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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etBackup 许可模型和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收集和分析许可报告的方法

■

关于 NetBackup 授权模型

■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选项

■

创建和查看许可报告

■

创建传统授权报告之后

■

创建容量许可报告之后

■

使容量授权报告结果一致

关于收集和分析许可报告的方法
NetBackup 提供多种方法来收集和分析许可报告。

NetBackup 许可模型和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
关于 NetBackup 授权模型

表 1-1

许可报告工具和运行选项

工具

描述

nbdeployutil

提供对数据或容量使用情况以 传统报告：仅手动运行。
及业务单元报告的命令行访
容量报告：根据增量式日程表
问。
运行或手动运行。
生成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
格供查看。

运行选项

主服务器必须具有用于读取
.xls 文件的实用程序。
OpsCenter

提供可用于多服务器环境的界 在 OpsCenter 中手动运行。
面。

关于 NetBackup 授权模型
NetBackup 使用两个授权模型
■

传统授权模型会计算客户端和服务器的数量，然后将此信息与获得授权的选件
进行比较。
请参见第 11 页的“关于传统授权模型”。

■

容量授权模型会计算受保护的源数据量。
请参见第 11 页的“关于容量许可模型”。

关于传统授权模型
传统授权模型基于 NetBackup 环境中受保护客户端的总数或总存储容量。

关于容量许可模型
容量许可基于客户端（或代理）上受 NetBackup 保护的数据总量。使用容量许可模
型时，NetBackup 使用备份映像头自动收集信息。
使用现有的容量许可模型时，系统使用备份映像头收集受保护的数据，然后将其存
储在 NetBackup 目录库中。系统会收集容量信息并生成报告。接着，用户会使报告
中的信息与使用中的实际容量一致。

容量许可如何使用前端千吉字节
使用 NetBackup 的许可费基于受 NetBackup 保护的前端千吉字节 (FETB) 总数。
Front-End Terabyte Calculation 是一种确定 NetBackup 保护的数据总千吉字节数
的方法。一个 FETB 表示 1 TB 的受保护数据。数据可以位于安装了该软件或使用
该软件提供备份功能的客户端或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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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选项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在 NetBackup 目录库中使用映像头，以确定 NetBackup 保护
的数据千吉字节数。数据的任何部分千吉字节数都将向上舍入到下一个整千吉字
节。最终总数是分析程序检查的每个客户端或策略组合的 FETB 数之和。该实用程
序度量受保护的实际数据。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选项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用于收集数据和分析许可数据，然后在电子表格中以报告形
式显示结果。该实用程序可用于报告传统或容量许可模型。该实用程序可以根据可
自定义的增量式日程表自动运行（仅适用于容量报告），也可以手动运行（适用于
传统和容量报告）。
■

增量式容量许可报告是自动运行的。
在 NetBackup 8.0 中，nbdeployutil 支持增量式报告。NetBackup 触发
nbdeployutil 基于指定的日程表运行，以增量方式收集数据，并生成过去 90 天
的容量许可报告。传统许可中没有任何已计划的报告。传统许可的报告必须手
动运行。
注意：如果将具有增量报告的低版本 nbdeployutil 升级到 NetBackup 8.0 或更高
版本，则会删除基于操作系统的调度程序或 Cron 作业。NetBackup 触发
nbdeployutil 在指定的日程表运行，以增量方式收集数据，并生成过去 90 天的
容量许可报告。
可将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计划为运行容量许可报告，而不是传统许可报告。
请参见第 12 页的“计划容量授权报告”。

■

传统或容量许可报告是手动运行的。
请参见第 17 页的“手动生成许可报告”。

计划容量授权报告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触发 nbdeployutil 按指定的日程表运行，收集增量数据，
并生成过去 90 天的容量授权报告。

增量报告参数
增量报告使用以下四个参数：
■

FREQUENCY_IN_DAYS：nbdeployutil 的运行频率。

■

MASTER_SERVERS：以逗号分隔的主服务器列表。

■

PARENTDIR：收集和报告文件夹位置。

■

PURGE_INTERVAL：包含所收集数据的文件夹保留在增量目录中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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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默认值，请参见第 14 页的“用例 I：使用默认参数值”一节。
要使用自定义值，请参见第 14 页的“用例 II：使用自定义参数值”一节。
生成数据和报告的位置包含以下文件：
■

为最新 nbdeployutil 结果生成的报告。

■

包含增量收集的数据的文件夹。

■

包含先前生成的报告的存档文件夹。

■

nbdeployutil 日志文件。

以下目录包含最新的容量授权报告：
在 Windows 上：Install_Dir\NetBackup\var\global\incremental
在 UNIX 上：/usr/openv/var/global/incremental
旧报告放在存档文件夹中。如果要查看容量使用情况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可以查看
旧报告。如果不再需要这些报告，可以删除报告或删除文件夹。建议将报告数据保
留 90 天。可以根据需要将数据保留 90 天以上。
每次触发 nbdeployutil 时，都会收集以下持续时间的信息：从 nbdeployutil 的上次
成功运行到最新运行。对于首次运行，报告的持续时间基于配置文件中指定的频率
（默认值为 7 天）。根据所收集数据的可用性，报告持续时间始终针对过去 90 天。
报告中不考虑 90 天之前的任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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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增量容量授权报告

图 1-1

过去 90 天

报告
过去 7 天

收集数据

报告

第n次
运行增量
nbdeployutil
（默认频率为
7 天一次）

过去 21 天

过去 14 天

过去 7 天

收集数据

报告

第3次
运行增量
nbdeployutil
（默认频率为
7 天一次）

过去 7 天

收集数据

过去 7 天

报告

过去 7 天

收集数据

第2次
运行增量
nbdeployutil
（默认频率为
7 天一次）

第1次
运行增量
nbdeployutil
（默认频率为
7 天一次）

用例 I：使用默认参数值
使用默认参数时，不需要 nbdeployutilconfig.txt 文件。nbdeployutil 使用以下默认
值：
■

FREQUENCY_IN_DAYS=7

■

MASTER_SERVERS=local_server

■

PARENTDIR=folder_name

■

■

对于 Windows：Install_Dir\NetBackup\var\global\incremental

■

UNIX：/usr/openv/var/global/incremental

PURGE_INTERVAL=180（天数）。

用例 II：使用自定义参数值
编辑 nbdeployutilconfig.txt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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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bdeployutilconfig.txt 文件中使用自定义值

1

根据操作系统，将 nbdeployutilconfig.txt 文件复制到以下位置：
对于 Windows：Install_Dir\NetBackup\var\global
UNIX：/usr/openv/var/global

2

打开并编辑 nbdeployutilconfig.txt 以更改参数，然后保存文件。
■

■

FREQUENCY_IN_DAYS=number_of_days
根据在此处设置的频率，nbdeployutil 将收集数据并生成报告。
最小值：1 天。
默认情况下，配置文件中的频率值设置为 7 天，以捕获最佳容量使用情况
数据。
■

如果此参数没有值，nbdeployutil 将使用默认值。

■

如果将频率指定为 0，则会禁用增量报告，并且不会捕获任何授权信息。

■

如果删除该参数，nbdeployutil 将使用默认值。

MASTER_SERVERS=server_names
nbdeployutil 收集有关每个主服务器列表的信息，并生成报告。
■

如果此参数没有值，nbdeployutil 将使用默认值。

■

如果删除该参数，nbdeployutil 将使用默认值。

服务器名称示例：

■

■

MASTER_SERVERS=newserver,oldserver

■

MASTER_SERVERS=newserver,oldserver.domain.com

■

MASTER_SERVERS=myserver1.somedomain.com,newserver.domain.com

PARENTDIR=folder_name_with_path
要更改收集和报告位置，请编辑此参数。

■

■

如果此参数没有值，nbdeployutil 将使用默认值。

■

如果删除该参数，nbdeployutil 将使用默认值。

PURGE_INTERVAL=number_of_days
不符合 purge_interval 值的所收集数据将被自动删除。
■

如果此参数没有值，nbdeployutil 将使用默认值。

■

如果删除该参数，nbdeployutil 将使用默认值。

■

如果指定的值小于 90 天，nbdeployutil 会使用 90 天作为参数值。180
天之前的数据将被清除。
要清除的数据 = 当前日期 – purge_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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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 = 90 天。

故障排除 nbdeployutil 和增量报告故障
如果 nbdeployutil 无法为环境收集数据并生成报告，请参考日志了解任务失败时间
及失败原因。

使用 nbdeployutil 和增量报告时需要考虑的其他事宜
更改所收集数据和授权报告的目录

1

如果有先前收集的数据和授权报告，可将完整目录复制到新位置。

2

编辑 nbdeployutilconfig.txt，并在 PARENTDIR=folder_name 字段中更改
所收集数据和授权报告的位置。

使用先前成功收集的数据生成容量授权报告

1

将在上次运行 nbdeployutil 之后生成的 gather 文件夹复制到以下位置：
在 Windows 上：Install_Dir\NetBackup\var\global\incremental
在 UNIX 上：/usr/openv/var/global/incremental

2

在复制的文件夹内创建 gather_end.json 文件并添加以下文本：
{"success":0}

下一次增量运行将考虑使用复制的文件夹中的数据生成容量授权报告。
注意：必须删除复制的文件夹中的任何其他 gather 文件夹，以避免收集数据的
期间产生空档。下次增量运行期间将自动生成丢失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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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所收集的现有数据创建自定义时间间隔报告
◆

要为不同于默认间隔 90 天的其他时间间隔创建报告，请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
nbdeployutil.exe --capacity --incremental --report --inc-settings
"<Install_Dir>\netbackup\var\global\nbdeployutilconfig.txt"
--hoursago <custom-time-interval>

