表介绍了与
VM 和磁盘类型有关的所有必需选项。
表 12-2

虚拟机选项

虚拟机选项
重写现有虚拟机：

选择此选项可在显示名称重复时删除现有虚拟机。如果目
标位置上存在一个具有相同显示名称的虚拟机，将在还原
开始之前自动删除该虚拟机，否则还原会失败。如果不选
择此选项，将需要手动删除重复的 VM 名称。

删除网络接口：

如果选择此选项，将不会在目标位置上配置原始客户端网
络接口。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将在 VM 上配置相同数量
的网络接口及其在源客户端配置中存在的详细信息。

恢复之后打开虚拟机：

选择此选项可在恢复完成之后自动打开恢复的虚拟机。

仅还原系统磁盘和卷：

选择此选项，将仅当 VM 上仅需要恢复操作系统时才恢复
操作系统磁盘卷。

虚拟磁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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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置备：

选择此选项将以瘦格式配置还原的虚拟磁盘。瘦置备通过
动态增长 vmdk 文件来节省磁盘空间。vmdk 文件不大于
虚拟机上的数据所需的空间。虚拟磁盘会根据需要自动增
加大小。

厚置备：

选择此选项将以厚格式配置还原的虚拟磁盘。它创建的虚
拟磁盘长度等同于 VM 上的物理磁盘长度。使用此选项创
建虚拟磁盘可能要花费更多时间。

请参考以下显示了 VM 选项的示例快照。

虚拟机转换存储目标
VM 转换存储目标向导中列出了属于要转换为虚拟机的客户端的所有磁盘。您可以
通过该向导选择要与各个磁盘相对应的 Datastore，恢复过程会在对应 Datastore 上
创建等效 VMDK 文件。
注意：如果您已在“转换为虚拟机”向导中选中“为所有 VMDK 使用相同的
DataStore/DataStore 群集”选项，则会自动选择存储目标。
请参考以下显示了目标详细信息的示例屏幕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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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选择
您可以选择 VMWare 网络连接名称，以创建属于虚拟网络的 VM 网络接口。向导中
列出了所有可用的网络连接。
请参考以下显示了供选择的网络名称的示例屏幕快照。

虚拟机转换摘要
摘要页显示所有与通过 VM 转换向导配置的客户端转换相关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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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预检查以确认环境详细信息完整无缺。如果所有环境配置完整无缺，验证测试
将显示“通过”状态。
单击“启动恢复”以创建通过 NetBackup 主服务器创建 VM 的任务。 检查“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选项卡下的“VM 转换任务”中列出的任务，并参考任务状
态和操作以了解进度状态。
有关任务和状态信息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监视 Bare Metal Restore 任务”一章。
请参考以下示例摘要屏幕。

虚拟机转换任务
在虚拟机转换向导中，当您单击“转换为虚拟机”时，将创建虚拟机创建过程的任
务。您可以在“虚拟机转换任务”选项卡中检查此任务的状态并检查任务操作以了
解进度状态。
有关任务和状态信息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监视 Bare Metal Restore 任务”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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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任务属性
“还原任务属性”对话框中汇总了客户端到 VM 转换的所有参数，即常规配置和恢
复选项。摘要中还包括 VM 名称、vCenter Server、VMWare Tools ISO 文件位置
和 VMDK 的数据中心等虚拟机转换配置。此外还列出了已配置的网络参数和还原的
磁盘类型。
有关任务和状态信息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监视 Bare Metal Restore 任务”一章。

创建自定义配置
在创建新的客户端配置时，可以复制现有客户端配置，或通过即时点 (PIT) 配置策
略创建 PIT VM。在执行以下操作时需要创建自定义配置：
■

创建副本配置：您可以复制转换的现有客户端配置以自定义原始配置。您可以
自定义 RAM 大小、分配的 CPU 单元数、要在 VM 上创建的磁盘数和网络参数
等客户端属性。
如果您有时不希望恢复 VM 上的所有原始磁盘或卷，此自定义置备将很有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将不希望还原的磁盘标记为受限，以避免在创建 VM 转
换过程中创建对应的虚拟磁盘。
注意： 请确保不要限制操作系统磁盘，否则，创建的 VM 将无法引导。

■

从即时点 (PIT) 备份创建 PIT VM：您可以检索备份映像的 PIT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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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管理客户端和配置”一章。

虚拟机创建 CLI
可以使用命令行界面从客户端备份执行与 VM 创建相关的各种操作。
■

从备份提交 VM 创建作业
使用命令 nbrestorevm，从主服务器或任何具有管理权限的客户端提交 VM 创
建作业。如果执行不带任何参数的 nbrestorevm，将显示以下帮助。
对于 VM 还原：
nbrestorevm -bmr {-vmw|-vmhv} -C vm_client [-S master_server] [-O]
[-R rename_file (must be an absolute path)] [-L progress_log [-en]]
[-k "keyword phrase"] [-disk_media_server media_server] [-s
mm/dd/yyyy [HH:MM:SS]] [-e mm/dd/yyyy [HH:MM:SS]] [-w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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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tm vm_transport_mode] [-vmserver vm_server] [-vmproxy vm_proxy]
[-vmpo] [-vmtd] [-vmfd] [-vmbz] [-vmdrs] [-vmpdrs] [-vmvxd]
[-vmkeephv] [-vmid] [-vmsn] [-vmrb] [-force] [-vcd] [-vcdred]
[-vcdovw] [-vcdrte] [-vcdtemplate] [-vcdlfree] [-vcdremv]
[-ir_activate] [-temp_location temp_location_for_writes]
[[-ir_deactivate | -ir_reactivate | -ir_done]
instant_recovery_identifier] [-ir_reactivate_all [-vmhost vm_host]
[-media_server media_server_activate_vm]] [-ir_listvm]

