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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NetBackup Media
Server Deduplication
Option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Option

■

NetBackup 8.0 的新增 MSDP 功能

关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Option
Veritas NetBackup 可提供 Deduplication Option，您可以使用这些选项在任意位置
（就像您距离数据源很近一样）对数据执行重复数据删除操作。
在任意位置执行重复数据删除操作可以提供以下优点：
■

减少存储的数据量。

■

减小备份带宽。

■

减少备份时段。

■

减少基础架构。

通过在任意位置执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功能，可以选择备份过程中要执行重复数据删
除的位置。无论在备份流中哪个位置执行该操作，NetBackup 都可对其进行管理。
表 1-1 描述了重复数据删除的这些选项。

介绍 NetBackup Media Server Deduplication Option
NetBackup 8.0 的新增 MSDP 功能

表 1-1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Option

类型

描述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NetBackup 客户端将其备份发送到对备份数据执行重复数据删除
操作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承载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后者会将数据写入目标存储
上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并管理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后的数据。
请参见第 2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通过 NetBackup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客户端会对其备
份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然后将该数据直接发送到存储服务器，
即写入存储。大幅减少网络通信量。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 NetBackup Client Direct 重复数据删除”。

NetBackup 设备重复数据 Veritas 提供包含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的若干硬件和软件解
删除
决方案。
NetBackup 设备都有自己的文档集。
请参见第 28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设备重复数据删除”。

NetBackup 8.0 的新增 MSDP 功能
在 8.0 版本中，全新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功能侧重于数据安全和加密，如
下所示︰
■

为按照更高标准加密数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中推出了“高级加密标
准 256 位 CTR (AES)”这种全新的加密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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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部署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规划 MSDP 部署

■

NetBackup 命名约定

■

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

关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目标

■

关于 MSDP 存储容量

■

关于 MSDP 存储和连接要求

■

关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

关于 NetBackup Client Direct 重复数据删除

■

关于 MSDP 远程办公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

关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

关于 MSDP 的网络接口

■

关于 MSDP 端口用法

■

关于 MSDP 优化合成备份

■

关于 MSDP 和 SAN 客户端

■

关于 MSDP 优化复制和主从复制

■

关于 MSDP 性能

■

关于 MSDP 流处理程序

■

MSDP 部署最佳做法

规划部署
规划 MSDP 部署

规划 MSDP 部署
表 2-1 提供了规划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部署的概览。
表 2-1

部署概览

步骤

部署任务

信息所在位置

步骤 1

了解重复数据删除节点和存储目标

请参见第 15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请参见第 1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目标”。

步骤 2

了解存储容量和要求

请参见第 17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容量”。
请参见第 18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和连接要求”。

步骤 3

确定要使用的重复数据删除的类型

请参见第 2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 NetBackup Client Direct 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 MSDP 远程办公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步骤 4

确定重复数据删除主机的要求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 MSDP 服务器要求”。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要求和限制”。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 MSDP 的网络接口”。
请参见第 29 页的“关于 MSDP 端口用法”。
请参见第 32 页的“关于扩展 MSDP”。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 MSDP 性能”。

步骤 5

确定重复数据删除的凭据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步骤 6

阅读有关压缩和加密的信息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关于 MSDP 压缩”。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 MSDP 加密”。

步骤 7

阅读有关优化合成备份的信息

请参见第 29 页的“关于 MSDP 优化合成备份”。

步骤 8

阅读有关重复数据删除和 SAN 客户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SDP 和 SAN 客户端”。
端的信息

步骤 9

阅读有关优化复制和主从复制的信
息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SDP 优化复制和主从复制”。

步骤 10

阅读有关流处理程序的信息

请参见第 32 页的“关于 MSDP 流处理程序”。

步骤 11

阅读有关实现的最佳做法的信息

请参见第 32 页的“MSDP 部署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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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部署任务

信息所在位置

步骤 12

确定存储要求并置备存储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请参见第 18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和连接要求”。
请参见第 17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容量”。
请参见第 73 页的“MSDP 存储路径属性”。

步骤 13

授权 MSDP

请参见第 40 页的“关于 MSDP 许可证”。
请参见第 41 页的“授权 NetBackup MSDP”。

步骤 14

配置 MSDP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MSDP 服务器端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46 页的“配置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步骤 15

从其他存储迁移到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请参见第 284 页的“从其他存储类型迁移到 MSDP”。

NetBackup 命名约定
NetBackup 具有命名逻辑结构的规则，例如客户端、磁盘池、备份策略和存储生命
周期策略等。 通常，这些名称区分大小写。下面的字符集可用于用户定义的名称和
密码：
■

字母（A-Z、a-z）（名称区分大小写）

■

数字 (0-9)

■

句点 (。)

■

加号 (+)

■

减号 (-)
不要将减号用作第一个字符。

■

下划线 (_)

注意：不允许使用空格。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的命名约定与这些 NetBackup 命名约定不同。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节点由下列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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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服务器

存储服务器会对备份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将数据写入存储并管理存储。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服务器”。

负载平衡服务器

负载平衡服务器协助存储服务器对备份进行重复数据删除。负载平衡服
务器是可选的。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存储

请参见第 1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目标”。

客户端

客户端可能包含对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Client Direct) 的客户端。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 NetBackup Client Direct 重复数据删除”。

可以存在多个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节点不能共享服务器或存储。
每个节点都管理它自己的存储。 支持每个节点内的重复数据删除；不支持节点之间
的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2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服务器”。

关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目标
如下表所示，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具有多个目标。
表 2-2
目标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目标
描述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 NetBackup“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表示挂接到 NetBackup 介
删除池
质服务器的磁盘存储。 NetBackup 删除数据中的重复部分并承载存
储。
如果您使用此目标，请使用此指南来规划、实施、配置和管理重复数
据删除和存储。 配置存储服务器时，请选择“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
除池”作为存储类型。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可托管于以下系统中：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

NetBackup 5200 系列设备或 NetBackup 5300 系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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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描述

PureDisk 重复数据
删除池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池”表示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的
PureDisk 存储池。NetBackup 将删除数据中的重复部分，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将承载存储。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
如果您使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用于存储，请使用以下文档：
■

■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文档，以便计划、实施、配置和管理该
设备，其中包括存储：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45661
本指南用于在 NetBackup 中配置备份和重复数据删除。 配置存储
服务器时，请选择“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作为存储类型。

关于 MSDP 存储容量
下表介绍了单个“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最大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容量：
表 2-3

最大 MSDP 存储容量

最大容量

描述

64 TB

对于所有受支持系统，NetBackup 支持单个“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
删除池”最多包含 64 TB 的存储。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96 TB

NetBackup 在以下受支持的操作系统版本上的新“介质服务器重复
数据删除池”中支持 96 TB 的存储。
■

Red Hat Linux

■

SUSE Linux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NetBackup 为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和事务日志保留 4% 的存储空间。因此，在 96%
的阈值上就会触发存储已满条件。如果将单独的存储用于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则
NetBackup 仍然使用 96% 的阈值以防止数据存储发生任何可能的过载。
如果您的存储要求超过了“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容量，可以使用多个介
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请参见第 15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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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NetBackup 支持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操作系统版本，请参见下列 URL 提供的
NetBackup 操作系统兼容性列表：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关于 MSDP 存储和连接要求
以下小节介绍 NetBackup Media Server Deduplication Option 的存储和连接要求。

存储介质
以下是每个磁盘卷的单一流读写性能的最低要求。要满足您的磁盘读写目标，可能
需要更大的单独数据流能力或聚合能力。
最多 32 TB 存储

130 MB/秒。
企业级性能为 200 MB/秒。

32 到 48 TB 存储

200 MB/秒。
Veritas 建议将数据和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存储在不同的磁盘卷上，
每个磁盘具有 200 MB/秒的读写速度。两者均不应存储在系统磁盘
上。

48 到 64 TB 存储

250 MB/秒。
Veritas 建议将数据和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存储在不同的磁盘卷上，
每个磁盘具有 250 MB/秒的读写速度。两者均不应存储在系统磁盘
上。

96 TB 存储

250 MB/秒。
96 TB 存储需要四个单独的卷，每个卷的读写速度 250 MB/秒。您无
法对任何所需的卷使用存储服务器主机的系统磁盘。

本地磁盘存储可能使您在灾难中易受攻击。可以在新置备的同名服务器上重新装入
SAN 磁盘。
NetBackup 要求以独占方式使用磁盘资源。如果还出于非备份目的使用存储，则
NetBackup 将无法管理磁盘池容量或无法正确管理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因此，
NetBackup 必须是使用存储的唯一实体。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不支持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的以下存储类型：
■

网络挂接存储（即基于文件的存储协议），如 CIFS 或 NFS。

■

ZFS 文件系统。

NetBackup 兼容性列表明确定义支持的操作系统、计算机和外围设备。请参见以下
网站中的兼容性列表：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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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tBackup 中配置重复数据删除之前，必须置备了存储且存储已正常工作。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存储连接
存储必须是直接挂接的存储 (DAS) 或是由专用的低延迟存储区域网络（光纤通道
或 iSCSI）连接的内部磁盘。
存储区域网络应符合以下条件：
延迟

每个往返的最大延迟为 0.1 毫秒。

带宽

存储网络上有足够的带宽，可以满足您的吞吐量目标。
Veritas 在至少有 10 千兆位以太网网络带宽的存储网络上支持 iSCSI。
Veritas 建议使用至少有 4 千兆位网络带宽的光纤通道存储网络。

HBA

存储服务器应有专用于存储的一个或多个 HBA。这些 HBA 必须有足够的带
宽，可以满足您的吞吐量目标。

请参见第 19 页的“MSDP 的光纤通道和 iSCSI 比较”。

MSDP 的光纤通道和 iSCSI 比较
重复数据删除操作会占用大量 CPU 和内存。为获得最佳性能，还需要专门的高速
存储连接。该连接有助于确保：
■

一致的存储性能。

■

网络拥塞时减少数据包丢失。

■

减少存储死锁。

下表比较了影响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性能的光纤通道和 iSCSI 特性。专门设计的光纤
通道为实现性能目标提供了重要机会。为实现 NetBackup MSDP 存储所需的结果，
iSCSI 可能需要下表中介绍的其他优化。
表 2-4

光纤通道和 iSCSI 特性

项目

光纤通道

由来

存储网络体系结构旨在处理存储设备使用的相同 存储网络协议建立在 TCP/IP 之上，使用的连线
块存储格式。
与企业其余部分一样。

协议

FCP 是瘦置备、单一用途的协议，可提供无损、 iSCSI 是多层实施，便于开展 Intranet 和长距离
顺序帧传送和低交换机延迟。
数据传输。SCSI 协议希望进行无损、顺序传送，
但 iSCSI 使用的是 TCP/IP，后者会出现数据包
丢失和无序传送。

iSC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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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光纤通道

主机 CPU 负载

低. 光纤通道帧处理分流到专用的低延迟 HBA。 更高。大多数 iSCSI 实施使用主机处理器创建、
发送和解释存储命令。因此，Veritas 需要在存
储服务器上有专用的网络接口，以减少存储服务
器负载和降低延迟。

延迟

低.

数据流控制

内置数据流控制机制，确保在设备准备好接收数 无内置数据流控制。 Veritas 建议根据 IEEE
据时发送数据。
802.1Qbb 标准中的定义，使用基于以太网优先
级的数据流控制。

部署

困难。

iSCSI

更高。

比光纤通道容易，但是要符合 MSDP 的条件，
则较难部署。所需的专用网络接口增加了部署的
难度。传送存储通信量的其他优化也增加了部署
的难度。其他优化包括数据流控制、巨型帧和多
路径 I/O。

尽管 Veritas 支持使用 iSCSI 连接到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Veritas 仍建
议使用光纤通道。Veritas 认为，相对于 iSCSI，光纤通道提供的性能和稳定性更
好。iSCSI 的不稳定性可能表现为状态 83 和状态 84 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273 页的“MSDP 介质打开错误 (83)”。
请参见第 275 页的“MSDP 介质写入错误 (84)”。

关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使用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将备份文件的映像创建为正
常备份。客户端将备份映像发送到承载执行备份数据复制的插件的介质服务器。配
置后，此介质服务器可以作为存储服务器或负载平衡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将
备份映像拆分成段，并将其与在该重复数据删除节点中存储的所有段进行比较。随
后插件仅将唯一段发送到存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Deduplication Engine 会将数据写入“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图 2-1 显示了 NetBackup Media Server Deduplication。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是在其上启用重复数据删除核心组件的介质服务器。存储目标是“介质服务器重复
数据删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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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NetBackup Media Server Deduplication

NetBackup
客户端

NetBackup
客户端

NetBackup
客户端

重复数据删除

重复数据删除

插件

插件

负载平衡
服务器

重复数据删除

存储服务器

插件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介质服务器重复
数据删除池

提供了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5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 MSDP 服务器要求”。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 MSDP 不支持的配置”。
请参见第 245 页的“MSDP 服务器组件”。
请参见第 247 页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备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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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SDP 存储服务器
存储服务器是在存储中进行读写的实体。一个主机用作存储服务器，且每个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只能有一个存储服务器。主机必须是 NetBackup 介
质服务器。尽管存储服务器组件在介质服务器上运行，但是存储服务器是一个独立
的逻辑实体。
请参见第 15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MSDP 存储服务器可执行以下操作：
■

从客户端接收备份，然后删除数据中的重复部分。

■

从客户端或从其他介质服务器接收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
同样，您可以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和其他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来进行重复
数据删除。在这种情况下，存储服务器仅在重复数据删除之后接收数据。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 NetBackup Client Direct 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

在磁盘存储中读写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

■

管理该存储。

■

管理重复数据删除过程。

配置多少个存储服务器（以及节点）取决于您的存储要求。 此外，还取决于是否使
用优化复制，如下所示：
■

在同一个域中使用优化复制要求在同一个域中至少有两个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以下是所需的存储服务器：
■

一个服务器用于备份存储，是复制操作的源。

■

另一个服务器用于存储备份映像的副本，是复制操作的目标。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同一域内的 MSDP 优化复制”。
■

指向其他域的自动映像复制需要以下存储服务器：
■

原始 NetBackup 域中的一个存储服务器，用于备份。此存储服务器将
NetBackup 客户端备份写入存储。 它是复制操作的源。

■

远程 NetBackup 域中的一个存储服务器，用于备份映像副本。 此存储服务
器是在原始域中运行的复制操作的目标。

请参见第 129 页的“关于 NetBackup 自动映像复制”。

关于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可以配置其他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以帮助删除重复数据。 它们针对重复数据删
除执行文件指纹计算，并将唯一数据段发送到存储服务器。这些辅助介质服务器称
为负载平衡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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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以下两个事件时，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将成为负载平衡服务器：
■

为重复数据删除负载平衡工作启用介质服务器。
在配置存储服务器时或者稍后通过修改存储服务器属性来执行此操作。

■

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单元中选择它。

请参见第 33 页的“逐渐引入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负载平衡服务器还可以执行还原和复制作业。
负载平衡服务器可以是支持重复数据删除的任何服务器类型。 它们不必与存储服务
器的类型相同。

关于 MSDP 服务器要求
主机计算机的 CPU 和内存限制可并行运行的作业数。除非将某些重复数据删除转
移到负载平衡服务器，否则存储服务器需要有重复数据删除和存储管理的足够能
力。
表 2-5 显示了 MSDP 服务器的最低要求。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始终是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重复数据删除的处理器应该具有高时钟频率和高浮点性能。此外，期望每个核心具
有高吞吐量。每个备份流都使用单独的核心。
Intel 和 AMD 具有类似的性能，且在单核心吞吐量方面具有良好表现。
较新的 SPARC 处理器（如 SPARC64 VII）提供类似于 AMD 和 Intel 的单核心吞
吐量。或者，UltraSPARC T1 和 T2 单核心性能不类似于 AMD 和 Intel 处理器的性
能。测试表明 UltraSPARC 处理器可以达到很高的聚合吞吐量。但是，它们需要的
备份流数是 AMD 和 Intel 处理器的八倍。
表 2-5

MSDP 服务器最低要求

组件

存储服务器

CPU

Veritas 建议其时钟频率至少为 2.2 GHz。需要一个 Veritas 建议其时钟频率至少为 2.2 GHz。需要一个
64 位处理器。
64 位处理器。
至少需要四核。Veritas 建议使用八核。
对于 64 TB 的存储，Intel x86-64 体系结构需要八
个核心。

RAM

负载平衡服务器

至少需要两核。根据吞吐量要求，采用更多核心会
更有帮助。

4 GB（对于 4 TB 的存储）到 32 GB（对于 64 TB 4 GB。
的存储）。
对于 96 TB 的存储，需要 32 GB 的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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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存储服务器

负载平衡服务器

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必须是受支持的 64 位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必须是受支持的 64 位操作系统。

请在 Veritas 支持网站上，查看适用于您的
NetBackup 版本的操作系统兼容性列表。

请在下列网站上，查看适用于您的 NetBackup 版本
的操作系统兼容性列表。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Veritas 技术说明提供了有关调整要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主机大小的详细信息，并提
供了相关示例。该信息包括每台服务器上用于支持性能目标的 NIC 或 HBA 数。
注意：在某些环境中，单个主机可以同时用作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重复数据删除
服务器。这样的环境每天运行的备份作业总数通常小于 100。（备份作业总数是指
备份到任何存储目标的数量，其中包括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和非重复数据删除存储。）
如果每天执行的备份数超过 100，则重复数据删除操作可能会影响主服务器操作。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 MSDP 性能”。
请参见第 219 页的“关于 MSDP 队列处理”。

关于 MSDP 不支持的配置
以下各项介绍了一些不支持的配置：
■

NetBackup Media Server Deduplication 和 Veritas Backup Exec Deduplication
不能位于同一主机上。 如果同时使用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和 Backup Exec
Deduplication，则这两个产品必须分别位于单独的主机上。

■

NetBackup 不支持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或负载平衡服务器群集。

■

支持在每个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节点内进行重复数据删除；节点间的全局
重复数据删除不受支持。

关于 NetBackup Client Direct 重复数据删除
使用 NetBackup Client Direct 重复数据删除（也称为“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客户端会承载对备份数据进行复制的插件。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将备份文件的映
像创建为正常备份。接下来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将备份映像拆分成段，并将其与在该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中存储的所有段进行比较。随后插件仅将唯一段发送到存储服务
器上的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引擎会将数据写入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
删除池。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执行以下操作：
■

减少网络通信量。 客户端仅将唯一文件段发送到存储服务器。 不通过网络发送
重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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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一些重复数据删除处理负载从存储服务器分发到客户端。（NetBackup 不会
平衡客户端之间的负载；每个客户端仅对自己的数据执行重复数据删除操作。)

NetBackup Client Deduplication 是下列情况的解决方案：
■

到数据中心的远程办公数据备份或分公司办公数据备份。
NetBackup 为远程办公数据备份提供弹性网络连接。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 MSDP 远程办公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

已连接到 LAN 的文件服务器

■

虚拟机备份。

如果客户端主机具有未使用的 CPU 周期，或者存储服务器或负载平衡服务器已过
载，则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也是有用的解决方案。
图 2-2 显示了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是在其上启用重复数
据删除核心组件的介质服务器。 存储目标是“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图 2-2

NetBackup Client Deduplication

NetBacku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客户端
重复数据删除

重复数据删除

插件

插件

重复数据删除

插件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有更多信息可供查看。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要求和限制”。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 MSDP 远程办公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250 页的“MSDP 客户端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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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50 页的“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备份过程”。

关于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要求和限制
客户端对自身的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并且主服务器必须使用相同的名称解析存
储服务器。该名称必须是创建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的主机名。如
果不使用相同的名称，备份将失败。在某些环境中，必须妥善配置以确保客户端和
主服务器使用相同的存储服务器名称。此类环境包括使用 VLAN 标记的环境以及使
用多宿主主机的环境。
NetBackup 不支持对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执行以下操作：
■

每个作业多个副本。对于指定多个副本的作业，备份映像将被发送到存储服务
器，并且可能会在那里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在 NetBackup 备份策略中配置多个
副本。

■

NDMP 主机。如果您尝试将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用于 NDMP 主机，则备份作业
将失败。

有关 NetBackup 支持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系统，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 NetBackup
兼容性列表：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对自己的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客户端符合标准 NetBackup 版本级别兼容性。每
个版本的《NetBackup 版本说明》定义了 NetBackup 版本之间的兼容性。 要利用
所有新增功能、改进功能和修补程序，Veritas 建议客户端和服务器采用相同的版本
和修订版。
可从以下 URL 获取《NetBackup 版本说明》：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关于 MSDP 远程办公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WAN 备份比您自己域中的本地备份所需时间更长。 与本地备份相比，WAN 备份失
败的风险更大。 为了帮助改进 WAN 备份，NetBackup 提供了用于弹性网络连接的
功能。 弹性连接允许客户端和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之间的备份和还原通信在高
延迟、低带宽的网络（如 WAN）中有效运行。
从弹性连接中受益最多的用例是在没有本地备份存储的远程办公室进行客户端重复
数据删除。 下列各项描述了此功能的优势：
■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减少了 WAN 备份所需的时间，因为它减少了必须传送的数
据量。

■

在出现网络故障和延迟时，弹性连接可提供自动恢复（在 NetBackup 可恢复的
参数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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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弹性连接时，NetBackup 会使用该连接进行备份。 使用 NetBackup 的“弹
性网络”主机属性配置 NetBackup，以使用弹性网络连接。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弹性网络”属性”。
请参见第 157 页的“指定弹性连接”。
通过 pd.conf FILE_KEEP_ALIVE_INTERVAL 参数，可以配置空闲套接字上保活操作
的频率。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您可以提高远程客户端首次备份的性能。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将远程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 MSDP 指纹缓存设定为种子”。

关于 MSDP 远程客户端数据安全性
弹性连接通信未加密。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过程在通过 WAN 传送数据之前可
对数据加密。Veritas 建议您在远程客户端备份期间使用重复数据删除加密来保护数
据。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 MSDP 加密”。
NetBackup 在还原作业期间不对数据加密。 因此，Veritas 建议您通过专用网络将
数据还原至原始远程客户端。
请参见第 228 页的“MSDP 还原的工作原理”。

关于远程客户端备份预定
NetBackup 备份策略使用主服务器的时区来执行预定作业。如果远程客户端与
NetBackup 主服务器位于不同的时区中，则必须弥补这种时差。 例如，假如主服务
器在芬兰 (UTC+2)，远程客户端在伦敦 (UTC+0)。 如果备份策略的时段为下午 6
点到早上 6 点，则可在下午 4 点在客户端上开始备份。 要弥补时差，应设置从晚上
8 点到早上 8 点的备份时段。 或者，建议您对远程客户端所在的每个时区使用单独
的备份策略。

关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需要凭据。 重复数据删除组件在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通信时会使用这些凭据。 这些凭据适用于重复数据删除引
擎，而不适用于运行该引擎的主机。
配置存储服务器时输入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以下是该凭据的规则：
■

用户名和密码的最大长度为 62 个字符。用户名和密码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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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使用可打印的 ASCII 范围 (0x20-0x7E) 内的字符，以下字符除外：
■

星号 (*)

■

反斜杠 (\) 和正斜杠 (/)

■

双引号 (")

■

左括号 [(] 和右括号 [)]

■

小于号 (<) 和大于号 (>)。

■

脱字符号 (^)。

■

百分号 (%)。

■

美元符号 ($)。

■

空格。

■

首尾引号。

注意：记录并保存凭据，以防将来需要。

小心：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在输入后不能更改。 因此，请谨慎选
择并输入凭据。 如果必须更改凭据，请联系您的 Veritas 支持代表。

关于 MSDP 的网络接口
如果 MSDP 存储服务器具有多个网络接口，NetBackup 为所有重复数据删除通信
使用默认接口。（重复数据删除通信包括备份、还原、复制和主从复制。）主机操
作系统确定默认网络接口。但是，您可以配置 NetBackup 使用的一个或多个网络接
口，如下所示：
配置特定的接口

要使用某个特定接口，可以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时输
入该接口的名称。NetBackup 将此接口用于所有重复数据删除通
信，除非您还为复制和主从复制配置了单独的接口。
请参见第 75 页的“MSDP 网络接口属性”。
请参见第 62 页的“为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配置存储服务器”。

为复制和主从复制通信
配置接口

您可以为复制和主从复制通信配置单独的网络接口。备份和还原
通信继续使用默认接口或特定配置的接口。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用于 MSDP 重复和复制的单独网络路径”。
请参见第 112 页的“为 MSDP 复制配置单独的网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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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REQUIRED_INTERFACE 设置对重复数据删除进程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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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6
端口

用法

1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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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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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MSDP 优化合成备份
优化合成备份是一种更高效的合成备份形式。 介质服务器使用消息指示存储服务器
使用完全和增量式备份映像来创建合成备份。 存储服务器直接在磁盘存储上构建
（即合成）备份映像。 优化合成备份不需要在网络上移动数据。
优化合成备份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

比合成备份快。
常规合成备份在介质服务器上构建。 将它们通过网络从存储服务器移至介质服
务器，并合成为一个映像。 然后再将合成映像移回存储服务器。

■

不需要在网络上移动数据。
常规合成备份使用网络通信量。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为 MSDP 配置优化合成备份”。
在 NetBackup 中，Optimizedlmage 属性启用优化合成备份。 它同时适用于存储
服务器和重复数据删除池。 从 NetBackup 7.1 开始，默认情况下会启用存储服务器
和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上的 Optimizedlmage 属性。 对于在版本低于 7.1 的
NetBackup 中创建的存储服务器和磁盘池，您必须为其设置 Optimizedlmage 属
性，这样它们才能支持优化合成备份。
请参见第 199 页的“设置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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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10 页的“设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表 2-7

优化合成备份的 MSDP 要求和限制

步骤

描述

要求

目标存储单元的重复数据删除池必须是源映像所在的同一重复数据删除
池。

限制

NetBackup 不支持将存储单元组作为优化合成备份的目标。 如果
NetBackup 不能生成优化合成备份，则 NetBackup 将创建数据移动更
加密集的合成备份。

关于 MSDP 和 SAN 客户端
SAN 客户端是一种 NetBackup 可选功能，可完成 NetBackup 客户端的高速备份和
还原。 光纤传输是 NetBackup 高速数据传输方法的名称，此方法是 SAN 客户端功
能的一部分。 备份和还原通信量发生在 SAN 上。
SAN 客户端可以与 Deduplication Option 一起使用；但是，重复数据删除必须发生
在介质服务器上，而不是客户端上。 请将介质服务器同时配置为重复数据删除存储
服务器（或负载平衡服务器）和 FT 介质服务器。 然后，SAN 客户端备份将通过
SAN 发送到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FT 介质服务器主机。 在该介质服务器上，对备份
数据流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不要在 SAN 客户端上启用客户端侧重复数据删除。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处理与光
纤传输的高速传输方法不兼容。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依赖于通过 LAN 与介质服务
器进行的双向通信。 SAN 客户端通过 SAN 以高速率将数据流式传输到 FT 介质服
务器。

关于 MSDP 优化复制和主从复制
NetBackup 支持使用多种方法对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执行优化复制和主从复
制。
下表列出了 NetBackup 所支持的在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之间进行复制的复制
方法。
表 2-8

NetBackup OpenStorage 优化复制和主从复制方法

优化复制方法

描述

在同一 NetBackup 域内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同一域内的 MSDP 优化复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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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复制方法

描述

到远程 NetBackup 域

请参见第 129 页的“关于 NetBackup 自动映像复
制”。

关于 MSDP 性能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性能，尤其是服务器硬件和网络容量。
表 2-9 提供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在执行备份作业时的性能信息。 重复数据删除
存储服务器符合最低主机要求。 不使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或负载平衡服务器。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 MSDP 服务器要求”。
MSDP 存储服务器的 MSDP 作业负载性能

表 2-9
时间

描述

正常操作

当所有客户端已经备份一次后进行正常操作。
在以下条件下，大约 15 至 20 个作业可以高效并行运行：
■

硬件满足最低要求。 （更高配置的硬件可提高性能。）

■

无压缩。 如果压缩数据，则 CPU 使用率会迅速增加，这将降低可处理的
并行作业数。
重复数据删除率介于 50% 至 100% 之间。 重复数据删除率是已经存储因
而无需再存储的数据的百分比。
存储的数据量介于存储容量的 30% 至 90% 之间。

■

■

接近存储总
容量

NetBackup 在以下条件下维持与正常操作期间运行的作业数相同的并行备份
作业数：
■

硬件满足最低要求。 （更高配置的硬件可提高性能。）

■

存储的数据量介于存储容量的 85% 至 90% 之间。

但是，完成作业的平均用时显著增加。

文件大小如何影响 MSDP 重复数据删除率
使用大文件段合并的小文件可能会导致初始重复数据删除率较低。 但是，重复数据
删除引擎执行文件指纹处理后，重复数据删除率会上升。 例如，如果在首次备份后
不久对客户端进行第二次备份，重复数据删除率不高。 但是，如果在文件指纹处理
后进行第二次备份，则会提高重复数据删除率。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处理文件指纹的用时视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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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SDP 流处理程序
NetBackup 提供了用于处理各种备份数据流类型的流处理程序。 流处理程序通过处
理基础数据流来提高备份重复数据删除率。
对于已执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第一个使用新流处理程序的备份会生成较低的重
复数据删除率。 在第一次备份后，重复数据删除率应超出使用新流处理程序之前的
比率。
Veritas 会继续开发更多流处理程序以改进备份重复数据删除性能。

MSDP 部署最佳做法
由于 Veritas 仅推荐最低主机和网络要求，因此重复数据删除性能可能因环境而有
很大不同。不论主机能力如何，Veritas 提供的最佳做法指南都可帮助您有效使用重
复数据删除功能。
Veritas 建议在进行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时考虑以下做法。

使用完全限定的域名
Veritas 建议您对 NetBackup 服务器（可扩展到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使用完全限
定的域名。完全限定的域名可帮助避免主机名解析问题，尤其是使用客户端重复数
据删除时。
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包括存储服务器和负载平衡服务器（如果有）。
请参见第 275 页的“MSDP 介质写入错误 (84)”。

关于扩展 MSDP
您可以通过使用负载平衡服务器或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或者同时使用这二者，来扩
展重复数据删除处理以提高性能。
如果配置负载平衡服务器，则这些服务器也会执行重复数据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存
储服务器仍将充当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和存储服务器。NetBackup 使用标准负载平
衡条件为每个作业选择负载平衡服务器。 但是，重复数据删除指纹计算不属于负载
平衡条件。
要从重复数据删除职责中彻底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请为每个使用重复数
据删除磁盘池的存储单元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仅使用下列介质服务器”。

■

选择所有负载平衡服务器，但不要选择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只执行存储服务器任务： 存储和管理经过重复数据删除的
数据、文件删除和优化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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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配置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则客户端将对自己的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将从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和负载平衡服务器中删除某些重复数据删除负载。
Veritas 建议使用以下策略扩展 MSDP：
■

对于客户端的首次完全备份，请使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对于随后的备
份，请使用负载平衡服务器。

■

逐渐启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如果客户端无法承受重复数据删除处理工作量，请准备将重复数据删除处理移
回服务器。

将初始完全备份发送到存储服务器
如果打算使用负载平衡服务器或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请将存储服务器用于客户端
的初始完全备份。 然后，通过负载平衡服务器发送后续备份，或者对备份使用客户
端重复数据删除。 这样做可以提供有关总重复数据删除负载的信息。然后，您可以
分配作业，以便在主机之间实现最佳负载平衡。
重复数据删除使用相同的指纹列表，而不管哪个主机执行重复数据删除。 因此，可
以先在存储服务器上删除数据中的重复部分，然后其他主机的后续备份使用相同的
指纹列表。 如果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可以识别客户端和策略组合的上次完全备份，则
它从服务器检索指纹列表。 列表放置在新备份的指纹缓存中。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 MSDP 指纹识别”。
Veritas 还建议逐渐实现负载平衡服务器和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因此，在其他主
机上实现重复数据删除时使用存储服务器进行备份可能是有利的。

逐渐增加 MSDP 作业数
Veritas 建议逐渐增加“最多并行作业数”值。 （“最多并行作业数”是一个存储
单元设置。）这样做可以提供有关总重复数据删除负载的信息。初始备份作业（也
称作初始播种）比后续作业需要更多的 CPU 和内存。 初始播种之后，存储服务器
可以并行处理更多作业。然后，可以逐渐增加作业值。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 MSDP 性能”。

逐渐引入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Veritas 建议只在存储服务器达到最大 CPU 利用率后才添加负载平衡服务器。 因
此，请一次引入一个负载平衡服务器。 所添加的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主机越少，评
估您的环境如何处理通信量以及解决任何问题可能就越容易。
许多因素会影响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的性能。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 MSDP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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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各种因素，因此 Veritas 建议您在将多个服务器用于重复数据删除时保持
切合实际的期望。 如果添加一个介质服务器作为负载平衡服务器，则总体吞吐量会
更快。 但是，添加一个负载平衡服务器可能不会使总体吞吐率增加一倍，添加两个
负载平衡服务器可能不会使吞吐率增加两倍，依此类推。
如果您的 MSDP 环境符合以下所有情况，您的环境可能适合使用负载平衡服务器：
■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在任何核心上均受 CPU 限制。

■

内存资源在存储服务器上可用。

■

网络带宽在存储服务器上可用。

■

到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后端 I/O 带宽可用。

■

其他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具有可用于重复数据删除的 CPU。

千兆位以太网在许多环境中应该都能够提供足够的性能。 如果您的性能目标是负载
平衡服务器具有尽可能最快的吞吐量，您应该考虑 10 千兆位以太网。

逐渐实现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如果将客户端配置为删除自身数据中的重复部分，则不要同时启用所有这些客户
端。 逐渐实现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如下所述：
■

将存储服务器用于客户端的初始备份。

■

每次仅在几个客户端上启用重复数据删除。
这样做可提供有关影响客户端其他作业的重复数据删除的信息。此外，还可以
更方便地评估您的环境处理通信的方式，并能够更轻松地对任何问题进行故障
排除。

如果客户端无法承受重复数据删除处理工作量，请准备将重复数据删除处理移回存
储服务器。

使用 MSDP 压缩和加密
不要在 NetBackup 策略中使用压缩或加密；而是使用作为重复数据删除进程的一部
分的压缩或加密。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关于 MSDP 压缩”。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 MSDP 加密”。

关于 MSDP 的备份流的最佳数量
备份流在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中显示为一个单独的作业。 有多种生成流的方法。
在 NetBackup 中，可以使用备份策略设置来配置多个流。 通过 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可以配置多个流；此外，对于 Oracle，RMAN 实用程序可以提供多个
备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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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备份流的最佳数量是两个。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可以同时处理多个核心上的多个流。 对于应用程序（如
Oracle）中的大型数据集，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可利用多个核心和多个流。 因
此，当应用程序可以提供多个流或通道时，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可能是更好的
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了有关备份流的更详细信息。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77575

关于 MSDP 的存储单元组
您可以将存储单元组用作 NetBackup MSDP 的备份目标。组内的所有存储单元必
须以“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作为存储目标。
存储单元组避免了可能中断备份服务的单一故障点。
当备份策略将其数据存储在同一重复数据删除目标磁盘池中而不是跨多个磁盘池
时，可以节省最多的存储量。 因此，“存储单元选择”的“故障转移”方法使用最
少的存储量。 其他的所有方法用于在每次运行备份时使用不同的存储。Veritas 建
议为“存储单元选择”类型选择“故障转移”方法。
表 2-10

存储单元组的 MSDP 需求和限制

步骤

描述

要求

组必须仅包含一种存储目标类型的存储单元。 即，组不能同时包含“介
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和其他存储类型的存储单元。

局限性

对于存储单元组，NetBackup 不支持下列操作：
■

■

对已执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执行优化复制。 如果将存储单元组用
作已删除重复部分的数据的优化复制的目标，则 NetBackup 将使用
常规复制。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同一域内的 MSDP 优化复制”。
优化合成备份. 如果 NetBackup 不能生成优化合成备份，则
NetBackup 将创建数据移动更加密集的合成备份。
请参见第 29 页的“关于 MSDP 优化合成备份”。

关于保护 MSDP 数据
Veritas 建议使用以下方法保护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备份数据：
■

使用 NetBackup 优化复制将映像复制到在场外位置的其他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优化复制会将主备份数据复制到其他重复数据删除池。 它提供最简单、最有效
的方法将数据复制到场外（仍保留在同一 NetBackup 域中）。 之后，在主副本
所在的存储被毁坏时，可以从其他重复数据删除池检索映像来进行灾难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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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20 页的“在同一 NetBackup 域内配置 MSDP 优化复制”。
■

使用 NetBackup 复制将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复制到另一个 NetBackup 场
外域。
请参见第 128 页的“配置以不同 NetBackup 域为目标的 MSDP 复制”。

Veritas 还建议备份 MSDP 目录库。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保护 MSDP 目录库”。

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Veritas 建议您保存存储服务器配置。 获取并保存配置可以帮助您恢复环境。 对于
灾难恢复，您可能需要使用已保存的配置文件来设置存储服务器配置。
如果保存存储服务器配置，您必须对其进行编辑，使之仅包括恢复所需的信息。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关于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172 页的“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173 页的“编辑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

规划磁盘写入缓存
存储组件可以使用硬件缓存来提高读写性能。 可以使用缓存的存储组件包括磁盘阵
列、RAID 控制器和硬盘驱动器本身。
如果您的存储组件使用缓存进行磁盘写入操作，请确保采取防护措施，使缓存免受
电源波动或电源故障影响。 如果未针对电源波动或故障采取防护措施，可能会发生
数据损坏或数据丢失。
防护措施可以包括以下几项：
■

电池备份单元，用以为缓存内存提供电源，这样，如果电源在充足的时间内得
以恢复，便可继续执行写入操作。

■

不间断电源，用以确保组件完成其写入操作。

如果未对使用缓存的设备采取防护措施，Veritas 建议您禁用硬件缓存，这样读写性
能可能会下降，但可避免发生数据丢失。 读写性能可能会下降，但有助于避免发生
数据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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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备存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

不要修改 MSDP 存储目录和文件

■

关于添加更多 MSDP 存储

■

关于 NetBackup MSDP 的卷管理

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NetBackup 要求将存储作为目录路径显示。
按如下所述置备存储：
最多 64 TB

请参见最多 64 TB 存储。

96 TB

请参见96 TB 存储。

置备的存储实例数量取决于备份的存储要求。如果您的要求大于一个重复数据删除
节点可以容纳的量，您可以配置多个节点。
请参见第 15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优化复制和主从复制也会影响您置备的节点的数量。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SDP 优化复制和主从复制”。
其他 NetBackup 要求可能会影响您如何置备存储。
请参见第 18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和连接要求”。
如何置备存储超出了 NetBackup 文档的范围。请参见存储供应商的文档。
请参见第 1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目标”。

置备存储
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请参见第 14 页的“规划 MSDP 部署”。

最多 64 TB 存储
置备备份存储，以便其显示为操作系统的单一装入点。
由于存储需要目录路径，因此，请不要仅使用根节点 (/) 或驱动器盘符 (E:\) 作为存
储路径。 即不要以根节点 (/) 或驱动器盘符 (E:\) 的形式装入存储。
如果您为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使用单独的磁盘卷，则在其他非备份数据存储所在的
装入点上置备一个 1 TB 的卷。

96 TB 存储
在某些操作系统的单个“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中，NetBackup 支持 96 TB
的存储量。
请参见第 17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容量”。
这种支持要求存储服务器主机上有四个单独的卷。
在配置 MSDP 存储服务器之前，必须如表 3-1 中所述置备卷。每个卷必须符合以下
各项要求：
■

已用 NetBackup 针对对 MSDP 支持的文件系统格式化。 同一文件系统必须用
于所有的卷。

■

驻留在与为 MSDP 存储分配的其他卷不同的磁盘上。

■

装入到要用作 MSDP 存储服务器的计算机上的单独装入点
Veritas 建议您按照描述性命名约定为装入点命名。
用于支持 96 TB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卷

表 3-1
大小

描述

建议的装入点

1 TB

用于 MSDP 目录库的卷（重复数据删除数据
库）。

/msdp/cat

32 TB

MSDP 存储的首个卷。

/msdp/vol0

此卷包含备份数据、配置文件以及日志文件。
32 TB

MSDP 存储的第二个卷。

/msdp/vol1

此卷包含备份数据。
32 TB

MSDP 存储的第三个卷。
此卷包含备份数据。

/msdp/v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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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修改 MSDP 存储目录和文件
除非 NetBackup 文档或 Veritas 支持代表要求这么做，否则请不要执行以下操作：
■

向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目录或数据库目录中添加文件。

■

从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目录或数据库目录中删除文件。

■

修改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目录或数据库目录中的文件。

■

移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目录或数据库目录中的文件。

■

更改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目录或数据库目录中的目录和文件的权限。

不遵从这些指示可能会导致操作失败和数据丢失。

关于添加更多 MSDP 存储
NetBackup“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显示为单个磁盘卷。 您不能将其
他卷添加到现有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要增大“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容量，请增大现有的卷。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调整 MSDP 存储分区的大小”。

关于 NetBackup MSDP 的卷管理
如果使用某个工具来管理 NetBackup“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的卷，
Veritas 建议您使用 Veritas InfoScale Storage。InfoScale Storage 包括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和 Veritas File System。
有关受支持的系统，请参见 Veritas 网站上的 InfoScale 硬件兼容性列表：
http://www.veritas.com/
注意：尽管 InfoScale Storage 支持 NFS，但 NetBackup 不支持“介质服务器重复
数据删除池”存储的 NFS 目标。因此，“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不支持使
用 InfoScale Storage 的 N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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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数据删除的授权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MSDP 许可证

■

授权 NetBackup MSDP

关于 MSDP 许可证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单独从基本 NetBackup 进行授权。
该许可证支持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和 NetBackup 客户端重复数据
删除。该许可证是前端容量许可证。 它基于要备份的数据大小，而不是基于已删除
重复部分的数据的大小。
如果删除许可证或者该许可证失效，则您不能创建新的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您也
无法创建引用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单元。NetBackup 不会删除磁盘
池或引用磁盘池的存储单元。如果输入有效的许可证，则可以再次使用它们。
许可证还可启用 NetBackup 策略“属性”选项卡上的“使用加速器”功能。加速器
可加快文件系统完全备份的速度。 加速器能够与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单元以及其他不
需要 Deduplication Option 的存储单元结合使用。 我们提供了关于加速器的更多信
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尝试安装或升级到支持重复数据删除的 NetBackup 版本之前，应确定 Veritas 在哪
个操作系统上支持重复数据删除。请参见 NetBackup 操作系统的兼容性列表：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请参见第 41 页的“授权 NetBackup MSDP”。

重复数据删除的授权
授权 NetBackup MSDP

授权 NetBackup MSDP
如果在安装或升级 NetBackup 时安装了重复数据删除的许可证，则不需要执行此过
程。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输入许可证，以下过程描述了如何使用“NetBackup 管
理控制台”输入许可证密钥。
授权 NetBackup MSDP

1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帮助”菜单中，选
择“许可证密钥”。

2

在“NetBackup 许可证密钥”对话框中，单击“新建”。

3

在“添加新的许可证密钥”对话框中，输入许可证密钥，并单击“添加”或
“确定”。

4

在“NetBackup 许可证密钥”对话框中，单击“关闭”。

5

重新启动所有 NetBackup 服务和后台驻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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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配置 MSDP 服务器端重复数据删除

■

配置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

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行为

■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与多线程代理的交互

■

关于 MSDP 指纹识别

■

关于 MSDP 指纹缓存

■

配置 MSDP 指纹缓存行为

■

关于将远程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 MSDP 指纹缓存设定为种子

■

在客户端上配置 MSDP 指纹缓存种子设定

■

在存储服务器上配置 MSDP 指纹缓存种子设定

■

启用对 96 TB MSDP 的支持

■

为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配置存储服务器

■

配置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服务器

■

关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的磁盘池

■

配置用于重复数据删除的磁盘池

■

为 96 TB MSDP 支持创建数据目录

■

向 96 TB 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添加卷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