在 UNIX 上：
nbdeployutil.exe --capacity --incremental --report --inc-settings
"/usr/openv/var/global/nbdeployutilconfig.txt" --hoursago
<custom-time-interval>

在 --hoursago 中指定的小时数必须小于在 nbdeployutilconfig.txt 文件中指定
的 purge-interval。
注意：nbdeployutil 使用所收集的现有数据生成自定义间隔报告。不需要使用
--gather 命令。

手动生成许可报告
运行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以收集本地主服务器、远程主服务器或一部分客户端的
数据。可以手动运行 nbdeployutil 以便为容量或传统报告模型生成报告。
该实用程序通过多个步骤生成报告。第一步收集数据，然后分析并显示数据。 该实
用程序位于以下目录中：
在 Windows 上：Install_dir\NetBackup\bin\admincmd\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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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用于收集、分析和准备报告的 nbdeployutil 选项

任务编号

描述

任务 1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使用以下选项从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收集数据。
nbdeployutil --gather [--output=DIRECTORY]
[--capacity | --traditional] [--hoursago=N]
[--start="mm/dd/yyyy HH:MM:SS"
[--end="mm/dd/yyyy HH:MM:SS"]]
[--clientlist=FILENAME | --clients=HOSTNAME[,...]]
[--master=HOSTNAME[,...]] [--log=FILENAME]
[--runtimestats] [--nolog] [--bpimagelist=OPTIONS]
[--use-bpflist]
假如主服务器授予了启动服务器的权限，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就可以从
一个中央位置远程收集多个主服务器的数据。该实用程序支持从二线支持主
服务器远程收集数据。将与该实用程序相关的工程二进制文件加载到您要收
集信息的所有主服务器。

任务 2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使用以下选项分析所收集的数据，并准备报告：
nbdeployutil --report
<--capacity | --traditional> <directory> ...
[--dirlist=FILENAME | --parentdir=DIRECTORY]
[--capacity] [--debug-inputs] [--log=FILENAME]
[--clientlist=FILENAME | --clients=HOSTNAME[,...]]
[--day-boundary=TIME] [--runtimestats] [--nolog]
对于传统报告，请运行：nbdeployutil --report --traditional
对于容量报告，请运行：nbdeployutil --report --capacity

任务 3

检查结果并进行调整。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的性能取决于运行该实用程序的系统以及 NetBackup 目录库
的大小。对于 90 天价值的映像，--gather 命令的执行速度仅与 bpimagelist 命
令的运行速度一样快。报告生成速度取决于映像和片段的数量。运行该命令的操作
系统也会影响此实用程序的性能。
根据环境，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可能需要几秒钟到几分钟不等的时间来运行
--gather 或 --report 参数。
Veritas 将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的最新信息发布至以下网站：
http://www.veritas.com/docs/TECH14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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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本地主服务器的信息
在此示例中，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用于收集本地主服务器的信息。使用 --capacity
或 --traditional 选项，具体视要生成的报告的类型而定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nbdeployutil --gather
NetBackup Deployment Utility, version 8.0Beta1
Gathering license deployment information...
Discovered master server master.example.com
Output for master.example.com at: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global\reports\
20160525_151315_master.example.com
Gather DONE
Execution time: 9 secs
To create a report for this master server, run one of the following:
capacity
: nbdeployutil.exe --report --capacity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global\reports\
20160525_151315_master.example.com"
traditional: nbdeployutil.exe --report --traditional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global\reports\
20160525_151315_master.example.com"

该实用程序在收集操作期间将生成一个名为 nbdeployutil-gather-timestamp.log
的日志文件， 默认情况下，该日志文件是在收集的数据所在的目录中创建的。

收集远程主服务器的信息
nbdeployutil --gather --master=sidon.example.com

收集本地主服务器保护的一部分客户端的信息
nbdeployutil --gather --client=dynamo,lettuce,marble2

或者
nbdeployutil --gather --clientlist=filename.txt

注意：当使用 --clients 或 --clientlist 选项时，报告中可能会将某些介质服务
器显示为无法连接，即使实用程序可以连接到这些服务器。此消息不会影响摘要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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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和查看许可报告
使用 nbdeployutil 收集报告数据后，使用 --report -–traditional 或 -–capacity
选项生成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形式的许可报告。
使用该实用程序为下列任一项生成报告：
■

单个主服务器。

■

多个主服务器。

■

一部分特定客户端。 例如，包含业务单元计费的容量使用情况的报告。

使用为本地主服务器收集的数据创建报告
针对主服务器 cayce.rm.com 运行 –-gather --capacity 命令：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nbdeployutil.exe
--gather --capacity
NetBackup Deployment Utility, version 8.0Beta1
Gathering license deployment information...
Discovered master server cayce.rm.com
Output for master server at: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global\reports\20160527_140620_cayce.rm.com
Gather DONE
Execution time: 2 secs

要根据收集的数据创建容量报告，该实用程序将告知您需要运行的命令：
To create a report for this master server, run the following:
nbdeployutil.exe --report --capacity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global\reports\20160527_140620_cayce.rm.com"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nbdeployutil.exe
--report --capacity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global\report\20160527_140620_cayce.rm.com"
NetBackup Deployment Utility, version 8.0Beta1
Analyzing license deployment ...
Following directories were given, but do not exist: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global\report\20160527_140620_
cayce.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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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和报告生成操作期间将生成一个名为 nbdeployutil-report-timestamp.log
的日志文件。 默认情况下，该日志文件是在收集的数据所在的目录中创建的。

为多个主服务器创建汇总报告
此示例假定您已在 master1dir、master2dir 和 master3dir 目录中收集了各个主
服务器的数据。 这些目录都位于一个名为 EMEA-domains 的父目录中。 输出（报
告和日志文件）将保存到 EMEA-domains 目录。
# nbdeployutil --report --parentdir=EMEA-domains

此差异可为一组较少的主服务器创建报告，并为输出指定不同目录。
# mkdir UK-masters
# nbdeployutil --report EMEA-domains/master1dir
EMEA-domains/master2dir
--output=UK-masters

为一组客户端或一个业务单元创建报告
该实用程序可用于详细检查特定的一组客户端。
示例：收集默认时段以外的某时段内部分客户端的数据。
nbdeployutil.exe --gather --output BusinessUnitFinance --start
"11/01/10
06:00:00" --end "11/02/10 01:00:00" --clients marybl2g1,marybl7g1
--verbose

要为这些客户端创建报告，请运行以下命令：
nbdeployutil.exe --report
"BusinessUnitFinance\20101102_155246_marybl2g1"

报告选项卡描述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会检查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映像头，以确定以下事项之
一：
■

对于传统许可，nbdeployutil 确定 NetBackup 环境中的服务器和客户端。

■

对于容量许可，nbdeployutil 确定 NetBackup 保护的数据量。配置客户端策略
和日程表的方式会影响结果。

许可报告为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电子表格中显示的选项卡取决于报告是传统
报告还是容量许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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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选项卡描述

表 1-3
选项卡

描述

报告类型

摘要

对于传统或容量报告，此选项卡的内容有所不同。

传统和容量

■

■

传统报告：显示有关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的
最终详细信息。此选项卡列出用于生成报告的源数据。
提供介质服务器数和客户端数，以及容量信息。
容量报告：显示最终数字、报告基础（数据源）概述以
及容量源的详细情况。容量详细情况包括按策略类型和
最大客户端数列出的报告。

明细

显示的表与信用卡账单中显示的行明细表类似。每行表示 容量
一项构成最终总计的费用。每行会列出针对客户端或策略
组合计算的容量。

未使用的客户端

显示已向主服务器注册但未备份的客户端的名称。

主机

主机名列表以及关联的计算机信息。关联的信息包括：平 传统
台、计算机类型、安装的数据库软件、SAN 介质服务器和
NDMP。

NDMP

作为 NDMP 服务器的计算机的列表以及客户端的相应层 传统
数。当您协调该报告时，需要满足在此选项卡上找到的客
户端。

虚拟服务器

在环境中检测到的虚拟服务器或虚拟主机的列表。

驱动器

驱动器类型和驱动器所在的主机或库的详细信息。列出了 传统
与每个驱动器关联的主机名，以及有关虚拟磁带库、共享
驱动器和保管的驱动器的信息。

解释结果

介绍了如何检查报告以及如何根据您的实际环境协调报告 传统和容量
中的信息。

容量

传统

创建传统授权报告之后
使用 nbdeployutil 收集报告数据之后，使用 --report --traditional 选项生成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形式的传统授权报告。
本主题将综述传统授权报告中显示的各个选项卡，并介绍使报告与实际的 NetBackup
环境保持一致的过程。
使用以下步骤检查报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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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传统授权报告