对于 BMR VM 转换：
nbrestorevm -bmr {-vmw|-vmhv} -C vm_client [-S master_server] [-O]
-vmserver vm_server -vmproxy vm_proxy -veconfig ve_config_file_Path
(must be an absolute path) [-config bmr_config_name] [-vmpo]
[-vmsn] [-systemOnly]

其中，
-vmw : VMWare
-C：转换为 VM 的客户端的名称
-S：主服务器的名称
-O：用于重写 VM（如果已存在同名的 VM）的选项
-vmserver：vCenter 或 ESX Server 名称
-vmproxy：虚拟映像转换器或 NB-Proxy 名称
-veconfig：包含虚拟环境详细信息的文件完整路径
-vmpo：[可选] 如果已提供，将自动启动 VM
示例：
nbrestorevm -bmr -vmw -C d1950-17.punbmr.com -vmserver
bmrrh10.vxindia.veritas.com -vmproxy ix3650-21.punbmr.com -veconfig
C:\B2V\veconfig-vmw1.txt -config current -O -vmpo
[Info] V-433-32 Successfully submitted job.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see VM Conversion Tasks

详细信息请参见 -veconfig 文件。
例如，C:\B2V\veconfig.txt 以参数 = 值的方式包含了以下信息。
esxhost="bmrvmw1.vxindia.veritas.com"
name="Test_NBRestoreVM"
network="VM Network"
diskformat="ThinVdisk"
toolsIsoPath="C:\B2V\windows_esx5.iso"
datacenter="/TestFolderAboveDC/Public Datacenter"
folder=[optional]"/TestFolderAboveDC/Public Datacenter/vm"
resourcepool= [optional]"/TestFolderAboveDC/Public
Datacenter/host/bmrvmw1.vxindia.veritas.com/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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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disk=0:"B2V_4TB"
harddisk=1:"storage1 (2)"
harddisk=2:"storage2 (1)"
■

跟踪 VM 创建作业
可以使用以下 CLI 跟踪提交的 VM 创建作业。
在主服务器上，要列出处于运行状态的已提交作业，请执行以下命令：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bmrs -operation list
-resource B2VrestoreTask

在主服务器上，要列出 VM 创建作业历史记录（已成功完成或失败），请执行
以下命令：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bmrs -operation list
-resource B2VrestoreTaskLog
■

删除与 VM 创建相关的任务日志
在主服务器上，要从数据库中清理日志，请执行以下命令：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bmrs -o delete -resource
b2vrestoretasklog -id <p2vRestoreTaskLogId>

通过使用任务日志关键字的列表操作中的命令，可以获取
p2vRestoreTaskLogId。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196

13
监视 Bare Metal Restore
活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监视 BMR 还原任务

■

监视备份作业

■

监视 VM 创建作业

■

BMR 日志

监视 BMR 还原任务
“任务”窗口显示“准备还原”和“准备发现”操作的状态和资源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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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 BMR 还原任务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Bare
Metal Restore 任务”。
借助于“刷新”选项，可使用从主服务器检索到的新信息更新详细信息窗格。
如果突出显示某个项目，则仅更新该项目。
以下屏幕快照显示了 PTR（“准备还原”操作）后为客户端创建的还原任务。
该任务状态表明客户端已准备好进行 BMR 恢复。

2

要显示有关任务的详细信息，请右键单击“详细信息”窗格中的一个任务，然
后选择“属性”。
还可以选择以下其他选项之一来管理任务：
清理

尚未分配该任务使用的资源，“状态”设置为“结束”，“状态”
设置为 150（由用户终止）。
可以清理处于“活动”或“正在等待”状态的任务。

删除

可以删除处于“结束”状态的任务。

监视备份作业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活动监视器”中的“作业”选项卡，可以监视那些备
份受保护客户端的作业。
通过双击作业打开“作业详细信息”对话框，可查看有关该作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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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选项卡可显示作业信息，如下所述：
■

“作业概述”选项卡包含有关作业的常规信息。

■

“详细状态”选项卡包含有关作业和在客户端上运行的代理的详细信息。它收
集客户端配置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发送到 BMR 主服务器。在那些具有简单配置
（有一个或几个磁盘）的受保护系统上，代理仅需要花费几秒钟。具有磁盘或
卷组的较复杂系统可能需要花费几分钟。复杂的存储区域网络环境可能需要花
费一小时。