配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

■

为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配置客户端属性

■

禁用客户端的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

关于 MSDP 压缩

■

关于 MSDP 加密

■

MSDP 压缩和加密设置表

■

为 MSDP 备份配置加密

■

为 MSDP 优化复制配置加密

■

MSDP 加密行为和兼容性

■

为 MSDP 配置优化合成备份

■

关于用于 MSDP 重复和复制的单独网络路径

■

为 MSDP 复制配置单独的网络路径

■

关于同一域内的 MSDP 优化复制

■

在同一 NetBackup 域内配置 MSDP 优化复制

■

关于到其他域的 MSDP 复制

■

配置以不同 NetBackup 域为目标的 MSDP 复制

■

关于配置 MSDP 优化复制和复制带宽

■

关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关于自动映像复制所需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关于 MSDP 备份策略配置

■

创建备份策略

■

“弹性网络”属性

■

指定弹性连接

■

添加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

关于 MSDP pd.conf 配置文件

■

编辑 MSDP pd.con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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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MSDP contentrouter.cfg 文件

■

关于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

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

编辑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

■

设置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

关于 MSDP 主机配置文件

■

删除 MSDP 主机配置文件

■

重置 MSDP 注册表

■

关于保护 MSDP 目录库

■

更改 MSDP 卷影目录库路径

■

更改 MSDP 卷影目录库日程表

■

更改 MSDP 目录卷影副本数

■

配置 MSDP 目录库备份

■

更新 MSDP 目录库备份策略

配置 MSDP 服务器端重复数据删除
本主题介绍如何在 NetBackup 中配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表 5-1 介绍了配置任务。
《NetBackup 管理指南》介绍了如何配置基本的 NetBackup 环境。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表 5-1

MSDP 配置任务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安装许可证

请参见第 41 页的“授权 NetBackup MSDP”。

步骤 2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创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建 NetBackup 日志文件目录
请参见第 258 页的“为 MSDP 创建 NetBackup 日志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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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3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使用控制其行为的默认配置值。如果需要，您可以
行为
更改这些值。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请参见第 48 页的“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行为”。
请参见第 53 页的“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与多线程代理的交互”。

步骤 4

配置指纹缓存行为

配置指纹缓存行为是可选的。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 MSDP 指纹缓存”。
请参见第 55 页的“配置 MSDP 指纹缓存行为”。

步骤 5

启用对 96-TB MSDP 的支持

在配置承载 96 TB“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服务器之前，必须
启用对该大小存储的支持。
请参见第 61 页的“启用对 96 TB MSDP 的支持”。

步骤 6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配置多少存储服务器取决于：您的存储要求以及是否使用优化复制。 在配置
存储服务器时，向导还允许您配置磁盘池和存储单元。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73 页的“MSDP 存储路径属性”。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SDP 优化复制和主从复制”。
要配置哪种类型的存储服务器取决于存储目标。
请参见第 1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目标”。
请参见第 62 页的“为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配置存储服务器”。

步骤 7

配置磁盘池

如果您已在配置存储服务器时配置了磁盘池，则可以跳过此步骤。
配置多少磁盘池取决于：您的存储要求以及是否使用优化复制。
请参见第 8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的磁盘池”。
请参见第 87 页的“配置用于重复数据删除的磁盘池”。

步骤 8

创建数据目录以实现 96 TB 支 对于 96 TB“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必须在存储目录的装入点下创
持
建数据目录。
请参见第 96 页的“为 96 TB MSDP 支持创建数据目录”。

步骤 9

为 96 TB 支持添加其他卷

对于 96 TB“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必须向磁盘池添加第二和第三
个卷。
请参见第 97 页的“向 96 TB 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添加卷”。

步骤 10

配置存储单元

请参见第 99 页的“配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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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1

启用加密

加密是可选的。
请参见第 107 页的“为 MSDP 备份配置加密”。

步骤 12

配置优化合成备份

优化合成备份是可选的。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为 MSDP 配置优化合成备份”。

步骤 13

配置 MSDP 还原行为

您可以选择将 NetBackup 配置为在还原期间绕过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28 页的“MSDP 还原的工作原理”。
请参见第 229 页的“配置 MSDP 直接还原到客户端”。

步骤 14

配置优化复制副本

优化复制是可选的。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同一域内的 MSDP 优化复制”。

步骤 15

配置主从复制

主从复制是可选的。
请参见第 127 页的“关于到其他域的 MSDP 复制”。

步骤 16

配置备份策略

将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单元用作备份策略的目标。如果配置了主从复制，请将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用作存储目标。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 MSDP 备份策略配置”。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创建备份策略”。

步骤 17

指定高级重复数据删除设置

高级设置是可选的。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关于 MSDP pd.conf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60 页的“编辑 MSDP pd.conf 文件”。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步骤 18

保护 MSDP 数据和目录库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保护 MSDP 数据”。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保护 MSDP 目录库”。

配置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本主题介绍如何在 NetBackup 中配置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必须先配置介质服务器
重复数据删除，才能配置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MSDP 服务器端重复数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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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配置任务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配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MSDP 服务器端重复数据删除”。

步骤 2

了解有关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 NetBackup Client Direct 重复数据删除”。
的信息

步骤 3

为远程办公室客户端配置弹性 弹性连接是可选的。
连接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 MSDP 远程办公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弹性网络”属性”。
请参见第 157 页的“指定弹性连接”。

步骤 4

启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103 页的“为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配置客户端属性”。

步骤 5

配置远程客户端指纹缓存种子 配置远程客户端指纹缓存种子设定是可选的。
设定
请参见第 58 页的“在客户端上配置 MSDP 指纹缓存种子设定”。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将远程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 MSDP 指纹缓存设定
为种子”。
请参见第 59 页的“在存储服务器上配置 MSDP 指纹缓存种子设定”。

步骤 6

配置客户端控制的还原

配置客户端控制的还原是可选的。如果不执行此操作，还原将通过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组件进行。
请参见第 229 页的“配置 MSDP 直接还原到客户端”。

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MSDP 重复数据删除进程可以将多线程代理用于大多数数据源。多线程代理与客户
端和介质服务器上的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一起运行。此代理会对异步网络 I/O 和 CPU
核心计算使用多线程。在备份期间，此代理可通过共享内存从重复数据删除插件接
收数据，并使用多个线程对其进行处理以提高吞吐量性能。处于不活动状态时，此
代理会占用极少的资源。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提高了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和介质服务器重复
数据删除的备份性能。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使用控制其行为的默认配置值。如果需要，您可以更改这
些值。下表介绍了多线程代理的交互和行为。它还提供了与如何配置这些交互和行
为相关的主题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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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交互和行为

交互

过程

多线程代理行为和资源使用情况

请参见第 48 页的“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
代理行为”。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是否向多线程代理发送备
份

请参见第 53 页的“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与
多线程代理的交互”。

应使用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进行备份的
客户端

请参见第 53 页的“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与
多线程代理的交互”。

应使用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的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53 页的“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与
多线程代理的交互”。

表 5-4 介绍了 MSDP 多线程的操作说明。如果未使用多线程代理，NetBackup 将
使用单线程模式。
表 5-4

多线程代理要求和限制

项目

描述

支持的系统

NetBackup 支持在 Linux、Solaris 和 Windows 操作系统上使用多
线程代理。

不支持的使用情形

NetBackup 对于以下使用情形不使用多线程代理：
■

虚拟合成备份

■

NetBackup加速器

■

SEGKSIZE 大于 128（pd.conf 文件）

■

已启用 DONT_SEGMENT_TYPES（pd.conf 文件）

■

MATCH_PDRO = 1（pd.conf 文件）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基于策略的压缩或加密

如果备份策略已启用基于 NetBackup 策略的压缩或加密，
NetBackup 将不会使用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Veritas 建议使用 MSDP 压缩和加密，而不是基于 NetBackup 策
略的压缩和加密。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关于 MSDP 压缩”。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 MSDP 加密”。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行为
mtstrm.conf 配置文件控制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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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如果更改某一主机上的 mtstrm.conf 文件，则仅会更改该主机的设置。如果对数据
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所有主机都需要相同的设置，则必须更改所有主机上的
mtstrm.conf 文件。
配置多线程代理行为

1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mtstrm.conf 文件。
mtstrm.conf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2

■

对于 UNIX： /usr/openv/lib/ost-plugins/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

要更改行为，请指定一个新值。
请参见第 49 页的“MSDP mtstrm.conf 文件参数”。

3

保存并关闭文件。

4

重新启动主机上的多线程代理，如下所示：
■

在 UNIX 上：
/usr/openv/pdde/pdag/bin/mtstrmd –terminate
/usr/openv/pdde/pdag/bin/mtstrmd

■

在 Windows 上，使用 Windows 服务管理器。服务名称为 NetBackup 重复
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MSDP mtstrm.conf 文件参数
mtstrm.conf 配置文件控制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的行为。默认值可在性能与资

源使用情况之间实现平衡。
本文档提供了一些过程，用于说明如何配置这些参数。
pd.conf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lib/ost-plugins/

■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

请参见第 48 页的“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行为”。
mtstrm.conf 文件包括三个部分。这些参数必须位于其各自的部分中。有关参数的

描述，请参见以下部分：
■

日志记录参数

■

进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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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程参数

mtstrm.conf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

对于 UNIX： /usr/openv/lib/ost-plugins/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

日志记录参数
下表介绍了 mtstrm.conf 配置文件的日志记录参数。
日志记录参数（mtstrm.conf 文件）

表 5-5
日志记录参数

描述

LogPath

创建 mtstrmd.log 文件的目录。
默认值：

Logging

■

对于 Windows：LogPath=install_path\Veritas\pdde\\..\netbackup\logs\pdde

■

对于 UNIX： LogPath=/var/log/puredisk

指定要记录的内容：
默认值：Logging=short,thread。
可能的值：
minimal:
short :
long
:
verbose:
full
:
none
:

Critical, Error,
all of the above
all of the above
all of the above
all of the above
disable logging

Authentication, Bug
plus Warning
plus Info
plus Notice
plus Trace messages (everything)

要启用或禁用其他日志记录信息，请将以下项之一追加到日志记录值中，无需使用空格：
,thread
,date
,timing
,silent

Retention

:
:
:
:

enable thread ID logging.
enable date logging.
enable high-resolution timestamps
disable logging to console

在 NetBackup 删除日志文件之前，保留这些日志文件的时间（以天为单位）。
默认值：Retention=7。
可能的值： 0-9（含两端值）。使用 0 可永远保留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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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记录参数

描述

LogMaxSize

在 NetBackup 创建新日志文件之前可达到的最大日志大小 (MB)。现有滚动日志文件将重命名
为 mtstrmd.log.<date/time stamp>
默认值：LogMaxSize=500。
可能的值：1 到最大操作系统文件大小 (MB)（含两端值）。

进程参数
下表介绍了 mtstrm.conf 配置文件的进程参数。
进程参数（mtstrm.conf 文件）

表 5-6
进程参数

描述

MaxConcurrentSessions

多线程代理处理的最大并行会话数。如果多线程代理在达到
MaxConcurrentSessions 值后收到备份作业，则该作业将作为单线程作业运
行。
默认情况下，重复数据删除插件根据先入先出原则将备份作业发送到多线程代理。
但是，您可以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将哪些客户端和备份策略发送到多线程代理。
pd.conf 文件中的 MTSTRM_BACKUP_CLIENTS 和 MTSTRM_BACKUP_POLICIES
参数控制该行为。对于具有多个并行备份作业的系统，过滤发送到多线程代理的备
份作业会很有用。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默认值：MaxConcurrentSessions=（由 NetBackup 计算；请参见下一段）。
NetBackup 在安装或升级期间配置此参数的值。此值是主机的硬件并行值除以
BackupFpThreads 值得出的结果（请参见表 5-7）。 （出于此参数的目的，“硬
件并发”为 CPU 数、核心数或超线程单元数。）在介质服务器上，NetBackup 并
非使用所有硬件并发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可能保留一些以用于其他服务器进程。
有关硬件并行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pd.conf 文件中的 MTSTRM_BACKUP_ENABLED
参数描述。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可能的值： 1-32（含两端值）。

警告：Veritas 建议您先仔细考虑一下对此值进行更改会如何影响您的系统资源，
然后再进行更改。使用默认配置值时，每个会话将使用大约 120 到 150 MB 的内
存。使用的内存等于 (BackupReadBufferCount * BackupReadBufferSize)
+ (3 * BackupShmBufferSize) + FpCacheMaxMbSize（如果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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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参数

描述

BackupShmBufferSize

用于复制共享内存的缓冲区大小 (MB)。此设置影响三个缓冲区：共享内存缓冲区
本身、mtstrmd 进程中的共享内存接收缓冲区以及客户端进程上的共享内存发送
缓冲区。
默认值：BackupShmBufferSize=2 (UNIX) 或 BackupShmBufferSize=8
(Windows)。
可能的值： 1-16（含两端值）。

BackupReadBufferSize

在备份期间从客户端执行读取操作时，每个会话要使用的内存缓冲区的大小 (MB)。
默认值：BackupReadBufferSize=32。
可能的值： 16-128（含两端值）。

BackupReadBufferCount

在备份期间从客户端执行读取操作时，每个会话要使用的内存缓冲区数。
默认值：BackupReadBufferCount=3。
可能的值：1 到 10（含两端值）。

BackupBatchSendEnabled

确定是否使用批处理消息协议将数据发送到存储服务器以进行备份。
默认值：BackupBatchSendEnabled=1。
可能的值： 值为 0（禁用）或 1（启用）。
每个会话进行指纹缓存时要使用的最大内存容量 (MB)。

FpCacheMaxMbSize

默认值：FpCacheMaxMbSize=20。
可能的值： 0-1024（含两端值）。
SessionCloseTimeout

代理超时前，会话由于错误而关闭时等待线程完成处理的时间（秒）。
默认值：180。
可能的值：1-3600。

SessionInactiveThreshold 会话处于空闲状态的分钟数（在此时间后，NetBackup 会将其视为不活动会话）。
维护操作期间，NetBackup 会检查会话并关闭不活动会话。
默认值：480。
可能的值： 1-1440（含两端值）。

线程参数
下表介绍了 mtstrm.conf 配置文件的线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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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程参数（mtstrm.conf 文件）

表 5-7
线程参数

描述

BackupFpThreads

每个会话对传入数据进行指纹识别时要使用的线程数。
BackupFpThreads=（由 NetBackup 计算；请参见以下说明)。
NetBackup 在安装或升级期间配置此参数的值。此值等于以下硬件并行阈值。
■

对于 Windows 和 Linux： 阈值为 2。

■

Solaris： 阈值为 4。

有关硬件并行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pd.conf 文件中的 MTSTRM_BACKUP_ENABLED
参数描述。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每个会话在备份操作期间将数据发送到存储服务器时要使用的线程数。

BackupSendThreads

默认值：对于服务器，BackupSendThreads=1；对于客户端，
BackupSendThreads=2。
可能的值： 1-32（含两端值）。
MaintenanceThreadPeriod NetBackup 执行维护操作的频率（以分钟为单位）。
默认值：720。
可能的值： 0-10080（含两端值）。零 (0) 表示禁用维护操作。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与多线程代理的交互
您可以控制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与多线程代理之间的交互。可通过主机上
pd.conf 文件中的设置控制该交互行为。对某个 pd.conf 文件进行更改将仅更改该
文件所在主机的设置。如果对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所有主机都需要相同的设
置，则必须更改所有主机上的 pd.conf 文件。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关于 MSDP pd.conf 配置文件”。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与多线程代理的交互

1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pd.conf 文件。
pd.conf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2

■

(UNIX) /usr/openv/lib/ost-plugins/

■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

要更改设置，请指定一个新值。以下是控制该交互的设置：
■

MTSTRM_BACKUP_CL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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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TSTRM_BACKUP_ENABLED

■

MTSTRM_BACKUP_POLICIES

■

MTSTRM_IPC_TIMEOUT

这些设置在其他主题中进行了介绍。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3

保存并关闭文件。

4

在主机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远程管理器和监视服务 (nbrmms)。

关于 MSDP 指纹识别
NetBackup 使用唯一标识符来标识备份的每个文件和每个文件段。 重复数据删除插
件读取备份映像，并将映像分割成多个文件。此插件将文件分割成片段。对于每个
片段，此插件会计算用于标识每个数据段的哈希密钥（即“指纹”）。 为了创建哈
希，会读取片段中数据的每个字节，并将其添加到哈希中。
指纹计算基于 MD5 算法。要防止出现 MD5 冲突，内容不同但 MD5 哈希密钥相同
的任何片段将获得不同的指纹。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 MSDP 指纹缓存”。
请参见第 247 页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备份进程”。
请参见第 250 页的“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备份过程”。

关于 MSDP 指纹缓存
NetBackup 使用“指纹”识别备份数据中的文件段。NetBackup 仅将唯一的数据段
写入“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如果此段已位于存储中，NetBackup 将不再
存储它。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 MSDP 指纹识别”。
存储服务器在 RAM 中维护指纹的索引缓存。对于每个备份作业，客户端向服务器
请求来自其上次备份的指纹列表。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spoold) 会在启动时将一部分指纹加载到缓存
中。在启动后，该引擎将加载剩余的指纹。
可以配置缓存加载行为。
请参见第 55 页的“配置 MSDP 指纹缓存行为”。
您还可以控制客户端的指纹缓存种子设定。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将远程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 MSDP 指纹缓存设定为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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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SDP 指纹缓存行为
可以配置缓存加载行为。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 MSDP 指纹缓存”。
配置 MSDP 指纹缓存行为

1

2

在存储服务器上，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contentrouter.cfg 文件；该文件位
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storage_path/etc/puredisk

■

(Windows) storage_path\etc\puredisk

编辑控制行为的参数。
请参见第 55 页的“MSDP 指纹缓存行为选项”。

MSDP 指纹缓存行为选项
表 5-8 介绍了控制行为的参数。所有这些选项均位于 contentrouter.cfg 文件中。
这些参数存储在 contentrouter.cfg 文件中。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关于 MSDP contentrouter.cfg 文件”。
表 5-8

缓存加载参数

行为

描述

CacheLoadThreadNum

用于加载剩余指纹的线程数。
contentrouter.cfg 文件中的 CacheLoadThreadNum
控制线程数。在启动指纹加载后，NetBackup 将开始从下一
个容器号加载指纹。
默认值为 1。

MaxCacheSize

用于指纹缓存的 RAM 百分比。
contentrouter.cfg 文件中的 MaxCacheSize 控制 RAM
百分比。
默认值为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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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将远程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 MSDP 指纹缓存设
定为种子
Veritas 提供了一种将新客户端的指纹缓存“设定为种子”的方法。从种子设定受益
最大的使用情形是，通过高延迟网络（如 WAN）首次备份远程客户端。这样，首
次备份的性能将类似于现有客户端的性能。
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要将缓存设定为种子的客户端。选择类似客户端时，请考虑
以下因素：
■

如果大多数信息为操作系统文件，请使用具有相同操作系统的任何客户端。

■

如果大多数信息为数据，则不大可能找到具有相同数据的客户端。因此，请考
虑以物理方式将数据副本移动到数据中心。在类似客户端上备份该数据，然后
使用该客户端和策略进行种子设定。

■

客户端越相似，缓存命中率就越大。

可通过两种方法配置缓存种子设定。您可以使用任一方法。下表介绍了种子设定配
置方法。
表 5-9

种子设定配置方法

要配置种子设定的主机

描述

在客户端上

在客户端上为一个或少数客户端配置种子设定。
请参见第 58 页的“在客户端上配置 MSDP 指纹缓存种子设
定”。

在存储服务器上

受益最大的使用情形是对许多客户端进行种子设定，这些客
户端可以使用来自单个主机的指纹缓存。
请参见第 59 页的“在存储服务器上配置 MSDP 指纹缓存种子
设定”。

要确保 NetBackup 使用已设定为种子的备份映像，配置种子设定后的首次客户端备
份必须是使用单个数据流的完全备份。具体说来，备份策略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
件：
■

必须取消选中“属性”选项卡的“允许多个数据流”属性。

■

备份选择不能包含任何 NEW_STREAM 指令。

如果不满足这两个条件，NetBackup 可能会使用多个数据流。如果将“属性”选项
卡的“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设置为小于数据流总数的数字，则只有这些数据流
使用已设定为种子的映像填充缓存。任何大于“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值的数据
流都不能从种子设定中获益，其缓存命中率可能会接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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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备份后，即可还原原始备份策略的参数设置。
下列各项是显示出现的种子的提示性消息示例：
活动监视器作业详细信息

1/2/2015 2:18:23 AM - Info nbmaster1(pid=6340)
StorageServer=PureDisk:nbmaster1; Report=PDDO
Stats for (nbmaster1): scanned: 3762443 KB, CR
sent: 1022 KB, CR sent over FC: 0 KB, dedup:
100.0%, cache hits: 34364 (100.0%)
1/2/2015 2:18:24 AM - Info nbmaster1(pid=6340)
StorageServer=PureDisk:nbmaster1; Report=PDDO
Stats for (nbmaster1): scanned: 1 KB, CR sent:
0 KB, CR sent over FC: 0 KB, dedup: 100.0%

客户端上的重复数据删除插 01/02/15 02:15:17 [4452] [4884] [DEBUG] PDSTS:
件日志 (pdplugin.log) cache_util_get_cache_dir: enter
db=/nbmaster1#1/2, scp='', bc=opscenter1,
bp=seedfinal, bl=4096
01/02/15 02:15:17 [4452] [4884] [DEBUG] PDSTS:
cache_util_get_cache_dir: new backup, using
existing client seeding directory
01/02/15 02:15:17 [4452] [4884] [DEBUG] PDSTS:
cache_util_get_cache_dir: exit
db=/nbmaster1#1/2, scp='', bc=opscenter1,
bp=seedfinal, bl=4096,
cachedir_buf='/nbmaster1#1/2/#pdseed/opscenter1'
err=0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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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上的重复数据删除代 02:15:17.417[4452.4884][DEBUG][dummy][11:bptm:6340:nbmaster1][DEBUG]
理服务器日志
PDSTS: cache_util_get_cache_dir: enter
(nbostpxy.log)
db=/nbmaster1#1/2, scp='', bc=opscenter1,
bp=seedfinal, bl=4096
02:15:17.433[4452.4884][DEBUG][dummy][11:bptm:6340:nbmaster1][DEBUG]
PDSTS: cache_util_load_fp_cache_nbu: enter
dir_path=/nbmaster1#1/2/#pdseed/opscenter1,
t=16s, me=1024
02:15:17.449[4452.4884][DEBUG][dummy][11:bptm:6340:nbmaster1][DEBUG]
PDSTS: cache_util_load_fp_cache_nbu: adding
'nbmaster1_1420181254_C1_F1.img' to cache list
(1)
02:15:17.449[4452.4884][DEBUG][dummy][11:bptm:6340:nbmaster1][DEBUG]
PDSTS: cache_util_load_fp_cache_nbu: opening
/nbmaster1#1/2/#pdseed/opscenter1/nbmaster1_1420181254_C1_F1.img
for image cache (1/1)
02:15:29.585[4452.4884][DEBUG][dummy][11:bptm:6340:nbmaster1][DEBUG]
PDVFS: pdvfs_lib_log: soRead: segment
c32b0756d491871c45c71f811fbd73af already
present in cache.
02:15:29.601[4452.4884][DEBUG][dummy][11:bptm:6340:nbmaster1][DEBUG]
PDVFS: pdvfs_lib_log: soRead: segment
346596a699bd5f0ba5389d4335bc7429 already
present in cache.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有关种子设定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Veritas 技术说明：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44437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 MSDP 指纹缓存”。

在客户端上配置 MSDP 指纹缓存种子设定
客户端上的种子设定需要以下信息：
■

客户端名称

■

策略名称

■

停止使用类似客户端的指纹缓存的日期。

本文档提供了有关何时使用此种子设定方法以及如何选择要从中获得种子的客户端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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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将远程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 MSDP 指纹缓存设定为种子”。
警告：不要在存储服务器或负载平衡服务器上使用此过程。否则，它将影响由该主
机备份的所有客户端。
在客户端上将 MSDP 指纹缓存设定为种子
◆

在首次备份远程客户端之前，请编辑远程客户端上 pd.conf 文件中的
FP_CACHE_CLIENT_POLICY 参数。
采用以下格式指定设置：
clienthostmachine,backuppolicy,date
clienthostmachine

要从中将缓存设定为种子的现有类似客户端的名称。

注意：NetBackup 以不同的方式处理长主机名和短主机名，
因此请确保您使用的客户端名称与备份该客户端的策略中出
现的客户端名称相同。
backuppolicy

该客户端的备份策略。

date

使用现有类似客户端的指纹缓存的最后日期，采用
mm/dd/yyyy 格式。在此日期之后，NetBackup 将使用来自
客户端自身备份的指纹。

请参见第 160 页的“编辑 MSDP pd.conf 文件”。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在存储服务器上配置 MSDP 指纹缓存种子设定
在存储服务器上，NetBackup seedutil 实用程序将为客户端创建特殊的种子设定
目录。它将在该种子设定目录中填充指向其他客户端和策略的备份映像的映像引
用。以下是种子设定目录的路径名：
database_path/databases/catalog/2/#pdseed/client_name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对存储和目录库使用相同的路径；database_path 和
storage_path 是相同的。如果您为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配置单独的路径，则它们
的路径就会不同。）
在运行备份时，NetBackup 将从 #pdseed 目录加载该客户端的指纹。（假设在通常
目录库位置不存在该客户端的指纹）。
本文档提供了有关何时使用此种子设定方法以及如何选择要从中获得种子的客户端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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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将远程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 MSDP 指纹缓存设定为种子”。
将来自存储服务器的指纹缓存设定为种子

1

在首次备份远程客户端之前，采用以下格式指定客户端和策略：
UNIX：/usr/openv/pdde/pdag/bin/seedutil -seed -sclient client_name
-spolicy policy_name -dclient destination_client_name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seedutil -seed -sclient
client_name -spolicy policy_name -dclient destination_client_name

注意：NetBackup 以不同的方式处理长主机名和短主机名，因此请确保您使用
的客户端名称与备份该客户端的策略中出现的客户端名称相同。
请参见第 60 页的“NetBackup seedutil 选项”。

2

对要使用指纹作为种子的每个客户端重复该命令。

3

使用以下命令验证是否为客户端创建了种子设定目录：
seedutil -list_clients

4

备份客户端。

5

备份一个或多个客户端后，删除其种子设定目录。以下是命令语法：
seedutil -clear client_name

对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执行一次完全备份后，NetBackup 将自动清除种子设定目
录。如果首次备份失败，已设定种子的数据将保留，用于后续尝试。虽然
NetBackup 自动清除种子设定目录，但是 Veritas 建议您手动清除客户端种子
设定目录。

NetBackup seedutil 选项
以下是 seedutil 实用程序的用法说明：
seedutil [-v log_level] [-seed -sclient source_client_name -spolicy
policy_name -dclient destination_client_name [-backupid backup_id]]
[-clear client_name] [-clear_all] [-list_clients] [-list_images
client_name] [-help]

以下项是对各个选项的描述：
-backupid backup_id

从中复制种子设定数据的备份 ID。

-clear client_name

清除由 client_name 指定的种子设定目录
的内容。

60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启用对 96 TB MSDP 的支持

-clear_all

清除所有种子设定目录的内容。

-dclient destination_client_name

对其数据进行种子设定的新客户端的名称。

-help

显示命令的帮助。

-list_clients

列出已为其配置种子设定的所有客户端。

-list_images client_name

列出指定客户端的种子设定目录的内容。

-sclient source_client_name

从中复制种子设定数据的客户端。

注意：NetBackup 以不同的方式处理长主机
名和短主机名，因此请确保您使用的客户端
名称与备份该客户端的策略中出现的客户端
名称相同。
-seed

配置种子设定。

-spolicy policy_name

备份了要用于种子设定数据的客户端的
NetBackup 策略。

-v log_level

日志级别。

以下是命令所在的目录：
■

对于 UNIX：/usr/openv/pdde/pdag/bin

■

对于 Windows：C:\Program Files\Veritas\pdde

启用对 96 TB MSDP 的支持
在配置适用于 96 TB 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服务器之前，您必须
启用对所需的多个卷的支持。
请参见第 17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容量”。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启用对 96 TB NetBackup MSDP 的支持
◆

在要作为 MSDP 存储服务器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在 /etc 目录中创
建一个空的 nbapp-release 文件。下例显示如何使用 touch 命令创建文件：
touch/etc/nbapp-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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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配置存储服务器
此处的配置是指，将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配置为用于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的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服务器”。
存储类型。

选择“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作为磁盘存储的类型。

重复数据删除引擎的凭据。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
据”。

存储路径。

请参见第 73 页的“MSDP 存储路径属性”。

网络接口。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 MSDP 的网络接口”。

负载平衡服务器（如果有）。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服务器”。

在配置存储服务器时，向导还允许您创建磁盘池和存储单元。
前提条件

对于 96 TB“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必须在配置存储服务器之
前创建所需目录。
请参见第 96 页的“为 96 TB MSDP 支持创建数据目录”。

为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配置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NetBackup 管理”或者“介质和设备管
理”。

2

在右窗格中，单击“配置磁盘存储服务器”。
此时将显示“欢迎使用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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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欢迎”面板上，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您可以配置的存储服务器类型取决于您获得许可的选项。
下面是向导面板示例：

选择“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之后，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添
加存储服务器”向导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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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添加存储服务器”面板上，选择或输入适当的信息。
下面是向导面板示例：

介质服务器

选择要配置为存储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
可以在下一个向导面板上添加重复数据删除负载平衡服务器。

用户名

输入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的用户名。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
据”。

密码

输入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的密码。

确认密码

要确认密码，请重新输入密码。

输入信息后，请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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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会出现“存储服务器属性”面板。

5

在“存储服务器属性”面板上，输入或选择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的属性。
请参见第 73 页的“MSDP 存储路径属性”。
请参见第 75 页的“MSDP 网络接口属性”。
下面是向导面板示例：

单击“下一步”之后，具体行为取决于是否已安装介质服务器，如下所示：
没有安装介质服务器

此时将显示“存储服务器配置摘要”面板。
转到步骤 7。

已安装介质服务器。

显示“重复数据删除负载平衡”面板。
继续执行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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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重复数据删除负载平衡”面板上，选择用于重复数据删除的其他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可以选择负载平衡服务器。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下面是向导面板示例：

对于所选的介质服务器，NetBackup 会启用其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并使用您在上
一面板中输入的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进行填充。
单击“下一步”，接下来将出现“云存储服务器配置摘要”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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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存储服务器配置摘要”面板上，验证所选内容。如果确定，请单击“下一
步”配置存储服务器。
下面是向导面板示例：

此时会出现“存储服务器创建状态”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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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存储服务器配置状态”向导面板描述操作的状态，如下所示：

创建存储服务器后，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磁盘池

请务必选择“使用您刚创建的存储服务器创建磁盘池”，然
后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选择卷”面板。继续执行下一个步骤。

退出

单击“关闭”。
您可以在其他时间配置磁盘池。

如果存储服务器创建失败，可以参考故障排除帮助。
请参见第 265 页的“对 MSDP 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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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选择卷”面板上，选择用于此磁盘池的卷。在“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中
配置的“存储路径”中的所有存储都显示为单个卷。PureDiskVolume 是该存
储的虚拟名称。
下面是向导面板示例：

选择 PureDiskVolume 卷后，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其他磁盘池信
息”向导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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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其他磁盘池信息”面板上，输入此磁盘池的值。
请参见第 95 页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下面是向导面板示例：

输入相应信息或选择所需选项后，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磁盘池配置
摘要”向导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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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磁盘池配置摘要”面板上，验证所选内容。如果确定，请单击“下一步”。
下面是向导面板示例：

要配置磁盘池，请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磁盘池配置状态”向导面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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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磁盘池配置状态”向导面板描述了操作的进度。
下面是向导面板示例：

创建磁盘池后，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存储单元

请务必选择“使用刚创建的磁盘池创建存储单元”，然后单
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创建存储单元”向导面板。继
续执行下一个步骤。

退出

单击“关闭”。
稍后，您可以配置一个或多个存储单元。
请参见第 99 页的“配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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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输入存储单元的相应信息。
请参见第 100 页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属性”。
下面是向导面板示例：

输入相应信息或选择所需选项后，单击“下一步”创建存储单元。

14 NetBackup 配置存储单元后，会显示“已完成”面板。单击“完成”退出该向
导。

MSDP 存储路径属性
NetBackup 要求将存储作为目录路径显示。下表介绍了存储服务器上“介质服务器
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路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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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MSDP 存储路径属性

属性

描述

存储路径

指向存储的路径。存储路径是 NetBackup 存储原始备份数据的目录。备份数据不应存储在
系统磁盘上。
由于存储需要目录路径，因此，请不要仅使用根节点 (/) 或驱动器盘符 (E:\) 作为存储路
径。即不要以根节点 (/) 或驱动器盘符 (E:\) 的形式装入存储。
对于 96 TB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必须为视为第一个 32 TB 存储卷的卷输入装入点
的路径名。以下是进行备份的装入点的卷命名约定的示例：
/msdp/vol0
/msdp/vol1
/msdp/vol2

<--- The first volume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请参见第 96 页的“为 96 TB MSDP 支持创建数据目录”。
可以在存储路径名称中使用下列字符：

■

国际标准组织 (ISO) 拉丁语脚本字母表的任意 26 个字母，包括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
这些字母与英文字母表相同。
从 0 到 9（含）的任意整数。

■

空格字符。

■

以下任何字符：
UNIX: _-:./\

■

对于 Windows：_-:.\（冒号 (:) 仅允许在驱动器盘符之后使用（例如，
G:\MSDP_Storage）
NetBackup 的重复数据删除存储路径要求可能会影响您显示存储的方式。
请参见第 18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和连接要求”。
使用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为MSDP 数据库（即 MSDP 目录库）位置使用存储路径。MSDP
的备用路径
数据库与 NetBackup 目录库不同。
选择此选项可以将默认位置之外的其他位置用于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
对于 96 TB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必须选择此选项。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为了优化性能，Veritas 建议您比备份数据多使用一个单独的磁盘卷来存储重复数据删除数
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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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数据库路径

如果您选择“使用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的备用路径”，请输入数据库的路径名。数据库不
应存储在系统磁盘上。
对于96 TB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必须输入为 MSDP 目录库创建的分区的路径名。
例如，如果装入点的命名约定是 /msdp/volx，Veritas 建议的 MSDP 目录库目录如下：
/msdp/cat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为了优化性能，Veritas 建议您比备份数据多使用一个单独的磁盘卷来存储重复数据删除数
据库。
可以在路径名称中使用下列字符：

■

国际标准组织 (ISO) 拉丁语脚本字母表的任意 26 个字母，包括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
这些字母与英文字母表相同。
从 0 到 9（含）的任意整数。

■

空格字符。

■

以下任何字符：
UNIX: _-:./\

■

对于 Windows：_-:.\（冒号 (:) 仅允许在驱动器盘符之后使用（例如，
F:\MSDP_Storage）

如果目录不存在，NetBackup 会创建这些目录，并使用必要的子目录结构进行填
充。如果目录存在，NetBackup 会使用必要的子目录结构填充这些目录。
小心：NetBackup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后，您不能更改路径。因此，请在
规划阶段决定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备份数据的存储位置和存储方式，然后仔细输
入这些路径。

MSDP 网络接口属性
下表介绍了“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服务器的网络接口属性。
小心：NetBackup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后，您不能更改网络接口。所以，
在输入属性时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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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MSDP 网络接口属性

属性

描述

使用特定的网络接口

选择此选项为重复数据删除通信指定网络接口。如果不指定网络
接口，NetBackup 将使用操作系统主机名的值。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 MSDP 的网络接口”。

接口

如果选择“使用特定的网络接口”，请输入接口名称。

配置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服务器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复数据删
除池”存储。
此处的配置是指，将 PureDisk Storage Pool Authority 配置为 NetBackup 中的存储
服务器。
请参见第 1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目标”。
为 MSDP 配置存储服务器时，需要指定以下各项：
■

存储类型。
选择“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作为磁盘存储的类型。

■

PureDisk Storage Pool Authority 的凭据。

■

要用作备份服务器和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此外，要用作负载平
衡服务器的其他介质服务器（如果有）。

在配置存储服务器时，向导还允许您配置磁盘池和存储单元。
使用向导配置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的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NetBackup 管理”或者“介质和设备管
理”。

2

在右窗格中，单击“配置磁盘存储服务器”。
此时将显示“欢迎使用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面板。

76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配置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服务器

3

在“欢迎”面板上，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您可以配置的存储服务器类型取决于您获得许可的选项。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选择“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之后，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添
加存储服务器”向导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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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添加存储服务器”面板上，选择或输入适当的信息。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介质服务器

选择用于向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查询其功能的介质服
务器。该介质服务器也用于重复数据删除。
可以在下一个向导面板上添加其他重复数据删除负载平衡服
务器。

存储服务器名称

在“存储服务器名称”字段中输入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
备的主机名。

用户名

输入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的用户名。

密码

输入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的密码。

确认密码

要确认密码，请重新输入密码。

输入信息后，请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出现“配置其他介质服务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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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重复数据删除负载平衡”面板上，选择用于重复数据删除负载平衡的其他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此向导将使用您在上一面板中输入的 Storage Pool
Authority 凭据来填充所选的介质服务器。可以选择负载平衡服务器。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单击“下一步”，接下来将出现“云存储服务器配置摘要”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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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存储服务器配置摘要”面板上，验证所选内容。如果确定，请单击“下一
步”。

此时会出现“存储服务器创建状态”面板。该面板将指示向导操作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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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存储服务器配置状态”向导面板描述操作的状态，如下所示：

创建存储服务器后，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磁盘池

请务必选择“使用您刚创建的存储服务器创建磁盘池”，然
后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选择卷”面板。继续执行下一个步骤。

退出

单击“关闭”。
您可以在其他时间配置磁盘池。

如果存储服务器创建失败，可以参考故障排除帮助。
请参见第 265 页的“对 MSDP 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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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卷选择”面板上，选择用于此磁盘池的卷。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的
所有存储均显示为单个卷。PureDiskVolume 是该存储的虚拟名称。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选择 PureDiskVolume 卷后，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其他磁盘池信
息”向导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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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其他磁盘池信息”面板上，输入此磁盘池的值。
请参见第 95 页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输入相应信息或选择所需选项后，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磁盘池配置
摘要”向导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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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磁盘池配置摘要”面板上，验证所选内容。如果确定，请单击“下一步”。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要配置磁盘池，请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磁盘池配置状态”向导面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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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磁盘池配置状态”向导面板描述了操作的进度。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创建磁盘池后，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存储单元

请务必选择“使用刚创建的磁盘池创建存储单元”，然后单
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创建存储单元”向导面板。继
续执行下一个步骤。

退出

单击“关闭”。
稍后，您可以配置一个或多个存储单元。
请参见第 99 页的“配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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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输入存储单元的相应信息。
请参见第 100 页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属性”。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输入相应信息或选择所需选项后，单击“下一步”创建存储单元。

13 NetBackup 配置存储单元后，会显示“已完成”面板。单击“完成”退出该向
导。

关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的磁盘池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表示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备份数据的存储。
NetBackup 服务器或 NetBackup 客户端对存储在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中的备份数
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存在如下两种类型的重复数据删除池：
■

NetBackup“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表示挂接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的磁盘存储。 NetBackup 删除数据中的重复部分并承载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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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要求您拥有组成重复数据删除池的磁盘资源的独占所有权。 如果您
与其他用户共享这些资源，则 NetBackup 将无法正确管理重复数据删除池容量
或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NetBackup“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表示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的
PureDisk 存储池。NetBackup 删除数据中的重复部分，PureDisk 承载存储。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复数据
删除池”存储。

配置多少个重复数据删除池取决于您的存储要求。 此外，还取决于是否使用优化复
制，如下表所述：
用于复制的重复数据删除池

表 5-12
类型

要求

同一 NetBackup 域内的优化
复制

同一域中的优化复制需要以下重复数据删除池：
■

■

至少有一个磁盘池用于备份存储，是复制操作的源。源重复数据删除池位于一个重
复数据删除节点中。
另一个磁盘池用于存储备份映像的副本，是复制操作的目标。目标重复数据删除池
位于另一个重复数据删除节点中。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同一域内的 MSDP 优化复制”。
指向其他 NetBackup 域的自
动映像复制

自动映像复制的重复数据删除池可以是复制源或复制目标。复制属性表示重复数据删
除池的用途。重复数据删除池从其卷继承复制属性。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关于自动映像复制的复制拓扑结构”。
自动映像复制需要以下重复数据删除池：
■

■

原始域中的至少一个复制源重复数据删除池。 复制源重复数据删除池是您向其中发
送备份的重复数据删除池。 源重复数据删除池上的备份映像将复制到一个或多个远
程域中的重复数据删除池。
一个或多个远程域中的至少一个复制目标重复数据删除池。 复制目标重复数据删除
池是在原始域中运行的复制操作的目标。

请参见第 129 页的“关于 NetBackup 自动映像复制”。

配置用于重复数据删除的磁盘池
使用 NetBackup“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可以在存储服务器配置期间配置一个磁盘
池。要配置其他磁盘池，请启动“磁盘池配置向导”。在配置 NetBackup 磁盘池之
前，必须存在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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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8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的磁盘池”。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时，需要指定以下各项：
■

磁盘池的类型：PureDisk。PureDisk 是以下磁盘池的类型：
■

挂接到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介质服务器的磁盘存储上的“介质服务器重
复数据删除池”。

■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表示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的存储。

■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用来查询用于池的磁盘存储。

■

要包括在池中的磁盘卷。
NetBackup 将存储作为单个卷公开。

■

磁盘池属性。
请参见第 95 页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Veritas 建议磁盘池名称在您的企业中要具有唯一性。
使用向导配置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NetBackup 管理”或者“介质和设备管
理”。

2

从右窗格的向导列表中，单击“配置磁盘池”。

3

在该向导的欢迎面板上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磁盘池”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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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磁盘池”面板上的“类型”窗口中选择 PureDisk。
您可以配置的磁盘池类型取决于您获得许可的选项。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选择磁盘池“类型”后，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选择存储服务器”向
导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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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选择存储服务器”面板上，选择用于此磁盘池的存储服务器。向导会显示
在您的环境中配置的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对于“PureDisk 重复数据删
除池”，存储服务器为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单击“下一步”。随即会显示“卷选择”向导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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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卷选择”面板上，选择用于此磁盘池的卷。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
除池

在“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 中配置的“存储路径”中的所有
存储都显示为单个卷。PureDiskVolume 是该存储的虚拟名
称。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中的所有存储均显示为单个卷。
池
PureDiskVolume 是该存储的虚拟名称。

选择 PureDiskVolume 卷后，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其他磁盘池信
息”向导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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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其他磁盘池信息”面板上，输入此磁盘池的值。
请参见第 95 页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输入相应信息或选择所需选项后，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磁盘池配置
摘要”向导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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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磁盘池配置摘要”面板上，验证所选内容。如果确定，请单击“下一步”。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要配置磁盘池，请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磁盘池配置状态”向导面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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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磁盘池配置状态”向导面板描述了操作的进度。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创建磁盘池后，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存储单元

请务必选择“使用刚创建的磁盘池创建存储单元”，然后单
击“下一步”。此时将出现“创建存储单元”向导面板。继
续执行下一个步骤。

退出

单击“关闭”。
稍后，您可以配置一个或多个存储单元。
请参见第 99 页的“配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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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输入存储单元的相应信息。
请参见第 100 页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属性”。
下面是向导面板的示例：

输入相应信息或选择所需选项后，单击“下一步”创建存储单元。

11 NetBackup 配置存储单元后，会显示“已完成”面板。单击“完成”退出该向
导。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表 5-13 介绍了磁盘池属性。
表 5-13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属性

描述

存储服务器

存储服务器名称。存储服务器与存储所挂接到的 NetBackup 介质服
务器相同。

存储服务器类型

对于“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类型为 PureDisk。

95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为 96 TB MSDP 支持创建数据目录

属性

描述

磁盘卷

对于“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所有磁盘存储均显示为单个
卷。
PureDiskVolume 是为存储路径和数据库路径指定的目录中所含存
储的虚拟名称。

总可用空间

磁盘池中的可用空间大小。

总原始大小

磁盘池中原始存储空间的总量。

磁盘池名称

磁盘池名称。输入一个在整个企业内都唯一的名称。

注释

与磁盘池关联的注释。

高位标记

“高位标记”指示卷已满。当卷达到“高位标记”时，NetBackup
会使分配到存储单元的任何备份作业失败。NetBackup 也不会向重
复数据删除池已满的存储单元分配新作业。
“高位标记”包括为其他作业保留但尚未使用的空间。
默认值为 98%。
默认值为 98%。