表 1-4
步骤

描述

参考信息

1

检查“摘要”选项卡并确认显示了正确的信息。

请参见第 23 页的“验证“摘要”选
项卡”。

2

查看“主机”选项卡并解决所有缺少的信息。

请参见第 24 页的“完成“主机”选
项卡”。

3

查看“NDMP”选项卡并解决所有缺少的信息。

请参见第 24 页的“解决 NDMP
选项卡”。

4

查看“虚拟服务器”选项卡并解决所有缺少的信
息。

请参见第 25 页的“更新“虚拟服
务器”选项卡”。

5

查看“驱动器”选项卡并解决所有缺少的信息。

请参见第 25 页的“确认“驱动器”
选项卡”。

验证“摘要”选项卡
报告的“摘要”选项卡的顶部详细介绍了报告的基本信息。查看报告的信息源的
“已分析期限”。 “已分析期限”部分包括：
■

每个主服务器的收集开始日期。

■

每个主服务器的收集结束日期。

■

为每个主服务器收集的总天数。

■

与报告相关联的每个主服务器的输入目录。

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不一定是为 --gather 命令指定的日期。这些是映像存在时您
指定的时间段内的日期。 如果指定的开始日期或结束日期的映像不存在，则不会列
出该日期。 会包括和列出与备份映像最接近的日期。
“输入目录”列显示已收集数据的路径。 “输入目录”内是
nbdeployutil-gather-timestamp.log 文件。如果收集目录库数据时使用了非默
认输入，日志文件将显示此信息。
在“选项”部分下，请确认主服务器列表是正确的。 如果存在缺少或额外的主服务
器，请重新运行报告。
查看完整个报告后，“分层”下“未知”行中的所有值都应为零。协调报告中的其
他选项卡时，这些值会自动更新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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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主机”选项卡
“主机”选项卡列出了报告中包含的所有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服务器。 如果主服务
器是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服务器，此选项卡还会包含主服务器。 查看五个区域，才
能查看完此选项卡。
完成“主机”选项卡

1

扫描“可连接”列，查看实用程序是否无法连接到用于执行计算的任何主机。
请注意，实用程序无法连接到 NDMP 文件管理器。如果实用程序无法连接到许
多非 NDMP 文件管理器主机，请考虑使用 --retry 选项重新运行实用程序。请
使用以下命令重试连接：
nbdeployutil --retry path_to_the_gathered_data

该命令完成后，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创建报告。
nbdeployutil --report all_previously_specified_options
all_previously_specified_gather_directories

2

检查“层”列中是否有列为“未知”的任何主机。将其替换为一到四之间的合
适层编号。与 Veritas 销售工程师共同确定正确的层信息。“平台”和“处理
器”值有助于确定主机的层。这些列并不计算层，但其中包含的信息使您能够
确定在“层”列输入的适当值。

3

查看“MSEO 密钥服务器”列并验证列出的所有信息是否正确。“是”表示主
机是 MSEO 密钥服务器。“否”表示主机不是 MSEO 密钥服务器。N/A 值表
示主机不是介质服务器。

4

检查 Enterprise Client 列并且验证此信息是否正确。“是”表示主机是
Enterprise Client 且已备份。“否”表示主机不是 Enterprise Client。N/A 值表
示在报告期间主机上未执行备份。

5

查看“SAN 介质服务器”列，并更正值为“未知”的所有主机。 确认其他所
有值均正确无误。 主机的值为 N/A 表示主机是客户端服务器或主服务器。

请注意，构成“摘要”选项卡中最终信息的唯一列是“层”列。除“层”之外的其
他列中的“未知”值表示未知信息。除“层”列之外的所有数据仅供参考。

解决 NDMP 选项卡
NDMP 选项卡列出了实用程序确定将用作 NDMP 服务器的主机。如果其中列出的
服务器不是 NDMP 服务器，请从列表中删除这些服务器。将缺少的所有 NDMP 服
务器添加到列表。查看所有服务器的“层”列，并确认此信息准确无误。应将任何
“层”值“未知”替换为一到四之间的正确层编号。请与 Veritas 销售工程师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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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考 NetBackup Pricing and Licensing Guide（《NetBackup 定价和授权指南》）
来确定正确的层信息。

更新“虚拟服务器”选项卡
完成“虚拟服务器”选项卡。 使用“是”或“否”替换“已用”列之下的所有“未
知”值。 “是”表示主机使用特定于 NetBackup ESX 的功能。“否”表示它不使
用该功能。将缺少的虚拟服务器添加到列表，并在“已用”列中指示“是”。

确认“驱动器”选项卡
在“驱动器”选项卡中，查看 VL 列中的信息。验证所有虚拟磁带库是否正确地显
示为“是”。如果某个虚拟磁带库的 VTL 列中包含“否”值，请将该值更改为
“是”。对于被错误地标记为虚拟磁带库的任何驱动器，请将 VTL 值更改为“否”。

最终步骤
在协调报告之后，更正错误，然后输入缺少的信息。将其结果与安装基本报告进行
比较。安装基本报告由 Veritas 或经销商提供给您。确认报告中的所有内容均与安
装基本报告的内容相符。如果存在差异，请向 Veritas 销售代表咨询如何更正所有
差异。

创建容量许可报告之后
使用 nbdeployutil 收集报告数据之后，使用 --report --capacity 选项生成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形式的容量许可报告。
本主题将综述容量许可报告中的各个选项卡，并概述使报告与实际的 NetBackup 环
境保持一致的过程。
使用以下步骤检查报告结果：
检查容量许可报告

表 1-5
步骤

描述

参考信息

1

验证报告输入的完整性。

请参见第 26 页的“验证输入的完整性”。

2

清除由于客户端别名和多个 IP 地址造成
的冗余数据。

请参见第 26 页的“消除由于客户端别名
和多个 IP 地址而导致的冗余数据”。

3

检查“明细”选项卡的“准确性”列中标 请参见第 27 页的“检查“明细”选项卡的
“准确性”列中标记的条件”。
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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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描述

参考信息

4

验证多数据流备份映像的分组和摘要是否 请参见第 28 页的“验证多数据流备份映
正确。
像的分组和摘要是否正确”。

验证输入的完整性
“摘要”选项卡的顶部显示了报告信息的依据。检查标记为“已分析”的部分，以
验证所收集数据的完整性，报告就是根据这些数据生成的。
“已分析”部分显示以下内容：
■

报告中包括的主服务器。

■

目录库数据的日期范围。

■

目录库输出中显示的客户端和策略的数目。

如果客户端和策略计数较小，则报告可能基于使用范围较小的非默认输入收集的数
据。 默认情况下，分析程序为所有客户端收集 90 天内的目录库数据。
“输入目录”列显示已收集数据的路径。 “输入目录”内是
nbdeployutil-gather-timestamp.log 文件。如果收集目录库数据时使用了非默
认输入，日志文件将显示此信息。

消除由于客户端别名和多个 IP 地址而导致的冗余数据
分析程序根据目录库中存储的客户端名称来执行计算。由多个别名或多个 IP 地址备
份的客户端不会折叠为单个条目。 为便于问责，“明细”选项卡中分别列出了用于
备份的所有客户端别名和 IP 地址。 在某些辖区，收集系统 IP 地址可能要遵守与个
人数据一样的法规。
请确定多个客户端或策略行在何处通过不同接口引用备份的同一数据集。对除某个
客户端或策略行以外的所有行的已计数大小值进行调整。建议您保留最新的值。 在
相邻的“原因”单元格内对重复的客户端明细添加注释。 指示客户端的值已计在另
一主机名下并注明该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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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明细”选项卡的“准确性”列中标记的条件
报告的“明细”选项卡显示了每个客户端或策略组合的计算容量。报告会标记那些
有可能高估或少计容量的条件。“准确性”和“准确性注释”列中将标识这些条
件。

■

可能重叠 - 客户端出现在多个策略中
多个备份策略中的一个客户端有可能多次备份了相同数据。 请比较策略类型和
名称，以确定这种情况是否能确保详细说明各个策略的备份选择。

■

数据库估计 - 使用 UBAK 总和估计的数据库大小
NetBackup 数据库代理保护的数据库的大小无法准确确定。NetBackup 外部的
第三方组件（例如 RMAN）可控制数据库备份的组成。
第三方组件确定备份流的数量和每个备份流的内容。这些备份记录为用户启动
的备份映像或 UBAK。NetBackup 不会启动备份流，也不了解每个备份流与基
础数据库的关系。因此，目录库中的信息无法为总大小提供唯一、明确且不容
置疑的数字。
在这些情况下，分析程序会计算后续检查所依据的估计量。 分析程序使用映像
头信息来确定在检查日期范围内每天备份的数据的总 TB 数。 一天定义为从午
夜到午夜的 24 小时期限。 分析程序会统计在该期限内开始的所有完全备份和用
户启动的备份。 在检查范围内具有最大总量的受保护数据的一天假定为对数据
库执行了完全备份的一天。 返回的此数据是对客户端和策略的受保护活动数据
的近似大小的估计值。

■

无法发现 - 在分析范围内未发现完全备份
在分析范围内，目录库仅包含增量式备份。 该错误可能指示，完全备份超出了
报告的范围或者不存在。

■

压缩的映像
客户端的数据以压缩格式被发送到 NetBackup。实际大小无法准确确定。 对于
压缩的所有备份映像，分析程序会将最终备份映像大小乘以一个固定值（压缩
比）。 “摘要”选项卡中列出了压缩比的值。

■

大小不可用 - 仅存在快照
在分析范围内，目录库仅包含快照。 分析程序需要快照的备份映像，以便获取
客户端的受保护容量的准确数字。

■

检测到可能的多数据流备份
多数据流备份保护的客户端大小是所有数据流创建的全部备份映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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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多数据流备份映像的分组和摘要是否正确
当某客户端由多个数据流进行备份时，该客户端的大小等于所有数据流创建的所有
备份映像的总和。对策略、客户端和存储单元的作业限制必定会影响实用程序分组
数据流的功能。 例如，部分备份流可能与其他备份流不在同一天启动，而不是在几
分钟内相继启动。 由于实用程序仅相加来自同一 24 小时（午夜到午夜）内的数据
流的备份映像，因此这些数据流将在另外的天内进行计数。 在同一天内手动启动第
二次完全备份也会使结果出现偏差。 会将两个备份中的数据流视为一个组同时进行
计数。