如果在备份策略中启用了“允许多个数据流”属性，NetBackup 可能会将每个客户
端的备份分为多个作业。每个作业只对备份选择列表的一部分进行备份。作业位于
不同的数据流中，并且可以并行发生。对于每个客户端，仅其中一个作业可以启动
收集客户端裸机恢复所需配置的代理（通常是具有最小作业 ID 的作业）。

应调查备份作业的非零状态并解决问题，以便可以进行备份，同时代理会收集配置
信息并将其发送到主服务器。
注意：如果 BMR 配置备份作业失败（通常是具有最小作业 ID 的作业），文件系统
数据备份将成功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文件系统数据备份成功之后，BMR 配置备份
作业将标记为“已部分完成”，以黄色突出显示。

监视 VM 创建作业
在执行虚拟机转换向导期间，单击“转换为虚拟机”按钮时，NetBackup 会针对
VM 创建过程创建任务。您可以在此任务选项卡下检查状态、选定的虚拟机监控程
序环境详细信息和 VM 转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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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监视 VM 转换任务，请执行以下任务：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导航到“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VM
转换任务”。

2

借助于“刷新”选项，可使用从主服务器检索到的新信息更新详细信息窗格。
将仅突出显示更新项目。
以下屏幕快照显示了在执行 VM 转换向导期间创建的 VM 转换任务。

3

To display details about a task, right-click a task in the Details pane and then
select Properties.
注意： 不能清理或取消与 BMR 还原或发现任务类似的已提交 VM 转换任务。
可以在“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下看到选定的客户端文件系统数据恢复作
业。

下表显示了与 VM 转换相关的不同任务状态码以及描述。
状态码

描述

0

VM 转换任务已成功完成。

3

资源分配失败。

4

VM 创建的客户端配置不受支持。在执行 VM 创建过程期间引发一些未确
定的异常。

6

加载客户端配置时失败。

7

为选定客户端配置创建 VM 节点时失败。

8

准备客户端物理计算机对象时失败。

9

构建 VM 转换元数据时失败。

12

在创建的 VM 上装入文件系统时失败。

13

在创建的 VM 上加载 Windows 注册表时失败。

15

配置网络设置时失败。

16

自动重新启动创建的 VM 时失败。有时，如果已完全加载虚拟机监控程序
服务器，此任务可能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尝试手动引导 VM。

17

处理设备驱动程序配置时失败。

18

处理 MSD 设备驱动程序配置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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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描述

19

在执行 VM 转换过程期间引发一些未确定的异常。

BMR 日志
可以通过查看 BMR 生成的消息来监视 BMR 活动。
BMR 活动日志文件存储在主服务器上的以下目录中：
■

/usr/openv/logs 目录（UNIX 和 Linux）

■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文件夹 (Windows)

BMR 对日志文件使用标准命名格式。
下面是一个示例日志文件名：
51216-119-3892578826-050225-0000000000.log

下面是该示例日志文件名的各个组成部分：
■

51216 是 NetBackup 的产品 ID。

■

119 是编写日志的进程（bmrd 或 bmrbd，Bare Metal Restore 主服务器或引导
服务器服务）的创建者 ID。

■

3892578826 是创建此日志的主机的十进制 ID。

■

050225 是 YYMMDD 格式的日期。

■

0000000000 是指示此日志文件实例的循环数。如果文件达到了最大大小，会针
对此创建者创建一个新的日志文件，则文件循环数将相应地增加 1。

统一日志记录文件中可能会出现下列类型的消息：
■

应用程序日志消息。包括提示性消息、警告消息和错误消息。

■

诊断日志消息。记录的信息量取决于日志记录级别。

■

调试日志消息。这些消息主要是为 Veritas 支持和工程提供的。记录的调试信息
量取决于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指定的日志记录级别。

BMR 日志记录创建者 ID
下面是执行日志记录的 BMR 进程的创建者 ID：
119

bmrd 和 bmrbd。Bare Metal Restore 主服务器和引导服务器服务。bmrbd 引
导服务器进程在 BMR 引导服务器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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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bmrsavecfg。 Bare Metal Restore 代理，该代理在客户端系统上运行，可收
集客户端配置并将配置保存到主服务器。

122

bmrc。 Bare Metal Restore 实用程序，客户端在还原期间使用该实用程序与
BMR 主服务器进行通信。运行在正在还原的客户端上。

123

bmrs。GUI 所执行的各种活动的 Bare Metal Restore 命令行界面。

125

bmrsrtadm。 Bare Metal Restore 实用程序，可创建和管理共享资源树，并创
建用于还原的可引导 CD/DVD 介质。运行在 BMR 引导服务器上。

126

bmrprep。 Bare Metal Restore 实用程序，可使 BMR 为客户端还原或发现做
好准备。运行在主服务器上。

127

bmrsetupmaster 和 bmrsetupboot。Bare Metal Restore 主服务器和引导
服务器配置实用程序。

128

其他程序和 Bare Metal Restore 库。

129

bmrconfig。 Bare Metal Restore 实用程序，可修改客户端的配置。

130

bmrcreatepkg.exe。 Bare Metal Restore 实用程序，可将 Windows 驱动程
序、Service Pack 和修补程序添加到 BMR 主服务器以供还原使用。运行在
Windows 引导服务器上。