低位标记

“低位标记”对 PureDiskVolume 没有影响。

限制 I/O 流

选择此选项可限制磁盘池中的每个卷的读取和写入流（即作业）的
数量。作业可以读取备份映像，也可以写入备份映像。默认情况
下，没有限制。如果选择此属性，则还需要配置每个卷允许的流数
量。
当达到该限制时，NetBackup 将选择其他卷来执行写入操作（如果
可用）。如果不可用，NetBackup 会对作业进行排队，直到卷可用
为止。
如果流太多，可能会因磁盘抖动而使性能下降。磁盘抖动是指 RAM
与硬盘驱动器之间的数据交换过多。较少的流会提高吞吐量，进而
可以增加在特定时间段内完成的作业数量。

每卷

选择或输入允许每个卷执行的读取和写入流的数量。
许多因素会影响最佳的流数量。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磁盘速度、
CPU 速度和内存量。

为 96 TB MSDP 支持创建数据目录
NetBackup 需要每个存储卷均包含一个名为 data 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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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 96 TB 支持所需的第二和第三个卷上创建 data 目录。（NetBackup 将在您
于“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中指定的卷上创建所需的 data 目录。）
前提条件

■

■

必须使用 NetBackup 支持 MSDP 的文件系统格式化卷，并且必须
在存储服务器上装入该卷。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必须已配置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62 页的“为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配置存储服务器”。

为 96 TB MSDP 支持创建数据目录
◆

在“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卷中，在卷的装入点创建
一个 data 子目录，如下所示：
mount_point/data

以下是三个所需存储卷的装入点示例：
/msdp/vol0
volume
/msdp/vol1
/msdp/vol2

<--- NetBackup creates the data directory in this
<--- Create a data directory in this volume
<--- Create a data directory in this volume

向 96 TB 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添加卷
为 96 TB 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配置存储服务器时，指定第一个存储卷
的路径名。在可以使用“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之前，必须向磁盘池添加其
他两个卷。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置备 MSDP 存储”。
请参见第 62 页的“为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配置存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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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96 TB 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添加其他卷

1

在 MSDP 存储服务器上，使用 crcontrol 实用程序向磁盘池添加第二个和第
三个 32 TB 的卷。必须包括 data 目录作为路径名的一部分。以下是命令语法：
/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dsaddpartition pathname

以下两个示例显示了如何为 /msdp/vol1 和 /msdp/vol2 卷添加路径名：
# /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dsaddpartition
/msdp/vol1/data
Partition /msdp/vol1/data was added successfully.
# /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dsaddpartition
/msdp/vol2/data
Partition /msdp/vol2/data was added successfully

在 NetBackup 远程管理器和监视服务的下一个轮询周期，NetBackup 管理控
制台会显示磁盘池扩充的新容量。
注意：对于“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NetBackup 将存储作为单个卷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公开。因此，如果您具有 96 TB 的“介质服务器重
复数据删除池”，即使有三个卷用于存储，此值也为 1。

2

在 MSDP 存储服务器上，可以使用 crcontrol 实用程序验证“介质服务器重
复数据删除池”是否包含新卷。如果正确添加了卷，应该存在三个装入点，如
下所示：
/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dsstat 2 | grep Mount
Mount point count: 3
=============== Mount point
=============== Mount point
=============== Mount point

3

1 ===============
2 ===============
3 ===============

要显示关于磁盘池的详细信息，请使用 crcontrol --dsstat 3 命令，如下所
示：
/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dsst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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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单元表示“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或“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中的存储。创建一个或多个引用磁盘池的存储单元。
请参见第 8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的磁盘池”。
使用“磁盘池配置向导”，可以创建存储单元；因此，在创建磁盘池后，可能已创
建存储单元。要确定是否已经为磁盘池创建了存储单元，请参见管理控制台中的
“NetBackup 管理”>“存储”>“存储单元”窗口。

99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配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

通过“操作”菜单配置存储单元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存储”>“存储单
元”。

2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新建”>“存储单元”。

3

填写“新建存储单元”对话框中的字段。
对于优化复制目标的存储单元，选择“仅使用以下介质服务器”。然后选择两
个重复数据删除节点公用的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00 页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属性”。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属性
以下是将“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作为目标的存储单元的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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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属性

属性

描述

存储单元名称

为新存储单元指定一个唯一的名称。该名称可以描述存储类型。存储单
元名称可以用来为策略和日程表指定存储单元。存储单元名称创建后无
法更改。

存储单元类型

选择“磁盘”作为存储单元类型。

磁盘类型

选择 PureDisk 作为“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磁盘类型。

磁盘池

选择包含此存储单元的存储空间的磁盘池。
指定“磁盘类型”的所有磁盘池都将显示在“磁盘池”列表中。如果未
配置磁盘池，则该列表中不会显示磁盘池。

介质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设置指定可以删除此存储单元的重复数据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在介质服务器列表中仅会显示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和
负载平衡服务器。
请按照以下方法指定一台或多台介质服务器：
■

要允许介质服务器列表中的任何服务器删除数据中的重复部分，请
选择“使用任何可用的介质服务器”。

■

要使用特定的介质服务器删除数据中的重复部分，请选择“仅使用
以下介质服务器”。然后选择允许使用的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会选择要在运行策略时使用的介质服务器。
最大片段大小

对于正常备份，NetBackup 会将每个备份映像分割成片段，以便备份映
像不会超过文件系统所允许的最大文件大小。可以输入一个介于 20 MB
和 51200 MB 之间的值。
对于 FlashBackup 策略，Veritas 建议您使用默认最大片段大小，以确
保最佳的重复数据删除性能。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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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最多并行作业数

“最多并行作业数”设置指定 NetBackup 一次可以向磁盘存储单元发
送的最多作业数 （默认值： 一个作业。作业计数范围从 0 到 256）。
对于介质管理器存储单元，此设置对应于最多并行写驱动器数设置。
NetBackup 会对作业进行排队，直到存储单元可用。如果有三个备份作
业就绪并且“最多并行作业数”设置为 2，则 NetBackup 启动前两个
作业，第三个作业等待。如果一个作业包含多个副本，则会在超过“最
多并行作业数”计数前应用每个副本。
“最多并行作业数”控制备份和复制作业的通信量，但不控制还原作业
的通信量。计数适用于存储单元中的所有服务器，而不是每个服务器。
如果选择存储单元的多个介质服务器，并将“最多并行作业数”设置为
1，则每次仅运行一个作业。
输入的数字取决于可用磁盘空间和服务器运行多个备份进程的能力。

警告：如果将最多并行作业数设置为 0，则将禁用该存储单元。

MSDP 存储单元建议
可以使用存储单元属性来控制 NetBackup 的具体执行过程，如下所示：

配置有利的客户端与服务器的比
要实现有利的客户端与服务器的比，可以使用一个磁盘池并配置多个存储单元来分
离备份流量。由于所有存储单元都使用同一个磁盘池，因此不必将存储分区。
例如，假设有 100 个重要客户端、500 个常规客户端和四个介质服务器。 可以使用
两个介质服务器来备份最重要的客户端，使用两个介质服务器备份常规客户端。
下例介绍了如何配置有利的客户端与服务器的比：
■

为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配置介质服务器，并配置存储。

■

配置磁盘池。

■

为最重要的客户端配置一个存储单元（例如 STU-GOLD）。选择磁盘池。选择
“仅使用下列介质服务器”。选择两个介质服务器用于您的重要备份。

■

为 100 个重要客户端创建备份策略，并选择 STU-GOLD 存储单元。 在存储单
元中指定的介质服务器将客户端数据移至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

配置另一个存储单元（如 STU-SILVER）。 选择同一个磁盘池。选择“仅使用
下列介质服务器”。另行选择两个介质服务器。

■

为 500 个常规客户端配置备份策略，并选择 STU-SILVER 存储单元。 在存储单
元中指定的介质服务器将客户端数据移至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备份流量被存储单元设置路由至所需的数据移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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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NetBackup 仅对于写入活动（备份和复制）在选择介质服务器时使用存储单
元。对于还原，NetBackup 在可以访问磁盘池的所有介质服务器中进行选择。

限制介质服务器的通信
可以使用磁盘池存储单元上的“最多并行作业数”设置限制介质服务器的流量。实
际上，当对于同一个磁盘池使用多个存储单元时，此设置还能将较高的负载定向到
特定的介质服务器。较高的并行作业数意味着磁盘可能比该数字较低时忙碌。
例如，两个存储单元使用同一组介质服务器。其中一个存储单元 (STU-GOLD) 的
“最多并行作业数”设置高于另一个存储单元 (STU-SILVER) 的此设置。“最多并
行作业数”设置较高的存储单元将执行较多的客户端备份。

为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配置客户端属性
要配置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请设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客户端属性”主机属
性中的属性。如果客户端所在的备份策略的存储目标是“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池”，则客户端将删除自身数据中的重复部分。
指定对备份进行重复数据删除操作的客户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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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选择主服务器。

3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属性”。

4

选择“客户端属性”属性。

5

在“客户端属性”属性的“常规”选项卡上，将要对其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
删除的客户端添加到“客户端”列表中，如下所示：
■

单击“添加”。

■

在“添加客户端”对话框中，输入客户端名称或通过浏览选择客户端。然
后单击“添加”
对于要添加的每个客户端重复此操作。

■

6

客户端添加完毕后，单击“关闭”。

选择以下“重复数据删除位置”选项之一：
■

“总是使用介质服务器”会禁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默认情况下，会为
所有客户端配置“总是使用介质服务器”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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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在客户端上处于活动状态，则“优先使用客户端重
复数据删除”会使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如果未处于活动状态，则会进
行正常备份；不会进行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

“总是使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使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如果重复数
据删除备份作业失败，则 NetBackup 会重试该作业。

您可以在备份策略中覆盖“优先使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或“总是使用客户
端重复数据删除”主机属性。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的“禁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请参见第 104 页的“禁用客户端的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禁用客户端的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可以从删除自身数据中重复部分的客户端的列表中删除某个客户端。 如果执行此操
作，则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将备份客户端并删除数据中的重复部分。
禁用客户端的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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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选择主服务器。

3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属性”。

4

在“主机属性”“客户端属性”“常规”选项卡上，选择对自身数据进行重复
数据删除的客户端。

5

在“重复数据删除位置”下拉列表中，选择“总是使用介质服务器”。

6

单击“确定”。

关于 MSDP 压缩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主机可压缩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 此压缩独立于且
不同于基于 NetBackup 策略的压缩。
默认情况下，所有 MSDP 主机上都会配置压缩。因此，备份和复制通信量在所有
MSDP 主机上都会压缩。数据在存储上也会压缩。
表 5-15中介绍了这些压缩选项。
MSDP 加密和压缩设置的相互作用在另一个主题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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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07 页的“MSDP 压缩和加密设置表”。
表 5-15

MSDP 压缩选项

选项

描述

备份压缩

对于备份，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在对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后执行压缩。在将数据从插件传输
到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期间，存储服务器上该数据一直是压缩的。Deduplication
Engine 将加密的数据写入存储。对于还原作业，该过程反向执行。
每个 MSDP 主机上 pd.conf 文件中的 COMPRESSION 参数控制该主机的压缩和解压缩过
程。默认情况下，所有 MSDP 主机上都会启用备份压缩。因此，会在下列主机上根据需要
进行压缩和解压缩：
■

对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即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客户端。

■

负载平衡服务器。

■

存储服务器。

在正常 NetBackup 客户端（即不对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客户端）上不会发生 MSDP
压缩。

注意：不要通过在“策略”对话框的“属性”选项卡上选择“压缩”选项来启用备份压缩。
否则，NetBackup 会在访问执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插件之前对数据进行压缩。 这样，重复数
据删除率会非常低。此外，如果配置了基于策略的加密，NetBackup 将不会使用重复数据删
除多线程代理。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复制的压缩

对于复制，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会压缩数据以进行传输。 在将数据从插件传输到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期间，存储服务器上该数据一直是压缩的，存储上该数据也一直是压
缩的。
pd.conf 文件中的 OPTDUP_COMPRESSION 参数控制复制的压缩。 默认情况下，所有
MSDP 主机上都会启用复制压缩。 因此，复制压缩在下列 MSDP 服务器上发生：
■

负载平衡服务器。

■

存储服务器。

复制压缩不适用于客户端。
NetBackup 选择最不繁忙的主机来启动和管理每个复制作业。 要确保所有优化复制作业都
发生压缩：请不要更改 OPTDUP_COMPRESSION 参数的默认设置。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关于 MSDP pd.conf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34 页的“使用 MSDP 压缩和加密”。

关于 MSDP 加密
NetBackup 为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提供加密功能。此加密不同于基于
NetBackup 策略的加密。默认情况下禁用 MSDP 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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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6 介绍了这些加密选项。
MSDP 加密和压缩设置的相互作用在另一个主题中介绍。
请参见第 107 页的“MSDP 压缩和加密设置表”。
表 5-16

MSDP 加密选项

选项

描述

备份加密

对于备份，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在对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后，对该数据进行加密。 在将数
据从插件传输到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期间，存储服务器上该数据一直是加密
的。 Deduplication Engine 将加密的数据写入存储。对于还原作业，该过程反向执行。
MSDP pd.conf 文件 ENCRYPTION 参数控制各个主机的备份加密。默认情况下，所有
MSDP 主机上都禁用备份加密。 如果需要备份加密，必须在下列 MSDP 主机上启用它：
■

对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即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客户端。

■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

MSDP 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07 页的“为 MSDP 备份配置加密”。

注意：不要通过在“策略”对话框的“属性”选项卡上选择“加密”选项来启用备份加密。
否则，NetBackup 会在访问执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插件之前对数据进行加密。 这样，重复数
据删除率会非常低。此外，如果配置了基于策略的加密，NetBackup 将不会使用重复数据删
除多线程代理。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复制加密

对于复制，MSDP 服务器上的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会对数据进行加密，以进行传输。 在将数
据从插件传输到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期间，目标存储服务器上该数据是加密
的，目标存储上该数据也一直是加密的。
MSDP pd.conf 文件 OPTDUP_ENCRYPTION 参数控制各个主机的复制加密。默认情况下，
MSDP 存储服务器和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上禁用复制加密。 如果需要复制加密，必须在
下列 MSDP 服务器上启用它：
■

负载平衡服务器。

■

存储服务器。

复制加密不适用于客户端。
NetBackup 选择最不繁忙的主机来启动和管理每个复制作业。
请参见第 109 页的“为 MSDP 优化复制配置加密”。

从 NetBackup 8.0 开始，在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MSDP) 中引入了新的加密
算法 - 高级加密标准 256 位，CTR (AES)。新的 AES 加密算法将替换旧 Blowfish
加密算法。
请参见第 110 页的“MSDP 加密行为和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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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DP 压缩和加密设置表
四个 MSDP pd.conf 文件参数控制各个主机的压缩和加密。表 5-17 显示了压缩和
加密参数的结果表。
表 5-17

压缩与加密设置和结果

参数

默认值：压缩
备份和复制

设置 A：压缩
并加密备份

设置 B：压缩
备份与压缩并
加密复制

设置 C：压缩
并加密备份与
压缩复制

设置 D：压缩
并加密备份与
复制

ENCRYPTION

0

1

0

1

1

COMPRESSION

1

1

1

1

1

OPTDUP_ENCRYPTION

0

0

1

0

1

OPTDUP_COMPRESSION 1

0

1

1

1

磁盘池中的结果

备份 MSDP：

备份 MSDP：

备份 MSDP：

备份 MSDP：

备份 MSDP：

加密：0 压缩：1 加密：1 压缩：1 加密：0 压缩：1 加密：1 压缩：1 加密：1 压缩：1
目标 MSDP：

目标 MSDP：

目标 MSDP：

目标 MSDP：

目标 MSDP

加密：0 压缩：1 加密：1 压缩：1 加密：1 压缩：1 加密：1 压缩：1 加密：1 压缩：1
说明

请参见以下说
明。

请参见以下说
明。

请参见以下说
明。

注意：由于备份的压缩和加密的交互，设置 A 和 C 在目标存储上的结果与设置 D
相同。如果对备份进行加密与压缩，则在目标存储上优化复制和加密与压缩期间，
仍会对备份进行加密和压缩。OPTDUP_ENCRYPTION 设置将被忽略。
对于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客户端，存储服务器上的参数可能会覆盖 pd.conf 文件的
ENCRYPTION 参数。
请参见第 107 页的“为 MSDP 备份配置加密”。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关于 MSDP 压缩”。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 MSDP 加密”。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关于 MSDP pd.conf 配置文件”。

为 MSDP 备份配置加密
在 MSDP 备份期间配置加密的过程有两个，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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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个主机上配置加密

使用此过程可在单个 MSDP 主机上配置加密。
MSDP pd.conf 文件中的 ENCRYPTION 参数控制该主机的加
密。该参数仅适用于您修改其 pd.conf 的主机，如下所示：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在单个主机上配置备份加密”。

为所有 Client Direct 客户 使用此过程，可以为对其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即，客户
端配置加密
端重复数据删除）的所有客户端配置加密。如果您使用此过程，
则不必单独配置每个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客户端。
MSDP contentrouter.cfg 文件的 ServerOptions 参数控
制所有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客户端的加密。此参数取代客户端重
复数据删除主机上 pd.conf 文件的 ENCRYPTION 设置。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在所有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客户端上配置备份
加密”。

要确保所有备份作业都发生加密，请在所有 MSDP 主机上配置加密。MSDP 主机
包括 MSDP 存储服务器、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和 NetBackup Client Direct 重复
数据删除客户端。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 MSDP 加密”。
在单个主机上配置备份加密

1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主机上的 pd.conf 文件。
pd.conf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lib/ost-plugins/

■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2

对于以 #ENCRYPTION 开头的行，删除第一列中的英磅符号（或哈希符号，即
#）。

3

在该行中，将 0（零）替换为 1。
注意：在该文件中，等号 (=) 左右两边的空格是非常重要的。请确保在编辑文
件后，该文件中会出现这些空格字符。

4

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客户端上以及在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上，确保 pd.conf
文件中的 LOCAL_SETTINGS 参数设置为 1。这样做可确保当前主机上的设置优
先于服务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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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存并关闭文件。

6

如果主机是存储服务器或负载平衡服务器，请在该主机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远程管理器和监视器服务 (nbrmms)。

在所有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客户端上配置备份加密

1

2

在存储服务器上，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contentrouter.cfg 文件；该文件位
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storage_path/etc/puredisk

■

(Windows) storage_path\etc\puredisk

将 agent_crypt 添加到文件的 ServerOptions 行。以下行是一个示例：
ServerOptions=fast,verify_data_read,agent_crypt

为 MSDP 优化复制配置加密
MSDP 主机上 pd.conf 文件中的 OPTDUP_ENCRYPTION 参数控制该主机的复制加
密。传输期间加密的数据在目标存储上仍处于加密状态。
在 MSDP 存储服务器和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上使用此过程为优化复制和复制配
置加密。 为确保所有优化复制和复制作业都进行加密，请在所有 MSDP 服务器上
进行配置。
默认情况下，所有 MSDP 主机上禁用优化复制加密。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 MSDP 加密”。
在 MSDP 服务器上配置复制加密

1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MSDP 服务器上的 pd.conf 文件。
pd.conf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lib/ost-plugins/

■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

2

对于以 #OPTDUP_ENCRYPTION 开头的行，请删除列 1 中的井号（或哈希符号，
#）。

3

在该行中，将 0（零）替换为 1。
注意：在该文件中，等号 (=) 左右两边的空格是非常重要的。 请确保在编辑文
件后，该文件中会出现这些空格字符。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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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负载平衡服务器上，请确保 LOCAL_SETTINGS 参数设置为 1。 这样做可以确
保使用负载平衡服务器上的 ENCRYPTION 设置。

5

保存并关闭文件。

6

在主机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远程管理器和监视服务 (nbrmms)。

MSDP 加密行为和兼容性
MSDP 支持多种加密算法。因此，可以管理 Blowfish 和 AES 加密的数据以确保数
据兼容性。
对于还原操作，MSDP 会识别能够还原旧备份映像的 Blowfish 数据和 AES 数据。
对于现有备份操作、优化重复和复制，则继续使用 Blowfish 算法对数据进行加密。
下表介绍了加密期间的备份操作加密行为。
表 5-18

NetBackup 8.0 存储服务器备份操作的加密行为

客户端类型

数据加密格式

装有 NetBackup 8.0 的客户端，包括 Client
Direct 重复数据删除

AES

装有早于 8.0 版本的 NetBackup 的客户端， AES
Client Direct 重复数据删除除外
装有早于 8.0 版本的 NetBackup 的客户端， Blowfish
使用 Client Direct 重复数据删除
装有 NetBackup 8.0 的负载平衡服务器

AES

装有早于 8.0 版本的 NetBackup 的负载平衡 Blowfish
服务器

为 MSDP 配置优化合成备份
下表显示了为重复数据删除环境配置优化合成备份所需的过程。
请参见第 29 页的“关于 MSDP 优化合成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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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MSDP 配置优化合成备份

表 5-19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如果您的存储服务器运行 NetBackup 7.0 自 NetBackup 7.1 版起，默认情况下会设
版，请在存储服务器上设置
置 Optimizedlmage 属性。
Optimizedlmage 属性。
请参见第 199 页的“设置 MSDP 存储服务
器属性”。
步骤 2 如果您的存储服务器运行 NetBackup 7.0
版，请在现有重复数据删除池上设置
Optimizedlmage 属性。（在设置存储服
务器属性之后创建的所有重复数据删除池
都会继承新功能。）

自 NetBackup 7.1 版起，默认情况下会设
置 Optimizedlmage 属性。
请参见第 210 页的“设置“介质服务器重复
数据删除池”属性”。

步骤 3 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备份策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创建备份策略”。
略。在备份策略的“日程表属性”选项卡
上选择“合成备份”属性。

请参见第 199 页的“设置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创建备份策略”。

关于用于 MSDP 重复和复制的单独网络路径
您可以使用与 MSDP 备份所用网络不同的网络来传输 MSDP 复制通信量。重复和
复制数据通信以及控制通信都通过单独的网络进行传输。您的 MSDP 通信使用两种
不同的网络，如下所示：
备份和还原

对于备份和还原，NetBackup 使用已在存储服务器配置期间配置
的网络接口。
备份和还原通信以及控制通信都通过备份网络进行传输。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 MSDP 的网络接口”。

重复和复制

对于重复和复制通信，将您的主机操作系统配置为使用其他网络，
而不是用于备份和还原的网络。
重复和复制数据通信以及控制通信都通过重复和复制网络进行传
输。
请参见第 112 页的“为 MSDP 复制配置单独的网络路径”。
当您配置优化的重复和复制目标时，请确保选择用于表示重复和
复制网络的主机名。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同一域内的 MSDP 优化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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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27 页的“关于到其他域的 MSDP 复制”。

为 MSDP 复制配置单独的网络路径
您可以使用与 MSDP 备份所用网络不同的网络来传输 MSDP 复制通信量。重复和
复制数据通信以及控制通信都通过单独的网络进行传输。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用于 MSDP 重复和复制的单独网络路径”。
此过程介绍如何使用存储服务器 hosts 文件将通信量路由到单独的网络。
下面是前提条件：
■

源存储服务器和目标存储服务器都必须具有一个专用于其他网络的网络接口卡。

■

单独的网络必须正常运行，并且在源存储服务器和目标存储服务器上使用专用
网络接口卡。

■

在 UNIX MSDP 存储服务器上，确保名称服务交换机首先检查本地 hosts 文件，
然后再查询域名系统 (DNS)。有关名称服务交换机的信息，请参见操作系统文
档。

为 MSDP 复制配置单独的网络路径

1

在源存储服务器上，将目标存储服务器的专用网络接口添加到操作系统的 hosts
文件中。如果 TargetStorageServer 是专用于复制操作的网络上目标主机的名
称，则以下是 IPv4 表示法中 hosts 条目的一个示例：
10.10.10.1

TargetStorageServer.example.com

TargetStorageServer

Veritas 建议您在指定主机时始终使用完全限定的域名。

2

在目标存储服务器上，将源存储服务器的专用网络接口添加到操作系统的 hosts
文件中。如果 SourceStorageServer 是专用于复制操作的网络上源主机的名
称，则以下是 IPv4 表示法中 hosts 条目的一个示例：
10.80.25.66
SourceStorageServer.example.com
SourceStorageServer

Veritas 建议您在指定主机时始终使用完全限定的域名。

3

要强制使更改立即生效，请刷新 DNS 缓存。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了解如何刷
新 DNS 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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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每台主机中，使用 ping 命令验证每台主机是否可以解析其他主机的名称。
SourceStorageServer.example.com> ping
TargetStorageServer.example.com
TargetStorageServer.example.com> ping
SourceStorageServer.example.com

如果 ping 命令返回正结果，则表示已将主机配置为通过单独的网络执行复制。

5

在配置目标存储服务器时，请确保选择用于表示备用网络路径的主机名。

关于同一域内的 MSDP 优化复制
同一域内的优化复制会在位于相同域内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和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之间复制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备份映像。源和目
标存储必须使用相同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注意：NetBackup 中的“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表示 NetBackup 5000 系列
设备上的存储。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
复数据删除池”存储。
优化复制操作比常规复制更有效，只会传输唯一的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段。
优化复制可减少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量。
优化复制是将备份映像复制到场外以用于灾难恢复的好方法。
下表介绍了支持的源和目标。
表 5-20

MSDP 优化复制源和目标

源存储

目标存储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不会重试由 NetBackup Vault 或 bpduplicate 命令调用
的优化失败的复制作业。您可以更改该行为。
请参见第 124 页的“配置 NetBackup 优化复制行为”。
您可以对复制通信使用单独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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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用于 MSDP 重复和复制的单独网络路径”。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在同一 NetBackup 域内配置 MSDP 优化复制”。
查看下列要求和限制。

关于 MSDP 优化复制要求
以下是同一 NetBackup 域内的优化复制的要求：
■

源存储和目标存储必须至少具有一个公用的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关于同一域内 MSDP 优化复制的介质服务器”。

■

在用于优化复制目标的存储单元中，必须仅选择公用的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
如果选择多个，则 NetBackup 会将复制作业分配给最不繁忙的介质服务器。如
果选择非公用的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则优化复制作业将失败。
有关介质服务器负载均衡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

目标存储单元不能与源存储单元相同。

关于 MSDP 优化复制限制
以下是同一 NetBackup 域内的优化复制的限制：
■

如果优化复制作业在配置的重试次数后失败，则 NetBackup 不会再次运行该作
业。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重试优化复制作业三次。可以更改重试次数。
请参见第 124 页的“配置 NetBackup 优化复制行为”。

■

NetBackup 不支持对存储单元组进行 MSDP 优化复制。如果将存储单元组用作
优化复制的目标，则 NetBackup 将使用常规复制。

■

优化复制不支持多个副本。如果将 NetBackup 配置为从备份映像的（源）副本
制作多个新副本，则将发生以下情况：
■

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一个复制作业创建一个优化复制副本。如果存在多
个优化复制目标，则每个目标存在一个单独的作业。此行为假定优化复制目
标的设备与源映像所驻留的设备兼容。
如果多个剩余副本配置为转到不支持优化复制的设备，则 NetBackup 使用正
常复制。一个复制作业可创建多个这样的副本。

■

对于其他复制方法，NetBackup 使用正常复制。一个复制作业可同时创建所
有副本。其他复制方法包括：NetBackup Vault、bpduplicate 命令行以及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目录库”实用程序的复制选项。

■

对于两个“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之间的优化复制，NetBackup 报告重复
数据删除率为 100%。但是，在优化复制期间不会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因此，请
忽略重复数据删除率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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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复数据
删除池”存储。

■

复制操作使用源存储单元的最大片段大小，而不使用目标存储单元的设置。优
化复制按原样复制映像片段。为了提高效率，此复制不会调整映像大小也不会
将其重新排列到目标存储单元上的不同片段集中。

■

如果目标是“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则该 PureDisk 存储域只能是从一
个 NetBackup 域执行复制的目标。如果尝试从多个 NetBackup 域的 MSDP 存
储进行复制，则优化复制不能正常工作。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复数据
删除池”存储。

关于同一域内 MSDP 优化复制的介质服务器
对于同一域内优化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复制，源存储和目标存储必须
至少有一个公用的介质服务器。 该公用服务器可启动、监视和验证复制操作。公用
服务器需要源存储和目标存储的凭据。 （对于重复数据删除，凭据用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而不是用于运行它的主机。）
启动复制操作的服务器确定操作是推送操作还是提取操作，如下所示：
■

如果它在源域中实际存在，则为推送复制。

■

如果它在目标域中，则为提取复制。

从技术上来说，推送复制或提取复制不存在优劣之分。 但是，启动复制操作的介质
服务器还将成为新映像副本的写入主机。
存储服务器或负载平衡服务器可为公用服务器。 公用服务器必须具有源存储和目标
存储的凭据和连接。

关于同一域内的 MSDP 推送复制
图 5-1 显示了同一域内优化复制的推送配置。 本地重复数据删除节点包含正常备
份；远程重复数据删除节点是优化复制副本的目标。 负载平衡服务器 LB_L2 具有
这两个存储服务器的凭据；它是公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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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复制环境

图 5-1
本地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远程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StorageServer-L

StorageServer-R

重复数据删除

重复数据删除

插件

插件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2

LB_L2

LB_L1

LB_R1

1
请准备，数据好了

3
请验证数据是否已送达

MSDP_L
凭据：
StorageServer-L

凭据：
StorageServer-L
StorageServer-R

凭据：
StorageServer-R

图 5-2 显示了用于本地重复数据删除节点的正常备份的存储单元设置。 磁盘池是本
地环境中的 MSDP_L。 由于本地节点中的所有主机在一起，因此可将任何可用介
质服务器用于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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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到 MSDP_L 的备份的存储单元设置

图 5-3 显示了用于优化复制的存储单元设置。 其目标是远程环境中的 MSDP_R。
必须选择公用服务器，因此仅选择负载平衡服务器 LB_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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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到 MSDP_R 的复制的存储单元设置

如果还要将远程节点用于备份，请在用于远程节点备份的存储单元中选择
StorageServer-R 和负载平衡服务器 LB_R1。如果选择服务器 LB_L2，则该服务
器将成为用于远程“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负载平衡服务器。在此情况
下，会通过 WAN 传送数据。
在两个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池之间进行复制时，可以使用负载平衡服务器。

关于同一域内的 MSDP 提取复制
图 5-4 显示了同一域内优化复制的提取配置。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A 包含正常备份；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B 是优化复制副本的目标。主机 B 具有这两个节点的凭据，它是
公用服务器。

118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关于同一域内的 MSDP 优化复制

图 5-4

提取复制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B（复制）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A（正常备份）

存储服务器 B

存储服务器 A
凭据：
主机 A

主机 A
重复数据删除

凭据：
主机 A
主机 B

主机 B
重复数据删除

插件

插件

请验证数据
是否已送达

主机 A，请向我发送数据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MediaServer_DedupePool_A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MediaServer_DedupePool_B

图 5-5 显示了用于复制目标的存储单元设置。它们与推送示例类似，不同之处在于
选择了主机 B。主机 B 是公用服务器，因此必须在存储单元中选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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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推送复制存储单元设置

如果还使用节点 B 进行备份，则在存储单元中选择主机 B 而不选择主机 A 进行节
点 B 备份。如果选择主机 A，则它将成为节点 B 重复数据删除池的负载平衡服务
器。

在同一 NetBackup 域内配置 MSDP 优化复制
可以配置同一 NetBackup 域内从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到其他重复数据删除存
储的优化复制。
表 5-21

如何配置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的优化复制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查看优化复制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关于同一域内的 MSDP 优化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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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2

配置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62 页的“为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配置存储服务器”。
源存储和目标存储必须有一个公用的服务器。您的选择取决于您想要使用
推送配置还是提取配置。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关于同一域内 MSDP 优化复制的介质服务器”。
对于推送配置，将公用服务器配置为存储服务器的负载平衡服务器以用于
正常备份。对于提取配置，将公用服务器配置为存储服务器的负载平衡服
务器以用于远程站点上的副本。或者，可以稍后将服务器添加到任一环境。
（当您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单元中选择一个服务器时，该服务器将成
为负载平衡服务器。）

步骤 3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

如果在配置存储服务器时未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请使用“磁盘池配置向
导”对其进行配置。
请参见第 87 页的“配置用于重复数据删除的磁盘池”。

步骤 4

配置用于备份的存储单元

在用于备份的存储单元中，执行以下操作：
1

对于“磁盘类型”，选择 PureDisk。

2

对于“磁盘池”，请选择您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或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
复数据删除池”存储。
如果使用提取配置，则不要选择备份存储单元中的公用介质服务器。如果
这样做，则 NetBackup 会使用它删除备份数据的重复部分。（即，除非要
将它用作源重复数据删除节点的负载平衡服务器。）
请参见第 99 页的“配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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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5

配置用于复制的存储单元

Veritas 建议您专门配置一个存储单元作为优化复制的目标。在执行正常备
份的重复数据删除节点中配置该存储单元。不要在包含副本的节点中配置
它。

在作为复制映像目标的存储单元中，执行以下操作：
1

对于“磁盘类型”，选择 PureDisk。

2

对于“磁盘池”，目标可以是“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或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
复数据删除池”存储。
还要选择“仅使用以下介质服务器”。然后，选择对源存储服务器和目标
存储服务器通用的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如果选择多个，则 NetBackup
会将复制作业分配给最不繁忙的介质服务器。
如果仅选择非公用的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则优化复制作业将失败。
请参见第 99 页的“配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元”。
步骤 6

配置优化复制带宽

或者，您也可以配置复制带宽。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配置 MSDP 优化复制和复制带宽”。

步骤 7

配置优化复制行为

也可以配置优化复制行为。
请参见第 124 页的“配置 NetBackup 优化复制行为”。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配置 MSDP 优化复制和复制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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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8

为复制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仅当希望使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复制映像时，才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既管理备份作业也管理复制作业。在执行正常备份的重
复数据删除环境中配置该生命周期策略。不要在包含副本的环境中配置它。
在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时，执行以下操作：
■

第一个操作必须是“备份”。对于“备份”操作的“存储”，请选择作
为备份目标的存储单元。该存储单元可以使用“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
除池”或“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这些备份是主要备份副本；它们是复制操作的源映像。

■

针对第二个操作（子操作），请选择“复制”。然后，请选择目标重复
数据删除池的存储单元。该池可以是“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或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
复数据删除池”存储。
请参见第 145 页的“关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请参见第 147 页的“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步骤 9

配置备份策略

配置一个策略以备份您的客户端。在执行正常备份的重复数据删除环境中
配置该备份策略。不要在包含副本的环境中配置它。
■

如果使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管理备份作业和复制作业：在策略“属性”
选项卡的“策略存储”字段中选择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如果不使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管理备份作业和复制作业：请选择包含正
常备份的存储单元。这些备份是主要备份副本。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 MSDP 备份策略配置”。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创建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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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0

为复制配置 NetBackup Vault 仅当使用 NetBackup Vault 复制映像时，才配置保管库复制。
在执行正常备份的重复数据删除环境中配置保管库。不要在包含副本的环
境中配置它。
对于保管库，必须配置保管库配置文件和保管库策略。
■

配置保管库配置文件。
■

在保管库“配置文件”对话框的“选择备份”选项卡上，请选择源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或“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中的备份映像。

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复制”选项卡上，在“目标存储单元”
字段中选择目标存储单元。
配置保管库策略以预定复制作业。保管库策略是配置为运行保管库作业
的 NetBackup 策略。
■

■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
复数据删除池”存储。
步骤 11

通过使用 bpduplicate 命令 只有当您想要手动复制映像时，才使用 NetBackup bpduplicate 命令。
进行复制
从“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或“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复制
到同一个域中的其他“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或其他“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
复数据删除池”存储。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配置 NetBackup 优化复制行为
您可以为 NetBackup 配置一些优化复制行为。行为取决于 NetBackup 如何复制映
像，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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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优化复制行为

行为

描述

通过使用 NetBackup Vault 或 如果使用 NetBackup Vault 或 bpduplicate 命令复制，则可
bpduplicate 命令复制
配置以下行为：
■

■

优化复制的尝试次数。
您可以更改 NetBackup 在优化复制作业失败之前重试作
业的次数。
请参见第 125 页的“配置复制的尝试次数”。
优化复制故障转移。
默认情况下，如果优化复制作业失败，NetBackup 不会再
运行此作业。
如果优化复制作业失败，可以将 NetBackup 配置为使用
正常复制。
请参见第 126 页的“配置优化复制故障转移”。

通过使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复 如果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优化复制作业失败，NetBackup
制
会等待两小时，然后再重试此作业。NetBackup 将重复重试
行为，直到此作业成功或源备份映像失效为止。
您可以更改等待期限的小时数。
请参见第 126 页的“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等待期限”。

如果使用存储生命策略进行复制，请勿为 NetBackup Vault 或 bpduplicate 命令配
置优化复制行为，反之亦然。NetBackup 行为不可预测。
小心：这些设置会影响所有优化复制作业，而不仅限于特定的 NetBackup 存储选
项。
配置复制的尝试次数
◆

在主服务器上，请创建名为 OPT_DUP_BUSY_RETRY_LIMIT 的文件。为该文件添
加一个整数，指定 NetBackup 使作业失败之前重试作业的次数。
该文件必须位于主服务器上的以下目录中（因操作系统而异）：
■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db/config

■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db\config。

125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在同一 NetBackup 域内配置 MSDP 优化复制

配置优化复制故障转移
◆

在主服务器上，添加以下配置选项：
RESUME_ORIG_DUP_ON_OPT_DUP_FAIL = TRUE

请参见第 126 页的“使用命令行设置 NetBackup 配置选项”。
或者，在 UNIX 系统上，您可以将该条目添加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
bp.conf 文件。
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等待期限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
性”>“主服务器”。选择主服务器，然后在“操作”菜单中单击“属性”。

2

选择“SLP 参数”。

3

将“延长的映像重试间隔”更改为新值。

4

单击“确定”。

使用命令行设置 NetBackup 配置选项
Veritas 建议您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主机属性”配置 NetBackup 属
性。
但是，有些属性不能使用管理控制台来设置。可以使用以下 NetBackup 命令设置这
些属性：
对于 NetBackup 服务器：

bpsetconfig

对于 NetBackup 客户端：

nbsetconfig.exe

配置选项是键和值对，如以下示例中所示：
■

CLIENT_READ_TIMEOUT = 300

■

LOCAL_CACHE = NO

■

RESUME_ORIG_DUP_ON_OPT_DUP_FAIL = TRUE

■

SERVER = server1.example.com

您可以多次指定某些选项，如 SERVER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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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命令行设置配置选项

1

在要设置属性的主机的命令窗口或 shell 窗口中，调用相应的命令。 该命令取
决于操作系统和 NetBackup 主机类型（客户端或服务器），如下所示：
UNIX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
/usr/openv/netbackup/bin/nbsetconfig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Windows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nbsetconfig.exe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exe

2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要设置的配置选项的键和值对，每行一对。
可以更改现有的键和值对。
可以添加项和值对。
请确保您了解允许的值和添加的任何新选项的格式。

3

要保存配置更改，请根据操作系统键入以下命令：
Windows：Ctrl + Z Enter
UNIX：Ctrl + D Enter

关于到其他域的 MSDP 复制
NetBackup 支持复制到其他域中的存储。NetBackup 自动映像复制是用于复制备份
映像的方法。（备份映像复制与快照复制不同，后者可能发生在同一域中。）可以
从一个源复制到一个或多个目标。
表 5-23 介绍了 NetBackup 支持的 MSDP 复制源和目标。
表 5-23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复制目标

源存储

目标存储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可托管于以下系统中：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

NetBackup 5200 系列设备或 NetBackup 5300 系列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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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存储

目标存储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的“PureDisk 重复数据删
除池”。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是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向 NetBackup 显示的“PureDisk 存储池”。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只能是从一个 NetBackup
域执行复制的目标。如果尝试从多个 NetBackup 域的
MSDP 存储进行复制，则复制不能正常工作。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
持“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

自动映像复制不支持从存储单元组进行复制。即，源副本不能位于存储单元组中。
如果复制作业失败，则 NetBackup 将重试复制，直到它成功或者源映像失效。您可
以更改重试间隔行为。
请参见第 124 页的“配置 NetBackup 优化复制行为”。
如果作业在复制一些映像之后失败，则 NetBackup 不会对部分复制的映像运行单独
的映像清理作业。下次运行复制时，该作业将先清理映像片段，再开始复制映像。
您可以对复制通信使用单独的网络。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用于 MSDP 重复和复制的单独网络路径”。
请参见第 128 页的“配置以不同 NetBackup 域为目标的 MSDP 复制”。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MSDP 优化复制和主从复制”。

配置以不同 NetBackup 域为目标的 MSDP 复制
表 5-24 介绍了要将备份映像从一个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复制到不同 NetBackup
域中的另一个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所需完成的任务。
（可选）您可以对优化复制网络通信量使用单独的网络。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用于 MSDP 重复和复制的单独网络路径”。
表 5-24

NetBackup MSDP 复制配置任务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了解 MSDP 复制

请参见第 127 页的“关于到其他域的 MSDP 复制”。
请参见第 129 页的“关于 NetBackup 自动映像复制”。

步骤 2

确定是否需要配置与目标
NetBackup 域的信任关系

信任关系是可选的。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关于自动映像复制的可信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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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3

将远程存储服务器作为复制目标添 请参见第 139 页的“将 MSDP 复制的目标配置为远程域”。
加
请参见第 134 页的“查看自动映像复制的复制拓扑结构”。

步骤 4

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在配置 SLP 操作时，选项如下：
■

如果配置了与目标域的信任关系，则可以指定以下选项之一：
■ 所有复制目标存储服务器 (在不同的 NetBackup 域中)
NetBackup 在复制作业运行时自动在目标域中创建导入 SLP。
■

特定的主服务器。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可以选择“目标主服务器”
和“目标导入 SLP”。
在源域中配置 SLP 之前，必须在目标域中创建导入 SLP。

■

如果未配置与目标域的信任关系，则默认情况下选中“所有复制目标
存储服务器 (在不同的 NetBackup 域中)”。无法选择特定的目标存
储服务器。
NetBackup 在复制作业运行时自动在目标域中创建导入 SLP。

请参见第 145 页的“关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请参见第 145 页的“关于自动映像复制所需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请参见第 147 页的“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步骤 5

配置复制带宽

或者，您也可以配置复制带宽。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配置 MSDP 优化复制和复制带宽”。

关于 NetBackup 自动映像复制
可以将在一个 NetBackup 域中生成的备份复制到一个或多个目标 NetBackup 域的
存储中。此过程称为自动映像复制。
通过将备份复制到其他 NetBackup 域（通常跨越多个地理位置）中的存储，可帮助
满足以下灾难恢复需求：
■

一对一模型
单个生产数据中心可以备份到一个灾难恢复站点。

■

一对多模型
单个生产数据中心可以备份到多个灾难恢复站点。
请参见第 131 页的“一对多自动映像复制模型”。

■

多对一模型
多个域中的远程办公数据可以备份到单个域中的存储设备。

■

多对多模型
多个域中的远程数据中心可以备份多个灾难恢复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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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支持从一个 NetBackup 域中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到另一
个域中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自动映像复制。

关于自动映像复制的说明
■

支持在运行任何以下版本的 NetBackup 的主服务器域之间进行自动映像复制：
■

NetBackup 7.1.0.4

■

NetBackup 7.5.0.3 及更高版本

对于目录库备份映像，NetBackup 仅支持在相同版本级别的 NetBackup 之间进
行自动映像复制。
如果使用目标 A.I.R，则两个主服务器均必须为 NetBackup 7.6 或更高版本。目
标 A.I.R. 是指配置自动映像复制将备份复制到特定域的特定主服务器中。
■