使容量授权报告结果一致
查看生成的电子表格之后，您可以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

在不进行任何更改的情况下接受生成的信息，作为授权费的基础。

■

进行更改并注明更改的原因。

在对电子表格进行更改时，要评估何时不需要再进行其他更改。由于授权费是以每
TB 为基础评估的，因此就几 GB 信息费提出争议可能无益。 您可能希望按客户端
的备份大小对其进行排序，并首先专注于最大备份。按备份大小进行排序提供了两
个好处。 首先，您的工作重点最初会放在最大的客户端上。 其次，如果有客户端
仅备份少量 KB 的数据，则这些备份可能无法捕获正确的信息。 可能会有重要数据
未受到保护。

找到客户端的完全备份
在“明细”选项卡中，按“准确性”列对列表进行排序。对于显示“无法发现”的
所有行，手动查询 NetBackup 目录库，以确定是否可找到完全备份。完全备份可能
存在于分析程序检查的时间段以前的时间段。 使用特定选项重新运行实用程序，以
将收集和报告限制在特定客户端和进行完全备份的特定日期范围内。或者，手动检
查客户端系统，以确定将使用备份策略的选择和设置进行备份的数据大小。

查看压缩的映像信息
在“明细”选项卡中，按“准确性”列对列表进行排序。对于所有压缩的映像，查
看“已计数大小”列并确认显示信息正确。如果信息不准确，请更改“已计数大
小”列，并向“修改已计数大小时在此处输入原因”列添加注释，解释此更改。

清除客户端的冗余计数
在“明细”选项卡中，按“客户端名称”对列表进行排序，并搜索主机别名的使用
情况。查找明细表在同一策略下使用不同主机别名多次列出同一客户端的情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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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出现该情况，请将“已计数大小”列中备份日期较早的行清零。 向“修改已计数
大小时在此处输入原因”列添加注释，解释“已计数大小”值为零的原因。
对于某些 Oracle RAC 备份，在不同的别名下存在明细可反映不同数据集的备份。
如果将“已计数大小”清零，则会少计数受保护数据。
如果在多个策略中找到某客户端，请确认这些策略没有重叠的备份选择。如果备份
选择重叠，请在“明细”选项卡中找到冗余的备份策略。调整“已计数大小”的
值。将该大小减去冗余备份选择的值，并在相邻的“原因”单元格内添加注释。

确定多数据流备份的影响
在“明细”选项卡中，按“准确性”列对列表进行排序。找到列出“检测到可能的
多数据流备份”的所有备份，记下“策略名称”列中的策略名称。打开运行
nbdeployutil --report 命令时生成的日志文件。默认情况下，该日志文件位于已
收集报告所在的目录。
注意：如果 OpsCenter 生成了报告，则可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中找到该日志文件。
含有报告结果的电子邮件包含指向该日志文件位置的链接。 该日志文件名称的格式
为 nbdeployutil-report-timestamp-log。
在日志文件中，查找相关策略的策略名称并查看相应的 MAX 值。 显示的日志文件
中的摘录突出显示了所讨论的信息。
Analyzing backups for policy <policy_name>, client <client_name>
Analyzing schedule Full
MAX 2010-09-01

14.6 T
21.7
1.0
793.1
1.2
1.5

G
T
G
T
T

(multiple backups

)

(client_name_1283295642)
(client_name_1283295643)
(client_name_1283295644)
(client_name_1283295645)
(client_name_1283295647)

09:00:42
09:00:43
09:00:45
09:00:48
09:00:49

确认此信息对于该策略而言是正确的。如果信息不准确，请更新“已计数大小”
列，并向“修改已计数大小时在此处输入原因”列添加注释，解释此更改。

确认任何数据库备份的准确性
采用与使多数据流备份一致相同的方法来使数据库备份一致。在电子表格中找到策
略名称，并在 nbdeployutil-report-timestamp.log 文件中找到已分析信息。 所
选日期是否与备份完整数据库的日期相对应？ 如果信息不准确，请更改“已计数大
小”列，并向“修改已计数大小时在此处输入原因”列添加注释，解释此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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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快照映像的完全备份
检查备份策略属性，以确定是否曾从快照创建备份映像。 如果是，使用特定选项重
新运行分析程序，以将收集和报告限制在特定客户端及较长日期范围内，从而查找
快照的完全备份。 如果从未从快照创建备份映像，请手动检查快照或客户端系统，
以确定数据的大小。
注意：与此报告关联的日志文件将显示快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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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额外的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多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关于将多个介质服务器与一台主服务器配合使用

■

关于 Windows 上用于备份的直接 I/O

■

关于动态主机名和 IP 寻址

■

关于 UNIX 客户端上的繁忙文件处理

■

关于指定 NetBackup 安装的语言环境

■

关于 Shared Storage Option

■

关于 vm.conf 配置文件

关于多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在大型站点中，使用多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来优化备份负载。 根据需要将客户
端分布在各个服务器上。
图 2-1 显示了一种多服务器配置，其中两组网络（A1/A2 和 B1/B2）都具有足够多
的客户端，需要使用多个服务器。

额外的配置
关于将多个介质服务器与一台主服务器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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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工作站

网络 A1
海量
存储设备

NetBackup
主服务器 A

工作站

网络 A2

海量
存储设备

NetBackup
主服务器 B

网络 B1
工作站
路由器
工作站
网络 B2

在此环境中，两个 NetBackup 服务器的配置完全独立。 还可以创建这样一种配置：
一台服务器是主服务器，另一台服务器是介质服务器。

关于将多个介质服务器与一台主服务器配合使用
NetBackup 主服务器及其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 NetBackup 客户端统称为“防
护域”。在 NetBackup 服务器组内，客户端可以将备份定向到该组内的任何服务器
上的任何设备。
按如下所述设置 NetBackup 防护域：
■

一台主服务器，控制所有备份预定。

■

多个介质服务器，将备份映像写入磁盘或可移动介质。这些服务器可以使用外
围设备来提供额外的存储。

■

多个受保护的 NetBackup 客户端，将数据发送到介质服务器。

额外的配置
关于将多个介质服务器与一台主服务器配合使用

常见的备用策略是：在产生大量数据的客户端上安装额外的外围设备。主服务器将
来自客户端的数据定向到客户端的外围设备，从而减少了网络通信量，因为数据不
经过网络。另外，此策略还可以在主服务器与介质服务器之间分布备份负载。
关于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请记住下列重要因素：
■

一个组只能有一台主服务器。

■

一台 NetBackup 主服务器是其自身的介质服务器，而不能是另一台主服务器的
介质服务器。

图 2-2 显示了软件的安装位置以及 NetBackup 目录库的位置（默认情况）。
使用多个介质服务器的目录库位置

图 2-2

主服务器

管理
界面*

NetBackup 目录库
用户界面 (BAR)

用户界面 (BAR)

配置文件
映像数据库

NetBackup
客户端

关系数据库
中的信息
（关于设备、
卷）

存储
设备

管理
界面*

用户界面

存储
设备

用户界面 (BAR)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远程管理
控制台*
* 也可以从安装了远程管理控制台的
Windows 客户端
使用“备份、归档和还原”用户界面。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存储
设备

远程管理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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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每个服务器上的软件
将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安装到每个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这些 NetBackup 服务
器的存储单元包含了外围设备。NetBackup 安装程序允许您选择安装主服务器还是
介质服务器。

关于 NetBackup 目录库
NetBackup 目录库的默认位置是主服务器。该目录库包括介质和卷数据库
(emm_data.db)。卷数据库包含备份过程中使用的介质使用信息和卷信息。

关于 Windows 上用于备份的直接 I/O
默认情况下，磁盘存储单元的缓冲区大小是 256 KB。如果将缓冲区大小的值设置
为大于 256 KB，写入该存储单元的备份将自动使用直接 I/O。增加缓冲区大小可以
提高备份速度。
要增加缓冲区大小，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Windows 介质服务器必须拥有存储单元。

■

存储单元必须是 BasicDisk 或阵列磁盘存储单元。

■

无法多路复用要存储的备份。

■

不得存在禁用直接 I/O 的 touch 文件。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DISABLE_DIRECT_IO)

要增加缓冲区大小，请在拥有存储单元的介质服务器上创建以下其中一个 touch 文
件：
■

对于磁盘备份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db\config\
SIZE_DATA_BUFFERS_DISK

■

对于磁盘或磁带备份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db\config\
SIZE_DATA_BUFFERS

如果这两个 touch 文件都存在，SIZE_DATA_BUFFERS_DISK 将覆盖
SIZE_DATA_BUFFERS 中的值。 在这种情况下，Veritas 建议使用
SIZE_DATA_BUFFERS_DISK。
表 2-1 显示了 SIZE_DATA_BUFFERS_DISK 或 SIZE_DATA_BUFFERS 中可能包括的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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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SIZE_DATA_BUFFERS_DISK、SIZE_DATA_BUFFERS 的绝对
字节值

对于此大小（千字节）的数据缓冲区

输入此 touch 文件值

32

32768

64

65536

96

98304

128

131072

160

163840

192

196608

224

229376

256

262144

数据缓冲区大小以 32 的倍数继续增大。将缓冲区大小乘以 1024 便可得到 touch 文
件值。
直接 I/O 备份会触发以下消息： “正在启用直接 I/O。缓冲区大小: <buffer size>。”

在 Windows 上禁用直接 I/O
禁用直接 I/O
◆

在拥有存储单元的介质服务器上创建以下 touch 文件：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DISABLE_DIRECT_IO