131

bmrrst.exe 和 bmrmap.exe（仅适用于 Windows 系统）。可还原 Windows
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的实用程序。运行在正在还原的客户端上。

142

bmrepadm。一种可管理 Bare Metal Restore（在还原过程中使用的外部过程）
的实用程序。运行在主服务器上。

152

bmrovradm。一种实用程序，可管理 Bare Metal Restore 的自定义覆盖功能。

248

bmrlauncher。一种在新的 Windows Fast Restore 环境中用于提示输入 IP 信
息的实用程序。

433

bmrb2v: 这是到 VM 创建命令行界面的 BMR 备份。

434

bmrb2vrst：一种实用程序，在 VIC（NetBackup 恢复）主机上执行 VM 创
建。

可用于管理统一日志记录和日志文件的命令
收集的信息量和这些信息的保留期限是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主机属性”的
“日志记录”属性和“清理”属性中配置的。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 - UNIX、Windows 和 Linux，第 I 卷》。
有关使用和管理日志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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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R 活动日志文件采用一种要求使用命令来查看和管理的特殊格式。
以下命令可用于管理统一日志记录和日志文件：
vxlogview

使用此命令可查看统一日志记录创建的日志。

vxlogmgr

使用此命令可管理统一日志记录文件（如移动或删除日志文件）。

vxlogcfg

使用此命令来配置日志记录设置。

这些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

/usr/openv/NetBackup/bin 目录 (UNIX)

■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文件夹 (Windows)

BMR 还原日志
在“准备还原”步骤期间，如果“日志记录”选项已选中，则 BMR 还原过程会将
消息写入主服务器上的还原日志中。下面是日志文件的位置和命名约定：
/usr/openv/netbackup/logs/bmrrst/client_name/log.mmddyy (UNIX)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mrrst\client_name\log.mmddyy (Windows)

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这些消息包括外部过程的开始和结束消息（在 Windows
系统上运行的 BMR 还原进程不执行开始和结束日志记录）。
与 BMR 活动日志不同，还原日志文件是文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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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BMR 引导服务器上的网络服务配置

■

关于 BMR 中对 Linux 本机多路径的支持

■

多路径环境的 BMR 支持

■

BMR 多路径矩阵

■

虚拟环境的 BMR 支持

■

BMR 直接 VM 转换支持表

■

关于 ZFS 存储池支持

■

Solaris 区域恢复支持

■

使用自动映像复制将 BMR 客户端恢复到其他 NetBackup 域

BMR 引导服务器上的网络服务配置
对于基于网络引导的恢复，BMR 利用特定于操作系统的 NW 引导协议来启动恢复。
根据操作系统的类型，需要执行不同的 NW 配置（如 PXE、bootp、DHCP 或
TFTP）以进行网络引导恢复。以下各节介绍了有关特定平台的详细信息。

常见的 Unix 网络配置
TFTP 服务必须可用。在某些操作系统上，此服务在 /etc/inetd.conf 文件中被注释
掉。必须取消对这两项服务的注释，然后刷新 inetd，BMR 引导服务器才能正常运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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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FS 服务必须可用，且 nfsd 后台驻留程序必须正在运行。/etc/exports 包含通过
NFS 协议向其他客户端公开的文件系统条目。请注意，无需手动执行任何
/etc/exports 配置。BMR 会自动处理此配置。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网络配置
下列系统前提条件仅适用于 Red Hat Linux 系统：
■

■

安装下列 RPM 包（如果尚未安装）：
■

compat-libstdc++

■

tftp-server

■

dhcp

以如下方式启用 tftp 服务：
■

编辑 /etc/xinetd.d/tftp 文件，将 disable = yes 更改为 disable = no。

■

运行下面的命令启动该服务：
/etc/init.d/xinetd restart

■

创建 /etc/dhcpd.conf 文件并对它进行配置，以定义它所服务的网络。不需要定
义主机信息；系统会根据 BMR 软件的需要添加或删除主机。下面是一个配置示
例：
log-facility local7;
ddns-update-style none;
ignore unknown-clients;
subnet 10.10.5.0 netmask 255.255.255.0 {
default-lease-time
600;
max-lease-time
7200;
option domain-name
"example.com";
option broadcast-address
10.10.5.255;
option domain-name-servers
10.10.1.4,10.88.24.5;
option routers
10.10.5.1;
}

要验证 /etc/dhcpd.conf 文件的语法，请重新启动该后台驻留程序，确保能够
通过运行下面的命令成功启动它：
/etc/init.d/dhcpd restart

SUSE Linux 网络配置
下列系统前提条件仅适用于 SUSE Linux 系统：
■

安装下列 RPM 包（如果尚未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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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fs-utils