虽然自动映像复制是一种灾难恢复解决方案，但您不能从目标主服务器域还原
到主域（原始域）中的客户端。

■

自动映像复制不支持合成备份或优化合成备份。

■

自动映像复制不支持在磁盘池中使用跨越卷。如果备份作业所在的存储生命周
期策略同样包含复制操作，则 NetBackup 无法将作业备份至跨越卷的磁盘池。

■

自动映像复制不支持从存储单元组进行复制。即，源副本不能位于存储单元组
中。

■

在不同版本的 NetBackup 间执行自动映像复制的功能不会否决基本映像兼容规
则。例如，在 7.7 域中获取的数据库备份可以复制到 7.5.0.3 域，尽管可能无法
从这个较新的映像成功还原 7.5.0.3 服务器。
有关版本兼容性和互操作性的信息，请参见以下文章：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

同步源域和目标域中的主服务器时钟，以便目标域中的主服务器能在映像准备
好后立即导入。在到达映像创建时间之后，目标域中的主服务器才能导入映像。
由于映像使用协调世界时 (UTC)，因此不存在时区差异。

过程概述
表 5-25 概述了这一过程，大致描述原始域和目标域中的事件。
NetBackup 在源域和目标域中使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以管理自动映像复制操作。
请参见第 145 页的“关于自动映像复制所需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表 5-25

自动映像复制过程概述

事件

发生事件的域

事件描述

1

原始主服务器（域 1）

根据备份策略备份客户端，该策略将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指定为“策略存储”选
项。SLP 必须至少包括一个对目标域中相似存储执行的复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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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发生事件的域

事件描述

2

目标主服务器（域 2）

目标域中的存储服务器识别到发生了复制事件。它会通知目标域中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3

目标主服务器（域 2）

NetBackup 根据包含导入操作的 SLP 立即导入映像。由于元数据作为映像的
一部分进行复制，因此 NetBackup 可以快速导入映像。（此导入过程与“目
录库”实用程序中提供的导入过程不同）。

4

目标主服务器（域 2）

在映像导入到目标域中后，NetBackup 将继续管理该域中的副本。根据配置，
域 2 中的介质服务器可以将映像复制到域 3 中的介质服务器。

一对多自动映像复制模型
在此配置中，所有复制操作将并行进行。 复制操作在一个 NetBackup 作业的上下
文内进行，在原始存储服务器的上下文内同时进行。如果一个目标存储服务器失
败，整个作业将失败并稍后重试。
所有副本具有相同的“目标保留”设置。 要在每个目标主服务器域中实现不同的
“目标保留”设置，请创建多个源副本或对复制到目标主服务器进行级联。

对自动映像复制进行级联的模型
可以将复制从原始域级联到多个域。 在每个域中设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以预测原
始映像，将其导入，然后将其复制到下一个目标主服务器。
图 5-6 表示三个域之间的以下级联配置。
■

首先在域 1 中创建映像，然后复制到目标域 2。

■

在域 2 中导入映像，然后复制到目标域 3。

■

然后在域 3 中导入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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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动映像复制进行级联

图 5-6
域1

SLP (D1toD2toD3)
备份
复制到目标主服务器

域2

SLP (D1toD2toD3)
导入
复制到目标服务器

导入
所有副本都具有相同的
目标保留，如
域 1 中所指定。

导入

域3

SLP (D1toD2toD3)
导入
复制到本地存储

在级联模型中，域 2 和域 3 的原始主服务器是域 1 中的主服务器。
注意：在域 3 中复制映像时，复制通知事件指出域 2 中的主服务器是原始主服务
器。但当映像成功导入域 3 后，NetBackup 会正确指出原始主服务器在域 1 中。
级联模型展示了导入 SLP 的一个特殊情况，即将导入的副本复制到目标主服务器。
（该主服务器既不是目标主服务器群中的第一个服务器，也不是最后一个。）
导入 SLP 包括至少一个使用“固定”保留类型的操作以及至少一个使用“目标保
留”类型的操作。为了使导入 SLP 能满足这些要求，导入操作必须使用“目标保
留”。
表 5-26 介绍了导入操作设置中的差异。
表 5-26

配置为复制已导入副本的 SLP 中的导入操作差异

导入操作条件

级联模型中的导入操作

第一个操作必须是导入操作。

相同；无差异。

复制到目标主服务器必须使用“固定”保留
类型。

相同；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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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操作条件

级联模型中的导入操作

必须至少有一个操作使用“目标保留”。

差异如下：
要满足该条件，导入操作必须使用“目标保
留”。

目标保留嵌入在源映像中。
在图 5-6 所示的级联模型中，所有副本都具有相同的“目标保留” - 在域 1 中指定
的“目标保留”。
要使域 3 中的副本具有不同的目标保留，请向域 2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添加一个中
间复制操作。 中间复制操作充当复制到目标主服务器的源。 由于目标保留嵌入在
源映像中，因此域 3 中的副本将采用为中间复制操作设置的保留级别。
图 5-7

对复制到目标主服务器进行级联，采用多种目标保留

域1

SLP (D1toD2toD3)
备份
复制到目标主服务器

导入

域 3 中的副本
具有由域 2 中
的源复制指定的保留。

域2

SLP (D1toD2toD3)
导入
复制
复制到目标主服务器

导入

域3

SLP (D1toD2toD3)
导入
复制

关于复制的域关系
对于“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目标： 原始域和一个或多个目标域之间的关系
是在原始域中建立的。 具体说来，该关系是通过在源存储服务器“更改存储服务
器”对话框的“复制”选项卡中配置目标存储服务器来建立的。
请参见第 139 页的“将 MSDP 复制的目标配置为远程域”。
在配置复制关系之前，可将目标主服务器添加为可信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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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36 页的“关于自动映像复制的可信主服务器”。
小心：请谨慎选择目标存储服务器。目标存储服务器还不能是原始域的存储服务
器。

关于自动映像复制的复制拓扑结构
对于自动映像复制，磁盘卷的属性定义了卷之间的复制关系。 有关卷属性的信息被
视为复制拓扑结构。 以下是卷可能具有的复制属性：
源

源卷包含客户端的备份。 卷是复制到远程 NetBackup 域的映像的源。 原始
域中的每个源卷在目标域中都有一个或多个复制伙伴目标卷。

目标

远程域中的目标卷是原始域中源卷的复制伙伴。

无

卷没有复制属性。

NetBackup 将“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作为单个卷公开。 因此，总是
有一对一的 MSDP 卷关系。
您应在源域中配置复制关系。 为此，需要在源存储服务器的“更改存储服务器”对
话框的“复制”选项卡中添加目标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39 页的“将 MSDP 复制的目标配置为远程域”。
当您复制关系时，NetBackup 会发现复制拓扑结构。当使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
的“刷新”选项时，NetBackup 会发现拓扑结构更改。
请参见第 211 页的“更改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NetBackup 包括可帮助您了解复制拓扑结构的命令。 以下情况下会用到该命令：
■

在配置复制目标之后。

■

在配置存储服务器之后、配置磁盘池之前。

■

在更改构成存储的卷之后。

请参见第 134 页的“查看自动映像复制的复制拓扑结构”。

查看自动映像复制的复制拓扑结构
作为复制源的卷必须至少有一个作为复制目标的复制伙伴。NetBackup 允许您查看
存储的复制拓扑结构。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关于自动映像复制的复制拓扑结构”。
查看自动映像复制的复制拓扑结构
◆

运行 bpstsinfo 命令，指定存储服务器名称和服务器类型。以下是命令语法：

134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配置以不同 NetBackup 域为目标的 MSDP 复制

■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stsinfo -lsuinfo
-storage_server host_name -stype server_type

■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stsinfo -lsuinfo
-storage_server host_name -stype server_type

以下是该命令的选项和参数：
-storage_server host_name

目标存储服务器的名称。

-stype PureDisk

对于“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请使用
PureDisk。

将输出保存到文件，以便于将当前拓扑结构与前一个拓扑结构进行比较，从而
确定更改内容。
请参见第 135 页的“MSDP 复制的卷属性输出示例”。

MSDP 复制的卷属性输出示例
以下两个示例显示了为两个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运行 bpstsinfo
-lsuinfo 命令的输出。 第一个示例是原始域中源磁盘池的输出。 第二个示例是远
程主服务器域中目标磁盘池的输出。
这两个示例显示以下内容：
■

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中的所有存储都公开为一个卷： PureDiskVolume。

■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bit1.datacenter.veritas.org 的 PureDiskVolume
是复制操作的源。

■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target_host.dr-site.veritas.org 的
PureDiskVolume 是复制操作的目标。

> bpstsinfo -lsuinfo -storage_server bit1.datacenter.veritas.org -stype PureDisk
LSU Info:
Server Name: PureDisk:bit1.datacenter.veritas.org
LSU Name: PureDiskVolume
Allocation : STS_LSU_AT_STATIC
Storage: STS_LSU_ST_NONE
Description: PureDisk storage unit (/bit1.datacenter.veritas.org#1/2)
Configuration:
Media: (STS_LSUF_DISK | STS_LSUF_ACTIVE | STS_LSUF_STORAGE_NOT_FREED |
STS_LSUF_REP_ENABLED | STS_LSUF_REP_SOURCE)
Save As : (STS_SA_CLEARF | STS_SA_IMAGE | STS_SA_OPAQUEF)
Replication Sources: 0 ( )
Replication Targets: 1 ( PureDisk:target_host.dr-site.veritas.org:PureDiskVolume
)

135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配置以不同 NetBackup 域为目标的 MSDP 复制

Maximum Transfer: 2147483647
Block Size: 512
Allocation Size: 0
Size: 74645270666
Physical Size: 77304328192
Bytes Used: 138
Physical Bytes Used: 2659057664
Resident Images: 0
> bpstsinfo -lsuinfo -storage_server target_host.dr-site.veritas.org -stype PureDisk
LSU Info:
Server Name: PureDisk:target_host.dr-site.veritas.org
LSU Name: PureDiskVolume
Allocation : STS_LSU_AT_STATIC
Storage: STS_LSU_ST_NONE
Description: PureDisk storage unit (/target_host.dr-site.veritas.org#1/2)
Configuration:
Media: (STS_LSUF_DISK | STS_LSUF_ACTIVE | STS_LSUF_STORAGE_NOT_FREED |
STS_LSUF_REP_ENABLED | STS_LSUF_REP_TARGET)
Save As : (STS_SA_CLEARF | STS_SA_IMAGE | STS_SA_OPAQUEF)
Replication Sources: 1 ( PureDisk:bit1:PureDiskVolume )
Replication Targets: 0 ( )
Maximum Transfer: 2147483647
Block Size: 512
Allocation Size: 0
Size: 79808086154
Physical Size: 98944983040
Bytes Used: 138
Physical Bytes Used: 19136897024
Resident Images: 0

关于自动映像复制的可信主服务器
NetBackup 提供在复制域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能力。信任关系是可选的。以下项目
描述信任关系如何影响自动映像复制：
信任关系

您可以选择可信域的子集作为复制目标。然后，NetBackup
会仅复制到指定域，而不是所有配置的复制目标。此类自动
映像复制称为目标 A.I.R。

没有信任关系

NetBackup 复制到所有定义的目标存储服务器。您无法选择
一台或多台特定主机作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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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源域中添加一台可信的主服务器；指定一台远程主服务器作为可信的主机。信
任关系是相互的：如果您将主机 B 添加为主机 A 的可信主服务器，则主机 B 也会
信任主机 A。
请参见第 138 页的“添加可信的主服务器”。
您可以在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时选择复制目标。但是，在将特定存储服务器选择
为复制目标前，您必须在目标域中创建导入 SLP。然后，当您在源域中创建存储生
命周期策略时，选择特定目标主服务器和 SLP。
请参见第 145 页的“关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请参见第 147 页的“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注意：必须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启用节点间身份验证，才能为群集 NetBackup 主
服务器配置信任关系。无论群集主服务器是复制操作的源还是其目标，此要求都适
用。
请参见第 137 页的“启用 NetBackup 群集主服务器节点间身份验证”。
请参见第 129 页的“关于 NetBackup 自动映像复制”。

启用 NetBackup 群集主服务器节点间身份验证
NetBackup 要求群集中的主服务器间进行节点间身份验证。要进行身份验证，必须
在群集中所有节点上置备身份验证证书。这些证书用于在 NetBackup 主机之间建立
SSL 连接。节点间身份验证允许以下 NetBackup 功能：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主服务器群集中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需要 NetBackup
身份验证证书才能使用相应的功能。

目标 A.I.R.（自动映像复制） 群集中主服务器的自动映像复制要求在该群集中的主机间进
行节点间身份验证。NetBackup 身份验证证书提供了建立适
当信任关系的方法。
添加可信的主服务器之前先在群集主机上置备证书。无论群
集主服务器是复制操作的源还是其目标，此要求都适用。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关于自动映像复制的可信主服务器”。

要启用群集主服务器节点间身份验证，请：
◆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群集的活动节点上，运行以下 NetBackup 命令：
■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nbaz -setupat

■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nbaz -setupat

NetBackup 在主服务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创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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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输出示例：
# bpnbaz -setupat
You will have to restart NetBackup services on this machine after
the command completes successfully.
Do you want to continue(y/n)y
Gathering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Please be patient as we wait for 10 sec for the security services
to start their operation.
Generating identity for host 'bit1.remote.example.com'
Setting up security on target host: bit1.remote.example.com
nbatd is successfully configured on NetBackup Master Server.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添加可信的主服务器
您可以配置多个 NetBackup 域之间的信任关系。 要执行该操作，请在源域中指定
要对其添加信任关系的远程主服务器。 在源域中使用以下过程添加一台远程主服务
器作为可信的主服务器。
域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助于进行复制操作。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关于自动映像复制的可信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128 页的“配置以不同 NetBackup 域为目标的 MSDP 复制”。
注意：如果源或远程主服务器已加入群集，则必须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启用节点
间通信。 请在添加可信的主服务器之前执行此操作。
请参见第 137 页的“启用 NetBackup 群集主服务器节点间身份验证”。
添加可信的主服务器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左窗格中的“NetBackup 管理”>“主机
属性”>“主服务器”。

2

在右窗格中，选择主服务器。

3

在“操作”菜单上，单击“属性”。

4

在“属性”对话框的左窗格中，选择“服务器”。

5

在“服务器”对话框中，选择“可信的主服务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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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可信的主服务器”选项卡上，单击“添加”。
此时将显示“添加一个新的可信主服务器”对话框。
以下是该对话框的一个示例：

7

在“添加一个新的可信主服务器”对话框中，输入以下内容，然后单击“确
定”：
■

远程主服务器的完全限定主机名。

■

远程主服务器主机的登录帐户的用户名。

■

远程主服务器主机的登录帐户的密码。

8

针对要添加信任关系的每台主服务器重复执行步骤 6 和步骤 7。

9

添加完可信的主服务器后，单击“确定”。

将 MSDP 复制的目标配置为远程域
使用以下过程可为从原始域中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到另一个目标域中的重
复数据删除池的复制配置目标。NetBackup 支持一些重复数据删除目标。
请参见第 127 页的“关于到其他域的 MSDP 复制”。
配置目标存储服务器仅仅是配置 MSDP 复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
请参见第 128 页的“配置以不同 NetBackup 域为目标的 MSDP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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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关于群集主服务器：如果添加可信主服务器以进行复制操作，则必须在群集
中的所有节点上启用节点间身份验证。 在开始以下过程之前，请启用身份验证。
无论群集主服务器是复制操作的源还是其目标，此要求都适用。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关于自动映像复制的可信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137 页的“启用 NetBackup 群集主服务器节点间身份验证”。

小心：请谨慎选择目标存储服务器。目标存储服务器还不能是源域的存储服务器。
并且，磁盘卷不得在多个 NetBackup 域之间共享。
将“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配置为复制目标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存储服
务器”。

2

选择 MSDP 存储服务器。

3

在“编辑”菜单上，选择“更改”。

4

在“更改存储服务器”对话框中，选择“复制”选项卡。
以下是“更改存储服务器”对话框的“复制”选项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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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复制”选项卡上，单击“添加”。此时将显示“在不同的 NetBackup 域
上添加复制目标”对话框。
下面是该对话框的一个示例。

6

在“在不同的 NetBackup 域上添加复制目标”对话框中，请根据需要完成以
下一个或多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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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可信主服务器

如果要将备份映像复制到可用目标的子集，则添加可信主服
务器。

添加可信的主服务器
1

在“目标主服务器”下拉列表中，选择“添加一个新的
可信主服务器”。

2

填写“添加一个新的可信主服务器”对话框中的字段。
在完成这些字段之后单击“确定”。
请参见第 143 页的“MSDP 复制的目标选项”。

3

重复前两个步骤，直到完成可信主服务器的添加过程。

4

要添加复制目标，请继续下一个过程。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关于自动映像复制的可信主服务器”。
选择可信主服务器和复
制目标

如果要将备份映像复制到一部分可用目标，请选择可信的主
服务器。

选择可信主服务器和复制目标
1

在“目标主服务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向其复制数据
的域的主服务器。
所有可信主服务器均位于下拉列表中。

2

在“目标存储服务器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存储
服务器的类型。
所有可用目标类型均位于下拉列表中。

3

在“目标存储服务器名称”下拉列表中，选择承载目标
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服务器。目标域中的所有可用存
储服务器均位于下拉列表中。
在选择目标存储服务器后，NetBackup 会使用目标主机
的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的“用户名”填充
“用户名”字段。

4

在目标存储服务器上输入重复数据删除服务的“密码”。

5

单击“确定”。

请参见第 143 页的“MSDP 复制的目标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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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复制目标

如果未配置可信主服务器，则输入复制目标。

输入复制目标
1

在“目标存储服务器名称”字段中，输入目标存储服务
器的名称。

2

输入目标存储服务器上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的“用户名”和“密码”。

3

单击“确定”。

请参见第 143 页的“MSDP 复制的目标选项”。

7

添加所有复制目标后，单击“确定”。

8

针对每个域中的重复数据删除池，打开“更改磁盘池”对话框，然后单击“刷
新”。
配置复制目标时也将配置两个域中磁盘卷的复制属性。 但是，必须刷新重复数
据删除池，以便 NetBackup 读取新卷属性。
请参见第 211 页的“更改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MSDP 复制的目标选项
下表介绍了用于复制到 NetBackup“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目标选项。
表 5-27

MSDP 目标复制选项

选项

描述

目标主服务器

所有可信主服务器均位于下拉列表中。
为要将备份复制到的目标域选择主服务器。
要添加另一个域的主服务器作为可信主服务器，请选择“添
加一个新的可信主服务器”。 仅当您要选择特定复制目标
时，才需要配置信任关系。

目标存储服务器类型

目标存储服务器类型必须为 PureDisk。
如果配置了可信的主服务器，则默认情况下 PureDisk 处于
选中状态。 如果未配置可信的主服务器，则 NetBackup 与您
在“目标存储服务器名称”字段中输入的存储服务器连接时
会填充此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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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目标存储服务器名称

如果配置了可信的主服务器，请选择目标存储服务器。如果
未配置可信的主服务器，请输入目标存储服务器的名称。
该下拉列表显示与“目标存储服务器类型”匹配的所有存储
服务器。

用户名

配置复制目标时，NetBackup 会用目标存储服务器的用户帐
户填充“用户名”字段，如下所示：
■

■

对于 MSDP 目标，为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引擎用户
名。
对于 PureDisk 存储目标，为 PureDisk Storage Pool
Authority 用户名。
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

密码

输入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的密码。

关于配置 MSDP 优化复制和复制带宽
每个优化复制或自动映像复制作业都是单独的进程或流。 同时运行的复制作业数确
定了争用带宽的作业数。 您可以控制优化复制和自动映像复制作业占用的网络带宽
量。
以下两个不同的配置文件设置控制了所使用的带宽：
bandwidthlimit

agent.cfg 文件中的 bandwidthlimit 参数是全局带宽设置。
您可以使用此参数来限制所有复制作业占用的带宽。它适用于其源
为“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作业。因此，请在源存储服务
器上对其进行配置。
如果 bandwidthlimit 大于零，所有作业将共享带宽。 即，每个
作业的带宽是 bandwidthlimit 除以作业数所得的值。
如果 bandwidthlimit=0，总带宽没有限制。 不过，您可以限制
每个作业占用的带宽。 请参见以下 OPTDUP_BANDWIDTH 描述。
如果您指定带宽限制，则会限制到所有目标的优化复制和复制通信
量。
默认情况下，bandwidthlimit=0。
agent.cfg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

对于 UNIX： storage_path/etc/puredisk

■

对于 Windows： storage_path\etc\pure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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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DUP_BANDWIDTH

pd.conf 文件中的 OPTDUP_BANDWIDTH 参数指定每个作业的带
宽。
仅当 agent.cfg 文件中的 bandwidthlimit 参数为零时，
OPTDUP_BANDWIDTH 才适用。
如果 OPTDUP_BANDWIDTH 和 bandwidthlimit 都是 0，每个复
制作业的带宽就没有限制。
默认情况下，OPTDUP_BANDWIDTH = 0。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关于 MSDP pd.conf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60 页的“编辑 MSDP pd.conf 文件”。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在同一 NetBackup 域内配置 MSDP 优化复制”。
请参见第 128 页的“配置以不同 NetBackup 域为目标的 MSDP 复制”。

关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是一组备份的存储计划。 SLP 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实用程序中进行配置。
SLP 包含存储操作形式的说明，适用于通过备份策略备份的数据。 添加到 SLP 的
操作确定如何存储、复制和保留数据。 NetBackup 根据需要重试这些副本，以确保
创建所有副本。
SLP 使用户可以在策略级别向数据分配分类。 数据分类表示一组备份要求，可使配
置有不同要求的数据备份变得轻松自如。 例如，电子邮件数据和财务数据。
可以设置 SLP 以提供分段作业备份行为。 通过将规定的行为应用于 SLP 中包括的
所有备份映像，SLP 可以简化数据管理。 通过此过程，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利
用基于磁盘的备份的近期优势。 同时还保持着基于磁带的备份的长期存储优势。
借助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SLP 参数”属性，管理员可以自定义 SLP 的维
护方式和 SLP 作业的运行方式。
有关 SLP 的最佳做法信息显示在以下文档中：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208536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关于自动映像复制所需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将映像从一个 NetBackup 域复制到另一个 NetBackup 域需要两个存储生命周期策
略。下表介绍了这些策略及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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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

自动映像复制的 SLP 要求

域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要求

域1

源域中的自动映像复制 SLP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源域）

■

第一个操作必须是针对“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备份”操作。
请从下拉列表中指定确切的存储单元。 不要选择“任何可用的”。

注意：目标域必须包含相同类型的存储，才能导入映像。
■

至少有一个操作必须为向另一个 NetBackup 域中“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进行的“复制”
操作。
可以在自动映像复制 SLP 中配置多个“复制”操作。“复制”操作设置可确定是将备份复制到所
有主服务器域中的所有复制目标还是仅复制到特定复制目标。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关于自动映像复制的可信主服务器”。

■

该 SLP 必须与域 2 中的导入 SLP 具有相同的数据分类。

注意：如果源主服务器使用的 NetBackup 版本低于 7.6 且目标域中的主服务器使用 NetBackup
7.6 或更高版本：请不要使用“任意”数据分类。 使用源域中的其他数据分类，否则导入作业将
失败。
域2
（目标域）

如果复制到所有域中的所有目标，则在每个域中，NetBackup 会自动创建满足所有必要条件的导入
SLP。

注意：如果复制到特定目标，则必须先创建导入 SLP，然后在原始域中创建自动映像复制 SLP。
导入 SLP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该 SLP 中的第一个操作必须是“导入”操作。NetBackup 必须支持将“目标存储”作为从源存储
复制的目标。
请从下拉列表中指定确切的存储单元。 不要选择“任何可用的”。

■

该 SLP 必须至少包含一个指定了“目标保留”的操作。

■

该 SLP 必须与域 1 中的 SLP 具有相同的数据分类。如果数据分类相匹配，数据分类的含义会保
持一致，并可以方便按数据分类进行全局报告。

有关“复制”操作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图 5-8 显示了如何在目标域中设置 SLP 以便从原始主服务器域复制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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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自动映像复制所需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对

SLP 位于源域中的主服务器上
复制操作指示
目标主服务器

导入

导入操作
导入副本

将副本导入目标域的 SLP

注意：针对 SLP 中的任何操作更改基础存储后，请“重新启动”nbstserv。

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是一组备份的存储计划。SLP 中的操作是针对数据的备份
指令。使用以下过程可创建包含多项存储操作的 S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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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添加存储操作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NetBackup 管理”>“存储”>“存储生
命周期策略”。

2

单击“操作”>“新建”>“新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Windows) 或“操
作”>“新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UNIX)。

3

在“新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对话框中，输入“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名称”。
请参见第 15 页的“NetBackup 命名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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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 SLP 添加一项或多项操作。这些操作是 SLP 需要执行并应用于备份策略中
指定的数据的指令。
如果这是向 SLP 添加的第一项操作，请单击“添加”。
如果这不是 SLP 中的第一项操作，请添加层级操作或非层级操作：
要创建层级操作，请选择要成为下一项操作的源的操作。单击“添加”。新操
作随即便成为所选操作的子操作。子操作在父操作下缩进显示。

要创建非层级操作，请勿选择操作。非层级操作意味着操作与其他操作之间没
有父子关系。新操作将不会缩进显示。

5

在“新建存储操作”对话框的“属性”选项卡中，选择“操作”类型。如果您
创建的是子操作，SLP 将仅显示根据您选择的父操作判断属于有效操作的那些
操作。
操作的名称会反映其在 SLP 中的用途：
■

备份

■

复制

■

导入

■

主从复制
请参见第 129 页的“关于 NetBackup 自动映像复制”。

6

配置操作的属性。

7

“时段”选项卡将针对以下操作类型显示：“从快照备份”、“复制”、“导
入”、“从快照编制索引”和“主从复制”。如果您要控制辅助操作的运行时
间，请为该操作创建一个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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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属性”选项卡中的“高级”按钮，可显示有关在该时段结束而辅助操作
尚未完成时该时段应如何处理的选项。

9

单击“确定”即可创建该操作。

10 根据需要向 SLP 添加其他操作。(请参见步骤 4。)
11 如有必要，可更改 SLP 中操作的层次结构。
12 单击“确定”即可创建该 SLP。首次创建 SLP 或者每次更改 SLP 时，
NetBackup 都会验证 SLP。

13 配置备份策略，然后选择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作为“策略存储”。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创建备份策略”。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对话框设置
“新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对话框和“更改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对话框包含下列设
置。
图 5-9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选项卡

表 5-29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选项卡

设置

描述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名称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名称”用于描述 SLP。 创建 SLP 后无法修改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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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数据分类

“数据分类”用于定义允许 SLP 处理的数据级别或分类。下拉菜单包含已定义的所有分类，
以及对于 SLP 具有唯一性的“任意”分类。
选择“任意”可指示 SLP 保留已提交的所有映像，而不管映像的数据分类如何。该选项只
能用于配置 SLP，不能用于配置备份策略。
在主服务器域运行不同版本的 NetBackup 的“自动映像复制”配置下，请参见下列主题以
了解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145 页的“关于自动映像复制所需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数据分类”为可选设置。
一个数据分类可以分配给每个 SLP，并且应用于 SLP 中的所有操作。
如果选择了数据分类（“任意”除外），则 SLP 将仅存储为该数据分类设置的策略中的映
像。 如果不指定数据分类，则 SLP 接受有分类或无分类的任何映像。
通过“数据分类”设置，NetBackup 管理员可依据相对重要性对数据进行分类。 分类表示
一组备份要求。 如果数据必须满足不同的备份要求，则考虑分配不同的分类。
例如，电子邮件备份数据可以归为银类，而财务备份数据可以归为白金类。
备份策略将备份数据与数据分类相关联。 只有具有相同数据分类的策略数据才能存储在一
个 SLP 中。
数据在 SLP 中备份之后，将根据 SLP 配置进行管理。 SLP 定义从最初备份到最后一个映
像副本失效这一过程中对数据进行的操作。

辅助操作的优先级

“辅助操作的优先级”选项是指辅助操作中的作业相对于所有其他作业的优先级。该优先级
适用于由“备份”和“快照”操作以外的所有操作导致的作业。范围： 0（默认值）到 99999
（最高优先级）。
例如，您可能希望将具有黄金数据分类的策略的“辅助操作的优先级”设置得高于具有白银
数据分类的策略。
备份作业的优先级在“属性”选项卡的备份策略中设置。

操作

使用“添加”、“更改”和“删除”按钮在 SLP 中创建操作列表。一个 SLP 必须包含一项
或多项操作。多个操作意味着会创建多个副本。
该列表中包含的列显示有关每个操作的信息。 默认情况下并不显示所有的列。
有关列的描述，请参见以下主题：

箭头

使用箭头指示每个副本的源的缩进（或分层结构）。 一个副本可以是其他多个副本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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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激活
和

“激活”和“推迟”选项将显示在“辅助操作处理的状态”下，并适用于对 SLP 中所有复
制操作的处理。

推迟

注意：“激活”和“推迟”选项适用于创建 tar 格式映像的复制操作。例如，使用
bpduplicate 创建的操作。“激活”和“推迟”选项不会影响由于 OpenStorage 优化复
制和 NDMP 而复制的映像，或者由于一个或多个目标存储单元被指定为存储单元组的一部
分而复制的映像。
如果源介质服务器或目标介质服务器不是 NetBackup 7.6 或更高版本，则这些选项不适用。
■

启用“激活”可使辅助操作尽早继续执行。从“推迟”更改为“活动”后，NetBackup
将从辅助操作被置于不活动状态时它所处的位置开始继续处理映像。

■

启用“推迟”可推迟整个 SLP 的辅助操作。“推迟”不会推迟复制作业的创建，而是推
迟映像的创建。复制作业会继续创建，但是，只有在辅助操作再次处于活动状态之后才
会运行。
SLP 中的所有辅助操作会无限期地处于不活动状态，除非管理员选择“激活”，或者选
择“结束”选项并指示激活日期。

“验证所有备份策略”
按钮

单击此按钮可查看对此 SLP 的更改如何影响与此 SLP 关联的策略。 该按钮将生成一个报
告，后者显示在“验证报告”选项卡上。
此按钮执行的验证和 -conflict 选项与 nbstl 命令一起使用时执行的验证相同。

关于 MSDP 备份策略配置
配置备份策略时，请为“策略存储”选择使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单元。
对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请为“存储单元”选择使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存储单元。
对于 VMware 备份，请在配置 VMware 备份策略时，选择“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
件”选项。“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可提供最佳的重复数据删除率。
NetBackup 会对发送到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单元的客户端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创建备份策略
设置备份策略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策略配置向导”。 此向导通过自动选择多数配
置的最佳值引导您完成设置过程。
并非所有策略配置选项都会通过向导显示。 例如，基于日历的预定和“数据分类”
设置。 创建策略后，请在“策略”实用程序中修改策略，以配置不属于向导的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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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要使用“策略配置向导”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策略。

使用策略配置向导创建备份策略
使用以下过程可通过策略配置向导创建备份策略。
使用策略配置向导创建备份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单击“NetBackup 管理”。

2

在右窗格中，单击“创建策略”以开始使用“策略配置向导”。

3

选择“文件系统、数据库、应用程序”。

4

单击“下一步”启动向导，然后按照提示执行操作。

运行该向导时，单击任何向导面板上的“帮助”可以获得帮助。

在不借助策略配置向导的情况下创建备份策略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不借助策略配置向导的情况下创建
备份策略。
不借助策略配置向导创建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策略”。

2

在“操作”菜单上，单击“新建”>“策略”。

3

在“添加新策略”对话框中，为新策略键入一个唯一的名称。
请参见第 15 页的“NetBackup 命名约定”。

4

如有必要，请清除“使用策略配置向导”复选框。

5

单击“确定”。

6

为新策略配置属性、日程表、客户端和备份选择。

“弹性网络”属性
对于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会显示“弹性网络”属性。对于介质服务器
和客户端，“弹性网络”属性为只读。 当作业运行时，主服务器使用当前属性更新
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
通过“弹性网络”属性，您可以将 NetBackup 配置为使用弹性网络连接进行备份和
存储。 弹性连接允许客户端和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之间的备份和还原通信在高
延迟、低带宽的网络（如 WAN）中有效运行。这些数据通过广域网 (WAN) 传送到
中央数据中心的介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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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会监视远程客户端和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之间的套接字连接。如果
可能，NetBackup 会重新建立已断开的连接并重新同步数据流。NetBackup 也会解
决延迟问题以保持数据流不被破坏。 弹性连接可以在长达 80 秒的网络中断后继续
存在。 弹性连接可能会在超过 80 秒的中断后继续存在。
NetBackup 远程网络传输服务管理计算机之间的连接。 远程网络传输服务在主服务
器、客户端和处理备份或还原作业的介质服务器上运行。 如果连接中断或失败，这
些服务将尝试重新建立连接并同步数据。
NetBackup 仅保护 NetBackup 远程网络传输服务 (nbrntd) 创建的网络套接字连
接。不受支持连接的示例包括：
■

备份其自身数据的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客户端和 SAN 客户端）

■

适用于 Exchange Server 或 SharePoint Server 的粒度恢复技术 (GRT)

■

NetBackup nbfsd 进程。

只有建立连接，NetBackup 才会提供保护。 如果网络问题使 NetBackup 无法建立
连接，则不会提供任何保护。
弹性连接适用于客户端和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包括用作介质服务器时的主服务
器）之间。如果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用作客户端并将数据备份到介质服务器，则
弹性连接不应用于这些服务器。
弹性连接可能应用于所有客户端或部分客户端。
注意：如果客户端处于与服务器不同的子域中，请将服务器的完全限定域名添加到
客户端的主机文件。 例如，india.veritas.org 是与 china.veritas.org 不同的
子域。
当客户端的备份或还原作业开始时，NetBackup 将从上向下搜索“弹性网络”列表
以查找客户端。如果 NetBackup 找到客户端，NetBackup 将更新客户端和运行该
作业的介质服务器的弹性网络设置。然后，NetBackup 将使用弹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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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主服务器“弹性网络”主机属性

表 5-30 介绍了“弹性网络”属性。
表 5-30

“弹性网络”对话框属性

属性

描述

主机名或 IP 地址

主机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该地址也可以是 IP 地址范
围，以便您可以一次配置多个客户端。 您可以将 IPv4 地址
和范围与 IPv6 地址和子网混合使用。
如果您按名称指定主机，Veritas 建议您使用完全限定的域
名。
使用窗格右侧的箭头按钮在弹性网络列表中上移或下移项目。

弹性

“弹性”为“开”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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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弹性网络列表中的项目顺序非常重要。 如果某个客户端多次在列表中列出，
则第一个匹配项将确定其弹性连接状态。 例如，假定您添加一个客户端并指定客户
端 IP 地址，然后为“弹性”指定“开”。 同时假定您将一个 IP 地址范围添加为
“关”，并且该客户端 IP 地址处于该范围内。 如果先显示客户端 IP 地址再显示该
地址范围，则客户端连接为弹性连接。 相反，如果首先显示 IP 范围，则客户端连
接为非弹性连接。
也将显示每个客户端的弹性状态，如下所示：
■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在左窗格中选择“NetBackup 管理”>“策略”，
然后选择策略。在右窗格中，“弹性”列将显示该策略中每个客户端的状态。

■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选择“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
性”>“客户端”。在右窗格中，“弹性”列将显示每个客户端的状态。

其他 NetBackup 属性控制 NetBackup 使用网络地址的顺序。
NetBackup 弹性连接使用 SOCKS 协议版本 5。
弹性连接通信未加密。 Veritas 建议您对备份进行加密。对于重复数据删除备份，
请使用基于重复数据删除的加密。 对于其他备份，请使用基于策略的加密。
弹性连接应用于备份连接。因此，不必打开任何其他网络端口或防火墙端口。
注意：如果多个备份流同时运行，则远程网络传输服务会将大量的信息写入到日志
文件。在此情况下，Veritas 建议您将远程网络传输服务的日志记录级别设置为 2 或
更低。有关配置统一日志的说明在另一指南中。
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弹性连接资源使用
弹性连接比常规连接占用更多资源，如下所述：
■

每个数据流需要更多的套接字连接。 同时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上托管远程网
络传输服务需要三个套接字连接。 非弹性连接仅需要一个套接字连接。

■

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上需要打开更多的套接字， 它们需要三个打开的套接字；
而非弹性连接只要一个。 打开更多的套接字数可能会导致繁忙的介质服务器上
出现问题。

■

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上需要运行更多的进程。 通常，即使存在多个连接，每个
主机也只需要增加一个进程。

■

维护弹性连接所需的处理可能会略微降低性能。

156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指定弹性连接

指定弹性连接
使用以下过程可为 NetBackup 客户端指定弹性连接。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弹性网络”属性”。
或者，可以使用 resilient_clients 脚本为客户端指定弹性连接：
■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resilient_clients

■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resilient_clients

指定弹性连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左窗格中的“NetBackup 管理”>“主机
属性”>“主服务器”。

2

在右窗格中，选择要指定属性的主服务器。

3

在“操作”菜单上，单击“属性”。

4

在“属性”对话框的左窗格中，选择“弹性网络”。

5

在“弹性网络”对话框中，使用以下按钮管理客户端的弹性：
添加

添加弹性设置
1

单击“添加”。
此时会显示“添加弹性网络设置”对话框

2

输入客户端主机名、IP 地址或地址范围。
如果您按名称指定客户端主机，Veritas 建议您使用完全限定的域
名。
对于地址范围，请使用无类别域间路由 (CIDR) 表示法（例如，
192.168.100.0/24 或 fd00::/8）。

3

确保已为“弹性”选择“开”选项。

4

单击“添加”。

5

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完成客户端或地址范围输入。

6

添加完网络设置后，单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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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到全部

如果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多个主机，则“弹性网络”列表
中的条目可能会以不同的颜色显示，如下所示：
■

显示为黑色字体的条目是在所有主机上配置的。

■

显示为灰色字体的条目仅在某些主机上配置。

对于仅在某些主机上配置的条目，可以将它们添加到所有主机。 为此，
请将其选中并单击“添加到全部”。
更改

更改弹性设置
1

选择客户端主机名、IP 地址或地址范围。

2

单击“更改”。
此时会显示“更改弹性网络设置”对话框

删除

3

选择所需的“弹性”设置。

4

单击“确定”。

删除选定的主机或地址范围
1

选择客户端主机名、IP 地址或地址范围。

2

单击“删除”。
将会立即删除客户端；不会显示确认对话框。

在项目列表中移动项目
1

选择客户端主机名、IP 地址或地址范围。

2

单击对应按钮上移或下移项目。
列表中的项目顺序很重要。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弹性网络”属性”。

6

指定弹性连接后，单击“确定”。
该设置通过正常的 NetBackup 主机间通信传播至受影响的主机，传播过程需要
长达 15 分钟。

7

若要立即开始备份，请重启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服务。

添加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可以将负载平衡服务器添加到现有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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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负载平衡服务器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存储服
务器”

2

选择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3

在“编辑”中，选择“更改”。

4

在“更改存储服务器”对话框中，选择“介质服务器”选项卡。

5

选择要用作负载平衡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或服务器。 该服务器必须是受支持的
主机。
选中的介质服务器将配置为负载平衡服务器。

6

单击“确定”。

7

对于在其中配置了“仅使用下列介质服务器”的所有存储单元，请确保新的负
载平衡服务器处于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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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SDP pd.conf 配置文件
在对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每台 NetBackup 主机上，pd.conf 文件包含可控制主
机的重复数据删除操作的各种配置设置。 默认情况下，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上
的 pd.conf 文件设置适用于所有负载平衡服务器和对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
所有客户端。
可以对该文件进行编辑，以配置针对该主机的高级设置。 如果一个配置设置不在
pd.conf 文件中，您可以添加该设置。 如果更改某一主机上的 pd.conf 文件，则
仅会更改该主机的设置。 如果对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所有主机都需要相同的设
置，则必须更改所有主机上的 pd.conf 文件。
pd.conf 文件设置可能因版本不同而发生变化。在升级期间，NetBackup 仅会将必

需设置添加到现有 pd.conf 文件中。
pd.conf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lib/ost-plugins/

■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请参见第 160 页的“编辑 MSDP pd.conf 文件”。

编辑 MSDP pd.conf 文件
如果更改某一主机上的 pd.conf 文件，则仅会更改该主机的设置。如果对数据进行
重复数据删除的所有主机都需要相同的设置，则必须更改所有主机上的 pd.conf 文
件。
注意：Veritas 建议在编辑该文件之前，先为其创建备份副本。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关于 MSDP pd.conf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编辑 pd.conf 文件

1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pd.conf 文件。
pd.conf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2

■

(UNIX) /usr/openv/lib/ost-plugins/

■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

要激活设置，请从要编辑的每行的列 1 中删除井号字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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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更改设置，请指定一个新值。
注意：在该文件中，等号 (=) 左右两边的空格是非常重要的。请确保在编辑文
件后，该文件中会出现这些空格字符。

4

保存并关闭文件。

5

在主机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远程管理器和监视服务 (nbrmms)。

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表 5-31 介绍了可为 NetBackup“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环境配置的重复数
据删除参数。
此表中的参数按字母顺序排列，pd.conf 文件中的参数可能不按字母顺序排列。
您所用版本的文件中的参数可能与本主题中介绍的参数有所不同。
可以对该文件进行编辑，以配置针对主机的高级设置。如果某一参数不在 pd.conf
文件中，您可以添加该参数。在升级期间，NetBackup 仅会将必需参数添加到现有
的 pd.conf 文件中。
pd.conf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lib/ost-plugins/

■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
pd.conf 文件参数

表 5-31
参数

描述

BACKUPRESTORERANGE

在客户端上，指定应该用于备份和还原的本地网络接口卡 (NIC) 的 IP 地址或
地址范围。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指定值，如下所示：
■

无类别域间路由选择 (CIDR) 格式。例如，以下表示法为通信量指定
192.168.10.0 和 192.168.10.1：
BACKUPRESTORERANGE = 192.168.10.1/31

■

以逗号分隔的 IP 地址列表。例如，以下表示法为通信量指定 192.168.10.1
和 192.168.10.2：
BACKUPRESTORERANGE = 192.168.10.1, 192.168.10.2

默认值：BACKUPRESTORERANGE=（无默认值）
可能的值：无类别域间路由选择格式表示法或以逗号分隔的 IP 地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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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BANDWIDTH_LIMIT

确定在重复数据删除主机和重复数据删除池之间备份或还原数据时所允许的
最大带宽。以 KB/秒为单位指定该值。默认为无限制。
默认值：BANDWIDTH_LIMIT = 0
可能的值：0（无限制）到实际系统限制值（以 KB/秒为单位）

COMPRESSION

指定是否在备份期间压缩数据。
默认情况下，该数据已压缩。
默认值：COMPRESSION = 1
可能的值：0（关闭）或 1（打开）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关于 MSDP 压缩”。

CR_STATS_TIMER

以秒为单位指定从存储服务器主机检索统计数据的时间间隔。默认值 0 会禁
用缓存，并且根据需要检索统计数据。
您在更改此设置之前，请先考虑下列信息：
■

■

■

■

如果禁用了此设置（设置为 0），只要 NetBackup 请求存储容量信息，
就会发出对最新存储容量信息的请求。
如果您指定了值，请求会在上次请求过后的指定秒数之后发出。否则，
会使用上一个请求的缓存值。
如果启用此设置，可能会减少对存储服务器的查询。其缺点是 NetBackup
报告的容量信息变得无效。因此，如果存储容量即将用尽，Veritas 建议
您不要启用此选项。
在高负载系统中，负载可能会延迟容量信息报告。如果是这样，NetBackup
可能会将存储单元标记为关闭。

默认值：CR_STATS_TIMER = 0
可能的值：0 或更大的值（以秒为单位）
DEBUGLOG

指定 NetBackup 向其写入重复数据删除插件日志信息的文件。NetBackup
会在每天的日志文件前加上日期戳。
在 Windows 上，分区标识符和斜杠必须位于文件名之前。在 UNIX 上，斜
杠必须位于文件名之前。

注意：此参数不适用于从 NetApp 设备中进行 NDMP 备份。
默认值：
■

UNIX：DEBUGLOG = /var/log/puredisk/pdplugin.log

■

Windows：DEBUGLOG = C:\pdplugin.log

可能的值：任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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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DONT_SEGMENT_TYPES