关于动态主机名和 IP 寻址
在更改配置之前，请完整阅读本主题。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服务器假定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与该客户端计算机的
网络主机名相同。 此假定使得很难备份网络主机名可能会更改的任何客户端。 例
如，接入 LAN 并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的计算机。 或拨入 PPP 服务器的远
程计算机。 使用动态主机名和 IP 寻址可以定义不具有固定 IP 地址和主机名的
NetBackup 客户端。
如果使用动态寻址，请记住，NetBackup 服务器仍需要固定的 IP 地址和主机名。
配置为使用动态寻址和主机名的所有客户端必须相互信任，这与 NetBackup altnames
功能类似。
要支持对 NetBackup 使用动态 IP 寻址的配置，需要完成以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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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用于支持对 NetBackup 使用动态 IP 寻址的配置的进程

操作

进程详细信息/要求

将网络配置为使用动态 IP 寻址协议（如 DHCP）。 NetBackup 要求客户端的 IP 地址具有网络主机名。
（在 Windows 上）确保在网络上为 hosts 文件和/或 DNS 中的
动态 IP 地址范围定义网络主机名。
（在 UNIX 上）确保在网络上为 hosts 文件、NIS 和/或 DNS 中
的动态 IP 地址范围定义网络主机名。
为具有动态 IP 地址和网络主机名的计算机确定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

在其他步骤中会用到这些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 每个
NetBackup 客户端都必须具有唯一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
分配给客户端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是永久性的。

按照说明在主服务器上进行更改。

■

使用包括新名称的客户端列表创建 NetBackup 策略。

■

在 NetBackup 客户端数据库中为新客户端名称创建条目。 使
用 bpclient 命令创建条目。

按照说明在每个动态 NetBackup Windows 客户端
上进行更改。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单击“NetBackup
管理”。 在“文件”菜单上，单击“备份、存档和还原”。 在
“文件”菜单上，单击“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 在
“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常规”选项卡。
在“客户端名称”文本框中为计算机输入正确的 NetBackup 客户
端名称。

在主服务器上，按照说明启用“声明 DHCP 间隔”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选项。
管理”>“主机属性”>“客户端”。 在右窗格中双击 Windows
客户端，以打开“客户端属性”窗口。 在“客户端属性”窗口的
左窗格中，展开“Windows 客户端”>“网络”。在右窗格中，
选中“声明 DHCP 间隔”复选框。
按照说明在每个动态 NetBackup UNIX 客户端上进 ■
行更改。
■

■

修改 bp.conf 文件，使它包含一个具有计算机的正确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的 CLIENT_NAME 条目。
将系统配置为在启动期间将计算机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
和当前网络主机名通知给主服务器。 bpdynamicclient 命
令用于通知主服务器。
将系统配置为定期将计算机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和当前
网络主机名通知给主服务器。

关于设置动态 IP 地址和主机名
将网络配置为使用动态 IP 寻址协议。 诸如 DHCP 的协议具有一个服务器和若干客
户端。 例如，当 DHCP 客户端启动时，它向 DHCP 服务器请求 IP 地址。 然后，
服务器从预定义的地址范围中将一个 IP 地址分配给该客户端。

36

额外的配置
关于动态主机名和 IP 寻址

NetBackup 要求 NetBackup 客户端的 IP 地址具有相应的网络主机名。 确保可以分
配给 NetBackup 客户端的每个 IP 地址都具有网络主机名。 该主机名应在网络上的
host 文件、NIS 和 DNS 中定义。
例如，提供 10 个动态 IP 地址和主机名。
动态 IP 地址和主机名可能如下所示：
123.123.123.70 dynamic00
123.123.123.71 dynamic01
123.123.123.72 dynamic02
123.123.123.73 dynamic03
.
.
.
123.123.123.79 dynamic09

为可能使用这些动态 IP 地址之一的每个 NetBackup 客户端分配唯一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 分配给客户端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是永久性的，不要更改它。
分配给使用动态 IP 寻址的 NetBackup 客户端的客户端名称不能与网络上的任何网
络主机名相同。 如果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更改或者不是唯一的，则备份和还原
的结果将是不可预知的。
例如，20 台计算机共享先前定义的 IP 地址。
要使这些计算机成为 NetBackup 客户端，请为它们分配下列 NetBackup 客户端名
称：
nbclient01
nbclient02
nbclient03
nbclient04
.
.
.
nbclient20

配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配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

37

额外的配置
关于动态主机名和 IP 寻址

配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

1

在主服务器上，创建 NetBackup 备份策略。 对于客户端名称列表，使用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如 nbclient01），而不要用动态网络主机名（如
dynamic01）。

2

在主服务器上创建客户端数据库。
客户端数据库由以下目录中的目录和文件组成：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db\client

在 UNIX 上：
/usr/openv/netbackup/db/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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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以使用 bpclient 命令创建、更新、列出和删除客户端条目。
bpclient 命令位于以下目录：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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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40 页的“控制客户端条目的 bpclient 命令”。
在该示例中，请输入以下命令来创建 20 个客户端：
在 Windows 上：
cd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

在 UNIX 上：
cd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bpclient -add -client nbclient01 -dynamic_address
bpclient -add -client nbclient02 -dynamic_address
bpclient -add -client nbclient03 -dynamic_address
bpclient -add -client nbclient04 -dynamic_address
.
.
.
bpclient -add -client nbclient20 -dynamic_address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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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查看客户端数据库中的当前内容，请按如下所示运行 bpclient：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client -L -All

在 UNI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client -L -All

输出类似于下面的内容：
Client Name: nbclient01
Current Host:
Hostname: *NULL*
IP Address: 0.0.0.0
Connect on non-reserved port: no
Dynamic Address: yes
Client Name: nbclient02
Current Host:
Hostname: *NULL*
IP Address: 0.0.0.0
Connect on non-reserved port: no
Dynamic Address: yes
.
.
.
Client Name: nbclient20
Current Host:
Hostname: *NULL*
IP Address: 0.0.0.0
Connect on non-reserved port: no
Dynamic Address: yes

NetBackup 客户端将自己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和网络主机名通知给
NetBackup 服务器。 “当前主机”、“主机名”和“IP 地址”字段中随即会
显示该 NetBackup 客户端的值。

控制客户端条目的 bpclient 命令
bpclient 命令可创建、更新、列出和删除客户端条目。 下表显示了控制客户端条

目的 bpclient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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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客户端条目的 bpclient 命令

表 2-3
操作

命令

创建动态客户端条目

在 Windows 上：
bpclient.exe -add -client client_name -dynamic_address 1
在 UNIX 上：
bpclient -add -client client_name -dynamic_address 1
其中，client_name 是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 -dynamic_address 1 参数表示
该客户端使用动态 IP 寻址。 可以使用 -dynamic_address 0 创建静态 IP 寻址条
目。 但是这样做没有必要，并且会对性能造成负面影响。

删除客户端条目

在 Windows 上：
bpclient.exe -delete -client client_name
在 UNIX 上：
bpclient -delete -client client_name

列出客户端条目

在 Windows 上：
bpclient.exe -L -client client_name
在 UNIX 上：
bpclient -L -client client_name

列出所有客户端条目

在 Windows 上：
bpclient.exe -L -All
在 UNIX 上：
bpclient -L -All

配置动态 NetBackup 客户端
配置动态 Windows 客户端
使用以下过程可配置动态 Windows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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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动态 Windows 客户端

1

如果尚未安装 NetBackup，请在 Windows 客户端上安装它。

2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单击“NetBackup 管理”。在菜
单栏上，展开“文件”>“备份、存档和还原”。

3

在“备份、存档和还原”对话框的菜单栏上，展开“文件”>“NetBackup 客
户端属性”。

4

在“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常规”选项卡。更改“客户端
名称”以指定 Windows 客户端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单击“确定”。

5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设置“声明 DHCP 间隔”。该值指定在客
户端声明它将使用其他 IP 地址之前等待的分钟数。
要设置“声明 DHCP 间隔”，请返回到“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在左窗
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客户端”。在右窗格中双
击 Windows 客户端，以打开“客户端属性”窗口。 在“客户端属性”窗口的
左窗格中，展开“Windows 客户端”>“网络”。在右窗格中，选中“声明
DHCP 间隔”复选框。
有关“声明 DHCP 间隔”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如果使用默认值 0，则不通知服务器。对于 DHCP 客户端，可以使用的理想值
是租约期的一半。

6

在客户端上，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以使更改生效。

配置动态 UNIX NetBackup 客户端
使用以下过程可配置动态 UNIX NetBackup 客户端。
配置动态 UNIX NetBackup 客户端

1

如果尚未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请安装它。

2

编辑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 使用 CLIENT_NAME 条目指定计
算机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如下所示：
CLIENT_NAME = nbclient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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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系统第一次启动时，运行一次 bpdynamicclient 命令。 bpdynamicclient
将通知 NetBackup 服务器该计算机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和当前网络主机
名。 bpdynamicclient 命令位于下面的目录中：
/usr/openv/netbackup/bin
bpdynamicclient 命令的格式如下：
bpdynamicclient -last_successful_hostname file_name

当 bpdynamicclient 启动时，将检查 file_name 是否存在。 如果 file_name
存在，则 bpdynamicclient 将确定该文件中写入的主机名是否与当前网络主
机名相同。 如果主机名匹配，则 bpdynamicclient 将退出且不连接到主服务
器。 如果主机名不匹配，则 bpdynamicclient 将连接到主服务器并将它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和主机名通知给该服务器。 如果 bpdynamicclient 成
功地通知了服务器，则 bpdynamicclient 会将当前网络主机名写入 file_name。
如果 bpdynamicclient 无法通知服务器，则 bpdynamicclient 将删除
file_name。
大多数 UNIX 系统都提供了定义启动脚本的功能。
例如，在 Solaris 系统上的 /etc/rc2.d 目录中创建以下脚本：
# cat > /etc/rc2.d/S99nbdynamicclient <<EOF
#! /bin/sh
rm /usr/openv/netbackup/last_successful_hostname
/usr/openv/netbackup/bin/bpdynamicclient
-last_successful_hostname \
/usr/openv/netbackup/last_successful_hostname
EOF
# chmod 544 /etc/rc2.d/S99nbdynamicclient