■

dhcp-base

■

dhcp-server

■

inetd

■

tftp

通过执行下面的操作启用 tftp 服务：
■

编辑 /etc/inetd.conf 文件，取消对 tftp 行的注释。

■

运行下面的命令启动该服务：
/etc/init.d/inetd restart

■

修改 /etc/dhcpd.conf 文件以定义它所服务的网络。不需要定义主机信息；系统
会根据 Bare Metal Restore 软件的需要添加或删除主机。下面是一个配置示例：
log-facility local7;
ddns-update-style none;
ignore unknown-clients;
subnet 10.10.5.0 netmask 255.255.255.0 {
default-lease-time
600;
max-lease-time
7200;
option domain-name
"example.com";
option broadcast-address
10.10.5.255;
option domain-name-servers
10.10.1.4,10.88.24.5;
option routers
10.10.5.1;
}

若要验证 /etc/dhcpd.conf 文件的语法，请重新启动该后台驻留程序，确保能够
通过运行下面的命令成功启动它：
/etc/init.d/dhcpd restart

注意：需要在 Linux BMR 引导服务器上配置 DHCP 服务器。网络中的任何现有
DHCP 服务器都不能用于基于网络的 Linux BMR 引导恢复。建议在 Linux 客户端通
过 BMR 引导服务器进行网络引导时关闭任何其他 DHCP 服务器。如果向其他 DHCP
服务器发出客户端 DHCP 引导请求，则网络引导恢复将失败。这不是 BMR 限制，
而是此引导协议的工作原理。

Solaris 网络配置
Oracle Solaris 中使用的网络配置引导策略包括 TFTP、NFS 以及 BOOTP 或动态
主机配置协议 (DHCP) NW 服务。TFTP 和 NFS 服务配置与前一节中所介绍的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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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04 页的“常见的 Unix 网络配置”。。

Solaris 版本 10 的网络引导服务配置
Solaris-10 SPARC 体系结构上不需要特定的 DHCP 配置，因为在准备要还原的客
户端时，BMR 会在内部处理引导服务器上所需的网络配置。
Solaris 10 x64 体系结构需要在引导服务器上手动执行 DHCP 和 TFTP 服务配置。
要配置 DHCP 服务，请执行以下步骤：
■

运行 dhcpconfig 命令以初始化 dhcp：
dhcpconfig -D -r SUNWfiles -p /var/dhcp

■

添加网络表条目。
pntadm -C <Network-IP> E.g. : pntadm –C 10.209.4.0

■

配置子网/路由详细信息。
dhtadm -A -m <Network-IP> -d <
':option=value:option=value:option=value:'>

示例：
dhtadm -A -m 10.209.4.0 -d
':Subnet=255.255.252.0'':Router=10.209.4.1'':DNSdmain="<yourdomainname>.com"'':DNSserv=10.216.16.101
10.217.160.131:'
■

使用以下命令启用 DHCP 服务器。
svcadm -v enable dhcp-server。

要配置 TFTP 服务，请执行以下步骤：
■

创建 TFTP 基目录。
mkdir /tftpboot

■

如果 /etc/inetd.conf 文件中不存在 TFTP 条目，请添加以下行。
tftp dgram udp6 wait root /usr/sbin/in.tftpd in.tftpd -s /tftpboot

■

导入配置更改。
/usr/sbin/inetconv

■

重新启动 TFTP。
svcs network/tftp/udp6 svcadm restart network/tftp/udp6

注意：对于 Solaris，BMR 不支持基于 Solaris WAN 的引导协议。即使打算使用基
于跨子网网络的引导恢复，也可以使用中继引导服务器。

207

NetBackup BMR 相关的附录
BMR 引导服务器上的网络服务配置

Solaris 11.0 及更高版本的网络引导服务配置
x64 和 SPARC 体系结构平台均需要在 BMR 引导服务器上执行 DHCP 服务配置。
在引导服务器上配置 DHCP 服务器需要 DHCP 管理器（一种基于 GUI 的实用程
序）。此实用程序基于向导，用于引导所需的设置步骤。
注意：对于 Solaris 11.0 及更高版本，不要使用 dhcpconfig 命令行实用程序设置
DHCP 服务器。已通过命令行用法发现 IP 租用时间线相关的问题。

HP-UX 和 AIX NW 配置
除了常见的网络服务配置以外，还为 HP-UX 和 AIX 平台启用 BOOTP 服务。确保
TFTP、NFS 和 BOOTP 服务正在 BMR 引导服务器上运行。

Windows 网络配置
通过注册 Windows BMR 引导服务器，可以启用以下服务：
■

BMRBD（BMR 引导服务器）服务

■

BMR TFTP 服务

■

BMR PXE 服务

如果执行基于网络的引导恢复，将使用 BMR TFTP 和 PXE 服务。除了这些服务以
外，还需要 DHCP 服务。
DHCP 服务要求： DHCP 服务器可位于同一引导服务器主机或网络中的某个位置。
BMR PXE 和 TFTP 服务要求和配置：
■

确保在进行 BMR NW 引导时没有其他 PXE 服务器在同一子网中运行。
此限制主要是由于此网络协议的工作原理。如果向非预期的 PXE 服务器发出客
户端 NW 引导请求，则客户端 NW 引导将失败。它不会将该请求重定向到网络
中其他有效的 PXE 服务器。因此，建议在 NW 引导客户端以进行 BMR 恢复
时，仅使有效的 BMR PXE 服务保持运行。