以逗号分隔的文件扩展名列表不会执行重复数据删除。如果备份流中具有指
定扩展名的文件小于 16 MB，则会给这些文件指定单个段。对于更大的文
件，则会使用最大区段大小 16MB 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示例：DONT_SEGMENT_TYPES = mp3,avi
此设置可阻止 NetBackup 对未在全局范围内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类型中的区
段进行分析和管理。注意：此参数不适用于使用 NetApp 流处理程序的 NDMP
备份。
默认值：DONT_SEGMENT_TYPES = （无默认值）
可能的值：以逗号分隔的文件扩展名

ENCRYPTION

指定是否在备份期间加密数据。默认情况下，不加密文件。
如果在所有主机上将此参数设置为 1，则会在传输和存储期间对数据进行加
密。
默认值：ENCRYPTION = 0
可能的值：0（不加密）或 1（加密）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 MSDP 加密”。

FIBRECHANNEL

为在 NetBackup 系列设备上传出和传入的备份及还原通信量启用光纤通道。
请参见第 28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设备重复数据删除”。
默认值：FIBRECHANNEL = 0
可能的值：0（关闭）或 1（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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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FILE_KEEP_ALIVE_INTERVAL

在空闲套接字上执行保活的时间间隔（以秒为单位）。
以下各项将根据此参数的配置方式介绍相应的行为：
■

已启用注释掉（默认）和弹性网络连接：如果值小于 75 秒，则保活时间
间隔为 60 秒。如果值大于 1800 秒（30 分钟），则保活时间间隔为 1440
秒（30 分钟的 80%）。如果值介于 75 秒和 1800 秒之间，则保活时间
间隔为参数值的 80%。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弹性网络”属性”。

■

■
■

未启用注释掉（默认）和弹性网络连接：保活时间间隔为 1440 秒（30
分钟的 80%）。
0 或更小：已禁用；未发送任何保活。
大于 0：保活时间间隔是以秒为单位的指定值，除以下情况之外：如果保
活时间间隔小于 60 秒或大于 7200 秒（两小时），则该时间间隔为 1440
秒（30 分钟的 80%）。

默认值：FILE_KEEP_ALIVE_INTERVAL = 1440
可能的值：0（已禁用）或 60 到 7200 秒
要确定 NetBackup 使用的保活时间间隔，请检查重复数据删除插件日志文件
中是否存在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Using keepalive interval of xxxx seconds
有关重复数据删除插件日志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此表中的 DEBUGLOG 和
LOGLEVEL。
FP_CACHE_CLIENT_POLICY

注意：Veritas 建议您在备份自身数据的单个客户端上使用此设置（客户端
重复数据删除）。如果在存储服务器或负载平衡服务器上使用此设置，则会
影响所有备份作业。
指定客户端、备份策略以及为客户端的第一个备份获取指纹缓存的日期。
默认情况下，将加载以前的备份的指纹。您可以使用此参数加载其他类似备
份的指纹缓存。它可以减少首次备份客户端所需的时间。此参数特别适用于
远程办公数据备份，这种备份需要通过 WAN 将数据传输较长的距离才能到
达中央数据中心。
采用以下格式指定设置：
clienthostmachine,backuppolicy,date
date 是使用指定客户端中指纹缓存的最后日期（采用 mm/dd/yyyy 格式）。
默认值：FP_CACHE_CLIENT_POLICY = （无默认值）
请参见第 58 页的“在客户端上配置 MSDP 指纹缓存种子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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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FP_CACHE_INCREMENTAL

指定是否将指纹缓存用于增量式备份。
由于增量式备份只备份从上次备份后发生的更改，因此加载缓存对增量式备
份的备份性能几乎没有影响。
默认值：FP_CACHE_INCREMENTAL = 0
可能的值：0（关闭）或 1（打开）

注意： 仅当 Veritas 代表指示这样做时，才可更改此值。
FP_CACHE_LOCAL

指定是否将指纹缓存用于在存储服务器上执行了重复数据删除的备份作业。
此参数不适用于负载平衡服务器或对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客户端。
当重复数据删除作业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位于同一主机时，
禁用指纹缓存可以提高性能。
默认值：FP_CACHE_LOCAL = 1
可能的值：0（关闭）或 1（打开）

FP_CACHE_MAX_COUNT

指定可在指纹缓存中加载的最大映像数。
默认值：FP_CACHE_MAX_COUNT = 1024
可能的值：0 到 4096

注意： 仅当 Veritas 代表指示这样做时，才可更改此值。
FP_CACHE_MAX_MBSIZE

指定用于指纹缓存的内存容量（以 MB 为单位）。
默认值：FP_CACHE_MAX_MBSIZE = 20
可能的值：0 到计算机上限

注意： 仅当 Veritas 代表指示这样做时，才可更改此值。
FP_CACHE_PERIOD_REBASING_THRESHOLD 指定用于在备份过程中定期进行基址重置的阈值 (MB)。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两
个条件，则会考虑对容器进行基址重置：
■

最近三个月内，容器未进行基址重置。

■

对于该备份，容器中的数据段所占用的空间小于
FP_CACHE_PERIOD_REBASING_THRESHOLD 值。

默认值：FP_CACHE_PERIOD_REBASING_THRESHOLD = 16
可能的值：0（已禁用）到 256
请参见第 225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基址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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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FP_CACHE_REBASING_THRESHOLD

指定用于在备份过程中进行常规基址重置的阈值 (MB)。如果同时满足以下两
个条件，则会考虑对容器进行基址重置：
■

容器已在最近三个月内进行基址重置。

■

对于该备份，容器中的数据段所占用的空间小于
FP_CACHE_REBASING_THRESHOLD 值。

默认值：FP_CACHE_REBASING_THRESHOLD = 4
可能的值：0（已禁用）到 200
如果更改此值，请仔细考虑新值。如果将值设置得太大，则所有容器均会符
合基址重置的条件。执行基址重置的备份作业的重复数据删除率会变得较
低。
请参见第 225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基址重置”。
LOCAL_SETTINGS

指定是否使用本地主机的 pd.conf 设置或允许服务器覆盖本地设置。以下
是适用于本地设置的优先顺序：
■

本地主机

■

负载平衡服务器

■

存储服务器

要使用本地设置，请将此值设置为 1。
默认值：LOCAL_SETTINGS = 0
可能的值：0（允许覆盖）或 1（始终使用本地设置）
LOGLEVEL

指定写入日志文件的信息量。范围为从 0 到 10，其中 10 表示写入信息量最
大。
默认值：LOGLEVEL = 0
可能的值：整数，介于 0 到 10 之间（含 0 和 10）

注意： 仅当 Veritas 代表指示这样做时，才可更改此值。
MAX_IMG_MBSIZE

最大备份映像片段大小，以兆字节为单位。
默认值：MAX_IMG_MBSIZE = 51200
可能的值：0 到 51,200（以 MB 为单位）

注意： 仅当 Veritas 代表指示这样做时，才可更改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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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MAX_LOG_MBSIZE

日志文件的最大大小，以兆字节为单位。当日志文件到达此上限时，
NetBackup 会创建新的日志文件。NetBackup 会在每个日志文件前加上日期
和从 0 开始的序号，例如 120131_0_pdplugin.log、
120131_1_pdplugin.log，依此类推。
默认值：MAX_LOG_MBSIZE = 100
可能的值：0 到 50,000（以 MB 为单位）

META_SEGKSIZE

元数据流的段大小
默认值：META_SEGKSIZE = 16384
可能的值：32-16384，32 的倍数

注意： 仅当 Veritas 代表指示这样做时，才可更改此值。
MTSTRM_BACKUP_CLIENTS

如果设置此参数，请仅对指定客户端的备份使用多线程代理。未指定的客户
端将使用单线程。
此设置并不能保证指定客户端会使用多线程代理。mtstrm.conf 文件中的
MaxConcurrentSessions 参数可控制多线程代理同时处理的备份数。如
果指定的客户端数比 MaxConcurrentSessions 值大，则某些客户端可能
会使用单线程处理。
请参见第 49 页的“MSDP mtstrm.conf 文件参数”。
格式为一个以逗号分隔且不区分大小写的客户端列表（例如，
MTSTRM_BACKUP_CLIENTS = client1,client2,client3）。
默认值：MTSTRM_BACKUP_CLIENTS =（无默认值）
可能的值：以逗号分隔的客户端名称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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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MTSTRM_BACKUP_ENABLED

在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和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之间的备份流中使
用多线程代理。
默认值：MTSTRM_BACKUP_ENABLED = （无默认值）
可能值：1（打开）或 0（关闭）
此参数的值已在安装或升级期间配置。如果主机的硬件并发值大于硬件并发
阈值，则 NetBackup 会将 MTSTRM_BACKUP_ENABLED 设置为 1。（出于此
参数的目的，“硬件并发”为 CPU 数、核心数或超线程单元数。）
以下各项介绍了用于测定算法的值：
■

硬件并发值是以下各项之一：
■ 对于介质服务器，主机的一半硬件并发用作算法中的硬件并发值。
■

■

对于客户端，主机的所有硬件并发用作算法中的硬件并发值。

用于启用多线程的硬件并发阈值为以下各项之一：
■ Windows 和 Linux：阈值为 2。
■

Solaris：阈值为 4。

以下示例可能会有帮助：
■

含有 8 个 CPU 核心（每个核心具有两个超线程单元）的 Linux 介质服务
器的硬件并发为 16。因此，用于该算法的硬件并发值为 8（对于介质服
务器，为系统硬件并发的一半）。八大于二（Windows 和 Linux 的阈
值），因此已启用多线程 (MTSTRM_BACKUP_ENABLED = 1)。

■

含有 2 个 CPU 核心（不具有超线程）的 Solaris 客户端的硬件并发为 2。
用于该算法的硬件并发值为 2（对于客户端，为系统的所有硬件并发）。
二不大于四（Solaris 的阈值），因此未启用多线程
(MTSTRM_BACKUP_ENABLED = 0)。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168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编辑 MSDP pd.conf 文件

参数

描述

MTSTRM_BACKUP_POLICIES

如果设置此参数，请仅对指定策略的备份使用多线程代理。未指定的策略中
的客户端将使用单线程，除非 MTSTRM_BACKUP_CLIENTS 参数中已指定该
客户端。
此设置并不能保证指定策略中的所有客户端会使用多线程代理。mtstrm.conf
文件中的 MaxConcurrentSessions 参数可控制多线程代理同时处理的备
份数。如果策略中包括的客户端数比 MaxConcurrentSessions 值大，则
某些客户端可能会使用单线程处理。
请参见第 49 页的“MSDP mtstrm.conf 文件参数”。
格式为一个以逗号分隔且区分大小写的策略列表（例如，
MTSTRM_BACKUP_POLICIES = policy1,policy2,policy3）。
默认值：MTSTRM_BACKUP_POLICIES =（无默认值）
可能的值：以逗号分隔的备份策略名称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MTSTRM_IPC_TIMEOUT

在重复数据删除插件超时（由于出错）之前等待多线程代理响应的秒数。
默认值：MTSTRM_IPC_TIMEOUT = 1200
可能值：1-86400（含两端值）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OPTDUP_BANDWIDTH

确定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上每个优化复制和自动映像主从复制流允许的带
宽。OPTDUP_BANDWIDTH 不适用于客户端。以 KB/秒为单位指定该值。
默认值：OPTDUP_BANDWIDTH= 0
可能的值：0（无限制）到实际系统限制值（以 KB/秒为单位）
全局带宽参数会影响到 OPTDUP_BANDWIDTH 是否适用。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配置 MSDP 优化复制和复制带宽”。

OPTDUP_COMPRESSION

指定是否在优化复制和自动映像主从复制期间压缩数据。默认情况下，会压
缩文件。要禁用压缩，请将值更改为 0。此参数不适用于客户端。
默认值：OPTDUP_COMPRESSION = 1
可能的值：0（关闭）或 1（打开）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关于 MSDP 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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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DUP_ENCRYPTION

指定是否在优化复制和主从复制期间加密数据。默认情况下，不加密文件。
如果您想要加密，请将 MSDP 存储服务器和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上的值
更改为 1。此参数不适用于客户端。
如果在所有主机上将此参数设置为 1，则会在传输期间对数据进行加密。
默认值：OPTDUP_ENCRYPTION = 0
可能的值：0（关闭）或 1（打开）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 MSDP 加密”。

OPTDUP_TIMEOUT

指定多少分钟后优化复制将超时。
默认值：OPTDUP_TIMEOUT = 720
可能的值：值的单位是分钟

PREFERRED_EXT_SEGKSIZE

指定特定文件类型的文件扩展名和首选段大小（以 KB 为单位）。文件扩展
名区分大小写。下面介绍默认值：edb 是 Exchange Server 文件；mdf 是
SQL Server 主数据库文件；ndf 是 SQL Server 辅助数据文件；segsize64k
是 Microsoft SQL 流。
默认值：PREFERRED_EXT_SEGKSIZE =
edb:32,mdf:64,ndf:64,segsize64k:64
可能的值：file_extension:segment_size_in_KBs 对（以逗号分隔）。
另请参见 SEGKSIZE。

PREFETCH_SIZE

用于还原操作的数据缓冲区的大小（字节）。
默认值：PREFETCH_SIZE = 33554432
可能的值：0 到计算机的内存上限

注意： 仅当 Veritas 代表指示这样做时，才可更改此值。
RESTORE_DECRYPT_LOCAL

指定还原操作期间在哪台主机上解密和解压缩数据。
根据您的环境，在客户端上进行解密和解压缩可以提供更好的性能。
默认值：RESTORE_DECRYPT_LOCAL = 1
可能的值：0 表示介质服务器上启用解密和解压缩；1 表示客户端上启用解
密和解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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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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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KSIZE

默认文件段大小，以千字节为单位。
默认值：SEGKSIZE = 128
可能的值：32 to 16384 KB，增量仅为 32

警告：更改此值可能会减少容量并降低性能。仅当 Veritas 代表指示这样做
时，才可更改此值。
也可以为特定文件类型指定段大小。请参见PREFERRED_EXT_SEGKSIZE。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关于 MSDP pd.conf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60 页的“编辑 MSDP pd.conf 文件”。

关于 MSDP contentrouter.cfg 文件
contentrouter.cfg 文件包含多种控制重复数据删除环境中某些操作的配置设置。

通常情况下，您不需要更改此文件的设置。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会在
Veritas 支持代表的指示下更改设置。
NetBackup 文档仅显示了 contentrouter.cfg 文件的部分参数。 这些参数将在介
绍如何更改配置设置的任务或流程的主题中出现。
注意：仅在 NetBackup 文档或 Veritas 代表指示时，才更改 contentrouter.cfg
中的值。
contentrouter.cfg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storage_path/etc/puredisk

■

(Windows) storage_path\etc\puredisk

关于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您可以将存储服务器设置保存在文本文件中。 已保存的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包含您
的存储服务器的配置设置。 此外，还包含有关存储的状态信息。 已保存的配置文
件对恢复存储服务器很有帮助。 因此，Veritas 建议您获取存储服务器配置并将其
保存在一个文件中。 除非创建该文件，否则不存在。
下面是一个已填充配置文件的示例：
V7.0 "storagepath" "D:\DedupeStorage" string
V7.0 "spalogpath" "D:\DedupeStorage\log" st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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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7.0
V7.0
V7.0
V7.0
V7.0
V7.0
V7.0
V7.0
V7.0
V7.0
V7.0

"dbpath" "D:\DedupeStorage" string
"required_interface" "HOSTNAME" string
"spalogretention" "7" int
"verboselevel" "3" int
"replication_target(s)" "none" string
"Storage Pool Size" "698.4GB" string
"Storage Pool Used Space" "132.4GB" string
"Storage Pool Available Space" "566.0GB" string
"Catalog Logical Size" "287.3GB" string
"Catalog files Count" "1288" string
"Space Used Within Containers" "142.3GB" string

V7.0 表示 I/O 格式的版本，而不是 NetBackup 版本级别。 版本在您的系统上可能
有所不同。
如果在存储服务器未配置或者已关闭且不可用的情况下获取存储服务器配置，则
NetBackup 将创建一个模板文件。 下面是一个模板配置文件的示例：
V7.0
V7.0
V7.0
V7.0
V7.0
V7.0
V7.0

"storagepath" " " string
"spalogin" " " string
"spapasswd" " " string
"spalogretention" "7" int
"verboselevel" "3" int
"dbpath" " " string
"required_interface" " " string

要使用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进行恢复，您必须编辑该文件，以使其仅包含进行恢复
所需的信息。
请参见第 172 页的“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173 页的“编辑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74 页的“设置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Veritas 建议您将存储服务器配置保存在文件中。 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对恢复很有
帮助。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关于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236 页的“从 MSDP 存储服务器磁盘故障中恢复”。
请参见第 237 页的“从 MSDP 存储服务器故障中恢复”。
保存存储服务器配置
◆

在主服务器上，输入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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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config -getconfig
-storage_server sshostname -stype PureDisk -configlist file.txt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config
-getconfig -storage_server sshostname -stype PureDisk -configlist
file.txt

对于 sshostname，请使用存储服务器的名称。 对于 file.txt，请使用指明其用途的
文件名。
如果在存储服务器未配置或者已关闭且不可用的情况下获取该文件，则 NetBackup
将创建一个模板文件。

编辑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
要使用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进行恢复，该文件中必须仅包含所需信息。 您必须删除
所有即时点状态信息 （状态信息仅位于保存在活动存储服务器上的配置文件中）。
您还必须添加未包括在已保存的配置文件或模板配置文件中的多项配置设置。
表 5-32 显示了所需的配置行。
表 5-32

恢复文件需要的行

配置设置

描述

V7.0 "storagepath" " " string

该值应该与配置存储服务器时所用的值相同。

V7.0 "spalogpath" " " string

对于 spalogpath，请使用 storagepath 值并将 log
追加到路径。 例如，如果 storagepath 为
D:\DedupeStorage，请输入
D:\DedupeStorage\log。

V7.0 "dbpath" " " string

如果数据库路径与 storagepath 值相同，请为 dbpath
输入相同的值。 否则，请输入数据库的路径。

V7.0 "required_interface" " " string

仅当最初配置了 required_interface 的值时，它才是
必需的；如果不需要特定的接口，则将它留空。 在已保存
的配置文件中，所需的接口默认为计算机的主机名。

V7.0 "spalogretention" "7" int

不要更改此值。

V7.0 "verboselevel" "3" int

不要更改此值。

V7.0 "replication_target(s)" "none" string 仅当配置了优化复制时，才需要
replication_target(s) 的值。 否则，不要编辑此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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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V7.0 "spalogin" "username" string

将 username 替换为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用
户 ID。

V7.0 "spapasswd" "password" string

将 password 替换为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用
户 ID 的密码。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关于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236 页的“从 MSDP 存储服务器磁盘故障中恢复”。
请参见第 237 页的“从 MSDP 存储服务器故障中恢复”。
编辑存储服务器配置

1

如果没有保存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请获取一个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72 页的“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2

使用文本编辑器输入、更改或删除值。
在您的文件中删除或添加行，直至所需行（请参见表 5-32）位于配置文件中。
输入或更改每一行中第二组引号之间的值。 模板配置文件的第二组引号之间包
含一个空格字符 (" ")。

设置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可以通过从文件导入配置来设置存储服务器配置（即配置存储服务器）。 设置该配
置可以帮助您恢复环境。
请参见第 236 页的“从 MSDP 存储服务器磁盘故障中恢复”。
请参见第 237 页的“从 MSDP 存储服务器故障中恢复”。
要设置配置，您必须具有已编辑的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关于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172 页的“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173 页的“编辑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
注意：仅当恢复主机或主机磁盘时，才应使用带有 -setconfig 选项的 nbdevconfig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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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存储服务器配置
◆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config
-setconfig -storage_server sshostname -stype PureDisk -configlist
file.txt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config
-setconfig -storage_server sshostname -stype PureDisk -configlist
file.txt

对于 sshostname，请使用存储服务器的名称。 对于 file.txt，使用包含该配置
的文件的名称。

关于 MSDP 主机配置文件
用于重复数据删除的每个 NetBackup 主机都具有配置文件；该文件的名称与存储服
务器的名称匹配，如下所示：
storage_server_name.cfg

如果用于配置存储服务器，则 storage_server_name 是完全限定的域名。 例如，
存储服务器名称为 DedupeServer.example.com，配置文件名称为
DedupeServer.example.com.cfg。
以下是该文件的位置：
对于 UNIX： /usr/openv/lib/ost-plugins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

删除 MSDP 主机配置文件
您可能需要从重复数据删除主机中删除配置文件。例如，重新配置重复数据删除环
境或灾难恢复可能要求您将配置文件从其所在的服务器上删除。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 MSDP 主机配置文件”。
删除主机配置文件
◆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上的文件；其位置取决于操作系统的类型，如下所示：
对于 UNIX： /usr/openv/lib/ost-plugins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
以下是具有完全限定域名的服务器的主机配置文件名示例：
DedupeServer.example.com.c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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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 MSDP 注册表
如果重新配置重复数据删除环境，其中一个步骤是重置重复数据删除注册表。
请参见第 202 页的“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路径”。
警告：只有在要重新配置存储服务器和存储路径时才需执行以下过程。
该过程在 UNIX 和 Windows 上会有所不同。
在 UNIX 和 Linux 上重置 MSDP 注册表文件
◆

在存储服务器上输入以下命令可重置重复数据删除注册表文件：
rm /etc/pdregistry.cfg
cp -f /usr/openv/pdde/pdconfigure/cfg/userconfigs/pdregistry.cfg
/etc/pdregistry.cfg

在 Windows 上重置 MSDP 注册表
◆

删除 Windows 注册表中以下项的内容：
■

HKLM\SOFTWARE\Symantec\PureDisk\Agent\ConfigFilePath

■

HKLM\SOFTWARE\Symantec\PureDisk\Agent\EtcPath

警告：编辑 Windows 注册表可能导致意外的结果。

关于保护 MSDP 目录库
为了提高可用性，NetBackup 提供了一种双层方法来保护 MSDP 目录库，如下所
示：
每日卷影副本

NetBackup 自动创建 MSDP 目录库的副本。
请参见第 177 页的“关于 MSDP 卷影目录库”。

目录库备份策略

Veritas 提供了一个应用程序，可配置用于备份 MSDP 目录库的
NetBackup 策略。
请参见第 177 页的“关于 MSDP 目录库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233 页的“关于恢复 MSDP 目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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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SDP 卷影目录库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每日自动为目录库创建一个卷影副本。
Deduplication Manager 还为每个卷影副本创建一条事务日志。如果 NetBackup 检
测到 MSDP 目录库损坏，Deduplication Manager 将自动从最新的卷影副本还原目
录库。该还原过程还将播放事务日志，以便恢复的 MSDP 目录库是最新的。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将卷影副本存储在目录库本身所
在的卷上。Veritas 建议您将卷影副本存储在其他卷上。
警告：只能在初始配置 MSDP 期间更改路径。如果在创建 MSDP 备份后更改路径，
数据可能会丢失。
请参见第 179 页的“更改 MSDP 卷影目录库路径”。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每日在 0340 小时（主机时间）创建卷影副本。
要更改该日程表，必须更改调度程序定义文件。
请参见第 180 页的“更改 MSDP 卷影目录库日程表”。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保留目录库的五个卷影副本。您
可以更改副本数。
请参见第 181 页的“更改 MSDP 目录卷影副本数”。

关于 MSDP 目录库备份策略
Veritas 建议您通过备份 MSDP 目录库对其进行保护。（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中
不包括 MSDP 目录库。）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目录库策略管理和目录库灾难
恢复实用程序（drcontrol 实用程序）针对 MSDP 目录库配置了一个备份策略。
该策略还包括其他一些重要的 MSDP 配置信息。
MSDP 目录库备份提供第二层目录库保护。如果卷影副本不可用或者损坏，则可以
使用目录库备份。
下面是 drcontrol 实用程序创建的目录库备份策略的属性：
日程表

每周“完全备份”和每日“差异增量式备份”。

备份时段

从上午 6:00 到下午 6:00。

保留

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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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选择

下面是默认的目录库路径。
对于 UNIX：
/database_path/databases/catalogshadow
/storage_path/etc
/storage_path/var
/usr/openv/lib/ost-plugins/pd.conf
/usr/openv/lib/ost-plugins/mtstrm.conf
/database_path/databases/spa
/database_path/databases/datacheck
对于 Windows：
database_path\databases\catalogshadow
storage_path\etc
storage_path\var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pd.conf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ost-plugins\mtstrm.conf
database_path\databases\spa
database_path\databases\datacheck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为存储和目录库使用同一个路径，即
database_path 和 storage_path 是相同的。如果为重复数据删除
数据库配置单独的路径，则路径是不同的。无论如何，drcontrol 实
用程序都会为目录库备份选择捕获正确的路径。

在配置 MSDP 目录库备份之前，应该认真考虑以下项目：
■

不要将“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用作目录库备份的目标。无法从其“介
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恢复 MSDP 目录库。

■

使用挂接到 NetBackup 主机，而不是 MSDP 存储服务器的存储单元。

■

为每台 MSDP 存储服务器使用单独的 MSDP 目录库备份策略。
drcontrol 实用程序不会验证多台存储服务器的备份选择是否相同。如果备份
策略包括多台 MSDP 存储服务器，则备份选择包括每台主机的的备份选择。

■

无法使用一个策略同时保护 UNIX 主机和 Windows 主机上的 MSDP 存储服务
器。
UNIX MSDP 存储服务器需要 Standard 备份策略，Windows MSDP 存储服务器
需要 MS-Windows 策略。

请参见第 181 页的“配置 MSDP 目录库备份”。
请参见第 184 页的“更新 MSDP 目录库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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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MSDP 卷影目录库路径
可以更改目录库卷影副本的位置。 Veritas 建议您在除 storage_path 和
database_path 以外的其他卷上存储副本。 （如果您为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配置了
一个单独路径，则这些路径是不同的。）
NetBackup 将 MSDP 目录库卷影副本存储在以下位置：
对于 UNIX：/database_path/databases/catalogshadow
对于 Windows：database_path\databases\catalogshadow
警告：您只能在 MSDP 初始配置过程中更改卷影目录库路径。 如果在创建 MSDP
备份后更改路径，数据可能会丢失。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保护 MSDP 目录库”。
更改 MSDP 目录库卷影路径

1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下列文件：
UNIX：/storage_path/etc/puredisk/spa.cfg
对于 Windows： storage_path\etc\puredisk\spa.cfg

2

找到 CatalogShadowPath 参数并将该值更改为所需的路径。
卷必须已装入且可用。

3

更改后，保存文件。

4

重新启动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spad)。

5

通过在 MSDP 存储服务器上调用以下命令创建卷影目录库目录：
对于 UNIX：/usr/openv/pdde/pdcr/bin/cacontrol --catalog backup
all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cacontrol --catalog backup
all

6

如果存在 MSDP 目录库备份策略，请使用新的卷影目录库目录更新策略。 要
执行此操作，请在 MSDP 存储服务器上调用以下命令：
对于 UNIX：/usr/openv/pdde/pdcr/bin/drcontrol --update_policy
--policy policy_name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drcontrol --update_policy
--policy policy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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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MSDP 卷影目录库日程表
NetBackup 会在每天 03:40（主机时间）自动创建 MSDP 目录库的副本。 您可以
更改默认日程表。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保护 MSDP 目录库”。
更改 MSDP 卷影目录库日程表

1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下列文件：
对于 UNIX：/database_path/databases/spa/database/scheduler/5
对于 Windows：database_path\databases\spa\database\scheduler\5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为存储和目录库使用同一个路径，即 database_path
和 storage_path 是相同的。 如果为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配置单独的路径，则
路径是不同的。
该文件的内容类似于以下行。 该行的第二部分 (40 3 * * *) 用于配置日程表。
CatalogBackup|40 3 * * *|21600|32400|

2

编辑该文件的第二部分 (40 3 * * *)。 日程表部分符合 UNIX crontab 文件
约定，如下所示：
40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y of week (0 - 7, Sunday is both 0 and 7, or
use
│ │ │ │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asterisk (*)
is
│ │ │ │
every day)
│ │ │ └────────── Month (1 - 12; asterisk (*) is every month)
│ │ └─────────────── Day of month (1 - 31; asterisk (*) is every
│ │
day of the month)
│ └──────────────────── Hour (0 - 23; asterisk (*) is every hour)
└───────────────────────── Minute (0 - 59; asterisk (*) is every
minute of the hour)

3

更改后，保存文件。

4

重新启动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s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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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MSDP 目录卷影副本数
NetBackup 会保留 MSDP 目录库的 5 个卷影副本。 您可以更改副本数。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保护 MSDP 目录库”。
更改 MSDP 目录库卷影副本数

1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下列文件：
UNIX：/storage_path/etc/puredisk/spa.cfg
Windows：storage_path\etc\puredisk\spa.cfg

2

找到 CatalogBackupVersions 参数，并将该值更改为所需的卷影副本数。有
效值为 1 至 256（含两端值）。

3

更改后，保存文件。

4

重新启动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spad)。

配置 MSDP 目录库备份
使用以下过程为 NetBackup MSDP 目录库配置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保护 MSDP 数据”。
请参见第 278 页的“MSDP 目录库备份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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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SDP 目录库备份

1

验证 MSDP 存储服务器主机（即介质服务器）是否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
一个附加服务器。 请查看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NetBackup 管
理”>“主机属性”> masterserver_name >“服务器”>“附加服务器”。
如果 MSDP 存储服务器不在“附加服务器”列表中，请将该存储服务器主机添
加到“附加服务器”列表。 该主机必须在“附加服务器”列表中，而不能在
“介质服务器”列表中。

2

在 MSDP 存储服务器上，调用 drcontrol 实用程序并根据您的需要使用相应
的选项。 以下是实用程序的语法：
对于 UNIX：/usr/openv/pdde/pdcr/bin/drcontrol --new_policy
--residence residence [--policy policy_name] [--client host_name]
[--hardware machine_type] [--OS operating_system]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drcontrol --new_policy
--residence residence [--policy policy_name] [--client host_name]
[--hardware machine_type] [--OS operating_system]
[--NB_install_dir install_directory]

对选项的说明将在其他主题中介绍。
请参见第 182 页的“MSDP drcontrol 选项”。
该实用程序将创建一个日志文件并在命令输出中显示该文件的路径。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MSDP drcontrol 选项
drcontrol 实用程序位于以下目录（因主机类型而异）：
■

对于 UNIX：/usr/openv/pdde/pdcr/bin

■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

drcontrol 实用程序会创建日志文件。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表 5-33 描述了用于创建和更新 MSDP 目录库备份策略的选项。
表 5-33

目录库备份和恢复的 MSDP drcontrol 选项

选项

描述

--client host_name

要备份的客户端（即 MSDP 存储服务器的主机名）。
默认值：bpgetconfig CLIENT_NAME 返回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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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hardware
machine_type

主机的硬件类型或计算机类型。
不允许使用空格。 如果字符串包含特殊字符，请用双引号 (")
括起来。
默认值：未知。
drcontrol 实用程序创建的日志文件的路径名。 默认情况
下，实用程序将日志文件写入到
/storage_path/log/drcontrol/。

--NB_install_dir
install_directory

仅限 Windows。 如果 NetBackup 安装在默认位置
(C:\Program Files\Veritas) 以外的位置，则要求使用
此选项。
如果字符串包含空格或特殊字符，请用双引号 (") 括起来。 不
要在 install_directory 字符串中使用尾随反斜杠。

--new_policy

创建新策略以保护此主机上的重复数据删除目录库。 如果已
存在给定名称的策略，则该命令将失败。

--OS operating_system 主机的操作系统。
不允许使用空格。 如果字符串包含特殊字符，请用双引号 (")
括起来。
默认值：UNIX/Linux 或 MS-Windows。
--policy policy_name

备份策略的名称。
--auto_recover_DR 和 --update_policy 要求使用此选
项；对于 --new_policy，此选项是可选的。
默认值：Dedupe_Catalog_shorthostname

--refresh_shadow_catalog 删除所有现有的卷影目录库副本，并创建新的目录库卷影副
本。
--verbose

将所有 drcontrol 日志语句回显为 stdout。

--residence residence 要存储 MSDP 目录库备份的存储单元的名称。
不要将“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用作目录库备份的目
标。无法从其“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恢复 MSDP 目
录库。
Veritas 建议使用挂接到 MSDP 存储服务器以外的 NetBackup
主机的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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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update_policy

按如下方式更新策略：
■

■

■

如果（此介质服务器的）客户端名称不在策略的客户端列
表中，请将客户端名称添加到策略的客户端列表中。
如果指定 --OS 或 --hardware 选项，请将当前策略中的
值替换为新值。
基于 MSDP 存储目录和配置文件的位置更新备份选择。因
此，如果修改以下任何内容，必须使用此选项来更新目录
库备份策略：
■ spa.cfg 文件（section:variable 对）中的以下
任何值：
■ StorageDatabase:CatalogShadowPath

■

■

StorageDatabase:Path

■

Paths:Var

pdregistry.cfg 文件中的 spa.cfg 或
contentrouter.cfg 位置。

如果不存在具有给定策略名称的策略，此选项将失败。如果现
有策略类型与运行该命令的主机的操作系统不兼容，此选项也
会失败。
此选项需要 --policy policy_name 选项。

请参见第 181 页的“配置 MSDP 目录库备份”。

更新 MSDP 目录库备份策略
您可以使用任何一种 NetBackup 方法手动更新 MSDP 目录库备份策略。 但是，在
以下情况下应使用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目录库策略管理和目录库灾难恢复
(drcontrol)：
■

将存储服务器的客户端名称添加到策略的客户端列表中。

■

更新 --OS 值。

■

更新 --hardware 值。

■

如果已修改以下任一配置值，则更新备份选择：
■

■

spa.cfg 文件（section:variable 对）中的以下任何值：
■

StorageDatabase:CatalogShadowPath

■

StorageDatabase:Path

■

Paths:Var

pdregistry.cfg 文件中的 spa.cfg 或 contentrouter.cfg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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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保护 MSDP 数据”。
请参见第 278 页的“MSDP 目录库备份故障排除”。
更新 MSDP 目录库备份
◆

在 MSDP 存储服务器上，调用 drcontrol 实用程序并根据您的需要使用相应
的选项。 以下是更新操作的语法：
对于 UNIX：/usr/openv/pdde/pdcr/bin/drcontrol --update_policy
--policy policy_name [--client host_name] [--hardware
machine_type] [--OS operating_system]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drcontrol --update_policy
--policy policy_name [--client host_name] [--hardware
machine_type] [--OS operating_system] [--OS operating_system]
[--NB_install_dir install_directory]

对选项的说明将在其他主题中介绍。
请参见第 182 页的“MSDP drcontrol 选项”。
该实用程序将创建一个日志文件并在命令输出中显示该文件的路径。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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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视重复数据删除活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监视 MSDP 重复数据删除率

■

查看 MSDP 作业详细信息

■

关于 MSDP 存储容量和使用情况报告

■

关于 MSDP 容器文件

■

查看 MSDP 容器文件中的存储使用情况

■

查看 MSDP 磁盘报告

■

关于监视 MSDP 进程

■

对自动映像复制作业的报告

监视 MSDP 重复数据删除率
重复数据删除率是已存储数据的百分比。不会再次存储该数据。
以下方法可显示 MSDP 重复数据删除率：
■

查看全局 MSDP 重复数据删除率

■

在活动监视器中查看备份作业的 MSDP 重复数据删除率

在 UNIX 和 Linux 上，可以使用 NetBackup bpdbjobs 命令来显示重复数据删除率。
但是，必须先配置该命令才能执行此操作。
请参见第 187 页的“配置 bpdbjobs 命令以显示 MSDP 重复数据删除率”。

监视重复数据删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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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全局 MSDP 重复数据删除率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存储服
务器”

2

选择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3

在“编辑”菜单上，选择“更改”。

4

在“更换存储服务器”对话框中，选择“属性”选项卡。“重复数据删除比”
字段将显示该比率。

在活动监视器中查看备份作业的 MSDP 重复数据删除率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活动监视器”。

2

单击“作业”选项卡。
“重复数据删除率”列将显示每个作业的该比率。

配置 bpdbjobs 命令以显示 MSDP 重复数据删除率
◆

在运行该命令的介质服务器上的 bp.conf 文件中添加
DEDUPRATIOBPDBJOBS_COLDEFS 条目。
然后，bpdbjobs 命令将在其输出中显示重复数据删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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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因素会影响重复数据删除性能。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 MSDP 性能”。

查看 MSDP 作业详细信息
使用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可查看重复数据删除作业的详细信息。
查看 MSDP 作业详细信息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活动监视器”。

2

单击“作业”选项卡。

3

要查看特定作业的详细信息，请双击“作业”选项卡窗格中显示的作业。

4

在“作业详细信息”对话框中，单击“详细状态”选项卡。
重复数据删除作业的详细信息将在另一个主题中介绍。
请参见第 188 页的“MSDP 作业详细信息”。

MSDP 作业详细信息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作业详细信息”对话框可显示重复数据删除作业的详细
信息。详细信息取决于该作业是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作业还是客户端重复数据
删除作业。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作业详细信息
对于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详细状态”选项卡会显示已执行重复数据删除的
服务器上的重复数据删除率。以下作业详细信息片段显示了
MSDP_Server.example.com 删除其重复数据的客户端的详细信息（dedup 字段显
示了重复数据删除率）：
03/05/2013 10:37:06 - Info MSDP_Server.example.com (pid=17498)
StorageServer=PureDisk:MSDP_Server.example.com; Report=PDDO Stats
(multi-threaded stream used) for (MSDP_Server.example.com):
scanned: 8930 KB, CR sent: 4363 KB, CR sent over FC: 0 KB, dedup: 51.1%,
cache hits: 36 (50.7%), rebased: 35 (49.3%)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作业详细信息
对于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作业，“详细状态”选项卡显示了两个重复数据删除率。
第一个重复数据删除率始终适用于客户端数据。第二个重复数据删除率适用于元数
据（磁盘映像头和“实际映像还原”信息）（如果适用）。在服务器上始终删除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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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重复数据；通常，该信息的重复数据删除率为零或非常低。以下作业详细信
息示例片段显示了两个比率。1/8/2013 11:58:09 PM 条目用于客户端数据；1/8/2013
11:58:19 PM 条目用于元数据。
1/8/2013 11:54:21 PM - Info MSDP_Server.example.com(pid=2220)
Using OpenStorage client direct to backup from client
Client_B.example.com to MSDP_Server.example.com
1/8/2013 11:58:09 PM - Info MSDP_Server.example.com(pid=2220)
StorageServer=PureDisk:MSDP_Server.example.com; Report=PDDO
Stats for (MSDP_Server.example.com: scanned: 3423425 KB,
CR sent: 122280 KB, dedup: 96.4%, cache hits: 49672 (98.2%)
1/8/2013 11:58:09 PM - Info MSDP_Server.example.com(pid=2220)
Using the media server to write NBU data for backup
Client_B_1254987197.example.com to MSDP_Server.example.com
1/8/2013 11:58:19 PM - Info MSDP_Server.example.com(pid=2220)
StorageServer=PureDisk:MSDP_Server.example.com; Report=PDDO
Stats for (MSDP_Server.example.com: scanned: 17161 KB,
CR sent: 17170 KB, dedup: 0.0%, cache hits: 0 (0.0%)

字段描述
表 6-1 介绍了重复数据删除活动字段。
表 6-1

MSDP 活动字段描述

字段

描述

cache hits

在本地指纹缓存中表示的备份中数据段的百分比。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不必查询数据库以获取
有关这些数据段的信息
如果在存储器上将 pd.conf 文件 FP_CACHE_LOCAL 参数设置为 0，则对于在存储服务器
上运行的作业将不包括 cache hits 输出。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CR sent

从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发送到存储数据的组件的数据量。在 NetBackup 中，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存储数据。
如果存储服务器删除数据中的重复部分，则该数据将不通过网络传送。当重复数据删除插件
在存储服务器以外的计算机上运行时，已删除重复部分的数据将通过网络传送，如下所示：
■

在删除自身数据中重复部分的 NetBackup 客户端上（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

在删除数据中的重复部分的指纹介质服务器上。指纹服务器上的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将数
据发送到存储服务器，后者将数据写入“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

在随后将数据发送至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以便存储的介质服务器上。（在 NetBackup
中，“PureDisk 存储池”表示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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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CR sent over FC

通过光纤通道，从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发送到存储数据的组件的数据量。在 NetBackup 中，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存储数据。

dedup

已存储的数据的百分比。不会再次存储该数据。

multi-threaded stream 指示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已处理备份。
used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PDDO stats

rebased

指示作业详细信息是关于以下目标上的存储：
■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通过“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显示为 NetBackup。

在备份期间进行基址重置（即，进行碎片整理）的数据段的百分比。这些数据段具有较差的
数据区域。
仅在备份基址重置完成后，NetBackup 才会报告备份作业已完成。
请参见第 225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基址重置”。

scanned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已扫描的数据量。

Using OpenStorage
client direct to
restore...