确保在计算机获得其 IP 地址后调用动态客户端启动脚本。

4

此外，还必须创建一个根 crontab 条目以定期调用 bpdynamicclient 命令。
例如，以下条目（一行）在每个整点的 7 分钟后调用 bpdynamicclient：
7 * * * * /usr/openv/netbackup/bin/bpdynamicclient
-last_successful_hostname
/usr/openv/netbackup/last_successful_hostname

如果您使用的是 DHCP，则两次 bpdynamicclient 调用之间可接受的间隔是
租约期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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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UNIX 客户端上的繁忙文件处理
繁忙文件处理仅适用于 UNIX 客户端。
有关 VSP (Volume Snapshot Provider) 的信息适用于 Windows 客户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繁忙文件是指在用户备份或预定备份期间检测到发生更改的文件。通常，如果一个
进程写入文件，而 NetBackup 同时尝试备份该文件，就会发生检测。
以下情况会导致对繁忙文件进行检测：
■

读取文件时出错

■

文件修改时间发生更改

■

文件索引节点时间发生更改

■

文件大小发生更改

备份完成时的状态通常为 1，表示备份只是部分成功。繁忙文件处理使用户可以在
检测到繁忙文件时控制 NetBackup 的操作。
可以在 UNIX 客户端的“繁忙文件设置”主机属性中配置繁忙文件处理。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也可以通过将 BUSY_FILE_PROCESSING 选项添加到客户端的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中来启用繁忙文件处理。然后添加其他繁忙
文件选项来控制繁忙文件的处理。这些选项可同时存在于客户端的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和用户的 $HOME/bp.conf 中。如果选项同
时存在于这两个位置，则用户的 bp.conf 文件优先。
NetBackup 在处理繁忙文件时会创建若干文件和目录。 最初，在
/usr/openv/netbackup 下创建一个名为 busy_files 的工作目录。然后 NetBackup
在 busy_files 下创建 /actions 目录，并将 action 文件放在该目录中。 action
文件包含 NetBackup 用来控制繁忙文件处理的信息。
默认情况下，操作文件的内容源自 bp.conf 中的 BUSY_FILE_ACTION 选项。用户也
可以创建操作文件以控制特定的备份策略和日程表。NetBackup 在 busy_files 下
创建一个日志目录来存储繁忙文件的状态和诊断信息。

在 UNIX 上配置繁忙文件处理
使用以下过程可使用 bp.conf 文件配置繁忙文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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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繁忙文件处理

1

修改 bp.conf 文件选项。
请参见第 45 页的“在 UNIX 上修改 bp.conf 以配置繁忙文件处理”。

2

将位于主服务器的以下路径的 bpend_notify_busy 脚本：
/usr/openv/netbackup/bin/goodies/bpend_notify_busy

复制到客户端上的以下路径：
/usr/openv/netbackup/bin/bpend_notify

确保将文件访问权限设置为允许组和其他人执行 bpend_notify。
（在“繁忙文件设置”主机属性中配置繁忙文件处理时也需要执行此步骤。）

3

为繁忙文件备份配置具有用户备份日程表的策略。
此策略服务于 actions 文件中的 repeat 选项生成的备份请求。 策略名称非常
重要。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按字母顺序（大写字符优先）搜索具有用户备
份日程表和尚未结束的备份时段的第一个可用策略。 例如，策略名
AAA_busy_files 先于 B_policy 被选择。
（在“繁忙文件设置”主机属性中配置繁忙文件处理时也需要执行此步骤。）

在 UNIX 上修改 bp.conf 以配置繁忙文件处理
使用以下过程可修改 bp.conf 文件以配置繁忙文件处理。
修改 bp.conf 文件以配置繁忙文件处理

1

使用 UNIX 客户端的“繁忙文件设置”主机属性配置繁忙文件处理。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2

也可以使用客户端上 bp.conf 文件中的条目来配置繁忙文件处理。用户还可以
在主目录中配置 bp.conf 文件。用户的 bp.conf 文件中指定的繁忙文件选项
仅适用于用户控制的备份。如果用户的主目录中不存在 bp.conf 文件，则
NetBackup 将对用户备份忽略繁忙文件处理。
要使用的 bp.conf 文件条目如下所示：
■

BUSY_FILE_PROCESSING

■

BUSY_FILE_DIRECTORY

■

BUSY_FILE_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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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上的 bp.conf 文件条目
下表介绍了用于配置繁忙文件处理的 bp.conf 文件条目。
表 2-4

bp.conf 文件条目

条目

描述

BUSY_FILE_PROCESSING

启用 NetBackup 繁忙文件处理功能。 默认情况下，此条目不存在于客户端
的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中。

BUSY_FILE_DIRECTORY

指定繁忙文件工作目录的备用路径。 该条目不是必需的。 默认情况下，此
条目不存在于客户端的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或
$HOME/bp.conf 文件中。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会在
/usr/openv/netbackup 或用户的主目录下创建 busy_files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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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

描述

BUSY_FILE_ACTION

指示 NetBackup 对繁忙文件执行的操作。 默认情况下，此条目不存在于客
户端的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或 $HOME/bp.conf 文件中。
多个条目可以如下形式存在：
BUSY_FILE_ACTION =
filename_template action_template
位置
■

filename_template 是繁忙文件的绝对路径名和文件名。 Shell 语言元字
符 *、?、[]、[ - ] 可用于文件名或文件名各部分的模式匹配。

■

action_template 为下列值之一：
MAIL | mail
指示 NetBackup 向 BUSY_F8ILE_NOTIFY_USER 选项所指定的用户发
送繁忙文件通知消息电子邮件。
REPEAT | repeat [repeat_count]
指示 NetBackup 重试对指定繁忙文件的备份。 可以指定重复次数以控制
尝试备份的次数。 默认的重复次数为 1。
IGNORE | ignore
指示 NetBackup 从繁忙文件处理中排除繁忙文件。 该文件将备份，并且
在“所有日志条目”报告中会显示一个日志条目，指出该文件曾经很繁
忙。
BUSY_FILE_NOTIFY_USER
当 BUSY_FILE_ACTION 设置为 MAIL 或 mail 时，指定繁忙文件通知
邮件的收件人。 默认情况下，BUSY_FILE_NOTIFY_USER 不存在于客
户端上的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或 $HOME/bp.conf 文
件中。 默认情况下，邮件接收者是 root。
请参见第 48 页的表 2-5。

下表显示了 BUSY_FILE_ACTION 条目如何工作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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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BUSY_FILE_ACTION 条目如何工作的示例

示例

描述

BUSY_FILE_PROCESSING
BUSY_FILE_DIRECTORY =
/tmp
BUSY_FILE_NOTIFY_USER =
kwc
BUSY_FILE_ACTION =
/usr/* mail
BUSY_FILE_ACTION =
/usr/local ignore

本示例使 NetBackup 在遇到繁忙文件时执行以下操作：

BUSY_FILE_PROCESSING
BUSY_FILE_ACTION =
/usr/* repeat 2
BUSY_FILE_ACTION =
/usr/openv mail
BUSY_FILE_ACTION =
/usr/local ignore

本示例使 NetBackup 在遇到繁忙文件时执行以下操作：

■

在 /tmp 中创建繁忙文件工作目录

■

向用户 kwc 发送电子邮件通知消息，告知其在 /usr 下找
到的所有繁忙文件，但不包括 /usr/local 中的繁忙文
件。

■

向 root 用户发送 /usr/openv 中的繁忙文件通知消息。

■

对它在 /usr 下找到的所有繁忙文件（/usr/openv 和
/usr/local 中的文件除外）最多重复备份两次。

■

从所有操作中排除 /usr/local 中的繁忙文件。

在 UNIX 上 NetBackup 如何创建和使用操作文件
当备份操作开始时，NetBackup 在目录 busy_files/actions 中创建一个名为
actions 的默认操作文件。 文件 actions 的内容源自文件 bp.conf 中的
BUSY_FILE_ACTION 选项。
通常，NetBackup 对所有将来的繁忙文件处理引用默认操作文件。 要覆盖默认操作
文件，请创建一个操作文件以控制特定的备份策略和日程表。 以下条目说明了策略
和日程表操作文件的命名约定：
actions.policy_name.schedule_name
actions.policy_name

其中，policy_name 和 schedule_name 对应于预定义的备份策略和日程表。
NetBackup 执行下列步骤来搜索操作文件。
表 2-6
步骤

NetBackup 搜索操作文件时的步骤
示例

查找名称中有特定的策略和 actions.policy_name.schedule_name
日程表的文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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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示例

如果没有找到特定策略和日 actionpolicy_names
程表的文件，则
NetBackup 将搜索不是很
具体的名称，例如：
如果不存在这种名称，则
NetBackup 将引用默认操
作文件。

# comment_line
filename_template action_template

用户创建的操作文件的内容 示例 1：
与默认操作文件相似。 可
文件 bp.conf 可能包含以下内容：
包括注释行。 规范与
BUSY_FILE_ACTION 选项
BUSY_FILE_ACTION =
相同：
/usr/openv mail
BUSY_FILE_ACTION = /usr/* repeat 2
BUSY_FILE_ACTION = /usr/local ignore
如果确实包含上述内容，则默认操作文件（名为 actions）将
包含以下行：
/usr/openv mail
/usr/* repeat 2
/usr/local ignore
示例 2：
下面是备份策略 production_servers 的操作文件名称（带一个
日程表名称 full）：
actions.production_servers.full
actions 文件可以包含以下行：
/bin/* repeat
如果确实包含上述内容，则 NetBackup 将重复备份目录 /bin
中的繁忙文件。