■

BMR 引导服务器注册后，请导航到 Windows 引导服务器上的“BMR PXE 配置
向导”。
此向导可位于“开始”>“程序”> NetBackup。此向导将提示用户提供 DHCP
服务器位置。根据 DHCP 服务器位置（网络中的同一引导服务器计算机或任何
其他计算机），该向导将提示用户在 DHCP 服务器上运行 netsh 命令行。

■

完成该向导，从而成功配置 PXE、TFTP 和 DHCP 服务器。

如果要在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上安装 Windows 引导服务器，请使旧式还原方法
与还原客户端共享 SRT。设置以下安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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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网络服务器
数字签名的通信 (总是) – 已禁用

Microsoft 网络服务器
数字签名的通信 (若客户端同意) -- 已启用

关于 BMR 中对 Linux 本机多路径的支持
在数据存储域中，多径处理指的是服务器通过与它们连接的总线、控制器、交换机
和桥接设备，使用多个物理路径与其大容量存储设备进行通信的能力。多径处理可
防止路径故障，但是不防止特定存储设备的故障。使用多路径连接的另一个好处是
通过负载平衡增加了吞吐量。NetBackup BMR 7.5 和早期版本支持 EMC Powerpath
解决方案。但是，为了迎合本机多路径需求（这是一项独立于平台的技术），
NetBackup BMR 在针对 Linux 平台的 BMR 7.5 和更高版本中引入了对本机多路径
的支持。
一旦系统管理员在客户端系统上配置了 Linux 本机多路径，BMR 端无需其他的安
装、卸载或配置步骤即可启用本机多路径。本机多径处理功能已经与 BMR 7.5 集
成。
有关多路径环境的常规 BMR 支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09 页的“多路径环境的
BMR 支持”。

多路径环境的 BMR 支持
BMR 为多路径环境提供遵从性支持。这意味着，在已设置 BMR 已知的多路径环境
的客户端 BMR 备份期间；BMR 会自动标记在该客户端的已捕获 BMR 配置中受限
制的多路径磁盘。这会在恢复期间将用户限制为使用这些磁盘。但是，在多路径磁
盘上运行的任何文件系统都可以恢复到备用的非多路径磁盘。例如，如果客户端设
置已在 SAN LUN 上启用 EMC PowerPath，则 BMR 备份会将这些 SAN LUN 标记
为受限制。用户可以将以这些磁盘为基础的文件系统恢复到本地磁盘或其他 SAN
LUN，而不必启用多路径。

为何有此限制？
BMR 恢复环境中尚未设置和配置任何多路径软件（如 EMC PP）。因此，BMR 恢
复环境无法识别给定目标硬件上启用了多路径的磁盘。当前支持的多路径环境包
括：
■

UNIX/Linux/Windows 支持平台上的 EMC PowerPath

■

Linux 本机多路径（支持从 NetBackup BMR 7.5 版本开始）

下列主题中介绍了环境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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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R 支持的多路径环境指什么？
BMR 仅支持上述多路径环境设置。如果正由 BMR 备份的客户端启用了这些多路径
的任何一个；则当捕获客户端的 BMR 配置时，BMR 会将多路径解析为精确的唯一
物理磁盘并将其显示在 BMR 配置中。同样如上所述，BMR 将其标记为受限制，从
而避免在恢复时间出现故障。

如果客户端具有任何不同于上述内容的多路径环境怎么办？
BMR 备份将无法识别唯一的磁盘名称，且 BMR 捕获的配置将显示多路径软件所显
示的多个磁盘名称。此外，它无法自动将磁盘标记为受限制。此时，您需要使用管
理员 GUI 来复制 BMR 配置（请参考《NetBackup BMR 管理指南》的“管理客户
端和配置”一章），然后识别 MP 磁盘并手动将其标记为受限制。如果以这些 MP
磁盘为基础的文件系统需要进行恢复，则将其映射到其他非 MP 磁盘。如果您忽略
基于 MP 的文件系统恢复并且仅还原操作系统，则在 BMR 恢复后，如果多路径磁
盘已挂接到目标主机，则以这些磁盘为基础的文件系统可能会自动联机。有关更多
详细信息，请参考“非系统磁盘的操作”和“导入操作”表。
如果客户端设置具有基于多路径环境的操作系统卷，则 BMR 无法恢复此系统。

BMR 多路径矩阵
下表介绍了 BMR 多路径的平台支持矩阵。
平台

EMC Power 路径版本

本机多路径

SF 版本

Windows

EMCPower.5.5.SP1

N/A

SFW 5.1.SP1 和 SP2

HPUX

EMCPower.HPUX.5.1.SP2.GA N/A

SF 5.0 MP3

AIX

EMCPower.AIX.5.5.GA

SF 6.0、SF 6.0RP1

Solaris

EMCPower.SOLARIS.5.5 不支持

SF 5.1

RHEL

EMCPower.LINUX.5.6.GA 支持的

不支持

SUSE

EMCPower.SUSE_LINUX.5.5.GA 支持的

不支持

OEL

EMCPower.LINUX.5.7.GA 支持的

不支持

N/A

虚拟环境的 BMR 支持
下表列出了虚拟化技术支持的 BMR 引导服务器和客户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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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监控程序类型和版本