指示还原将经由 Client Direct 数据路径来执行，并且不会使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组件
来处理数据。

关于 MSDP 存储容量和使用情况报告
以下几种因素会影响预期的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容量和使用情况结果：
■

失效的备份可能不会更改可用大小和已用大小。失效的备份可能没有唯一数据
段。因此，数据段对于其他备份仍然有效。

■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清理可能尚未运行。重复数据删除管理器每
天执行两次清理。执行清理前，删除的映像片段将保留在磁盘上。

如果使用操作系统工具检查存储空间使用情况，则结果可能与 NetBackup 报告的使
用情况不同，如下所示：
■

NetBackup 使用情况数据包括操作系统工具不包括的保留空间。

■

如果其他应用程序使用存储，则 NetBackup 不能准确报告使用情况。NetBackup
要求以独占方式使用存储。

表 6-2 介绍监视容量和使用情况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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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容量和使用情况报告

选项

描述

“更改存储服务器”对话 “更改存储服务器”对话框的“属性”选项卡显示存储容量和使
框
用情况。它还会显示全局重复数据删除率。
此对话框显示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可用的最新容量使用情
况。
可以在另一个主题中看到该对话框的一个示例。
请参见第 186 页的“监视 MSDP 重复数据删除率”。
“磁盘池”窗口

管理控制台的“磁盘池”窗口显示 NetBackup 轮询磁盘池时存储
的值。NetBackup 每 5 分钟轮询一次；因此，该值可能不如“更
改存储服务器”对话框中显示的值新。
要显示该窗口，请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设备”>“磁盘
池”。

查看容器命令

与 NetBackup 一起安装的命令可提供重复数据删除容器文件内的
存储容量和使用情况的视图。
请参见第 192 页的“关于 MSDP 容器文件”。
请参见第 192 页的“查看 MSDP 容器文件中的存储使用情况”。

“磁盘池状态”报告

“磁盘池状态”报告显示磁盘池的状态和使用情况信息。
请参见第 193 页的“查看 MSDP 磁盘报告”。

“磁盘日志”报告

“磁盘日志”报告显示事件和消息信息。用于监视容量的一个有
用事件是事件 1044；下面是“磁盘日志”报告中对该事件的说
明：
一个或多个系统资源的使用已经超出了警告级别。
默认情况下，此消息的容量阈值（高位标记）为 98%。此时将无
法再存储数据。
请参见第 193 页的“查看 MSDP 磁盘报告”。
请参见第 280 页的“MSDP 事件代码和消息”。

nbdevquery 命令

nbdevquery 命令显示磁盘卷的状态以及其特性和属性。还显示
容量、使用情况和已用百分比。
请参见第 216 页的“确定 MSDP 磁盘卷状态”。

NetBackup OpsCenter

NetBackup OpsCenter 还提供关于存储容量和使用情况的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OpsCenter 管理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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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MSDP 容器文件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的实现将分配容器文件，用于容纳备份数据。 可通过删除区段在
容器文件中提供可用空间，但是不会更改容器文件的大小。 当备份映像失效后，将
从容器中删除这些区段，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会执行清理操作。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每 20 秒检查一次存储空间。 之后，它会定期
压缩容器文件内可用的空间。 因此，容器内的空间在空闲后便立即不可用。 是否
压缩容器文件由各种内部参数控制。 虽然容器文件内可能有可用空间，但是该文件
可能不符合压缩条件。

查看 MSDP 容器文件中的存储使用情况
可以使用 NetBackup crcontrol 命令报告容器中的存储使用情况。
查看 MSDP 容器文件中的存储使用情况
◆

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上使用 crcontrol 命令和 --dsstat 选项。（有关
命令选项的帮助，请使用 --help 选项。）
下面是该命令用法的一个示例：
■

对于 UNIX 和 Linux：/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dsstat

■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Crcontrol.exe --dsstat

以下是输出示例：
************ Data Store statistics ************
Data storage

Raw
1.0T

Size
Used
988.9G 666.0G

Number of containers
Average container size
Space allocated for containers
Reserved space
Reserved space percentage

:
:
:
:
:

Avail Use%
322.9G 68%

2981
219740494 bytes (209.56MB)
655046415189 bytes (610.06GB)
45360705536 bytes (42.25GB)
4.1%

对于承载 96 TB“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系统，您可以使用以下
crcontrol 命令显示有关每个分区的信息：
/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dsstat 3

可以从命令输出确定以下内容：
Raw

存储的原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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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

NetBackup 可使用的存储大小：存储的 Raw 大小减去文件系统的
Reserved space。
如果文件系统有根保留空间的概念（例如 EXT3 或 VxFS），则该空间
不能用于存储。crcontrol 命令不包括可用空间中的保留空间。不同
于 crcontrol 命令，一些操作系统工具会将根保留空间报告为可用空
间。

Used

存储在文件系统上已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量。NetBackup 从操作系
统获取文件系统使用的空间。

Avail

Size 减去 Used 空间。

Use%

Used 空间除以 Size。

查看 MSDP 磁盘报告
NetBackup 磁盘报告中包含关于磁盘池、磁盘存储单元、磁盘日志、存储在磁盘介
质上的映像和存储容量的信息。
表 6-3 介绍了可用的磁盘报告。
表 6-3

磁盘报告

报告

描述

磁盘上的映像

“磁盘上的映像”报告生成一个映像列表，其中包含连接到介质服
务器的磁盘存储单元上存在的所有映像。该报告是“介质上的映
像”报告的子集，仅显示特定于磁盘的列。
该报告提供存储单元内容的摘要。如果磁盘损坏或者介质服务器崩
溃，则可以通过此报告了解丢失了哪些数据。

磁盘日志

“磁盘日志”报告显示在 NetBackup 错误目录库中记录的介质错误
或提示性消息。该报告是“介质日志”报告的子集，仅显示特定于
磁盘的列。
该报告还包括有关对删除的重复数据进行完整性检查的信息。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关于 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
说明中的 PureDisk 或 Veritas Deduplication Engine 均
可标识重复数据删除消息。由于 Deduplication Engine 不知道哪个
应用程序会占用其资源，因此该标识符为通用标识符。NetBackup
和 Veritas Backup Exec 是使用重复数据删除的 Veritas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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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描述

磁盘存储单元状态

“磁盘存储单元状态”报告显示当前 NetBackup 配置中磁盘存储单
元的状态。
有关磁盘池容量，请参见“介质和设备管理”>“设备”>“磁盘
池”中的磁盘池窗口。
多个存储单元可以指向同一个磁盘池。如果报告查询按存储单元进
行，则该报告会重复统计磁盘池存储的容量。

磁盘池状态

“磁盘池状态”报告显示磁盘池的状态和使用情况信息。仅当安装
了启用 NetBackup 磁盘功能的许可证时，才显示此报告。

查看磁盘报告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报告”>“磁盘报
告”。

2

选择磁盘报告的名称。

3

在右窗格中选择报告设置。

4

单击“运行报告”。

关于监视 MSDP 进程
下表显示了 NetBackup 所报告的重复数据删除进程：
请参见第 245 页的“MSDP 服务器组件”。
表 6-4

监视主要 MSDP 进程的位置

步骤

监视位置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在 Windows 系统上，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活动监视器”>“服
务”选项卡中。
在 UNIX 上，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在管理控制台的“活
动监视器”>“后台驻留程序”选项卡中显示为 spoold。
NetBackup bpps 命令还会显示 spoold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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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监视位置

NetBackup
在 Windows 系统上，“活动监视器”>“服务”选项卡中的
Deduplication Manager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在 UNIX 上，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在管理控制台的
“活动监视器”>“后台驻留程序”选项卡中显示为 spad。
NetBackup bpps 命令还会显示 spad 进程。

对自动映像复制作业的报告
在复制到目标主服务器域的配置中，活动监视器同时显示“复制”作业和“导入”
作业。
表 6-5

活动监视器中的自动映像复制作业

作业类型

描述

复制

将备份映像复制到目标主服务器的作业在活动监视器中显示为“复制”作业。对于这种类型的作业，
“存储单元”列中会显示“目标主服务器”标签。
与其他“复制”作业相似，将映像复制到目标主服务器的作业可以在一个实例中处理多个备份映像。
该作业的详细状态包含已复制的备份 ID 的列表。

导入

将备份副本导入目标主服务器域的作业在活动监视器中显示为“导入”作业。“导入”作业可以在一
个实例中导入多个副本。“导入”作业的详细状态包含已处理备份 ID 的列表和已失败备份 ID 的列
表。

注意：如果源域和目标域中的主服务器使用不同的 NetBackup 版本，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以
下错误：未能自动创建数据分类。
如果源域中的主服务器使用的 NetBackup 版本低于 7.6 且已使用“任意”数据分类，则会出现此问
题。如果目标域中的主服务器使用 NetBackup 7.6，则使用源域中的其他数据分类，否则导入作业将
失败。
请注意，复制成功不能说明映像肯定已在目标主服务器上导入。
如果两个域中的数据分类不相同，则“导入”作业将失败且 NetBackup 不会再次尝试导入映像。
在目标主服务器上运行时，失败的“导入”作业以状态 191 失败，并显示在“问题”报告中。
该映像已失效并在“映像清理”作业期间被删除。请注意，原始域（域 1）不会跟踪已失败的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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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管理 MSDP 服务器

■

管理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

管理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

删除备份映像

■

关于 MSDP 队列处理

■

手动处理 MSDP 事务队列

■

关于 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

■

配置 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行为

■

关于管理 MSDP 存储读取性能

■

关于 MSDP 存储基址重置

■

关于 MSDP 数据删除过程

■

调整 MSDP 存储分区的大小

■

MSDP 还原的工作原理

■

配置 MSDP 直接还原到客户端

■

关于还原远程站点上的文件

■

关于从目标主服务器域上的备份进行还原

■

指定还原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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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MSDP 服务器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之后，可以执行多种任务来管理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
请参见第 197 页的“查看 MSDP 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97 页的“确定 MSDP 存储服务器状态”。
请参见第 198 页的“查看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请参见第 199 页的“设置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请参见第 200 页的“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请参见第 201 页的“清除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关于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路径”。
请参见第 202 页的“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路径”。
请参见第 204 页的“删除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请参见第 205 页的“删除 MSDP 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删除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查看 MSDP 存储服务器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可查看已配置的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的列表。
查看 MSDP 存储服务器
◆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存储服
务器”。
“所有存储服务器”窗格中显示所有配置的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重复数
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在“服务器类型”列中显示 PureDisk。

确定 MSDP 存储服务器状态
使用 NetBackup nbdevquery 命令可确定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的状态。此状态
为 UP 或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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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MSDP 存储服务器状态
◆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query -liststs
-storage_server server_name -stype PureDisk –U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query
-liststs -storage_server server_name -stype PureDisk –U

下面是输出示例：
Storage Server
: bit.example.com
Storage Server Type : PureDisk
Storage Type
: Formatted Disk, Network Attached
State
: UP

此示例输出经过简化；实际输出中可能会显示更多标志。

查看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使用 NetBackup nbdevquery 命令查看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属性。
nbdevquery 命令中使用的 server_name 必须与已配置的存储服务器名称相匹配。
如果存储服务器的名称是其完全限定域名，则必须为 server_name 使用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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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

下面是设置存储服务器属性的命令语法。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重复数据
删除存储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query -liststs
-storage_server server_name -stype PureDisk –U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query
-liststs -storage_server server_name -stype PureDisk –U

下面是输出示例：
Storage Server
: bit
Storage Server Type : PureDisk
Storage Type
: Formatted Disk, Network Attached
State
: UP
Flag
: OpenStorage
Flag
: CopyExtents
Flag
: AdminUp
Flag
: InternalUp
Flag
: LifeCycle
Flag
: CapacityMgmt
Flag
: OptimizedImage
Flag
: FT-Transfer

此示例输出经过简化；实际输出中可能会显示更多标志。

设置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可能必须设置存储服务器属性才能启用新功能。
如果在存储服务器上设置了某个属性，则可能还必须在现有的重复数据删除池上设
置该属性。 新功能概述或配置过程将对这些要求进行介绍。
请参见第 210 页的“设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设置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1

下面是设置存储服务器属性的命令语法。 在主服务器或存储服务器上运行该命
令。
nbdevconfig -changests -storage_server storage_server -stype
PureDisk -setattribute attribute

下面介绍了需要域特定参数的选项：
-storage_server
storage_server

存储服务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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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ttribute
attribute

attribute 是表示新功能的参数的名称。
例如，OptimizedImage 指定环境支持优化合成备份方法。

下面是 nbdevconfig 命令的路径：

2

■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

要进行验证，请查看存储服务器属性。
请参见第 198 页的“查看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请参见第 29 页的“关于 MSDP 优化合成备份”。

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可以更改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的保留期限和日志记录级别。
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存储服
务器”

2

选择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3

在“编辑”菜单上，选择“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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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更换存储服务器”对话框中，选择“属性”选项卡。

5

对于要更改的属性，请在“值”列中选择值。

6

更改此值。

7

单击“确定”。

清除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使用 nbdevconfig 命令可删除存储服务器属性。
清除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存储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nbdevconfig -changests -storage_server storage_server -stype
PureDisk -clearattribute attribute
-storage_server
storage_server

存储服务器的名称。

-setattribute
attribute

attribute 是表示功能的参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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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 nbdevconfig 命令的路径：
■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

关于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路径
您可以更改现有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环境的存储服务器主机名和存储路径。
以下是要求更改现有重复数据删除环境的几个用例：
■

您希望更改主机名。 例如，主机 A 的名称更改为 B，或者专用接口 C 上安装了
新网卡。要使用主机名 B 或专用接口 C，必须重新配置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02 页的“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路径”。

■

您希望更改存储路径。 为此，必须使用新路径重新配置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02 页的“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路径”。

■

您需要重用存储以进行灾难恢复。 存储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存储服务器损坏了。
要进行恢复，必须配置一台新的存储服务器。
在此情况下，可以使用与之前相同的主机名和存储路径，也可以使用其他主机
名和存储路径。
请参见第 237 页的“从 MSDP 存储服务器故障中恢复”。

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路径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配置存在两个方面： EMM 数据库中的重复数据删除存储
的记录，以及磁盘上存储的物理存在形式（填充的存储目录）。
警告：删除有效备份映像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关于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路径”。
表 7-1

更改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路径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确保没有发生重复数据删除活 停用所有使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的备份策略。
动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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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2

使备份映像失效

使位于重复数据删除磁盘存储上的所有备份映像失效。

警告：不要删除映像。在此过程中稍后会将它们重新导入到 NetBackup 中。
如果使用 bpexpdate 命令使备份映像失效，请使用 -nodelete 参数。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步骤 3

删除使用磁盘池的存储单元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步骤 4

删除磁盘池

请参见第 218 页的“删除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步骤 5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05 页的“删除 MSDP 存储服务器”。

步骤 6

删除配置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配置。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删除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步骤 7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 每个负载平衡服务器都包含一个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如果使用负载
件
平衡服务器，请从这些服务器上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删除 MSDP 主机配置文件”。

步骤 8

删除标识文件和文件系统表文 根据操作系统，从 MSDP 存储服务器中删除以下文件：
件
对于 UNIX：
/storage_path/data/.identify
/storage_path/etc/puredisk/fstab.cfg
对于 Windows：
storage_path\data\.identify
storage_path\etc\puredisk\fstab.cfg

步骤 9

更改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位 请参见计算机或存储供应商的文档。
置
请参见第 32 页的“使用完全限定的域名”。
请参见第 73 页的“MSDP 存储路径属性”。

步骤 10

重新配置该存储服务器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时，请按新名称选择主机，并输入新的存储路径（如果更
改了路径）。 也可以使用新的网络接口。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MSDP 服务器端重复数据删除”。

步骤 11

导入备份映像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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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可以从重复数据删除节点删除负载平衡服务器。 该介质服务器将不再删除重复的客
户端数据。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服务器”。
删除负载平衡服务器后，请重新启动 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器服务。 NetBackup
磁盘轮询服务可能会尝试使用删除的服务器来查询磁盘状态。 由于该服务器不再是
负载平衡服务器，因此它无法查询磁盘存储。 因此，NetBackup 可能会将磁盘卷标
记为 DOWN。 EMM 服务重新启动时，会选择其他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来监视磁盘
存储。
如果主机发生故障后不可用，则可在菜单模式下使用 tpconfig 设备配置实用程序
删除该服务器。但是，必须在 UNIX 或 Linux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运行 tpconfig
实用程序。
有关过程，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从 MSDP 节点删除介质服务器

1

对于在“使用以下介质服务器之一”中指定介质服务器的每个存储单元，需要
清除指定介质服务器的复选框。
如果将存储单元配置为使用任何可用的介质服务器，则无需执行此步骤。

2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存储服
务器”。

3

选择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然后选择“编辑”>“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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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更改存储服务器”对话框中，选择“介质服务器”选项卡。

5

清除要删除的介质服务器的复选框。

6

单击“确定”。

删除 MSDP 存储服务器
如果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则 NetBackup 将删除作为存储服务器的主机，
并禁用该介质服务器上的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功能。
NetBackup 不从配置中删除介质服务器。 要删除介质服务器，请使用 NetBackup
nbemmcmd 命令。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不会改变物理磁盘上的存储内容。 要防止意外的数据
丢失，在您删除存储服务器时，NetBackup 不会自动删除存储。
如果磁盘池是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管理的磁盘卷配置的，则无法删除重复数
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警告：如果其存储中包含未过期的 NetBackup 映像，则不要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
服务器；否则，可能会丢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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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MSDP 存储服务器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存储服
务器”

2

在“编辑”菜单上，选择“删除”。

3

单击确认对话框中的“是”。

请参见第 202 页的“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路径”。

删除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使用此过程可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配置。在此过程中使用的脚本将会删除
活动配置并将配置文件返回到其已安装、预先配置状态。
只有在从某个过程主题定向到该过程时，才使用该过程。过程主题是由一系列单独
过程组成的高级用户任务。
请参见第 202 页的“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路径”。
请参见第 243 页的“停用 MSDP”。
删除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1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停止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spoold)
和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spad)。

2

在存储服务器上，根据您的操作系统，运行以下脚本之一：
对于 UNIX：
/usr/openv/pdde/pdconfigure/scripts/installers/PDDE_deleteConfig.sh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Program
Files\Veritas\pdde\PDDE_deleteConfig.bat

命令输出包括以下内容：
**** Starting PDDE_deleteConfig.sh ***
You need to stop the spad and spoold daemons to proceed
This script will delete the PDDE configuration on this system
Would you want to continue? [ y | n ]

3

键入 y，然后按 Enter。

管理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您可以在 NetBackup 中管理现有凭据。
请参见第 207 页的“确定具有重复数据删除凭据的介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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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07 页的“添加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请参见第 208 页的“更改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请参见第 208 页的“从负载平衡服务器上删除凭据”。

确定具有重复数据删除凭据的介质服务器
您可以确定哪些介质服务器具有为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配置的凭据。
具有凭据的服务器是负载平衡服务器。
确定是否已存在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存
储服务器”。

2

选择存储服务器，然后选择“编辑”>“更改”。

3

在“更改存储服务器”对话框中，选择“介质服务器”选项卡。
将检查为其配置了凭据的介质服务器。

添加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您可能需要将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添加到现有存储服务器或负载
平衡服务器上。 例如，灾难恢复可能要求您添加凭据。
添加与环境中所用凭据相同的凭据。
提供了另一个将负载平衡服务器添加到配置的过程。
请参见第 158 页的“添加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通过使用 tpconfig 命令来添加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

在要添加凭据的主机上，运行下列命令：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Volmgr\bin\tpconfig -add
-storage_server sshostname -stype PureDisk -sts_user_id UserID
-password PassWord

在 UNIX/Linux 上：
/usr/openv/volmgr/bin/tpconfig -add -storage_server sshostname
-stype PureDisk -sts_user_id UserID -password PassWord

对于 sshostname，请使用存储服务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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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在输入后不能更改。如果必须更改凭据，请
联系您的 Veritas 支持代表。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从负载平衡服务器上删除凭据
您可能需要从负载平衡服务器上删除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例
如，灾难恢复可能要求您删除负载平衡服务器上的凭据。
提供了另一个从重复数据删除节点删除负载平衡服务器的过程。
请参见第 204 页的“删除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从负载平衡服务器上删除凭据
◆

在负载平衡服务器上，运行下列命令：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Volmgr\bin\tpconfig -delete
-storage_server sshostname -stype PureDisk -sts_user_id UserID

在 UNIX/Linux 上：
/usr/openv/volmgr/bin/tpconfig -delete -storage_server sshostname
-stype PureDisk -sts_user_id UserID

对于 sshostname，请使用存储服务器的名称。

管理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配置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之后，可以执行多种任务来管理重复数据删除磁盘
池。
请参见第 209 页的“查看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请参见第 211 页的“更改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请参见第 209 页的“确定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状态”。
请参见第 209 页的“更改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状态”。
请参见第 216 页的“确定 MSDP 磁盘卷状态”。
请参见第 217 页的“更改 MSDP 磁盘卷状态”。
请参见第 209 页的“查看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请参见第 210 页的“设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请参见第 215 页的“清除“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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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28 页的“调整 MSDP 存储分区的大小”。
请参见第 218 页的“清点 NetBackup 磁盘池”。
请参见第 218 页的“删除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查看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查看配置的磁盘池。
查看磁盘池
◆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设备”>“磁盘
池”。

确定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状态
磁盘池的状态为“启动”或“关闭”。
确定磁盘池状态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设备监视器”。

2

选择“磁盘池”选项卡。

3

“状态”列中即会显示状态。

更改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状态
可以更改 NetBackup 磁盘池的状态。池状态为启动或关闭。
若要将状态更改为“关闭”，磁盘池不能处于忙碌状态。 如果向磁盘池分配了备份
作业，则状态更改将失败。 取消备份作业，或者等到这些作业完成。
更改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状态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选择“介质和设备管理”>“设备监视
器”。

2

选择“磁盘池”选项卡。

3

选择磁盘池。

4

选择“操作”>“启动”或“操作”>“关闭”。

查看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使用 NetBackup nbdevquery 命令可查看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209

管理重复数据删除
管理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查看 MSDP 池属性
◆

以下是查看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的命令语法。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重复
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query -listdp
-dp pool_name -stype PureDisk –U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query
-listdp -dp pool_name -stype PureDisk –U

下面是输出示例：
Disk Pool Name
Disk Pool Id
Disk Type
Status
Flag
Flag
Flag
Flag
Flag
Flag
Raw Size (GB)
Usable Size (GB)
Num Volumes
High Watermark
Low Watermark
Max IO Streams
Storage Server

:
:
:
:
:
:
:
:
:
:
:
:
:
:
:
:
:

MediaServerDeduplicationPool
MediaServerDeduplicationPool
PureDisk
UP
OpenStorage
AdminUp
InternalUp
LifeCycle
CapacityMgmt
OptimizedImage
235.76
235.76
1
98
80
-1
DedupeServer.example.com (UP)

此示例输出经过简化；实际输出中可能会显示更多标志。

设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可能必须在现有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上设置属性。 例如，如果在存储服务
器上设置了某个属性，则可能还必须在现有的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上设置该属性。
请参见第 199 页的“设置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设置 MSDP 磁盘池属性

1

以下是设置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的命令语法。 在主服务器或存储服务器上运行
该命令。
nbdevconfig -changedp -dp pool_name -stype PureDisk -setattribute
attrib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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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介绍了需要域特定参数的选项：
-changedp
pool_name

磁盘池的名称。

-setattribute
attribute

attribute 是表示新功能的参数的名称。
例如，OptimizedImage 指定环境支持优化合成备份方法。

下面是 nbdevconfig 命令的路径：

2

■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

要进行验证，请查看磁盘池属性。
请参见第 209 页的“查看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更改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可以更改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的属性。
更改磁盘池属性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设备”>“磁盘
池”。

2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选择要更改的磁盘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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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编辑”菜单上，选择“更改”。

4

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刷新”以更新磁盘池复制属性。
如果 NetBackup 发现了更改，您的操作取决于所发现的更改。
请参见第 213 页的“如何解决自动映像复制的卷更改”。

5

根据需要更改其他属性。
请参见第 95 页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6

单击“确定”。

7

如果单击了“刷新”并且 PureDiskVolume 的“复制”值发生更改，请刷新
“管理控制台”中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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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自动映像复制的卷更改
打开“更改磁盘池”对话框时，NetBackup 会从目录库中加载磁盘池属性。单击
“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的“刷新”按钮或为存储服务器配置新的磁盘池时，
NetBackup 会查询存储服务器是否有更改。
当卷拓扑结构发生更改时，Veritas 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

与存储管理员讨论这些更改。 您需要了解所做的更改，以便更改磁盘池（如果
需要），使得 NetBackup 可以继续使用这些磁盘池。

■

如果这些更改不是为 NetBackup 计划的更改，则请求您的存储管理员还原所做
的更改，以便 NetBackup 可以重新正常运行。

NetBackup 可以处理对以下卷属性所做的更改：
■

复制源

■

复制目标

■

无

如果这些卷属性发生更改，NetBackup 可以更新磁盘池，以便与这些更改相匹配。
尽管磁盘池可能不再符合存储单元或存储生命周期的用途，但 NetBackup 仍可继续
使用该磁盘池。
下表介绍了可能的结果以及解决方法。
刷新结果

表 7-2
结果

描述

未发现更改。

不需要更改。

NetBackup 发现可以添加到磁盘
池的新卷。

新卷将显示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 对话框中的文本将会更改，指示可向磁盘
池中添加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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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描述

所有卷的复制属性都已更改，但它 “磁盘池配置警报”弹出框通知您，磁盘池中所有卷的属性已发生更改，但这些属
们仍保持一致。
性全部相同（同类）。

必须在警报框中单击“确定”，然后，“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的磁盘池属性会更
新，以便与新的卷属性匹配
如果有与新属性匹配的新卷，NetBackup 将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显示这些
卷。可将这些新卷添加到磁盘池中。
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选择以下两个选项的其中一个：
■

确定。 要接受磁盘池更改，请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NetBackup 会保存磁盘池的新属性。
NetBackup 可以使用该磁盘池，但该磁盘池可能不再符合存储单元或存储生命
周期策略的预期用途。 更改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定义，以确保复制操作使用正确
的源和目标磁盘池、存储单元和存储单元组。 或者，与存储管理员合作，将卷
属性更改回原始值。

■

取消。 要放弃更改，请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取消”。NetBackup
将不保存新磁盘池属性。NetBackup 可以使用该磁盘池，但该磁盘池可能不再
符合存储单元或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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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描述

卷的复制属性已更改，已不再一
致。

“磁盘池配置错误”弹出框通知您磁盘池中某些卷的复制属性已更改。 磁盘池中卷
的属性不同类。

必须在警报框中单击“确定”。
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磁盘池的属性保持不变，并且您无法选择这些属性
（即，它们呈灰显状态）。 但是，各个卷的属性会进行更新。
由于卷属性不同类，因此在修复存储配置之前，NetBackup 无法使用磁盘池。
由于磁盘池中已存在的卷不同类，因此 NetBackup 不显示新卷（如果有）。
要确定更改的内容，请将磁盘池属性与卷属性进行比较。
请参见第 134 页的“查看自动映像复制的复制拓扑结构”。
与存储管理员共同了解所做的更改及其原因。可能需要/无需重新建立复制关系。如
果这些关系被错误删除，则重新建立关系应当是合理的。如果要停用或更换目标复
制设备，您可能不希望重新建立这些关系。
磁盘池将保持不可用，直到磁盘池中各卷的属性变为同类。
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或“取消”退出“更改磁盘池”对话框。
NetBackup 无法再在磁盘池中找
到一个或多个卷。

“磁盘池配置警报”弹出框通知您，已从存储设备中删除了一个或多个现有卷：

NetBackup 可以使用该磁盘池，但数据可能会丢失。
为防止数据意外丢失，NetBackup 不允许从磁盘池中删除卷。
要继续使用磁盘池，请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 bpimmedia 命令或“磁盘上的映像”报告显示特定卷上的映像。

■

使卷上的映像失效。

■

使用 nbdevconfig 命令将卷状态设置为“关闭”，这样 NetBackup 将不会尝
试使用它。

清除“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可能必须清除现有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上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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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

以下是清除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的命令语法。 在主服务器或存储服务器上运行
该命令。
nbdevconfig -changedp -dp pool_name -stype PureDisk
-clearattribute attribute

下面介绍需要输入的选项：
-changedp
pool_name

磁盘池的名称。

-setattribute
attribute

attribute 是表示新功能的参数的名称。

下面是 nbdevconfig 命令的路径：
■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

确定 MSDP 磁盘卷状态
使用 NetBackup nbdevquery 命令可确定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中卷的状态。
NetBackup 将所有 MSDP 存储作为单个卷 PureDiskVolume 来呈现。该命令显示
PureDiskVolume 的属性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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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MSDP 磁盘卷状态
◆

使用以下命令显示卷状态：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query -listdv
-stype PureDisk -U -dp disk_pool_name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query
-listdv -stype PureDisk -U -dp disk_pool_name

state 为 UP 或 DOWN。
下面是输出示例
Disk Pool Name
Disk Type
Disk Volume Name
Disk Media ID
Total Capacity (GB)
Free Space (GB)
Use%
Status
Flag
Flag
Flag
Num Read Mounts
Num Write Mounts
Cur Read Streams
Cur Write Streams

:
:
:
:
:
:
:
:
:
:
:
:
:
:
:

MSDP_Disk_Pool
PureDisk
PureDiskVolume
@aaaab
49.98
43.66
12
UP
ReadOnWrite
AdminUp
InternalUp
0
1
0
0

更改 MSDP 磁盘卷状态
磁盘卷的状态为“启动”或“关闭”。NetBackup 将所有 MSDP 存储作为单个卷
PureDiskVolume 来呈现。
若要将状态更改为“关闭”，卷所在的磁盘池不能处于忙碌状态。如果向磁盘池分
配了备份作业，则状态更改将失败。 取消备份作业，或者等到这些作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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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MSDP 磁盘卷状态
◆

更改磁盘卷的状态；以下是命令语法：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config
-changestate -stype PureDisk -dp disk_pool_name –dv PureDiskVolume
-state state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config
-changestate -stype PureDisk -dp disk_pool_name –dv PureDiskVolume
-state state

请将 -state 指定为“启动”或“关闭”。

清点 NetBackup 磁盘池
NetBackup 磁盘池的清点过程会读取池中磁盘卷的容量。如果您执行以下操作，则
通过清点操作，您可以使用新的容量值更新 NetBackup：
■

增加或减少磁盘池中磁盘卷的大小。

■

在磁盘池中添加卷或删除卷。

如何增加或减少基础存储容量取决于您的存储实现方式。在清点磁盘池之前，必须
完成该过程。
清点 NetBackup 磁盘池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介质和设备管理”>“设备”>“磁盘
池”。

2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清点磁盘池”。

3

在“清点磁盘池”对话框中，选择要清点的磁盘池，然后单击“开始清点”。

4

要使用由清点操作返回的容量值更新 NetBackup 目录库，请单击“更新配置”。

5

要清点另一个磁盘池，请转至步骤 3。

6

要退出，请单击“关闭”。

删除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如果磁盘池不包含有效的 NetBackup 备份映像或映像片断，则可以删除该磁盘池。
如果包含有效的映像和片段，则必须首先使这些映像或片段失效并删除它们。如果
失效映像片段仍留在磁盘上，也必须将其删除。
请参见第 272 页的“无法删除 MSDP 磁盘池”。
删除磁盘池时，NetBackup 会将其从配置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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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磁盘池是某存储单元的存储目标，则必须先删除该存储单元。
删除 MSDP 磁盘池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设备”>“磁盘
池”。

2

选择磁盘池

3

在“编辑”菜单上，选择“删除”。

4

在“删除磁盘池”对话框中，确认该磁盘池是要删除的磁盘池，然后单击“确
定”。

删除备份映像
删除映像可能很耗时。因此，如果要手动删除映像，Veritas 建议使用以下方法。
请参见第 227 页的“关于 MSDP 数据删除过程”。
手动删除备份映像

1

通过使用 bpexpdate 命令和 -notimmediate 选项，使所有映像失效。
-notimmediate 选项会阻止 bpexpdate 调用删除映像的 nbdelete 命令。
如果不使用此选项，bpexpdate 会调用 nbdelete 以删除映像。每次调用
nbdelete 都会在活动监视器中创建作业、分配资源并启动介质服务器上的进
程。

2

最后一个映像失效后，通过结合使用 nbdelete 命令和 –allvolumes 选项删除
所有的映像。
这样，在活动监视器中仅创建了一个作业，分配的资源更少，介质服务器上启
动的进程也更少。因此，使映像失效以及删除映像的整个过程所用的时间更
少。

关于 MSDP 队列处理
要求数据库更新的操作在事务队列中累积。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会
每天两次指示 Deduplication Engine 对该队列进行批处理。默认情况下，每 12 小
时进行一次队列处理，每次处理超过 20 分钟。
事务队列主要包含清理事务和完整性检查事务。这些事务会更新引用数据库。
队列处理将状态信息写入 Deduplication Engine storaged.log 文件。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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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队列处理不会阻止任何其他重复数据删除进程，因此不必重新预定。用户无法
更改维护进程日程表。但是，如果必须重新预定这些进程，请与 Veritas 支持代表
联系。
由于队列处理是自动发生的，因此不必手动调用它。但是，可以手动调用。
请参见第 220 页的“手动处理 MSDP 事务队列”。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 MSDP 服务器要求”。

手动处理 MSDP 事务队列
NetBackup 维护 MSDP 数据库事务的一个队列。
请参见第 219 页的“关于 MSDP 队列处理”。
通常情况下，您不必手动运行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事务队列进程。但是，当您从备
份恢复 MSDP 目录库时，您必须处理 MSDP 事务队列。处理事务队列是较大过程
的一部分。
手动处理 MSDP 事务队列

1

在 MSDP 存储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对于 UNIX：/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processqueue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pdde\Crcontrol.exe
--processqueue

2

要确定队列处理是否仍然处于活动状态，请运行以下命令：
UNIX：/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processqueueinfo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Crcontrol.exe
--processqueueinfo

如果输出显示 Busy : yes，则队列仍处于活动状态。

3

要检查结果，请运行以下命令（是数字 1，而不是小写字母 l）：
UNIX：/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dsstat 1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Crcontrol.exe --dsstat 1
该命令可能会运行很长时间；如果省略 1，可以较快地返回结果，但不够准确。

关于 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
由于磁盘故障、I/O 错误、数据库损坏和操作错误，重复数据删除元数据和数据会
出现不一致或损坏。NetBackup 将定期对已执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进行完整性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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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NetBackup 将在存储服务器空闲时执行一些完整性检查。其他完整性检查则旨
在使用较少的存储服务器资源，以免干扰操作。
数据完整性检查过程包括以下检查和操作：
■

自动限制数据丢失或损坏以确保新备份完好无损。

■

自动为数据容器运行循环冗余检查 (CRC)。

■

自动收集并清理存储垃圾。

■

在基于容器的引用数据库（或该数据库的若干部分）损坏或丢失时自动恢复。

■

自动查找存储泄漏并进行修复。

NetBackup 可在没有用户干预的情况下解决许多完整性问题，有些问题将在运行下
一次备份时解决。但是，严重问题可能需要 Veritas 支持人员进行干预。在此类情
况下，NetBackup 会向 NetBackup“磁盘日志”报告中写入一条消息。
请参见第 193 页的“查看 MSDP 磁盘报告”。
数据完整性消息代码是 1057。
请参见第 280 页的“MSDP 事件代码和消息”。
NetBackup 会将完整性检查活动消息写入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storaged.log 文件。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您可以配置某些数据完整性检查行为。
请参见第 221 页的“配置 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行为”。

配置 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行为
NetBackup 将执行若干项数据完整性检查。您可以配置这些完整性检查的行为。
可通过两种方法配置 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的行为，如下所述：
■

运行命令。
请参见第 222 页的“使用命令配置数据完整性检查行为”。

■

编辑配置文件参数。
请参见第 223 页的“通过编辑配置文件来配置数据完整性检查行为”。

警告：Veritas 建议不要禁用数据完整性检查。如果禁用，NetBackup 将无法发现
并修复或报告数据损坏。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关于 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
请参见第 223 页的“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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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命令配置数据完整性检查行为
◆

要配置行为，请为每项数据完整性检查指定值，如下所述：
■

数据一致性检查。可使用以下命令配置行为：
启用

UNIX：/usr/openv/pdde/pdcr/bin/pddecfg –a
enabledataintegritycheck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pddecfg –a
enabledataintegritycheck

禁用

UNIX：/usr/openv/pdde/pdcr/bin/pddecfg –a
disabledataintegritycheck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pddecfg –a
disabledataintegritycheck

获取状态

UNIX：/usr/openv/pdde/pdcr/bin/pddecfg –a
getdataintegritycheck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pddecfg –a
getdataintegritycheck

■

循环冗余检查。可使用以下命令配置行为：
启用

当队列处理处于活动状态时，或者在磁盘读取或写入操作期间，
CRC 将不运行。
UNIX：/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crccheckon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Crcontrol.exe
--crccheckon

禁用

UNIX：/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crccheckoff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Crcontrol.exe
--crccheckoff

启用快速检查

快速检查 CRC 模式从容器 64 开始检查，每次检查容器后不休眠。
当快速 CRC 结束后，CRC 行为会还原为调用快速检查之前的行
为。
UNIX：/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crccheckrestart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Crcontrol.exe
--crccheckre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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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状态

UNIX：/usr/openv/pdde/pdcr/bin/crcontrol
--crccheckstate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Crcontrol.exe
--crccheckstate

通过编辑配置文件来配置数据完整性检查行为

1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contentrouter.cfg 文件或 spa.cfg 文件，它们用来控
制数据完整性检查的行为。
这两个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2

■

对于 UNIX： storage_path/etc/puredisk

■

对于 Windows： storage_path\etc\puredisk

要更改参数，请指定一个新值。
请参见第 223 页的“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配置参数”。

3

保存并关闭文件。

4

重新启动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和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活动监视器的“服务”选项卡 (Windows) 或“后
台驻留程序”选项卡 (UNIX)。

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配置参数
控制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完整性检查的配置文件参数位于如下两个不同的配置文件
中：
■

contentrouter.cfg 文件。

表 7-3 对参数进行了描述。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关于 MSDP contentrouter.cfg 文件”。
■

spa.cfg 文件。

表 7-3 对参数进行了描述。
这些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

对于 UNIX： storage_path/etc/puredisk

■

对于 Windows： storage_path\etc\puredisk

警告：Veritas 建议不要禁用数据完整性检查。如果禁用，NetBackup 将无法发现
并修复或报告数据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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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20 页的“关于 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
用于数据完整性检查的 contentrouter.cfg 文件参数

表 7-3
设置

默认值

描述

EnableCRCCheck

true

启用或禁用数据容器文件的循环冗余检查 (CRC)。
可能的值为 true 或 false。
仅当没有运行备份、还原或队列处理作业时，才会进行 CRC。

CRCCheckSleepSeconds

5

每次检查容器后休眠的秒数。
休眠间隔越长，检查容器所需的时间越多。

CRCCheckBatchNum

40

每次检查的容器数量。
容器数量越多，检查所有容器所需的时间越短，但使用的系统资源也就
越多。

ShutdownCRWhenError

false

发现数据丢失时，停止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Veritas 支持代表将保留此参数以供日后调试。
可能的值为 true 或 false。

GarbageCheckRemainDCCount 100

来自失败作业的容器数，不会对这些作业检查垃圾。失败的备份或复制
作业仍产生数据容器。由于已重试失败的作业，保留这些容器意味着
NetBackup 不必再次发送指纹信息。因此，已重试的作业比第一次运行
时耗费的时间和系统资源要少。

用于数据完整性检查的 spa.cfg 文件参数

表 7-4
设置

默认值

描述

EnableDataCheck

true

启用或禁用数据一致性检查。
可能的值为 True 或 False。

DataCheckDays

14

检查数据一致性的天数。
天数越多，每天检查的对象越少。增加天数相当于减少每天消耗的存储
服务器资源。

EnableDataCheckAlert

true

启用或禁用警报。
如果为 true，NetBackup 会在检测到数据段丢失时将消息写入到“磁
盘日志”报告。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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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 MSDP 存储读取性能
NetBackup 对用于执行读取操作的进程提供了一些控制。对读取操作进行控制，可
以提高从存储读取的作业的性能。此类作业包括还原作业、重复作业和复制作业。
在大多数情况下，您应该在 Veritas 支持代表指示时，才更改配置文件选项。

对存储进行碎片整理
NetBackup 包括一个进程，称为“基址重置”，该进程会对重复数据删除池中的备
份映像进行碎片整理。 如果客户端备份的文件段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上彼此邻近，
则可改善读取性能。
如果您从低于 NetBackup 7.5 的版本升级，执行基址重置可能会暂时影响重复数据
删除的性能。
请参见第 225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基址重置”。

对客户端（而不是服务器）的数据进行解密
pd.conf 文件中的 RESTORE_DECRYPT_LOCAL 参数指定了还原操作期间用于解密和

解压缩数据的主机。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关于 MSDP pd.conf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关于 MSDP 存储基址重置
在初始备份期间，NetBackup 会将备份中的数据段写到尽可能少的容器文件。当客
户端备份的数据段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上彼此邻近时，读取性能最佳。当它们的数
据段彼此邻近时，NetBackup 花费较短时间即可查找并重新组合已备份的文件。
但是，每次备份客户端时，备份中的数据段可能会分散在磁盘存储之中。出现这种
分散情况是执行重复数据删除的正常结果。
NetBackup 包含一个称为“基址重置”的进程，该进程有助于将数据段保留在尽可
能少的容器文件中。基址重置可提高从存储读取的操作（如还原和复制）的性能。
NetBackup 会将备份中的所有数据段写入到新的容器文件，即使数据段已存在于存
储上。然后，将来的备份会引用这些数据段的新副本而不引用旧副本，直到将来通
过基址重置操作进行了更改。执行基址重置的备份作业的重复数据删除率低于没有
对数据执行基址重置的作业的重复数据删除率。
执行基址重置后，NetBackup 会回收已执行基址重置的数据段所使用的存储空间。
表 7-5 介绍了基址重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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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基址重置类型

类型

描述

正常备份基址重置

如果满足以下正常基址重置条件，备份期间将会执行基址重置：
■

容器已在最近 3 个月内进行基址重置。

■

对于该备份，容器中的数据段所占用的空间小于值
FP_CACHE_PERIOD_REBASING_THRESHOLD。
FP_CACHE_PERIOD_REBASING_THRESHOLD 参数位于 pd.conf
文件中。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只有已完成正常 MSDP 备份过程的完全备份才会执行备份基址重置。
例如，NetBackup 加速器备份未完成 MSDP 备份过程。
NetBackup 在基址重置完成后报告备份作业已完成。
定期备份基址重置

如果满足以下定期基址重置条件，备份期间将会执行基址重置：
■

容器在最近 3 个月内未进行基址重置。

■

对于该备份，容器中的数据段所占用的空间小于值
FP_CACHE_REBASING_THRESHOLD。
FP_CACHE_REBASING_THRESHOLD 参数位于 pd.conf 文件中。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只有已完成正常 MSDP 备份过程的完全备份才会执行备份基址重置。
例如，NetBackup 加速器备份未完成 MSDP 备份过程。
NetBackup 在基址重置完成后报告备份作业已完成。
服务器端基址重置

如果满足基址重置条件，服务器上将会执行存储基址重置。服务器端
基址重置包括未完成正常 MSDP 备份过程且已删除重复部分的数据。
例如，NetBackup 加速器备份未完成 MSDP 备份过程。
contentrouter.cfg 文件中的某些参数可控制服务器端基址重置
的行为。
请参见第 226 页的“MSDP 服务器端基址重置参数”。

MSDP 服务器端基址重置参数
表 7-6 介绍控制服务器端基址重置的参数。
请参见第 225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基址重置”。
通常，您不需要更改参数值。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会在 Veritas 支持代表
的指示下更改设置。
这些参数存储在 contentrouter.cfg 文件中。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关于 MSDP contentrouter.cfg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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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端基址重置参数

表 7-6
参数

描述

RebaseMaxPercentage

文件中要进行基址重置的数据段的最大百分比。对于任何文件，如果数据段的百分
比达到此阈值，数据段的剩余部分将不会进行基址重置。
默认情况下，此参数为 RebaseMaxPercentage=5。
文件中要进行基址重置的数据段的最大时间跨度（以秒为单位）。如果达到此阈
值，NetBackup 将不会对数据段的剩余部分进行基址重置。

RebaseMaxTime

默认情况下，此参数为 RebaseMaxTime=150。
存储文件的数据段的容器的最小数目（这是对文件进行基址重置的条件）。如果存
储文件的数据段的容器的数目少于 RebaseMinContainers，NetBackup 将不会
对数据段进行基址重置。

RebaseMinContainers

默认情况下，此参数为 RebaseMinContainers=4。
RebaseScatterThreshold

容器的数据区域阈值。如果存储文件的数据段的容器的总大小小于
RebaseScatterThreshold，NetBackup 将不会对文件的所有数据段进行基址
重置。
默认情况下，此参数是 RebaseScatterThreshold=64MB。

关于 MSDP 数据删除过程
该数据删除过程会删除组成 NetBackup 备份映像的数据段。仅会删除备份映像未引
用的那些数据段。
以下列表介绍了失效备份映像的数据删除过程：
■

NetBackup 会将映像记录从 NetBackup 目录库中删除。
NetBackup 会指示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删除映像。

■

重复数据删除管理器会立即删除重复数据删除目录库中的映像条目，并将删除
请求添加至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事务队列中。
从此不可再访问该失效的备份映像。

■

当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处理该队列时，将处理所有删除请求。不
会再次生成该映像的删除请求。
在该队列处理期间，Deduplication Engine 会回收数据段驻留的某些存储空间。
在数据压缩期间会回收某些存储空间。如果其他备份映像需要某个数据段，则
不会删除该段。
是否压缩容器文件由各种内部参数控制。
请参见第 192 页的“关于 MSDP 容器文件”。

如果您手动删除在前 24 小时内失效的映像，数据将变为垃圾。 它会保留在磁盘上，
直到由下一个垃圾收集过程删除。垃圾收集发生在数据完整性检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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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20 页的“关于 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
请参见第 219 页的“删除备份映像”。

调整 MSDP 存储分区的大小
如果动态调整了包含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的卷的大小，请在存储服务器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必须重新启动服务，NetBackup 才能正确使用已调整大小的分
区。如果不重新启动服务，NetBackup 会提前报告容量已满。
调整 MSDP 存储的大小

1

在要更改磁盘分区大小的存储上停止所有 NetBackup 作业，并等待作业结束。

2

停用承载存储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3

停止存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服务。
请务必等待所有服务都停止。

4

使用操作系统或磁盘管理器工具动态地增大或减小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区域。

5

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6

激活承载存储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7

重新启动重复数据删除作业。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添加更多 MSDP 存储”。

MSDP 还原的工作原理
下列两种方法可用于 MSDP 还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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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MSDP 还原类型

类型

描述

正常还原

MSDP 存储服务器第一次“再合成”（即重新组合）数据。 然后，NetBackup 选择最闲的介质
服务器将数据移至客户端。（NetBackup 从具有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的服务器
中选择最闲的介质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bptm 进程将数据移至客户端。
以下介质服务器具有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的凭据：
■

■

■

承载存储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
虽然介质服务器和存储服务器共享主机，但存储服务器通过该主机上的介质服务器 bptm 进程
发送数据。
同一重复数据删除节点中的负载平衡服务器。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作为优化复制目标的其他重复数据删除节点中的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关于同一域内 MSDP 优化复制的介质服务器”。