关于 UNIX 上的日志目录
在繁忙文件处理期间，NetBackup 会在 busy_files/logs 目录下创建许多文件。
这些文件包含状态和诊断信息。 NetBackup 从备份的策略名称、日程表名称和进程
ID (PID) 中派生这些文件的名称。
NetBackup 创建下列日志：
■

繁忙文件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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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在繁忙文件日志中记录所有繁忙文件的名称。 繁忙文件日志的名称
具有以下形式：
policy_name.schedule_name.PID
■

诊断日志文件
NetBackup 生成一个包含诊断信息的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的名称具有以下形式：
log.policy_name.schedule_name.PID

■

重试日志文件
NetBackup 还生成一个重试文件，该文件包含在指定 repeat 选项时记录的诊断
信息。 重试文件的名称具有以下形式：
policy_name.schedule_name.PID.retry.retry_count

其中，retry_count 从 0 开始，每重复一次备份就增加 1。 当 retry_count 比
repeat 选项指定的数字小 1 时，处理将停止。
示例：
为了服务于繁忙文件备份请求，管理员定义了一个名为 AAA_busy_files 的策略，
该策略包含一个名为 user 的用户备份日程表。 一个预定备份通过名为
production_servers 的策略、名为 full 的日程表和 PID 1442 启动。
如果检测到繁忙文件，则 NetBackup 在 /usr/openv/netbackup/busy_files/logs
目录中生成以下文件：
production_servers.full.1442
log.production_servers.full.1442

如果 actions 文件将重复计数设置为 2，则 NetBackup 将生成下列文件：
production_servers.full.1442.retry.0
AAA_busy_files.user.10639
log.AAA_busy_files.user.10639

如果尝试了重复备份，则 NetBackup 将生成以下文件：
production_servers.full.1442.retry.1
AAA_busy_files.user.15639
log.AAA_busy_files.user.15639

有关在 UNIX 上修改 bpend_notify_busy 的建议更改
管理员可以通过更改 bpend_notify_busy 脚本来修改繁忙文件处理。
建议仅进行以下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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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变量 RETRY_POLICY 和 RETRY_SCHED 从 NONE 更改为繁忙文件备份策略名称
和日程表名称。

■

在繁忙文件处理之后删除 logs 目录中的文件（这些日志不会自动删除）：
■

在函数 busy_files() 的末尾，添加以下命令：
/bin/rm -f $LOG_FILE

■

在主函数中对函数 busy_files() 的调用之后，添加以下命令：
/bin/rm -f $BUSYFILELOG
/bin/rm -f $RETRY_FILE

关于指定 NetBackup 安装的语言环境
NetBackup 应用程序可以显示多种国际日期和时间格式，具体由安装语言环境决
定。为了帮助确保应用程序之间的一致性，NetBackup 使用单一的可配置源来定义
语言环境约定。
install_path\VERITAS\msg\LC.CONF 文件 (Windows) 和 /usr/openv/msg/.conf

文件 (UNIX) 包含有关所支持的语言环境的信息。这些文件为所支持的每种语言环
境定义日期和时间格式。关于如何添加或修改所支持的语言环境和格式的列表，.conf
文件和 LC.CONF 文件中有非常具体的说明。
.conf 文件和 LC.CONF 文件分为两部分：TL 行和 TM 行：
■

TL 行
TL 行的第三个字段定义 NetBackup 应用程序支持的区分大小写的语言环境。第
四个和第五个字段定义所支持的语言环境的日期和时间字段以及关联的分隔符。
修改现有的格式以更改默认输出。
例如，C 语言环境的 TL 行为：
TL 1 C :hh:mn:ss/mm/dd/yyyy

月、日、年顺序的一种替换规范为：
TL 1 C :hh:mn:ss -yyyy-mm-dd

或：
TL 1 C :hh:mn:ss/dd/mm/yy

要添加更多的 TL 行，请参见 .conf 文件中的注释。
如果 .conf 文件不可访问，则默认语言环境（TL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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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1 C :hh:mn:ss /mm/dd/yyyy
TL 2 ov :hh:mn:ss/mm/dd/yyyy

请注意 C 和 ov 的意思相同。
■

TM 行
按 TL 行的定义，TM 行定义从无法识别的语言环境到 NetBackup 支持的语言环
境的映射。
TM 行的第三个字段定义了无法识别的语言环境。第五个字段定义了在 TL 行中标
识出的受支持的等效语言环境。
例如，使用以下 TM 行可将无法识别的语言环境 French 映射到受支持的语言环
境 fr，该 TM 行为：
TM 6 french 2 fr

将 French 映射到 C
TM 6 french 1 C

要添加更多的 TM 行，请参见 .conf 文件中的具体说明。
如果 .conf 文件不可访问，说明不存在默认的 TM 行，因为默认语言环境为 C
(ov)。

关于 Shared Storage Option
Shared Storage Option 允许多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共享各个磁带驱动器（独
立驱动器或磁带库中的驱动器）。NetBackup 根据备份和还原操作的要求，自动分
配或取消分配驱动器。
Shared Storage Option 是单独授权许可并单独购买的 NetBackup 软件选件，用于
实现磁带驱动器共享。许可证是 Shared Storage Option 密钥。
仅当有多台主机共享驱动器时才需要 Shared Storage Option。例如，多台 NDMP
主机可能共享一个或多个驱动器。
Shared Storage Option 需要适当的硬件连接，例如光纤通道集线器或交换机、SCSI
多路复用器或者连接 SCSI 与光纤的网桥。
可以在以下环境中使用 Shared Storage Option：
■

光纤通道 SAN

■

不使用光纤通道的环境，如 SCSI 交换机或多启动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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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hared Storage Option 组件
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器 (EMM) 服务用于管理介质信息。企业介质管理器同时
还是共享驱动器的设备分配器 (DA)。
图 2-3 显示了一个共享驱动器配置示例。
Shared Storage Option 示例

图 2-3

主服务器
设备分配主机

主机 A
扫描主机

主机 B
机械手控制主机

(avrd)
(ltid)
(vmd)

(avrd)
(ltid)
(vmd)

(nbemm/DA)

HBA

HBA
SAN
数据路径

数据路径

机械手控制
硬件控制路径
DRV1

DRV2

机械手 TLD (0)

以下各项介绍了图 2-3 中 Shared Storage Option 示例的 NetBackup 组件。
■

主服务器托管企业介质管理器 (EMM) 服务。 它是设备分配主机。
请参见关于设备分配主机。

■

主机 A：

■

■

是运行自动卷识别 (avrd) 进程、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服务 (ltid) 和
NetBackup 卷管理器 (vmd) 服务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

通过 SAN 硬件连接到驱动器 DRV1 和 DRV2。

■

是环境中具有非零扫描能力系数的第一台联机主机。因此，它是其驱动器的
初始扫描主机。
请参见关于扫描主机。

主机 B：
■

是运行自动卷识别 (avrd) 进程、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服务 (ltid) 和
NetBackup 卷管理器 (vmd) 服务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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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SAN 硬件连接到驱动器 DRV1 和 DRV2。

■

控制机械手。除了 ACS 或 TLM 机械手类型以外，对于每个机械手，仅存在
一台机械手控制主机。

有关 Shared Storage Option 组件的进程流图，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
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关于设备分配主机
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器 (EMM) 服务会为 Shared Storage Option 作业和任务分
配设备。 EMM 服务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运行。 分配设备的主机也称为设备
分配主机。

关于 SSO 和 NetBackup EMM 服务
为了协调磁带驱动器在整个网络范围内的分配，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器 (EMM)
服务会管理共享驱动器环境中的所有共享磁带请求。EMM 会响应来自单一 NetBackup
主服务器对其对应介质服务器以及单一 NetBackup 域内 NetBackup SAN 介质服务
器的请求。
EMM 维护共享驱动器和主机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可共享驱动器的联机主机的列表，
以及哪台主机当前预留了该驱动器。介质管理器设备服务 (ltid) 请求共享驱动器信
息更改。

关于扫描主机
扫描主机是 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的组件。
每个共享驱动器都有一台标识为扫描主机的主机。 扫描主机是自动卷识别进程 (avrd)
从中扫描未分配驱动器的主机 （机械手后台驻留程序扫描已分配的驱动器）。 扫
描主机必须拥有对该驱动器的数据路径访问权限。
EMM 数据库中包含共享驱动器信息；此信息包括扫描主机。 介质服务器从 EMM
服务接收驱动器状态信息。
如何确定扫描主机

由 EMM 确定扫描主机；各个共享驱动器的扫描主机可能会
不同。环境中具有非零扫描能力系数的第一台联机主机是其
驱动器的初始扫描主机。
要配置介质服务器的扫描能力系数，请使用 nbemmcmd 命
令。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命
令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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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主机可以更改

为共享驱动器分配扫描主机，直到发生中断。
例如，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之一，EMM 将选择一个新的扫描主
机：
■