来宾 VM 的操作系统版本

ESX 4.1

Windows、RHEL-Linux、SuSE-Linux

ESX 5.0

Windows、RHEL-Linux、SuSE-Linux、Solaris x64

ESX 5.1

Windows、RHEL-Linux、SuSE-Linux、Solaris x64

Xen 6.0

Windows、RHEL-Linux、SuSE-Linux

IBM VIO AIX 7.1

AIX 6.1 和 7.1 版本

Hyper-V

Windows、RHEL-Linux、SuSE-Linux

注意：保护主机操作系统支持 Solaris 区域恢复。请参考请参见第 213 页的“Solaris
区域恢复支持”。
有关信息：其支持的虚拟平台上的下列操作系统恢复尚未得到正式测试或支持，但
是一些客户的尝试已成功。
■

LPAR 上的 AIX 恢复

■

vPar、nPar 的 HPUX 恢复

■

LDOM 实例上的 Solaris 恢复

BMR 直接 VM 转换支持表
有关最新的支持表，请参考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6177

关于 ZFS 存储池支持
Zettabyte 文件系统 (ZFS) 是组合的文件系统和逻辑卷管理器，是 Solaris 操作系统
的一部分。在基于 SPARC 和 x86 的系统上均提供有 ZFS。
在 Solaris 10 6/06 (U2) 中增加了对 ZFS 的支持。安装 Solaris 11.0 时，也将安装
ZFS 并将其设置为默认文件系统。
从 NetBackup 7.5 开始，Bare Metal Restore 可以保护挂接到 ZFS 存储池的 Solaris
10 Update 8 和更高版本客户端。NetBackup 7.5 及更高版本中的 ZFS 支持可确保
具有 ZFS 存储池的 Solaris 客户端受到保护。
BMR 7.6 支持对具有以下配置的 Solaris 10 Update 8 和更高版本客户端进行备份和
还原：
■

ZFS 根池和数据池

■

盘片上的 ZFS 存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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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有区域的 ZFS 文件系统

■

ZFS 和 SAN 引导

■

ZFS 存储池以及 VxVM 和 SVM 磁盘组

注意：Solaris Sparc 和 Solaris x86_64 体系结构支持上述所有功能。
BMR 7.6 不支持具有以下配置的 Solaris 客户端：
■

UFS 到 ZFS 的迁移

■

ZFS 卷上的不同文件系统

要查看 ZFS 管理器元素及其参数，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主
机”>“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打开要查看其所有关联卷的客户端的“更
改配置”对话框。

图 A-1 显示 ZFS 管理器 GUI 屏幕。
图 A-1

ZFS 管理器 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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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is 区域恢复支持
在使用 BMR 备份和还原 Solaris 区域时，需要考虑一些特殊问题。
Bare Metal Restore 可以还原运行 Zones 的 Solaris 系统。虽然 BMR 无法还原单
个非全局区域，但是系统中的所有非全局区域都将作为全局区域还原的一部分而重
新创建。 如果全局和非全局区域基于 ZFS 文件系统，则用户不需要执行 vfstab 配
置。
在不同磁盘还原方案中还原所有非全局区域

1

重新映射承载区域（也称作区域路径）的文件系统，以还原区域文件。
如果非全局区域从全局区域导入未重新映射的盘片，则 BMR 将从区域配置中
删除这些盘片。
如果非全局区域从全局区域导入重新映射到不同磁盘的盘片，则 BMR 重新调
整区域配置和任何区域的 vfstab (ZONEPATH/root/etc/vfstab) 条目，以使用
新的设备名称。
如果非全局区域从全局区域文件导入未重新映射的系统，则 BMR 将在区域配
置中删除对这些系统的所有引用。

2

测试

在进行 BMR 还原之后，可能需要重新创建和还原导入的或非全局区域使用的所有
文件系统。这些文件系统通常不出现在全局区域 vfstab (/etc/vfstab) 中。
BMR 依赖 /etc/vfstab 中的条目来记录要恢复的文件系统。未出现在 /etc/vfstab
中的动态创建和装入的文件系统不会自动还原（即使 NetBackup 备份了这些文件系
统）。 强制 BMR 还原此类文件系统的最轻松方法是：将“启动时装入”字段设置为
“否”的情况下，向 /etc/vfstab 中添加记录所用设备和装入点的条目。此后，动态
文件系统就可以继续像以前一样使用。BMR 知道这些系统，会重新创建它们（除非
在 DDR 中取消映射），并还原它们的内容（如果 NetBackup 备份了这些内容）。
区域功能会导致显示动态装入的文件系统，如下所示：
■

FS 条目包含全局区域中的设备。

■

设备条目是从全局区域导入的，但是由非全局区域的 /etc/vfstab 装入的，或
者是由区域本身动态装入的。

要自动进行 BMR 区域还原，向全局区域 /etc/vfstab 添加能使 BMR 对其进行还
原的条目（除非 DDR 已取消映射），如下所示：
■

对于 FS 条目，全局区域设备用作特殊原始值，并具有一个显示在非全局区域的
根目录下的装入点。要添加到全局区域的 /etc/vfstab 的条目应当使用全局区
域的设备路径以及非全局区域装入点的完整路径（包括区域路径）。例如，如
果区域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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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epath=/export/zone1
fs:
dir=/export
special=/dev/dsk/c0t9d0s6
raw=/dev/rdsk/c0t9d0s6
type=ufs