可以指定要用于还原的服务器。
请参见第 231 页的“指定还原服务器”。
直接还原到客户端

存储服务器可以绕过介质服务器并将数据直接移至客户端。 NetBackup 不选择介质服务器以用于
还原，这样还原时就不会使用介质服务器 bptm 进程。
必须配置 NetBackup 绕过介质服务器并直接从存储服务器接收还原数据。
请参见第 229 页的“配置 MSDP 直接还原到客户端”。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在除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客户端之外的存储服务器上再合成数据。这些
客户端会自己再合成数据。可以对 NetBackup 进行配置，以便该数据在存储服务器上而不是客户
端上再合成。 请参见 MSDP pd.conf 文件中的 RESTORE_DECRYPT_LOCAL 参数。
请参见第 161 页的“MSDP pd.conf 文件参数”。
请参见第 160 页的“编辑 MSDP pd.conf 文件”。

配置 MSDP 直接还原到客户端
NetBackup MSDP 存储服务器可绕过介质服务器组件，将还原数据直接移至 MSDP
客户端。
请参见第 228 页的“MSDP 还原的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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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直接还原到客户端的功能

1

在客户端上将 OLD_VNETD_CALLBACK 选项设置为 YES。OLD_VNETD_CALLBACK
选项存储在 UNIX 系统上的 bp.conf 文件和 Windows 系统上的注册表中。
请参见第 126 页的“使用命令行设置 NetBackup 配置选项”。

2

在主服务器上，通过运行以下命令，将 NetBackup 配置为针对客户端使用客户
端控制的还原：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client -client
client_name -update -client_direct_restore 2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client -client
client_name -update -client_direct_restore 2

关于还原远程站点上的文件
如果使用优化复制将映像从本地站点复制到远程站点，则可以从远程站点上的副本
还原到远程站点上的客户端。 为此，请使用服务器控制的还原或客户端重定向的还
原，从而将文件还原到除原始客户端之外的客户端。
有关如何重定向还原的信息，请参见另一指南。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的“管理客户端还原”：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可能需要配置某个介质服务器来执行还原。 在优化复制中，启动复制操作的介质服
务器将成为新映像副本的写入主机。 写入主机将从这些映像副本进行还原。 如果
写入主机在本地站点上，则它将从远程站点上的那些映像还原到远程站点上的备用
客户端。 该主机在 WAN 中读取映像，然后在 WAN 中将映像写回备用客户端。 在
这种情况下，可以将远程站点上的介质服务器指定为还原服务器。

关于从目标主服务器域上的备份进行还原
尽管可以使用目标主服务器域中的映像直接还原客户端，但仅在灾难恢复情况下才
需要执行此操作。 上面所说的灾难恢复情况是指原始域不再存在，客户端必须从目
标域恢复
表 7-8

灾难恢复方案中的客户端还原

灾难恢复方案

客户端是否存
在？

描述

方案 1

是

在另一个域中配置该客户端并直接还原到该客户端。

方案 2

否

在恢复域中创建客户端并直接还原到该客户端中。 这是最可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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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恢复方案

客户端是否存
在？

描述

方案 3

否

在恢复域中执行备用客户端还原。

客户端的恢复步骤与任何其他客户端恢复过程相同。 实际步骤取决于客户端类型、
存储类型以及恢复是否为备用客户端还原。
对于采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还原，恢复域中必须存在一个应用程序实例， 这
是因为 NetBackup 需要将某些内容恢复到该应用程序实例。

指定还原服务器
NetBackup 可能不将备份服务器用作已删除重复部分的数据的还原服务器。
请参见第 228 页的“MSDP 还原的工作原理”。
可以指定要用于还原的服务器。以下是指定还原服务器的方法：
■

始终使用备份服务器。有两种方法，如下所述：
■

使用 NetBackup“主机属性”指定“介质主机覆盖”服务器。原始备份服务
器上任何存储单元的所有还原作业都将使用您指定的介质服务器。为“还原
服务器”指定与“原始备份服务器”相同的服务器。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的“强制还原使用特定的服务
器”：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此过程设置 FORCE_RESTORE_MEDIA_SERVER 选项。配置选项存储在 bp.conf
文件（在 UNIX 系统上）和注册表（在 Windows 系统上）中。

■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以下目录中创建 touch 文件
USE_BACKUP_MEDIA_SERVER_FOR_RESTORE：
UNIX：usr/openv/netbackup/db/config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db\config
此全局设置始终强制还原到执行备份的服务器。它适用于所有的 NetBackup
还原作业，而不仅仅是重复数据删除还原作业。如果存在此 touch 文件，则
NetBackup 将忽略 FORCE_RESTORE_MEDIA_SERVER 和
FAILOVER_RESTORE_MEDIA_SERVER 设置。

■

始终使用不同的服务器。
使用 NetBackup“主机属性”指定“介质主机覆盖”服务器。
请参见有关“介质主机覆盖”的先前说明，但以下情形除外：为“还原服务器”
指定其他服务器。

■

单个还原实例。使用带有 -disk_media_server 选项的 bprestore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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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命令实例的还原作业都使用您指定的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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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恢复 MSDP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恢复 MSDP 目录库

■

从卷影副本还原 MSDP 目录库

■

从 MSDP 存储服务器磁盘故障中恢复

■

从 MSDP 存储服务器故障中恢复

■

在执行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后恢复 MSDP 存储服务器

关于恢复 MSDP 目录库
以下是 NetBackup MSDP 目录库的恢复选项：
表 8-1

MSDP 目录库备份恢复选项

恢复选项

描述

从卷影副本还原

如果 NetBackup 检测到 MSDP 目录库损坏，Deduplication Manager 将自动从最新的卷影
副本还原目录库。自动还原过程也起到了事物日志的作用，以便恢复的 MSDP 目录库是最
新的。
虽然卷影副本还原过程是自动的，但如果您需要手动从卷影副本进行恢复，则可使用还原过
程。
请参见第 177 页的“关于 MSDP 卷影目录库”。
请参见第 234 页的“从卷影副本还原 MSDP 目录库”。

恢复 MSDP
从卷影副本还原 MSDP 目录库

恢复选项

描述

从备份恢复

如果您配置了 MSDP 目录库备份策略，并且存在有效的备份，则您可从备份恢复该目录库。
通常，如果您没有备选方法，应只尝试从备份恢复 MSDP 目录库。例如，硬件问题或软件
问题会导致 MSDP 目录库和卷影副本完全丢失。
Veritas 在下列知识库文章中介绍了恢复过程：
http://www.veritas.com/docs/HOWTO95638
通过知识库文章，Veritas 可在一个位置提供恢复和故障排除过程。当新信息可用时，Veritas
更新知识库文章即可。

小心：您必须确定您的情形是否严重到需要恢复目录库的程度。 Veritas 建议您先
联系您的 Veritas 支持代表，然后再还原或恢复 MSDP 目录库。支持代表可帮助您
确定是否需要恢复目录库或者是否有其他解决方法可用。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保护 MSDP 目录库”。

从卷影副本还原 MSDP 目录库
如果检测到损坏，NetBackup 将自动还原 MSDP 目录库的必要部分。但是，您可
以手动从卷影副本还原 MSDP 目录库（尽管在正常情况下不是必要的）。Veritas
建议您先联系您的 Veritas 支持代表，然后再从卷影副本还原所有或部分 MSDP 目
录库。
使用的过程取决于还原方案，如下所示：
从卷影副本还原整个 MSDP
目录库

在此方案中，您希望从其中一个卷影副本还原整个目录库。

还原特定的 MSDP 数据库文
件

MSDP 目录库由多个小数据库文件组成。 这些文件在文件系
统中按客户端名称和策略名称进行组织，如下所示：

请参见第 235 页的“从卷影副本还原整个 MSDP 目录库”。

对于
UNIX：/database_path/databases/catalogshadow/2/
ClientName/PolicyName
对于 Windows：
database_path\databases\catalogshadow\2\
ClientName\PolicyName
您可以还原客户端和策略组合的数据库文件。始终从最新的
卷影副本还原特定客户端和策略的数据库文件。
请参见第 235 页的“从卷影副本还原特定的 MSDP 数据库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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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33 页的“关于恢复 MSDP 目录库”。
从卷影副本还原整个 MSDP 目录库

1

如果所有 MSDP 作业都是活动的，则取消作业或等待它们完成。

2

禁用备份到“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所有策略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3

在 MSDP 存储服务器上，根据主机类型运行以下命令：
■

对于 UNIX：/usr/openv/pdde/pdcr/bin/cacontrol --catalog recover
all

■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cacontrol --catalog
recover all

4

启用备份到“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所有策略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5

重新启动恢复前已取消的作业。

从卷影副本还原特定的 MSDP 数据库文件

1

如果客户端和备份策略组合的所有 MSDP 作业都是活动的，则取消作业或等待
它们完成。

2

为客户端和备份策略组合禁用备份到“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策略和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3

更改为要从中为客户端和策略恢复该数据库文件的卷影目录。 该目录包含要从
中恢复的数据库文件。 以下为路径名格式：
UNIX：/database_path/databases/catalogshadow/2/ClientName/PolicyName
Windows：
database_path\databases\catalogshadow\2\ClientName\PolicyName

4

根据主机类型运行以下命令：
■

对于 UNIX：/usr/openv/pdde/pdcr/bin/cacontrol --catalog recover
2 "/ClientName/PolicyName"

■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pdde\cacontrol --catalog
recover 2 "\ClientName\PolicyName"

5

启用备份到“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所有策略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6

如果在恢复了数据库文件之前已取消作业，则重新启动这些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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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MSDP 存储服务器磁盘故障中恢复
如果恢复机制不保护 NetBackup 软件所在的磁盘，则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配置
会在发生磁盘故障时丢失。本主题介绍了如何从没有备份磁盘的系统磁盘或程序磁
盘故障中恢复。
注意：本过程介绍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软件所在的磁盘（而非要删除的重复数据
所在的磁盘）的恢复。该磁盘不一定是系统引导磁盘。
恢复后，您的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环境应正常运行。重复数据删除存储上的任
何有效备份映像均应可用于还原。
Veritas 建议使用 NetBackup 保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的系统磁盘或程序磁盘。
然后，如果 NetBackup 所在的磁盘发生故障并且必须更换该磁盘，则可以使用
NetBackup 还原该介质服务器。
表 8-2

从介质服务器磁盘故障中恢复的过程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更换磁盘。

如果该磁盘是系统引导磁盘，则还要安装操作系统。
请参见硬件供应商和操作系统文档。

步骤 2

装入存储。

请确保在相同的位置装入存储和数据库。
请参见存储供应商的文档。

步骤 3

安装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软件并获取使用许可。

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 UNIX 和 Windows》：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请参见第 40 页的“关于 MSDP 许可证”。

步骤 4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 每个负载平衡服务器都包含一个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如果使用负载
件
平衡服务器，请从这些服务器上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删除 MSDP 主机配置文件”。

步骤 5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上的 如果具有负载平衡服务器，则删除这些介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凭据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请参见第 208 页的“从负载平衡服务器上删除凭据”。

步骤 6

将凭据添加到存储服务器

将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添加到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07 页的“添加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步骤 7

获取配置文件模板

如果在磁盘出现故障前未保存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请获取配置文件模板。
请参见第 172 页的“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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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8

编辑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73 页的“编辑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

步骤 9

配置存储服务器

通过从所编辑的文件上传配置来配置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74 页的“设置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步骤 10

添加负载平衡服务器

如果您在您的环境中使用负载平衡服务器，请将其添加到您的配置中。
请参见第 158 页的“添加 MSDP 负载平衡服务器”。

从 MSDP 存储服务器故障中恢复
要从存储服务器主机计算机的永久故障中恢复，请使用本主题中介绍的过程。
NetBackup 建议您在恢复之前考虑以下事项：
■

新计算机必须使用与旧计算机相同的字节顺序。
警告：如果新计算机不使用与旧计算机相同的字节顺序，您将无法访问已进行
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在计算中，字节序描述了表示数据的字节顺序：大尾数
法和小尾数法。例如，SPARC 处理器和 Intel 处理器使用不同的字节顺序。因
此，不能将 Oracle Solaris SPARC 主机替换为具有 Intel 处理器的 Oracle Solaris
主机。

■

Veritas 建议新计算机使用与旧计算机相同的操作系统。

■

Veritas 建议新计算机使用与旧计算机相同的 NetBackup 版本。
如果在新计算机上使用较新版本的 NetBackup，请务必执行较新版本所要求的
所有数据转换。
如果要在替换主机上使用较旧版本的 NetBackup，请与 Veritas 支持代表联系。

表 8-3

从 MSDP 存储服务器故障中恢复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使备份映像失效

使位于重复数据删除磁盘存储上的所有备份映像失效。

警告：不要删除映像。在此过程中稍后会将它们重新导入到 NetBackup 中。
如果使用 bpexpdate 命令使备份映像失效，请使用 -nodelete 参数。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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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2

删除使用磁盘池的存储单元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步骤 3

删除磁盘池

请参见第 218 页的“删除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步骤 4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05 页的“删除 MSDP 存储服务器”。

步骤 5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 每个负载平衡服务器都包含一个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如果使用负载
件
平衡服务器，请从这些服务器上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删除 MSDP 主机配置文件”。

步骤 6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上的 如果具有负载平衡服务器，则删除这些介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凭据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请参见第 208 页的“从负载平衡服务器上删除凭据”。

步骤 7

配置新主机以便它满足重复数 在配置新主机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据删除的要求
■ 可以使用相同或不同的主机名。
■

■

可以使用相同的存储路径或不同的存储路径。如果使用不同的存储路径，
则必须将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移至新位置。
如果原始主机上的数据库路径与存储路径不同，可以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可以使用相同的数据库路径。
可以使用不同的数据库路径。如果使用不同的数据库路径，则必须将
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移至新位置。
■ 不必继续使用不同的数据库路径。配置存储服务器时，可以将数据库
目录移进存储路径，然后仅指定存储路径。
可以使用主机的默认网络接口，或指定一个网络接口。
如果原始主机使用了某个特定的网络接口，则不必使用相同的接口名称。
■

■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 MSDP 服务器要求”。
步骤 8

将存储连接至主机

使用您为此替换主机配置的存储路径。
请参见计算机或存储供应商的文档。

步骤 9

步骤 10

在新主机上安装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软件

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 UNIX 和 Windows》：

重新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您必须对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使用相同的凭据。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MSDP 服务器端重复数据删除”。
步骤 11

导入备份映像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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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后恢复 MSDP 存储服
务器
如果灾难要求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则您必须在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后设置
存储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174 页的“设置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Veritas 建议您保存您的存储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36 页的“保存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提供了有关恢复主服务器的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239

9
替换 MSDP 主机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替换 MSDP 存储服务器主机计算机

替换 MSDP 存储服务器主机计算机
如果替换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主机计算机，请使用以下说明来安装 NetBackup
并重新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新主机已无法承载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
器。
替换计算机的原因包括：租赁交换，或者可能当前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计算机
不满足性能要求。
NetBackup 建议您在恢复之前考虑以下事项：
■

新计算机必须使用与旧计算机相同的字节顺序。
警告：如果新计算机不使用与旧计算机相同的字节顺序，您将无法访问已进行
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在计算中，字节序描述了表示数据的字节顺序：大尾数
法和小尾数法。例如，SPARC 处理器和 Intel 处理器使用不同的字节顺序。因
此，不能将 Oracle Solaris SPARC 主机替换为具有 Intel 处理器的 Oracle Solaris
主机。

■

Veritas 建议新计算机使用与旧计算机相同的操作系统。

■

Veritas 建议新计算机使用与旧计算机相同的 NetBackup 版本。
如果在新计算机上使用较新版本的 NetBackup，请务必执行较新版本所要求的
所有数据转换。
如果要在替换主机上使用较旧版本的 NetBackup，请与 Veritas 支持代表联系。

替换 MSDP 主机
替换 MSDP 存储服务器主机计算机

替换 MSDP 存储服务器主机计算机

表 9-1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使备份映像失效

使位于重复数据删除磁盘存储上的所有备份映像失效。

警告：不要删除映像。在此过程中稍后会将它们重新导入到 NetBackup 中。
如果使用 bpexpdate 命令使备份映像失效，请使用 -nodelete 参数。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步骤 2

删除使用磁盘池的存储单元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步骤 3

删除磁盘池

请参见第 218 页的“删除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步骤 4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05 页的“删除 MSDP 存储服务器”。

步骤 5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 每个负载平衡服务器都包含一个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如果使用负载
件
平衡服务器，请从这些服务器上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删除 MSDP 主机配置文件”。

步骤 6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上的 如果具有负载平衡服务器，则删除这些介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凭据
Deduplication Engine 凭据。
请参见第 208 页的“从负载平衡服务器上删除凭据”。

步骤 7

配置新主机以便它满足重复数 在配置新主机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据删除的要求
■ 可以使用相同或不同的主机名。
■

■

可以使用相同的存储路径或不同的存储路径。如果使用不同的存储路径，
则必须将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移至新位置。
如果原始主机上的数据库路径与存储路径不同，可以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可以使用相同的数据库路径。
可以使用不同的数据库路径。如果使用不同的数据库路径，则必须将
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移至新位置。
■ 不必继续使用不同的数据库路径。配置存储服务器时，可以将数据库
目录移进存储路径，然后仅指定存储路径。
可以使用主机的默认网络接口，或指定一个网络接口。
如果原始主机使用了某个特定的网络接口，则不必使用相同的接口名称。
■

■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 MSDP 服务器要求”。
步骤 8

将存储连接至主机

使用您为此替换主机配置的存储路径。
请参见计算机或存储供应商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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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9

在新主机上安装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软件

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 UNIX 和 Windows》：

步骤 10

重新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MSDP 服务器端重复数据删除”。

步骤 11

导入备份映像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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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卸载 MSDP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卸载 MSDP

■

停用 MSDP

关于卸载 MSDP
不能从 NetBackup 单独卸载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组件。 安装 NetBackup 软件
时会安装重复数据删除组件，卸载 NetBackup 软件时也将卸载这些组件。
其他主题介绍了相关过程，如下所示：
■

重新配置现有的重复数据删除环境。
请参见第 202 页的“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名称或存储路径”。

■

停用重复数据删除并删除配置文件和存储文件。
请参见第 243 页的“停用 MSDP”。

停用 MSDP
您不能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删除重复数据删除组件。您可以禁用这些组件，以
及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文件和目录库文件。主机会保留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此过程假定位于重复数据删除磁盘存储上的所有备份映像都已失效。
警告： 如果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并且重复数据删除存储上的 NetBackup 映像有效，
则可能会丢失数据。

卸载 MSDP
停用 MSDP

表 10-1

删除 MSDP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删除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从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列表中删除可对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客户
端。
请参见第 104 页的“禁用客户端的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步骤 2

删除使用磁盘池的存储单元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步骤 3

删除磁盘池

请参见第 218 页的“删除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步骤 4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205 页的“删除 MSDP 存储服务器”。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不会改变物理磁盘上的存储内容。要防止意外
的数据丢失，在您删除存储服务器时，NetBackup 不会自动删除存储。

步骤 5

删除配置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配置。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删除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

步骤 6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 每个负载平衡服务器都包含一个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如果使用负载
件
平衡服务器，请从这些服务器上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删除 MSDP 主机配置文件”。

步骤 7

删除存储目录和数据库目录

删除存储目录和数据库目录。（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时，可以选择使用单独的
数据库目录。）

警告： 如果删除存储目录，并且重复数据删除存储上的 NetBackup 映像有
效，则可能会丢失数据。
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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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复数据删除体系结构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MSDP 服务器组件

■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备份进程

■

MSDP 客户端组件

■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备份过程

MSDP 服务器组件
图 11-1 是存储服务器组件的示意图。
图 11-1

重复数据删除
插件

多线程代理

MSDP 服务器组件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spoold)
存储

代理插件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spad)

数据库
数据路径

目录库元数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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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介绍了 MSDP 服务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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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MSDP 服务器组件

表 11-1
组件

描述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可执行以下操作：
■

从文件内容中分离文件的元数据。

■

对内容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将文件分割成片段）。

■

如果需要，压缩数据进行备份，并解压缩备份进行还原。

■

如果需要，加密数据进行备份，并解密备份进行还原。

■

如果需要，压缩数据进行复制和主从复制传输。

■

如果需要，加密数据进行复制和主从复制传输。

该插件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和负载平衡服务器上运行。
多线程代理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使用多个线程进行异步网络 I/O 和 CPU 核心计
算。该代理在存储服务器、负载平衡服务器以及对其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客
户端上运行。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是存储服务器核心组件之一。它提供许多重复数据删
除功能，如表 11-2 中所述。
二进制文件的名称是 spoold，该名称是存储池后台驻留程序的简称；请勿将该名称与
打印 spooler 后台驻留程序混淆。spoold 进程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显示为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重复数据删除管理器是存储服务器核心组件之一。重复数据删除管理器可维护配置，
并控制内部进程、优化复制、安全和事件升级。
重复数据删除管理器二进制文件名为 spad。spad 进程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显
示为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代理插件

代理插件可管理与备份其自身数据的客户端之间的控制通信。它可与客户端上的
OpenStorage 代理服务器 (nbostpxy) 通信。

引用数据库

引用数据库可存储指向组成文件的每个数据段的引用。唯一指纹可标识数据段。引用
数据库划分为多个小引用数据库文件，从而提高可伸缩性和性能。
引用数据库与 NetBackup 目录库是分开的。NetBackup 目录库可维护常规 NetBackup
备份映像信息。

表 11-2 介绍了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中的组件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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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组件和功能

组件

描述

连接和任务管理器

连接和任务管理器管理所有来自负载平衡服务器的连接和对
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客户端。连接和任务管理器是
一组执行以下操作的功能和线程：

数据完整性检查

■

提供服务所有客户端的线程池。

■

维护每个客户端连接的任务。

■

基于操作管理 Deduplication Engine 的模式。操作为备
份、还原、队列处理等等。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检查数据的完整性，并解
决完整性问题。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关于 MSDP 数据完整性检查”。

DataStore 管理器

DataStore 管理器管理所有的数据容器文件。DataStore 管理
器是一组提供以下内容的功能和线程：
■

将数据备份到 DataStore 的事务机制。

■

从 DataStore 读取数据的机制。

■

回收 DataStore 中空间的事务机制（即，压缩容器和删除
容器）。
容器 ID 是唯一的。每创建一个新的容器，DataStore 管
理器将递增容器编号。容器中的数据从不重写，并且容器
ID 从不重复使用。

请参见第 192 页的“关于 MSDP 容器文件”。
索引缓存管理器

索引缓存管理器管理指纹缓存。缓存提高了指纹查找速度。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 MSDP 指纹缓存”。

队列处理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处理事务队列。
请参见第 219 页的“关于 MSDP 队列处理”。

引用数据库引擎

引用数据库引擎存储指向数据段的引用（如读取或写入引
用）。它每次操纵单个数据库文件。

引用数据库管理器

引用数据库管理器管理所有的容器引用。它提供用于操纵单
个数据库文件的事务机制。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备份进程
图 11-2 显示了介质服务器对备份进行重复数据删除时的备份进程。目标是“介质
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说明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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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进程

图 11-2
主服务器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bpbrm

nbjm

重复数据删除

多线程代理
bpdbm
bptm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插件

bpbkar
控制路径
数据路径

客户端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以下列表介绍了在介质服务器对备份进行重复数据删除，且目标为“介质服务器重
复数据删除池”时的备份进程：
■

NetBackup 作业管理器 (nbjm) 将启动介质服务器上的备份/还原管理器 (bpbrm)。

■

备份/还原管理器将启动介质服务器上的 bptm 进程以及客户端上的 bpbkar 进
程。

■

客户端上的备份/存档管理器 (bpbkar) 会生成备份映像，并将这些映像移动到介
质服务器 bptm 进程。
备份/存档管理器还将有关映像内文件的信息发送到备份/还原管理器 (bpbrm)。
备份/还原管理器将文件信息发送到 NetBackup 数据库主服务器上的 bpdbm 进
程。

■

bptm 进程会将数据移到重复数据删除插件。

■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将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检索容器文件 ID 列
表。这些容器文件包含来自客户端上次完全备份的指纹。该列表将用作缓存，
因此插件无需从引擎请求每个指纹。

■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会将备份映像中的文件分割成段。

■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会缓冲这些段，然后将其成批发送到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
理。多线程和共享内存用于数据传输。

■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使用多个线程并行处理数据段，从而改进
吞吐量性能。然后，该代理会仅将唯一数据段发送到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如果主机是负载平衡服务器，Deduplication Engine 将位于其他主机（存储服务
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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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会将数据写入“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尽管重复数据删除率为 0% 的可能性不大，但是首次备份的重复数据删除率可能
为 0%。零百分比表示备份数据中的所有文件段都是唯一的。

图 11-3 显示了介质服务器对备份进行重复数据删除时的备份进程。目标是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说明如下所示。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复数据删
除池”存储。
图 11-3

PureDisk 存储池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过程

主服务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nbjm

bpbrm

bpdbm

bptm

重复数据删除

插件
控制路径
数据路径

bpbkar
客户端
PureDisk 存储池

以下列表介绍了在介质服务器对备份进行重复数据删除，且目标为“PureDisk 重
复数据删除池”时的备份过程：
■

NetBackup 作业管理器 (nbjm) 将启动介质服务器上的备份/还原管理器 (bpbrm)。

■

备份/还原管理器将启动介质服务器上的 bptm 进程以及客户端上的 bpbkar 进
程。

■

备份/存档管理器 (bpbkar) 会生成备份映像，并将这些映像移动到介质服务器
bptm 进程。
备份/存档管理器还将有关映像内文件的信息发送到备份/还原管理器 (bpbrm)。
备份/还原管理器将文件信息发送到 NetBackup 数据库主服务器上的 bpdbm 进
程。

■

bptm 进程会将数据移到重复数据删除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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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将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检索容器文件 ID 列
表。这些容器文件包含来自客户端上次完全备份的指纹。该列表将用作缓存，
因此插件无需从引擎请求每个指纹。

■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会将文件指纹和片段指纹与其缓存中的指纹列表进行比较。

■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会执行文件指纹识别计算。

■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仅将唯一数据段发送到“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MSDP 客户端组件
表 11-3 描述了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组件。
客户端 MSDP 组件

表 11-3
组件

描述

重复数据删除插
件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可执行以下操作：

多线程代理

■

从文件内容中分离文件的元数据。

■

对内容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将文件分割成片段）。

■

如果需要，压缩数据进行备份，并解压缩备份进行还原。

■

如果需要，加密数据进行备份，并解密备份进行还原。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使用多个线程进行异步网络 I/O 和
CPU 核心计算。该代理在存储服务器、负载平衡服务器以及对其自身数
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客户端上运行。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

代理服务器

OpenStorage 代理服务器 (nbostpxy) 可管理与存储服务器上的代理插
件的控制通信。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备份过程
图 11-4 图显示了对其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客户端的备份过程。目标是介
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说明如下所示。

250

重复数据删除体系结构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备份过程

图 11-4

到重复数据删除池的 MSDP 客户端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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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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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以下列表介绍了将 MSDP 客户端备份到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的过程：
■

NetBackup 作业管理器 (nbjm) 将启动介质服务器上的备份/还原管理器 (bpbrm)。

■

备份/还原管理器会探查客户端，以确定是否已配置此客户端及其是否已准备好
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

如果客户端已准备好，则备份/还原管理器将启动下列进程：客户端上的
OpenStorage 代理服务器 (nbostpxy)、客户端上的数据移动进程 (bpbkar) 和介
质服务器上的 bptm。
NetBackup 将使用介质服务器上的代理插件来路由从 bptm 到 nbostpxy 的控制
信息。

■

备份/存档管理器 (bpbkar) 会生成备份映像，并通过共享内存将这些映像移动到
客户端 nbostpxy 进程。
备份/存档管理器还将有关映像内文件的信息发送到备份/还原管理器 (bpbrm)。
备份/还原管理器将文件信息发送到 NetBackup 数据库主服务器上的 bpdbm 进
程。

■

客户端 nbostpxy 进程会将数据移到重复数据删除插件。

■

客户端上的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将尝试按以下顺序检索指纹列表：
■

从客户端和在客户端的 pd.conf 文件中配置的策略进行检索。
FP_CACHE_CLIENT_POLICY 条目可定义用于指纹缓存的客户端和策略。该条
目必须有效（即，未失效）。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将远程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 MSDP 指纹缓存设定
为种子”。

■

从客户端和策略的先前备份进行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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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存储服务器上的特殊种子目录进行检索。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将远程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 MSDP 指纹缓存设定
为种子”。

该指纹列表将用作缓存，因此插件无需从引擎请求每个指纹。
如果未将指纹加载到缓存中，则备份的重复数据删除率可能会很低。
■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会将备份映像中的文件分割成段。

■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会缓冲这些段，然后将其成批发送到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
理。多线程和共享内存用于数据传输。

■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使用多个线程并行处理数据段，从而改进
吞吐量性能。然后，该代理会仅将唯一数据段发送到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会将数据写入“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尽管重复数据删除率为 0% 的可能性不大，但首次备份的重复数据删除率可能为
0%。零百分比表示备份数据中的所有文件段都是唯一的。

图 11-5 图显示了对其自身数据进行重复数据删除的客户端的备份过程。目标是
PureDisk 存储池。说明如下所示。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复数据删
除池”存储。
到 PureDisk 存储池的 MSDP 重复数据删除客户端备份

图 11-5
主服务器

控制路径
数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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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数据删除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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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bkar
代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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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数据删除

插件

代理
插件

bptm
PureDisk 存储池
介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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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表介绍了将 MSDP 客户端备份到 PureDisk 存储池的过程：
■

NetBackup 作业管理器 (nbjm) 将启动介质服务器上的备份/还原管理器 (bpbrm)。

■

备份/还原管理器会探查客户端，以确定是否已配置此客户端及其是否已准备好
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

如果客户端已准备好，则备份/还原管理器将启动下列进程：客户端上的
OpenStorage 代理服务器 (nbostpxy) 和数据移动进程（客户端上的 bpbkar 和
介质服务器上的 bptm）。
NetBackup 将使用介质服务器上的代理插件来路由从 bptm 到 nbostpxy 的控制
信息。

■

备份/存档管理器 (bpbkar) 会生成备份映像，并通过共享内存将这些映像移动到
客户端 nbostpxy 进程。
备份/存档管理器还将有关映像内文件的信息发送到备份/还原管理器 (bpbrm)。
备份/还原管理器将文件信息发送到 NetBackup 数据库主服务器上的 bpdbm 进
程。

■

客户端 nbostpxy 进程会将数据移到重复数据删除插件。

■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可从客户端的上次完全备份中检索指纹列表。该列表将用作
缓存，因此插件无需从引擎请求每个指纹。

■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会执行文件指纹计算。

■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仅将唯一数据段发送到 PureDisk 存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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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统一日志记录

■

关于旧式日志记录

■

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

对 MSDP 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对 MSDP 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对 MSDP 操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查看 MSDP 磁盘错误和事件

■

MSDP 事件代码和消息

关于统一日志记录
统一日志记录和旧式日志记录是 NetBackup 中使用的两种形式的调试日志记录。所
有 NetBackup 进程都使用其中一种形式的日志记录。服务器进程和客户端进程使用
统一日志记录。
统一日志记录创建标准格式的日志文件名和消息。这些日志记录文件不能使用文本
编辑器轻松查看。这些日志记录文件是二进制格式的，某些信息包含在相关的资源
文件中。只有 vxlogview 命令能够正确组合并显示日志信息。
与旧式日志记录不同，统一日志记录不需要您创建日志记录子目录。创建者 ID 的
日志文件被写入一个具有在日志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名称的子目录。所有统一日志都
写入到以下目录中的子目录：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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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usr/openv/logs

您可以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访问日志记录控件。在左窗格中，展开
“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双击要更
改的服务器。在对话框的左窗格中，单击“日志记录”。
还可以使用下列命令来管理统一日志记录：
vxlogcfg

修改统一日志记录配置设置。
有关 vxlogcfg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xlogmgr

管理由支持统一日志记录的产品生成的日志文件。
有关 vxlogmgr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xlogview

显示统一日志记录所生成的日志。
请参见第 256 页的“使用 vxlogview 查看统一日志示例”。
有关 vxlogview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这些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了解有关这些命令的完整描述。
提供了有关旧式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57 页的“关于旧式日志记录”。

关于使用 vxlogview 命令查看统一日志
使用 vxlogview 命令可查看统一日志记录所创建的日志。 这些日志存储在以下目
录中：
UNIX

/usr/openv/logs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与旧式日志记录中所写入的文件不同，统一日志记录文件不能使用文本编辑器轻松
查看。统一日志记录文件是二进制格式的，某些信息包含在相关的资源文件中。只
有 vxlogview 命令能够正确组合并显示日志信息。
可以使用 vxlogview 查看 NetBackup 日志文件以及 PBX 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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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 vxlogview 命令查看 PBX 日志，请执行以下操作：
■

确保您是授权用户。 对于 Unix 和 Linux，您必须具有 root 权限。 对于
Windows，您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

■

要指定 PBX 产品 ID，请在 vxlogview 命令行上输入 -p 50936 作为参数。

vxlogview 会搜索所有文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请参考以下主题中有关如何通

过限制搜索特定进程的文件来快速显示结果的示例。

使用 vxlogview 查看统一日志示例
下列示例说明了如何使用 vxlogview 命令查看统一日志。
表 12-1

vxlogview 命令使用示例

项目

示例

显示日志消息的所有属 vxlogview -p 51216 -d all
性
显示日志消息的特定属 显示 NetBackup (51216) 的日志消息，仅显示了日期、时间、消息
性
类型和消息文本：
vxlogview --prodid 51216 --display D,T,m,x
显示最新的日志消息

显示创建者 116 (nbpem) 在最近 20 分钟内发出的日志消息。请注
意，您可以指定 -o nbpem 来代替 -o 116：
# vxlogview -o 116 -t 00:20:00

显示特定时间段内的日 显示 nbpem 在特定时间段内发出的日志消息：
志消息
# vxlogview -o nbpem -b "05/03/15 06:51:48 AM"
-e "05/03/15 06:52:4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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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示例

更快地显示结果

您可以使用 -i 选项为进程指定创建者：
# vxlogview -i nbpem
vxlogview -i 选项仅搜索指定进程 (nbpem) 创建的日志文件。
通过限制必须搜索的日志文件，vxlogview 可更快地返回结果。
通过比较，vxlogview -o 选项会在所有统一日志文件中搜索指
定进程记录的消息。

注意：如果对不是服务的进程使用 -i 选项，vxlogview 将返回
消息“未找到日志文件”。不是服务的进程在文件名中没有创建者
ID。在这种情况下，请使用 -o 选项来代替 -i 选项。
-i 选项用于显示包括库的进程中的所有 OID 条目（137、156、309
等）。
搜索作业 ID

可以搜索特定作业 ID 的日志：
# vxlogview -i nbpem | grep "jobid=job_ID"
jobid= 搜索关键字不得包含空格且必须为小写。
搜索作业 ID 时，可以使用任何 vxlogview 命令选项。此示例使
用 -i 选项，且包含进程名称 (nbpem)。该命令仅返回包含作业 ID
的日志条目。它会错过未显式包含 jobid=job_ID 的相关作业条目。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了解 vxlogview 命令的完整描述。可从以下
URL 获取该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关于旧式日志记录
旧式日志记录和统一日志记录是 NetBackup 中使用的两种形式的调试日志记录。所
有 NetBackup 进程都使用统一日志记录或旧式日志记录。
请参见第 254 页的“关于统一日志记录”。
在旧式调试日志记录中，每个进程都在自己的日志记录目录中创建有关调试活动的
日志文件。NetBackup 旧式调试日志目录位于以下目录：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install_path\Volmgr\debug

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
/usr/openv/volmgr/de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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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顶级目录可能包含使用旧式日志记录的每一个 NetBackup 进程的目录。默认情
况下，NetBackup 仅会创建所有可能的日志目录（bpbrm、bpcd、bpdm 和 bptm 目
录）的子集。若要针对使用旧式日志记录的所有 NetBackup 进程启用日志记录，则
必须创建尚不存在的日志文件目录，除非您使用的是日志记录助理。有关日志记录
助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可从以下位置获取此
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您可以使用以下批处理文件立即创建所有调试日志目录：
■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mklogdir.bat

■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mklogdir

有关 mklogdir 命令的完整描述，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可从以下
位置获取此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创建目录后，NetBackup 将在与各进程关联的目录中创建日志文件。在进程启动
时，将创建调试日志文件。每个日志文件在 NetBackup 进程将其关闭并创建新的日
志文件之前，都会增长到一定大小。
要为 NetBackup 状态收集后台驻留程序 (vmscd)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请在启动 nbemm
之前创建以下目录。
Windows

install_path\Volmgr\debug\vmscd\

UNIX

/usr/openv/volmgr/debug/vmscd

或者，可以在创建该目录后重新启动 vmscd。

为 MSDP 创建 NetBackup 日志文件目录
在配置 NetBackup 功能之前，请创建 NetBackup 命令向其中写入日志文件的目录。
在用于该功能的主服务器和每个介质服务器上创建目录。 这些日志文件位于以下目
录中：
■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

■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有关 NetBackup 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可从以下 URL 获取的《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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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NetBackup 命令的日志目录
◆

根据不同的操作系统，运行以下脚本之一：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mklogdir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mklogdir.bat

创建 tpconfig 命令日志目录
◆

根据不同的操作系统，创建 debug 目录和 tpcommand 目录（默认情况下，debug
目录和 tpcommand 目录不存在）。目录的路径名如下所示：
UNIX：/usr/openv/volmgr/debug/tpcommand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Volmgr\debug\tpcommand

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组件会将信息写入不同的日志文件中。 某些 NetBackup
命令或进程向自己的日志文件中写入消息。其他进程使用 Veritas 统一日志 (VxUL)
文件。 VxUL 对日志文件使用标准化名称和文件格式。 创建者 ID (OID) 标识写入
日志消息的进程。
请参见第 257 页的“关于旧式日志记录”。
请参见第 254 页的“关于统一日志记录”。
在 VxUL 日志中，以 sts 前缀开头的消息涉及到与重复数据删除插件进行交互。
大多数交互发生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 要查看和管理 VxUL 日志文件，必
须使用 NetBackup 日志命令。 有关如何使用和管理 NetBackup 服务器上的日志的
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可从以下 URL 获取该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大多数交互发生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 因此，最引人关注的是用于磁盘操
作的介质服务器上的日志文件。
警告：日志级别越高，对 NetBackup 性能影响越大。 只有当 Veritas 代表提供指导
时，才使用日志级别 5（最高）。 日志级别 5 仅用于故障排除。
可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日志记录”主机属性中指定 NetBackup 日志级别。
某些选项专用的部分进程的日志级别可在配置文件中进行设置，如表 12-2 中所述。
表 12-2 介绍了每个组件的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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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MSDP 活动的日志

表 12-2
组件

VxUL
OID

描述

备份和还原

117

nbjm 作业管理器。

备份和还原

N/A

日志文件中会出现以下进程的消息：
■

bpbrm 备份和还原管理器。以下是日志文件的路径：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bpbrm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logs\bpbrm

■

bpdbm 数据库管理器。以下是日志文件的路径：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bpdbm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logs\bpdbm

■

用于 I/O 操作的 bptm 磁带管理器。以下是日志文件的路径：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bptm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logs\bptm

目录库卷影副本

N/A

MSDP 目录库卷影复制过程将消息写入下列日志文件和目录：
UNIX：
/storage_path/log/spad/spad.log
/storage_path/log/spad/sched_CatalogBackup.log
/storage_path/log/spad/client_name/
Windows：
storage_path\log\spad\spad.log
storage_path\log\spad\sched_CatalogBackup.log
storage_path\log\spad\client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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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VxUL
OID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代 N/A
理插件

描述
介质服务器上的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代理插件在 bptm、bpstsinfo 和 bpbrm
进程下运行。针对代理插件活动的这些进程检查日志文件。嵌入在日志消息中的
字符串 proxy 或 ProxyServer 标识了代理服务器活动。
它们会将日志文件写入以下目录：
■

对于 bptm：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bptm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logs\bptm

■

对于 bpstsinfo：
Windows：/usr/openv/netbackup/logs/admin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bpstsinfo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logs\admin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logs\stsinfo

■

对于 bpbrm：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bpbrm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logs\bpbrm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代 N/A
理服务器

客户端上的重复数据删除代理服务器 nbostpxy 会将消息写入以下目录中的文
件，如下所示：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nbostpxy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logs\nbostpxy

重复数据删除配置脚本 N/A

下面是重复数据删除配置脚本的日志文件的路径名：
■

UNIX：storage_path/log/pdde-config.log

■

Windows：storage_path\log\pdde-config.log

NetBackup 将在配置过程中创建该日志文件。 如果配置已成功，则不需要检查
该日志文件。 只有在配置失败时，才需要查看该日志文件。 如果配置过程是在
创建和填充存储目录后才失败的，则该日志文件会标识配置失败的时间。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

N/A

pd.conf 文件中的 DEBUGLOG 条目和 LOGLEVEL 确定重复数据删除插件的日志
位置和级别。以下是日志文件的默认位置：
■

UNIX：/var/log/puredisk/pdplugin.log

■

Windows：C:\pdplugin.log

可以配置日志文件和日志记录级别的位置和名称。为此，请编辑 pd.conf 文件
中的 DEBUGLOG 条目和 LOGLEVEL 条目。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关于 MSDP pd.conf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60 页的“编辑 MSDP pd.conf 文件”。
设备配置和监视

111

nbemm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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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VxUL
OID

描述

设备配置和监视

178

在企业介质管理器 (EMM) 进程中运行的磁盘服务管理器进程。

设备配置和监视

202

在远程管理器和监视服务中运行的存储服务器接口进程。 RMMS 在介质服务器
上运行。

设备配置和监视

230

在远程管理器和监视服务中运行的远程磁盘服务管理器 (RDSM) 接口。RMMS
在介质服务器上运行。

drcontrol 实用程序

N/A

您必须在 MSDP 存储服务器主机上运行 drcontrol 实用程序。该命令要求具
有管理员权限。
该实用程序将创建一个日志文件并在命令输出中显示该文件的路径名。 该实用程
序将日志文件写入以下目录（因操作系统而异）：
UNIX：
/[storage_path]/log/drcontrol/policy_admin
/storage_path/log/drcontrol/dedupe_catalog_DR
Windows：
storage_path\log\drcontrol\policy_admin
storage_path\log\drcontrol\dedupe_catalog_DR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保护 MSDP 目录库”。
请参见第 233 页的“关于恢复 MSDP 目录库”。

安装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N/A

N/A

NetBackup 安装过程可将有关安装重复数据删除组件的信息写入以下目录中的日
志文件：
■

UNIX：/var/log/puredisk

■

Windows：%ALLUSERSPROFILE%\Symantec\NetBackup\InstallLogs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会写入几个日志文件，如下所示：
■

storage_path/log/spoold 目录中的日志文件，如下所示：
■

spoold.log 文件是主日志文件

■

storaged.log 文件用于队列处理。

■

每个引擎连接所对应的日志文件存储在存储路径 spoold 目录下的一个目
录中。下面描述了用于连接的日志文件的路径名：
hostname/application/TaskName/MMDDYY.log
例如，下面是 Linux 系统上 crcontrol 连接日志路径名的示例：
/storage_path/log/spoold/server.example.com/crcontrol/Control/010112.log

■

通常，只有 Veritas 支持代表要求时才会检查这些连接日志文件。
有关 NetBackup 从轮询接收到的事件和错误的 VxUL 日志文件。 Deduplication
Engine 的创建者 ID 是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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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VxUL
OID

描述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364

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上运行的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NetBackup
N/A
Deduplication Manager

日志文件位于 /storage_path/log/spad 目录中，如下所示：
■

spad.log

■

sched_QueueProcess.log

■

SchedClass.log

■

每个管理器连接所对应的日志文件存储在存储路径 spad 目录下的一个目录
中。下面描述了用于连接的日志文件的路径名：
hostname/application/TaskName/MMDDYY.log
例如，下面是 Linux 系统上 bpstsinfo 连接日志路径名的示例：
/storage_path/log/spoold/server.example.com/bpstsinfo/spad/010112.log
通常，只有 Veritas 支持代表要求时才会检查这些连接日志文件。

可以在“更改存储服务器”对话框的“属性”选项卡中设置日志级别和保留期
限。
请参见第 200 页的“更改 MSDP 存储服务器属性”。
优化复制和主从复制

N/A

对于优化复制和自动映像复制，以下日志文件可提供相关信息：
■

用于 I/O 操作的 NetBackup bptm 磁带管理器。以下是日志文件的路径：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bptm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logs\bptm

■

弹性网络连接

387

以下是 MSDP 主从复制日志文件的路径名：
/storage_path/log/spad/replication.log

远程网络传输服务 (nbrntd) 可管理弹性网络连接套接字。它在主服务器、介质
服务器和客户端上运行。 使用 VxUL 创建者 ID 387 查看有关 NetBackup 使用的
套接字连接的信息。

注意：如果多个备份流同时运行，则远程网络传输服务会将大量的信息写入到
日志文件。在这种情况下，Veritas 建议将 OID 387 的日志记录级别最多设置为
2。 要配置统一日志，请参见以下指南：
《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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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VxUL
OID

描述

弹性网络连接

N/A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记录有关保活连接的信息。
有关重复数据删除插件日志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此表中的“重复数据删除插
件”。
pd.conf 文件 FILE_KEEP_ALIVE_INTERVAL 参数控制连接保活时间间隔。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关于 MSDP pd.conf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60 页的“编辑 MSDP pd.conf 文件”。

对 MSDP 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以下几节可帮助您对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264 页的“在 SUSE Linux 上进行 MSDP 安装失败”。

在 SUSE Linux 上进行 MSDP 安装失败
在 SUSE Linux 上执行安装时，安装跟踪日志显示以下错误：
....NetBackup and Media Manager are normally installed in /usr/openv.
Is it OK to install in /usr/openv? [y,n] (y)
Reading NetBackup files from /net/nbstore/vol/test_data/PDDE_packages/
suse/NB_FID2740_LinuxS_x86_20090713_6.6.0.27209/linuxS_x86/anb
/net/nbstore/vol/test_data/PDDE_packages/suse/NB_FID2740_LinuxS_x86_
20090713_6.6.0.27209/linuxS_x86/catalog/anb/NB.file_trans: symbol
lookup error: /net/nbstore/vol/test_data/PDDE_packages/suse/
NB_FID2740_LinuxS_x86_20090713_6.6.0.27209/linuxS_x86/catalog/anb/
NB.file_trans: undefined symbol: head /net/nbstore/vol/test_data/
PDDE_packages/suse/NB_FID2740_LinuxS_x86_20090713_6.6.0.27209/
linuxS_x86/catalog/anb/NB.file_trans failed. Aborting ...