则 /etc/vfstab 中的全局区域条目应当如下所示：
/dev/dsk/c0t9d0s6 /dev/rdsk/c0t9d0s6 /export/zone1/root/export ufs
- no ■

对于由非全局区域装入的设备条目，当针对 BMR 还原进行配置时需要处理以下
问题：
■

使用的动态装入包含区域路径下的导入设备路径。对于非全局区域中通过
/etc/vfstab 装入的设备，区域中将有一个或多个类似如下的设备条目：

zonepath=/export/zone2
device:
match=/dev/*dsk/c0t0d0s4

列出的设备在非全局区域的 /etc/vfstab 中，如下所示：
/dev/dsk/c0t0d0s4 /dev/rdsk/c0t0d0s4 /local ufs - yes -

此命令将导致全局区域
在装入点 /export/zone2/root/local 上动态
装入 /export/zone2/dev/dsk/c0t0d0s4。但是，要让 BMR 自动重新创建
文件系统，应改为向全局区域 /etc/vfstab 添加记录的条目，如下所示：
/dev/dsk/c0t0d0s4 /dev/rdsk/c0t0d0s4 /export/zone2/root/local ufs - no -

（如果使用相对于区域路径的设备路径，则 BMR 只重新创建装入点，而不
还原整个文件系统。）
■

如果使用了 DDR，则设备匹配不应使用通配符，这样 BMR 便可以进行编
辑。 如果在指定设备时使用通配符，那么在影响区域的 DDR 映射（例如，
取消映射文件系统或者将其从一个磁盘移到另一个磁盘）完成时，BMR 无法
编辑该条目。会编辑受影响区域的 /etc/vfstab，但是仅当匹配不包含通配
符时，才编辑设备匹配条目。
例如，更改以下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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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dev/*dsk/c0t0d0s4

该条目必须使用两个设备条目，如下所示：
match=/dev/dsk/c0t0d0s4
match=/dev/rdsk/c0t0d0s4

如果按示例所示更改条目，则 BMR DDR 将正确更新区域定义和 vfstab 文
件。

使用自动映像复制将 BMR 客户端恢复到其他
NetBackup 域
本附录介绍了如何结合利用 BMR 与自动映像复制 (AIR)，对主域客户端执行到其他
客户端或灾难恢复域的裸机恢复。
NetBackup AIR 功能有助于将客户端备份映像复制到所定义的目标或 DR 域
NetBackup 设置。此功能可以自动进行快速备份导入，并在 DR 站点做好主数据恢
复准备。
有关向 NetBackup 主服务器注册 NetBackup 客户端的信息，请参考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DOC5332了
解有关 AIR 及其启用方法的更多信息。
在 NetBackup 7.5 版本中，BMR 支持已添加到 AIR，并支持主域客户端到 DR 域
的裸机恢复。对于此双域双站点保护要求，需要在启用了自动映像复制的备份策略
中启用 Bare Metal Restore 选项。在 DR 域中导入启用了自动映像复制和 BMR 的
备份映像时，NetBackup 服务器会检查所导入的映像是否已启用 BMR。如果
NetBackup 服务器发现该映像已启用 BMR，则它也会自动导入客户端 BMR 配置。
您可以看到客户端的裸机还原配置节点显示在 UI 菜单“NetBackup 管理控制
台”>“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主机”>“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
下。
在 DR 站点上进行 BMR 配置导入期间，BMR 主服务器会自动优化 DR 站点实体
（如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主机名及其 IP 地址）的客户端配置。它会
用新的服务器详细信息来更新较旧的域条目，以便在恢复客户端的数据时 BMR 恢
复环境可以接近 DR 域 NetBackup 服务器。或者，也可以通过复制或编辑客户端的
已导入 BMR 配置来手动添加或更新所需的主机条目。要手动编辑客户端配置，请
参阅“管理客户端和配置”一章。
如果没有任何手动备份导入或配置更改，则可以使用基于 BMR 网络或介质的恢复
过程在 DR 域完全恢复客户端。也可以使用“从备份直接进行 VM 创建”功能在
DR 域虚拟环境服务器上创建客户端 VM。请参考“从客户端备份创建虚拟机”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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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建议列出主域的 NetBackup 备份策略中的客户端短名称。如果 DR 域的
FQDN 与主域的 FQDN 不同，则在 DR 域中恢复客户端数据可能会由于客户端域名
不匹配而失败。 主域的“主域”>“备份选择”必须包括最低操作系统文件系统，
即安装了 NetBackup 客户端的文件系统。对于 Windows，还应列出系统状态。如
果这些点未列出，在 DR 站点导入 BMR 配置时可能会失败。有关定义 BMR 备份
策略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保护客户端”一章。

注意：请确保在 DR 域上已启用 BMR 主服务器，否则，在 DR 站点导入 BMR 配
置时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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