验证系统的修补程序级别是否为 2 或更高，如下所示：
cat /etc/SuSE-release
SUSE Linux Enterprise Server 10 (x86_64)
VERSION = 10
PATCHLEVEL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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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MSDP 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以下几节可帮助您对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请参见第 265 页的“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失败”。
请参见第 265 页的“MSDP 数据库系统错误 (220)”。
请参见第 266 页的““找不到 MSDP 服务器”错误”。
请参见第 266 页的“MSDP 配置期间许可证信息失败”。
请参见第 267 页的“磁盘池向导不显示 MSDP 卷”。

MSDP 存储服务器配置失败
如果存储服务器配置失败，请首先解决“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报告的问题。 然
后，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再尝试重新配置存储服务器。
NetBackup 不能在已存在存储服务器的主机上配置存储服务器。 已配置存储服务器
的一个标志是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 因此，在尝试配置存储服务器失败之后
且在重新配置之前，必须删除该文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删除 MSDP 主机配置文件”。

MSDP 数据库系统错误 (220)
数据库系统错误指示存储初始化期间出现错误。
错误消息

ioctl() error, Database system error (220)

示例

RDSM has encountered an STS error:
Failed to update storage server ssname, database
system error

诊断

已调用 PDDE_initConfig 脚本，但是存储初始化期间出现错误。
首先，检查重复数据删除配置脚本日志文件以查找对服务器名称的引
用。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其次，检查有关为服务器名称创建凭据的 tpconfig 命令日志文件错
误。tpconfig 命令写入标准的 NetBackup 管理命令日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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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 MSDP 服务器”错误
以下信息可能会帮助您解决在配置期间可能出现的“找不到服务器”错误消息。
错误消息

无法找到服务器，命令参数无效

示例

RDSM has encountered an issue with STS where
the server was not found: getStorageServerInfo
Failed to create storage server ssname, invalid
command parameter

诊断

可能的根本原因：
■

在配置存储服务器时，选择了运行不支持的操作系统的介质服务器。

■

您环境中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会出现在“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中；
请务必仅选择运行支持的操作系统的介质服务器。
如果使用 nbdevconfig 命令来配置存储服务器，则可能错误地键
入了主机名。 此外，存储服务器类型区分大小写，因此请确保对存
储服务器类型使用 PureDisk。

MSDP 配置期间许可证信息失败
关于许可证信息失败的配置错误消息表明 NetBackup 服务器无法互相通信。
如果您无法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或负载平衡服务器，可能是因为未针对
DNS 反向名称查找来配置您的网络环境。
您可以编辑用于重复数据删除的介质服务器上的主机文件。或者，您可以配置
NetBackup 使其不使用反向名称查找。
通过使用管理控制台禁止反向主机名称查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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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选择主服务器。

3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属性”。

4

在“主服务器属性”对话框中，选择“网络设置”属性。

5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允许

■

受限制

■

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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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些选项的说明，请参阅 NetBackup 联机帮助或管理指南。
通过使用 bpsetconfig 命令禁止反向主机名称查找
◆

在用于重复数据删除的每个介质服务器上输入以下命令：
echo REVERSE_NAME_LOOKUP = PROHIBITED | bpsetconfig -h host_name
bpsetconfig 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

磁盘池向导不显示 MSDP 卷
“磁盘池配置向导”不显示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的磁盘卷。
首先，重新启动所有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此步骤可确保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启动，并准备响应请求。
然后，重新启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此步骤可清除在尝试显示磁盘卷失败
时缓存的信息。

对 MSDP 操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以下几节可帮助您对操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268 页的“验证 MSDP 服务器是否具有足够内存”。
请参见第 268 页的“MSDP 备份或复制作业失败”。
请参见第 270 页的“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失败”。
请参见第 270 页的“卸载 MSDP 卷后，该卷的状态将更改为“关闭””。
请参见第 271 页的“MSDP 错误、延迟响应和挂起”。
请参见第 272 页的“无法删除 MSDP 磁盘池”。
请参见第 273 页的“MSDP 介质打开错误 (83)”。
请参见第 275 页的“MSDP 介质写入错误 (84)”。
请参见第 277 页的“MSDP 未成功处理任何映像 (191)”。
请参见第 278 页的“MSDP 存储已满情况”。
请参见第 278 页的“MSDP 目录库备份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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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MSDP 服务器是否具有足够内存
存储服务器中的内存不足将导致出现操作问题。 如果遇到操作问题，应验证存储服
务器是否具有足够内存。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 MSDP 服务器要求”。
如果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进程在 Red Hat Linux 中不启动，请将共享内存至
少配置为 128 MB (SHMMAX=128MB)。

MSDP 备份或复制作业失败
以下各小节介绍了备份或重复数据删除作业可能出现的失败情况以及如何解决它
们。
■

磁盘卷已关闭

■

存储服务器已关闭或不可用

■

备份作业：发生系统错误 (174)

■

未能打开存储路径或准备 CRQP 事务

磁盘卷已关闭
作业详细信息中将显示一条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Error 800: Disk Volume is Down

检查磁盘错误日志来确定卷为什么标记为已关闭。
如果存储服务器忙于作业，则可能不会及时响应主服务器磁盘轮询请求。如果负载
平衡服务器非常繁忙，也可能会导致此错误。因此，查询将超时，且主服务器会将
卷标记为 DOWN。
如果优化复制作业出现错误： 请验证源存储服务器是否已配置为目标存储服务器的
负载平衡服务器。此外，还应验证目标存储服务器是否已配置为源存储服务器的负
载平衡服务器。
请参见第 279 页的“查看 MSDP 磁盘错误和事件”。

存储服务器已关闭或不可用
仅限 Windows 服务器。
作业详细信息中将显示一条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Error nbjm(pid=6384) NBU status: 2106, EMM status: Storage Server is
down or unavailable Disk storage server is down(2106)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spad.exe) 和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spoold.exe) 具有不同的共享内存配置值。当您使用命令只更改这两个组件中一个
组件的共享内存值时，可能发生此问题。

268

故障排除
对 MSDP 操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要解决此问题，请在配置文件中指定下列共享内存值：
SharedMemoryEnabled=1

然后，重新启动两个组件。不要更改另外两个共享内存参数的值。
SharedMemoryEnabled 参数存储在下列文件中：
storage_path\etc\puredisk\agent.cfg

备份作业：发生系统错误 (174)
作业详细信息中将显示一条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media manager - system error occurred (174)

如果作业详细信息还包含类似于以下内容的错误，则表示映像清理作业失败：
Critical
failed:
Critical
failed:

bpdm (pid=610364) sts_delete_image
error 2060018 file not found
bpdm (pid=610364) image delete
error 2060018: file not found

如果重复数据删除备份作业在将部分备份写入“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后失
败，则会出现此错误。NetBackup 启动映像清理作业，但是该作业因为完成映像清
理所需的数据未写入“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而失败。
重复数据删除队列处理会清理映像对象，因此无需执行更正操作。但是，请检查作
业日志和重复数据删除日志，以确定备份作业失败的原因。
请参见第 219 页的“关于 MSDP 队列处理”。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未能打开存储路径或准备 CRQP 事务
其中一个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spoold) 日志文件中将显示类似于以下
内容的错误消息。
RefDBEngine::write_prepare fail to open
/storage_path/databases/refdb/prepare/64.ref.prepare
RefDBManager::write_prepare fail to prepare CRQP transaction for
refdb 64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如果 /storage_path/databases/refdb/prepare 目录已删除，则会出现此错误。
要解决此问题，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手动创建缺少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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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启动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spoold)。首先确保未在该介质服
务器的存储单元上运行任何备份。

注意：RefDBEngine 和 refdb 既不指开源 RefDB 引用数据库和书目工具，也不与
其相关。

MSDP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失败
NetBackup 客户端代理（包括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取决于 NetBackup 服务器名
称的反向主机名查找。相反，常规备份取决于正向主机名解析。因此，删除自身数
据中重复部分的客户端的备份可能会失败，而客户端的正常备份则可能会成功。
如果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备份失败，请验证域名服务器是否包括存储服务器名称的
所有变体。
此外，Veritas 建议您在 NetBackup 环境中使用完全限定的域名。
请参见第 32 页的“使用完全限定的域名”。

卸载 MSDP 卷后，该卷的状态将更改为“关闭”
如果卷已卸载，NetBackup 会将卷状态更改为“关闭”。需要该卷的 NetBackup
作业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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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卷状态
◆

在充当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的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上调用以下命令：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query -listdv
-stype PureDisk -U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query
-listdv -stype PureDisk -U

以下输出示例显示 DiskPoolVolume 处于“启动”状态：
Disk Pool Name
Disk Type
Disk Volume Name
Disk Media ID
Total Capacity (GB)
Free Space (GB)
Use%
Status
Flag
Flag
Flag
Num Read Mounts
Num Write Mounts
Cur Read Streams
Cur Write Streams

:
:
:
:
:
:
:
:
:
:
:
:
:
:
:

PD_Disk_Pool
PureDisk
PureDiskVolume
@aaaab
49.98
43.66
12
UP
ReadOnWrite
AdminUp
InternalUp
0
1
0
0

将卷状态更改为“启动”

1

装入文件系统
稍过片刻，卷状态将更改为“启动”。 不需要执行其他操作。

2

如果卷状态没有更改，请手动更改。
请参见第 217 页的“更改 MSDP 磁盘卷状态”。

MSDP 错误、延迟响应和挂起
内存不足或主机功能不足可能会导致出现多个错误、延迟响应和挂起。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 MSDP 服务器要求”。
如果是虚拟机，Veritas 建议执行以下操作：
■

将每个虚拟机的内存大小设置为主机物理内存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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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每个虚拟机的最小值和最大值都设置为同一个值（主机物理内存的两倍）。
这些内存设置可防止在磁盘上对虚拟内存进行分段，因为虚拟内存不会增加或
减少。

对于每个虚拟机，这些建议可能不是最佳的配置。 但是，Veritas 建议对问题进行
故障排除时，首先尝试此解决方案。

无法删除 MSDP 磁盘池
如果无法删除您认为不包含有效备份映像的磁盘池，以下信息可能有助于您解决该
问题。
■

失效片段仍保留在 MSDP 磁盘上

■

未完成的 SLP 复制作业

失效片段仍保留在 MSDP 磁盘上
在某些情况下，构成失效备份映像的片段可能仍保留在磁盘上，即使映像已失效。
例如，如果存储服务器崩溃，可能无法运行正常的清理进程。在这些情况下，无法
删除磁盘池，因为映像片段记录仍存在。错误消息可能类似于以下内容：
DSM 发现磁盘池 diskpoolname 中的一个或多个卷具有映像片段。

要删除磁盘池，必须首先删除映像片段。nbdelete 命令可从磁盘卷中删除失效映
像的片段。
删除失效映像的片段
◆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delete -allvolumes -force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delete -allvolumes
-force
-allvolumes 选项可将失效映像片段从所有包含片段的卷中删除。
-force 选项可删除映像片段的数据库条目，即使片段删除失败。

未完成的 SLP 复制作业
未完成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复制作业可能会阻止删除磁盘池。您可以确定是否存在
未完成的作业，然后将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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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复制作业

1

通过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来确定是否存在未完成的 SLP 复制作业：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stlutil stlilist
-image_incomplete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stlutil
stlilist -image_incomplete

2

通过对上一个命令返回的每个备份 ID（xxxxx 表示备份 ID）运行以下命令，可
取消未完成的作业：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stlutil cancel
-backupid xxxxx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stlutil cancel
-backupid xxxxx

MSDP 介质打开错误 (83)
media open error (83) 消息是复制的一个常规错误。该错误出现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活动监视器”中。
通常，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spoold) 或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spad) 过于繁忙，以致于无法及时响应重复数据删除进程。外部因素可能
导致 Deduplication Engine 或 Deduplication Manager 无响应。它们是否暂时比较
忙碌（例如正在进行队列处理）？ 是否有太多作业在同时运行？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 MSDP 性能”。
通常 NetBackup bpdm 日志会提供有关状态 83 的附加信息，但并不是总能提供。
以下各小节将介绍产生错误 83 的用例。

SQL Server 客户端备份失败
SQL Server 数据库的客户端备份可能在以下情况下失败：
■

针对主服务器、托管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的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
启用了“IPv4 和 IPv6 两者”选项。在“网络设置”主机属性中配置了“IPv4
和 IPv6 两者”选项。

■

针对主服务器、托管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的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
将 IPv6 网络配置为首选网络。首选网络“匹配 (首选上面的网络进行通信)”属
性也启用。在“首选网络”主机属性中配置了首选网络。

■

为备份选择了 IPv6 网络。

检查 bpbrm 日志文件是否有类似于下面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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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_ost_plugin: sts_get_server_prop_byname failed: error 2060057

如果出现该错误消息，NetBackup 主机名缓存可能不包含正确的主机名映射信息。
如果网络环境中的 DNS 更改未能在整个环境中完全传播，缓存可能不同步。DNS
更改要在整个网络环境中传播，需要一定时间。
要解决这个问题，请对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 MSDP 存储服务器执行以下操作：
1.

停止 NetBackup 服务。

2.

运行以下命令：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bpclntcmd -clearhostcache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clntcmd.exe -clearhostcache
启动 NetBackup 服务。

3.

有关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MSDP 日志文件”主题中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代理插件”的介绍。
请参见第 259 页的“NetBackup MSDP 日志文件”。

还原或重复数据删除失败
media open error (83) 消息出现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活动监视器”

中。
表 12-3 介绍了其他可能出现的消息。
表 12-3

区分大小写错误消息

操作

活动监视器作业详细信息

bpdm 和 bptm 日志文件中

的状态
还原

Image open failed:
error 2060018: file
not found

sts_open_image failed:
error 2060018

复制（MSDP 源）

Image open failed:
error 2060018: file
not found

sts_open_image failed:
error 2060018

主从复制（MSDP 源）

get image properties rpl_add_image_set:
failed: error 2060013: rpl_get_image_info()
no more entries
failed, error 2060013

复制（NetBackup 5000 系列 Image open failed:
设备源）
error 2060018: file
not found

sts_open_image failed:
error 206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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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活动监视器作业详细信息

bpdm 和 bptm 日志文件中

的状态
主从复制（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源）

get image properties rpl_add_image_set:
failed: error 2060013: rpl_get_image_info()
no more entries
failed, error 2060013

该消息可能表明 MSDP 环境中的客户端名称区分大小写问题。有关此问题的描述及
其解决过程，请参见以下 Veritas 技术说明：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207194

MSDP 介质写入错误 (84)
表 12-4 介绍了针对“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备份或复制期间可能发生的介
质写入错误的解决方案。
有关更复杂的解决方案的介绍，另请参见后面几个小节：
■

主机名解析问题

表 12-4

介质写入错误原因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spoold) 太忙而无法响应。

检查“磁盘日志”报告是否存在包含名称 PureDisk
的错误。检查磁盘监视服务日志文件以获取来自重
复数据删除插件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93 页的“查看 MSDP 磁盘报告”。

数据删除正在运行。

在删除数据的同时无法备份数据。
请参见第 219 页的“关于 MSDP 队列处理”。

某个用户篡改了存储。

用户不能将文件添加到存储，不能更改存储上的文
件，不能从存储删除文件，或者不能更改存储上的
文件权限。如果添加了文件，请将其删除。

增大了存储容量。

如果增大了存储，必须在存储服务器上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以便识别新容量。

存储已满。

如有可能，请增大存储容量。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添加更多 MSDP 存储”。

重复数据删除池已关闭。

请将状态更改为启动。
请参见第 209 页的“更改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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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端口未打开。

确保端口 10082 和 10102 在重复数据删除主机之
间的任何防火墙中处于打开状态。

主机名解析问题
如果客户端无法解析服务器的主机名，则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可能会失败。更具体
地说，如果为存储服务器配置的是短名称，而客户端尝试解析完全限定的域名，则
可能出现该错误
要确定客户端为存储服务器使用了哪个名称，请检查客户端上的重复数据删除主机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 MSDP 主机配置文件”。
要解决此问题，请配置您的网络环境，以便存储服务器名称的所有变体都可以解
析。
Veritas 建议您使用完全限定的域名。
请参见第 32 页的“使用完全限定的域名”。

PureDisk 存储的复制作业失败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复数据删
除池”存储。
存在大量小文件时，PureDisk 存储的复制作业可能失败。如果存储单元最大片段是
默认设置，可能会发生此故障。
NetBackup 作业详细信息中可能出现如下类似消息：
2/12/2013 2:33:20 AM - Critical bpdm(pid=25204) Storage Server Error:
(Storage server: PureDisk: msdp.example.com) async_get_job_status:
Replication started but failed to complete successfully:
__process_batch:
CRStoreDO failed: broken pipe, DO fingerprint
d6f2521a5c66c54225ecd6a4c92.
Look at the replication logs on the source storage server for more
information. V-454-105
2/12/2013 2:33:22 AM - Critical bpdm(pid=25204) sts_copy_extent
failed:
error 2060014 operation aborted
2/12/2013 2:33:22 AM - end writing; write time: 3: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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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013 2:33:39 AM - Error bpduplicate(pid=5300) host
msdp.example.com backup id msdp.example.com_1360303271 optimized
duplication failed, media write error (84).
2/12/2013 2:33:39 AM - Info msdp.example.com(pid=25204)
StorageServer=PureDisk:msdp.example.com; Report=PDDO Stats for
(msdp.example.com): scanned: 0 KB, CR sent: 0 KB, CR sent over FC:
0 KB, dedup: 0.0%, cache disabled
2/12/2013 2:33:40 AM - Error bpduplicate(pid=5300) Duplicate of
backupid
msdp.example.com_1360303271 failed, media write error (84).
2/12/2013 2:33:40 AM - Error bpduplicate(pid=5300) Status = no images
were successfully processed.
2/12/2013 2:33:40 AM - end Duplicate; elapsed time: 3:41:03 media
write
error(84)

处理复制操作的 PureDisk 内容路由器日志文件中也可能会出现如下类似消息。日
志文件所在目录对应于执行复制操作的内容路由器的连接。目录的名称是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 IP 地址，位于内容路由器 /Storage/log/spoold 目录下。
spad/Store/2/266020624-1360833685.log:July 14 04:12:03 ERR
[1081665856]:
25112: DO: DO 065ab494d80277148c559071d007bde1: DO record size of
378652257 bytes is larger than the maximum allowed size of 335544320
bytes: DO has too many segments
spad/Store/2/266020624-1360833685.log:February 14 04:12:03 ERR
[1081665856]: 8413608: Store terminated due to a local processing
error at: Sun Jul 14 04:12:03 2013

要解决此问题，请减小代表了 PureDisk 存储的 NetBackup 存储单元的片段大小。
根据源存储内容，可能需要显著减小片段大小。

MSDP 未成功处理任何映像 (191)
no images successfully processed (191) 消息出现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活动监视器”中。
表 12-5 介绍了其他可能出现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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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5
操作

区分大小写错误消息
活动监视器作业详细信息

bpdm 和 bptm 日志文件中的状

态
验证

image open failed: error
2060018: file not found

sts_open_image failed:
error 2060018

该消息可能表明 MSDP 环境中的客户端名称区分大小写问题。有关此问题的描述及
其解决过程，请参见以下 Veritas 技术说明：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207194

MSDP 存储已满情况
UNIX df 命令等操作系统工具无法准确报告重复数据删除磁盘的使用情况。操作系
统命令可能在存储未满时报告已满。使用 NetBackup 工具，您可以更加准确地监视
存储容量和使用情况。
请参见第 190 页的“关于 MSDP 存储容量和使用情况报告”。
请参见第 192 页的“关于 MSDP 容器文件”。
请参见第 192 页的“查看 MSDP 容器文件中的存储使用情况”。
检查磁盘日志报告中的阈值警告可以了解可能发生存储已满情况的时间。
NetBackup 执行维护的方式可能会影响释放存储以供使用的时间。
请参见第 219 页的“关于 MSDP 队列处理”。
请参见第 227 页的“关于 MSDP 数据删除过程”。
虽然不建议这样做，但是您可以手动回收可用空间。
请参见第 220 页的“手动处理 MSDP 事务队列”。

MSDP 目录库备份故障排除
以下各小节提供了有关 MSDP 目录库备份和恢复的信息。

目录库备份
表 12-6 介绍了创建或更新目录库备份策略时可能会出现的错误消息。消息将显示
在您运行 drcontrol 实用程序的 Shell 窗口中。 实用程序还会将消息写入其日志文
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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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6

MSDP drcontrol 代码和消息

代码或消息

描述

1

在操作系统或 drcontrol 实用程序调用的重复数据删除命令中出现致命错误。

110

命令无法找到所需的 NetBackup 配置信息。

140

调用该命令的用户不具备管理员权限。

144

需要提供命令选项或参数。

226

您指定的策略名称已存在。

227

此错误代码从 NetBackup bplist 命令传递。您指定的 MSDP 目录库备份策略不存在或给定的策略
名称不存在任何备份。

255

drcontrol 实用程序出现致命错误。

有关状态代码和错误消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故障排除工具。

■

《NetBackup 状态码参考指南》，可通过以下网页访问：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从卷影副本进行目录库恢复
如果 NetBackup 检测到 MSDP 目录库损坏，Deduplication Manager 将自动从最新
的卷影副本恢复目录库。 恢复过程也起到了事物日志的作用，以便恢复的 MSDP
目录库是最新的。
虽然卷影副本恢复过程是自动的，但如果您需要手动从卷影副本进行恢复，则可使
用恢复过程。
请参见第 234 页的“从卷影副本还原 MSDP 目录库”。

查看 MSDP 磁盘错误和事件
可以使用多种方式查看磁盘错误和事件，如下所示：
■

“磁盘日志”报告。
请参见第 193 页的“查看 MSDP 磁盘报告”。

■

带有 -disk 选项的 NetBackup bperror 命令可报告磁盘错误。 该命令位于以下
目录中：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

279

故障排除
MSDP 事件代码和消息

MSDP 事件代码和消息
下表显示了重复数据删除事件代码及其消息。事件代码可显示在 bperror 命令的
-disk 输出以及“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的磁盘报告中。

表 12-7

MSDP 事件代码和消息

事件编号 事件严重 NetBackup 消息示例
性
严重性
1000

2

错误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配置加载/重新加载操作失败。

1001

2

错误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配置加载/重新加载操作失败。

1002

4

警告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打开文件限制超出。将尝试进一步继续。

1003

2

错误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连接请求被拒绝。

1004

1

严重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中发生网络故障。

1008

2

错误

任务已中止；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中与远程系统进行通信期间发生了意外错误。

1009

8

授权

来自用户 <USER> 的 <IP> 的授权请求被拒绝 (<REASON>)。

1010

2

错误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任务初始化发生了意外错误。

1011

16

提示性

任务在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已结束。

1013

1

严重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任务会话启动请求发生了意外错误。

1012

2

错误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对代理任务的请求被拒绝。

1014

1

严重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任务会话启动请求发生了意外错误。

1015

1

严重

任务创建失败，无法在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
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初始化任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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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编号 事件严重 NetBackup 消息示例
性
严重性
1017

1

严重

服务 Veritas DeduplicationEngine 在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退出。请检查服务器日志了解可能导致此错误的原因。应用程序已终
止。

1018

16

提示性

Veritas Deduplication Engine 已成功在 server1.example.com
上完成启动。

1019

1

严重

服务 Veritas DeduplicationEngine 在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退出。请检查服务器日志了解可能导致此错误的原因。应用程序已重新
启动。

1020

1

严重

服务 Veritas Deduplication Engine 连接管理器在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重新启动失败。请检查服务器日志了解可能导致此错误的原因。应用程
序未能重新启动。

1028

1

严重

服务 Veritas DeduplicationEngine 在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中止。请检查服务器日志了解可能导致此错误的原因。应用程序已捕获
到异常信号。

1029

1

严重

双后端初始化失败；无法初始化存储后端或主机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服务器 server1.example.com
中）上检测到缓存故障。

1030

1

严重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存储数据库初始化操作失败。

1031

1

严重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内容路由器上下文初始化操作失败。

1032

1

严重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日志路径创建/打印操作失败。

1036

4

警告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事务操作失败。

1037

4

警告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事务失败。将重试事务。

1040

2

错误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数据库恢复操作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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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编号 事件严重 NetBackup 消息示例
性
严重性
1043

2

错误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的存储恢复操作失败。

1044

多个

多个

一个或多个系统资源的使用已经超出了警告级别。操作将会或可能会暂停。请
立即采取措施纠正此情况。
检测到了数据损坏。数据一致性检查在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MSDP) 中
检测到了数据丢失或损坏，并报告了受影响的备份。

1057

备份 ID 和策略名称将显示在存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磁盘日志报告和
storage_path/log/spoold/storaged.log 文件中。
2000

错误

服务器 PureDisk:server1.example.com（位于主机
server1.example.com 上）上包含存储数据库的分区中低空间阈值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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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到 MSDP 存储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从 PureDisk 迁移到 NetBackup MSDP

■

从其他存储类型迁移到 MSDP

从 PureDisk 迁移到 NetBackup MSDP
注意：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支持“PureDisk 重复数据删
除池”存储。
在 PureDisk 使用存储硬件进行存储时，NetBackup 不能使用该存储硬件。 PureDisk
存储的结构与集成的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的存储结构不同。 NetBackup 和
PureDisk 不能同时使用磁盘系统。 不能将存储上的 PureDisk 映像传输到重复数据
删除存储服务器存储中。
因此，要将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替换为 NetBackup Media Server Deduplication
Option，请将存储迁移至 NetBackup“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从 PureDisk 迁移到 NetBackup MSDP

表 A-1
步骤

任务

步骤 1 安装和配置 NetBackup

过程
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 UNIX 和
Windows》：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步骤 2 配置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MSDP 服务器端重复数据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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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3 重定向备份作业

将备份作业重定向到 NetBackup“介质服务器重复
数据删除池”。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步骤 4 淘汰您的设备

另外，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上的备份映像过期
后，请淘汰您的 NetBackup 5000 系列设备。
请参见您的 NetBackup PureDisk 文档。

请参见第 284 页的“从其他存储类型迁移到 MSDP”。

从其他存储类型迁移到 MSDP
要从其他 NetBackup 存储类型迁移到重复数据删除存储，Veritas 建议保留其他存
储上的备份映像，直到其失效。如果要从磁盘存储或磁带存储迁移，则 Veritas 建
议设置备份映像的保留期限。
不应将用于其他存储（例如 AdvancedDisk）的相同磁盘存储同时用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每种类型都以不同的方式管理存储，并且要求独占使用存储。 此
外，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无法读取其他 NetBackup 存储类型创建的备
份映像。 因此，应给定数据的保留时间，以使其在重新使用存储硬件前失效。 到
该数据失效时，存在两个存储目标：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和另一个存储。 在
另一个存储上的映像失效并被删除后，可以重新使用该存储以满足其他存储需要。
迁移到 NetBackup MSDP

表 A-2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配置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MSDP 服务器端重复数据删除”。

步骤 2 重定向备份作业

将备份作业重定向到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存储单
元。 要执行此操作，请将备份策略存储目标更改为重复
数据删除池的存储单元。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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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任务

步骤 3 重新使用存储

过程
当与存储关联的所有备份映像都失效后，即可重新使用
该存储。
如果该存储为磁盘存储，则无法将其添加到现有介质服
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中， 但可以将其用作其他新重复数
据删除节点的存储。

请参见第 283 页的“从 PureDisk 迁移到 NetBackup MS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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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etBackup 设备重复数据
删除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设备重复数据删除

关于 NetBackup 设备重复数据删除
NetBackup 设备是 Veritas 提供的解决方案，可将主机和存储与 Veritas 备份软件相
结合。这些设备为客户提供了方便易用的部署选项，便于他们利用 Veritas 提供的
业界领先的备份和重复数据删除技术。这些设备为数据中心、远程办公室和虚拟环
境提供针对存储优化的高效数据保护。
Veritas NetBackup 设备系列包括以下系列：
NetBackup 5200 系
列

企业备份设备的 NetBackup 5200 系列以 NetBackup 备份软件为基
础。

NetBackup 5300 系
列

基于 NetBackup 备份软件的 NetBackup 5300 企业备份系列设备。
这些系列提供了卓越的性能、可扩展的容量和较高的可靠性，可以满
足数据中心最苛刻的备份和恢复目标。NetBackup 提供了客户端重复
数据删除和目标重复数据删除，可减少网络和存储要求。

有关 NetBackup 设备的存储容量，请参见它们位于以下 URL 的版本说明：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2792
NetBackup 设备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如下所示：
■

易于安装、配置和使用。

■

模块化能力可以满足您的存储需求。

NetBackup 设备重复数据删除
关于 NetBackup 设备重复数据删除

■

适用于数据中心、远程办公和分公司办公以及虚拟机备份的解决方案。源或目
标重复数据删除。最大限度地减小数据移动的优化合成备份。磁带支持长期保
存数据。

■

内置应对灾难恢复的磁盘到磁盘复制和基于磁带保管的备用解决方案

■

企业级硬件和软件。具备 Call Home 功能的硬件监视。

我们提供了有关 NetBackup 备份设备的更多信息。
http://www.verit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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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池状态”报告 191, 194
“磁盘存储单元”报告 194
“磁盘日志”报告 191
“磁盘上的映像”报告 193
“弹性网络”主机属性 153
“FQDN”或“IP 地址”属性 155
“弹性”属性 155
“弹性网络”主机属性中的“FQDN”或“IP 地址”属性 155
“弹性网络”主机属性中的“弹性”属性 155
“验证报告”选项卡 152
“找不到服务器”错误 266

A
AES 加密
Blowfish 加密 110

B
bpstsinfo 命令 134
报告
磁盘池状态 191, 194
磁盘存储单元 194
磁盘日志 191, 193
备份
操作 151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过程 250

C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定义自动映像复制的目标 133
CIFS 18
contentrouter.cfg 文件
关于 171
数据完整性检查的参数 224
用于加密的 ServerOptions 109
策略
创建 152
更改属性 153
查看存储服务器属性 198
查看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209

磁盘池
更改状态 209
无法删除 272
磁盘故障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236
磁盘卷
更改状态 217
卷状态更改为“关闭” 270
确定重复数据删除的状态 216
磁盘类型 101
磁盘日志 193
从 PureDisk 迁移到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283
存储单元
对重复数据删除的建议 102
针对重复数据删除配置 99
重复数据删除的属性 100
存储单元类型 101
存储单元名称 101
存储单元组
不受自动映像复制源支持 128
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152
自动映像复制源不支持 130
存储的拓扑结构 134
存储服务器
编辑重复数据删除配置文件 173
查看 197
查看属性 198
定义自动映像复制的目标 133
更改名称 202
更改重复数据删除的属性 200
关于配置文件 171
恢复 237
获取重复数据删除配置 172
确定重复数据删除的状态 197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 205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配置 206
设置重复数据删除配置 174
替换重复数据删除主机 240
针对重复数据删除配置 62, 76
重复数据删除 22
重复数据删除的组件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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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服务器配置
获取 172
设置 174
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
编辑 173
存储基址重置. 请参见 基址重置
存储类型
重复数据删除 16
存储路径
更改 202
关于重新配置 202
存储容量
查看容器文件中的容量 192
关于 17
添加 39
针对重复数据删除 17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验证所有备份策略”按钮 152
操作 147
层次结构 149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名称 150
辅助操作的优先级 151
激活辅助操作 152
实用程序 145
数据分类设置 151
推迟辅助操作 152
最佳做法文档 145
存储生命周期管理器服务 (nbstserv) 147
存储要求
重复数据删除 18

D
大尾数法 237, 240
弹性连接
“弹性网络”主机属性 153
弹性网络连接
日志文件 263
导入
操作 146
端口用法
故障排除 276
和重复数据删除 29
队列处理 219
手动调用 220

F
FlashBackup 策略
最大片段大小（存储单元设置） 101

反向名称查找 266
反向主机名查找
禁止 266
防火墙和重复数据删除主机 29
服务器
NetBackup 调试日志 258
辅助操作的优先级 151
负载平衡服务器
从重复数据删除节点删除 204
关于 22
添加到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158
重复数据删除 22
复制
到备用 NetBackup 域. 请参见 自动映像复制
介于 NetBackup 域之间. 请参见 自动映像复制
配置以不同域为目标的 MSDP 复制 128
用于 MSDP 127
优化的 152
复制到远程主服务器. 请参见 自动映像复制
复制加密
为 MSDP 配置 109

G
更改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名称和路径 202
更改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主机名 202
故障排除
“找不到服务器”错误 266
常规操作问题 271
磁盘池向导中没有出现任何卷 267
数据库系统错误 265
在 Linux 上安装失败 264
重复数据删除备份作业失败 268
重复数据删除进程不会启动 268
主机名查找 266
关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11
关于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Option 11
关于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 175
光纤通道
和 iSCSI 比较 19
支持 19

H
合成备份
没有自动映像复制支持 130
还原
在远程站点上 230
指定还原服务器 231
重复数据删除还原的工作原理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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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从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磁盘故障 236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237
基址重置
FP_CACHE_PERIOD_REBASING_THRESHOLD
参数 165
FP_CACHE_REBASING_THRESHOLD 参数 166
RebaseMaxPercentage 参数 227
RebaseMaxTime 参数 227
RebaseMinContainers 参数 227
RebaseScatterThreshold 参数 227
服务器端基址重置参数 226
关于 225

I
iSCSI
和光纤通道比较 19
支持 19

J
激活辅助操作 152
加密
AES 12
pd.conf 文件设置 163
对 MSDP 备份启用 107
节点
重复数据删除 15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进程 247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86, 95, 139. 请参见 重复
数据删除池
更改状态 209
启用 96 TB 支持 61
为 96 TB 支持创建目录 97
旧式日志记录 257
目录 258
位置 257
卷管理器
用于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39

K
可信的主服务器
添加 138
自动映像复制 136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对特定客户端禁用 104
主机要求 26

组件 250
快照
操作类型 151
扩展重复数据删除 32

L
垃圾收集. 请参见 队列处理
流处理程序
NetBackup 32

M
mklogdir.bat 258
MSDP
复制 127
复制目标, 配置 139
MSDP drcontrol 实用程序
选项 182
MSDP 存储基址重置. 请参见 基址重置
MSDP 的光纤通道和 iSCSI 比较 19
MSDP 目录库 176, 233
另请参见 MSDP 目录库备份
另请参见 MSDP 目录库恢复
更改卷影副本数 181
更改卷影目录库路径 179
更改卷影目录库日程表 180
关于卷影目录库 177
关于目录库备份策略 177
卷影复制日志文件 260
MSDP 目录库备份
关于保护 MSDP 目录库 177
配置 181, 184
MSDP 目录库恢复
处理事务队列。 220
从卷影副本恢复 234
错误代码 278
关于 233
MSDP 主从复制
关于 30
mtstrm.conf 文件
配置 49
目标 A.I.R. 130, 137
目录库, MSDP. 请参见 MSDP 目录库. 请参见 关于恢
复 MSDP 目录库

N
nbstserv 进程 147
NDMP
存储单元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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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命名约定 15
NetBackup 5200 系列设备
作为存储目标 16
NetBackup 5300 系列设备
作为存储目标 16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关于 11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更改凭据 208
关于 246
关于凭据 27
日志 262
添加凭据 207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关于 246
日志 263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Option 11
NetBackup 设备重复数据删除 12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
许可证 40
NFS 18

O
OpenStorage
优化复制 152
OpenStorage Disk Option 145
OptimizedImage 属性 29

P
pd.conf 文件
编辑 53, 160
参数 161
关于 160
pdde-config.log 261
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池 86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 44, 46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 87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单元 99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62, 76
凭据 27
更改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208
添加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207

Q
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 152
迁移到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284
清除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215

区分大小写
在 NetBackup 名称中 15
群集
主服务器节点间身份验证 137

R
Red Hat Linux
重复数据删除进程不会启动 268
Replication Director
策略配置向导, 不支持 153
日志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日志 262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日志 263
VxUL 重复数据删除日志 259
磁盘 193
关于重复数据删除 259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代理插件日志 261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代理服务器日志 261
优化复制 263
重复数据删除安装 262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日志 261
重复数据删除配置脚本日志 261
自动映像主从复制 263
日志记录
旧式 257
容量
添加存储 39
容器文件
查看容量 192
关于 192
压缩 192

S
SLP 参数 126
SLP 中的“验证所有备份策略”按钮 152
spa.cfg 文件
数据完整性检查的参数 224
删除备份映像 219
删除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 175
设备重复数据删除 12
设置重复数据删除池属性 210
事件代码
重复数据删除 280
属性
OptimizedImage 29
查看重复数据删除池 209
查看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198
清除重复数据删除池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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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201
设置重复数据删除池 210
设置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199
数据分类
使用“任意” 146, 195
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 145, 151
数据库系统错误 265
数据删除过程
重复数据删除 227
数据完整性检查
关于重复数据删除 221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的设置 223
针对重复数据删除配置行为 221

T
替换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240
添加至少一个索引标记 97
停用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243
通用 Internet 文件系统 18
统一日志记录 254
位置 254
文件格式 255
统一日志中的作业 ID 搜索 257
推迟辅助操作 152

U
UTC（协调世界时） 130

V
VM 备份 152
vmscd 258
vmscd 目录 258
vxlogview 命令 255
带有作业 ID 选项 257

W
网络接口
重复数据删除 28
维护处理. 请参见 队列处理
尾数法
大 237, 240
小 237, 240
文件系统
CIFS 18
NFS 18
ZFS 18
用于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的 Veritas File System 39

X
限制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24
向导
策略配置 152
小尾数法 237, 240
协调世界时 (UTC) 130
卸载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243
性能
监视重复数据删除率 186
重复数据删除 31
许可证
重复数据删除 40
许可证信息失败
重复数据删除 266
压缩
pd.conf 文件设置 162
对于 MSDP 备份 105
对于 MSDP 优化复制 105
压缩容器文件 192

Y
优化的 MSDP 重复数据删除
同一域内 113
要求 114
优化的 复制
关于 30
优化的 重复数据删除
同一域内的提取配置 118
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
单独的网络 112
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复制
指导 115
优化复制
关于同一域内的公用介质服务器 115
同一域内的推送配置 115
优化复制加密
为 MSDP 配置 109
优化合成备份
针对重复数据删除配置 110
重复数据删除 29
优化重复数据删除
局限性 114
配置 MSDP 120
配置带宽 144
日志 263
域
将备份复制到另一个. 请参见 自动映像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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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ZFS 18
灾难恢复
保护数据 35
在执行目录库恢复后恢复存储服务器 239
指纹识别
关于重复数据删除 54
置备重复数据删除存储 37
重复数据删除
存储单元属性 100
存储管理 39
存储目标 16
存储容量 17
存储要求 18
更改凭据 208
关于凭据 27
关于许可证 40
关于指纹识别 54
规划部署 14
和 iSCSI 19
和光纤通道 19
节点 15
介质服务器进程 247
客户端备份过程 250
扩展 32
配置 44, 46
配置文件 160
配置优化合成备份 110
容量和使用情况报告 190
容器文件 192
事件代码 280
授权 41
数据删除过程 227
添加凭据 207
同一域内的优化的要求 114
网络接口 28
限制 24
性能 31
许可证 40
作业详细信息的 cache hits 字段 189
作业详细信息的 CR sent 字段 189–190
作业详细信息的 dedup 字段 190
作业详细信息的 scanned 字段 190
重复数据删除 重复数据删除池. 请参见 重复数据删除
池
重复数据删除安装
日志文件 262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
关于 246

日志文件 261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配置文件
配置 49
重复数据删除池. 请参见 重复数据删除池
查看 209
查看属性 209
更改属性 211
关于 86
配置 87
清除属性 215
确定状态 209
删除 218
设置属性 210
属性 95
重复数据删除磁盘卷
更改状态 217
确定状态 216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单元
仅使用以下介质服务器 101
使用任何可用的介质服务器 101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
编辑配置文件 173
查看 197
查看属性 198
更改名称 202
更改属性 200
关于 22
恢复 237
获取配置 172
配置 62, 76
配置失败 266
清除属性 201
确定状态 197
删除 205
删除配置 206
设置配置 174
设置属性 199
替换主机 240
组件 245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名称
更改 202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配置文件
关于 171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类型 16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目标 16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容量
查看容器文件中的容量 192
关于 17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要求 18

293

索引

重复数据删除的授权 41
重复数据删除端口用法
故障排除 276
关于 29
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
主机要求 23
组件 245
重复数据删除加密
对 MSDP 备份启用 107
重复数据删除节点
关于 15
删除负载平衡服务器 204
添加负载平衡服务器 158
重复数据删除进程不会启动 268
重复数据删除率
监视 186
文件大小如何影响 31
重复数据删除配置文件
编辑 53, 160
参数 161
重复数据删除日志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 262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 263
VxUL 重复数据删除日志 259
关于 259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代理插件日志 261
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代理服务器日志 261
配置脚本 261
重复数据删除插件日志 261
重复数据删除容量和使用情况报告 190
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完整性检查
关于 221
配置行为 221
设置 223
重复数据删除引用数据库
关于 246
重复数据删除优化合成备份
关于 29
重复数据删除主机
存储服务器 22
服务器要求 23
负载平衡服务器 22
和防火墙 29
客户端要求 26
重复数据删除主机配置文件
关于 175
删除 175
重复数据删除注册表
重置 176

重置重复数据删除注册表 176
主从复制
用于 MSDP 30
主服务器
群集节点间身份验证 137
主机要求 23
状态收集后台驻留程序 258
字节顺序 237, 240
自动映像复制
不支持磁盘跨越 130
存储的拓扑结构 134
概述 129
关于 129
和可信的主服务器 136
目标 130, 136–137
配置以不同域为目标的 MSDP 复制 128
同步主服务器时钟 130
用于 MSDP 139
源域中的备份操作 128, 130
支持的版本 130
最大片段大小 101
最多并行作业数 102
作业详细信息的 cache hits 字段 189
作业详细信息的 CR sent 字段 189–190
作业详细信息的 dedup 字段 190
作业详细信息的 scanned 字段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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