套接字连接、主机、驱动器、驱动器路径或网络发生故
障。

■

将驱动器以逻辑方式置于“关闭”模式。

当正在进行装入时，扫描主机会暂时更改为请求磁带装入的
主机。扫描主机发生更改，因此每次只有一台主机具有对驱
动器路径的访问权限。
扫描主机的驱动器路径

共享磁带驱动器轮询

如果一个驱动器有多个在所选扫描主机上配置的路径，EMM
将按如下方式选择一个扫描路径：
■

在其数据库中找到的第一个处于“启动”状态的本地设备
路径。

■

在其数据库中找到的第一个处于“启动”状态的 NDMP
挂接的驱动器路径。

对于共享磁带驱动器，只有扫描主机会轮询驱动器，直到从
NetBackup 收到装入请求为止。在装入请求过程中，
NetBackup 使用请求装入的主机来轮询共享驱动器。
该设计使 NetBackup 可支持动态循环切换或 SAN 区域。每
个磁带驱动器仅需要从单个主机进行检测。每个磁带驱动器
可能有自己的扫描主机，该扫描主机可动态切换以处理错误
并继续其可用性。中央设备仲裁组件可为共享驱动器管理扫
描主机的分配。仲裁组件还提供网络驱动器保留系统，以使
多个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可共享一个驱动器。
轮询共享磁带驱动器允许动态循环切换，并减少设备访问次
数，从而减少 CPU 时间。但是，它只有在发生 I/O 时才能检
测到连接中断（例如，光纤通道架构的中断）。

关于 SAN 介质服务器
SAN 介质服务器是指备份其自身数据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SAN 介质服务器
无法备份位于其他客户端上的数据。
SAN 介质服务器对于某些情况非常有用。例如，当数据卷消耗大量网络带宽并对网
络产生负面影响时，SAN 介质服务器会非常有用。
为 SAN 介质服务器定义备份策略时，请仅添加 SAN 介质服务器作为客户端。
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可以使用 NetBackup SAN 介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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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留和释放共享设备
Shared Storage Option 不会在 SAN 设备中加载固件，也不与集线器或交换机 API
通信。如果使用 NetBackup shared_drive_notify 脚本，则 Shared Storage Option
可以与集线器或交换机 API 通信。
保留或释放共享驱动器后，NetBackup 将运行 shared_drive_notify 脚本。
该脚本需要以下参数：
■

共享驱动器的名称。

■

当前扫描主机的名称。

■

下列运行状态之一：
RESERVED

释放驱动器之前，执行脚本的主机需要对驱动器进行 SCSI 访问。

ASSIGNED

仅供参考。 这不会更改保留了驱动器的主机需要进行 SCSI 访问这
一事实。

RELEASED

只有扫描主机需要对驱动器进行 SCSI 访问。

SCANHOST

执行此脚本的主机已成为扫描主机。在驱动器处于 RESERVED 状
态时，主机不应成为扫描主机。
扫描主机会有所更改，具体取决于是 RESERVED 运行状态还是
RELEASED 运行状态。

shared_drive_notify 脚本位于以下目录中：
■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VERITAS\Volmgr\bin\

■

在 UNIX/Linux 上：/usr/openv/volmgr/bin/shared_drive_notify

注意：脚本必须可由 root 用户执行。
成功完成后，脚本退出，状态码为 0。

如何不使用 Shared Storage Option 共享磁带库
可以通过下列方法之一在多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之间共享磁带库。
■

共享库支持
NetBackup 允许在不同的介质服务器上配置同一磁带库中的不同驱动器。此功
能称为共享库支持。支持共享库的机械手类型有 ACS、TL8、TLD、TLH、TLM。

■

已分区的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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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机械手供应商也允许您对库进行分区。磁带库的一个分区视图包括一组驱
动器，另一个视图包含库中另一个不同的驱动器组。通过分区，使得位于不同
控制主机上的两个机械手控制后台驻留程序可以管理磁带库 —可以将每个机械
手控制后台驻留程序用于一个不同的 NetBackup 主机和介质服务器环境。
这些功能与 Shared Storage Option 无关，不应与 Shared Storage Option 混淆。

Shared Storage Option 的术语和概念
表 2-7 介绍了有助于理解 Shared Storage Option 的术语和概念。
表 2-7

Shared Storage Option 的术语和概念

术语

定义

Backup Exec Shared
Storage Option

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不同于 Veritas Backup Exec
Shared Storage Option。Backup Exec SSO 不包括对 UNIX 服务
器的支持，并且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驱动器仲裁。

SAN 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SAN 介质服务器将自身数据备份到共享驱动器， 而无
法备份其他 NetBackup 主机或客户端上的数据。Veritas 对
NetBackup SAN 介质服务器授予许可。

共享驱动器

安装 Shared Storage Option 后，在主机之间共享的磁带驱动器称
作共享驱动器。对于挂接到 NDMP 主机的驱动器，将每台 NDMP
挂接主机都视为附加主机。

关于 Shared Storage Option 许可证
Shared Storage Option 是一种单独从基本 NetBackup 进行授权的功能。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许可证基于要共享的物理磁带驱动器的数量。该许可证可激
活 NetBackup，以共享已授权的特定数量的物理驱动器。

关于 Shared Storage Option 先决条件
要配置硬件以使用 Shared Storage Option，必须确保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

配置 SAN 环境。

■

挂接机械手和驱动器。

■

确保所有服务器可识别共享设备。设备的识别可能取决于操作系统的配置，如
下所示：
在 UNIX 或 Linux 服务器上，您可能需要修改配置文件，如 Solaris 系统上的 sg
驱动程序。
在 Windows 服务器上，Windows 可自动识别设备。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您可
能需要安装设备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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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任务中，有些任务可能是可选的，具体取决于您的硬件：
■

确定每个驱动器在机械手中的物理位置。位置通常显示在驱动器的连接器上或
供应商的文档中。
如果 NetBackup 设备发现可准确确定驱动器在机械手中的位置，则不需要执行
此任务。

■

连接所有驱动器和所有机械手。

■

安装 SAN 连接硬件（例如，网桥、交换机或集线器）。

■

如果配置中使用光纤，且您使用的是 SCSI 到光纤的网桥，请确定磁带设备的
SCSI 到光纤通道的映射。
硬连线的 SCSI ID 将转换为主机可读取的光纤通道逻辑单元号 (LUN)。要确保
正确分配驱动器，您应该知道哪个 LUN 映射到哪个物理 SCSI ID。如果可能，
请使用持久 LUN 映射。
熟悉硬件和各种供应商配置工具可帮助您完成此任务。请参见网桥供应商提供
的文档。

■

记录物理配置。
设置 Shared Storage Option 配置时，请记录硬件信息。记录连接每个驱动器的
适配器、SCSI 地址、全球名称 (WWN) 和光纤通道 LUN。同时，请记录固件和
驱动程序的版本级别。

■

安装并配置适当的驱动程序。请参见供应商文档，了解相关说明。

■

在 UNIX 和 Linux 服务器上，创建所需的所有设备文件。根据操作系统，启动重
新配置系统 (boot -r) 时可能会自动创建这些文件。
为每个驱动器创建设备文件；在设备文件名称中使用驱动器和适配器的光纤通
道 LUN。将设备文件的名称添加到您的注释中，以完成设备文件与物理驱动器
位置之间的关联。
使用《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和操作系统提供的手册页。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

在 UNIX 和 Linux 服务器上，通过修改相应的系统配置文件来自定义操作系统。
该任务要求了解使用 Shared Storage Option 环境的系统文件以及这些文件的格
式。例如，在 Sun Solaris 系统中，您可能需要修改 sg、st 和 HBA 驱动程序文
件。
修改 HBA 驱动程序文件，以将光纤通道设备 (WWN) 绑定到特定的目标 ID。有
关过程，请参见操作系统文档。

■

有关如何在 Windows 服务器上配置 HBA 的说明，请参见供应商提供的 HBA 文
档。

■

使用任何可用的硬件配置界面进行配置，并确保此配置符合您的预期。例如，
在 Windows 服务器上，您可以使用 Hyperterminal 界面配置 SCSI 到光纤的网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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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和验证硬件时，请遵循以下顺序：

■

■

机械手和共享驱动器

■

网桥

■

集线器或交换机

■

主机

如果出现错误，且您怀疑是操作系统问题，请按照操作系统文档中的说明参考
操作系统日志。

关于硬件配置准则
下面是硬件配置准则：
■

如果您使用来自多个供应商的 SAN 硬件，可能会出现问题。请始终使用一个
SAN 配置，并使用硬件供应商支持的固件级别。

■

请参考 SAN 设备、HBA 及操作系统的文档，以确定如何配置操作系统磁带驱动
程序和直通驱动程序来检测 SAN 设备。

■

检查集线器计时器设置。

■

使用硬仲裁环路物理地址而非软地址。请向硬件供应商咨询，以核实其产品的
建议使用方法。

■

检查所有光纤通道硬件（例如，网桥）的固件级别。使用已知可与其他 SAN 硬
件设备一起运行的最新固件级别。

■

尝试在主机操作系统上使用命令和实用程序再现 SAN 问题。

■

测试备份和还原功能。可能会存在备份作业成功完成，但数据发生损坏的情况。
例如，不正确的交换机设置可能会导致出现问题。

■

在添加 Shared Storage Option 软件前，请确保您的硬件和 SAN 配置工作正常
且稳定。

■

将专用的磁带驱动器配置为共享驱动器之前，请测试其备份和还原功能。

■

对于大型配置，请先从少量磁带驱动器和两或三个介质服务器（或者 NetBackup
SAN 介质服务器）开始尝试驱动器共享。

■

小型配置中的配置和故障排除过程比较简单。如果可能，请创建多个独立的
Shared Storage Option 配置，让服务器子集共享 SAN 挂接驱动器子集。

■

请为光纤通道硬件使用正确的启动顺序，如下所述：
■

机械手或驱动器

■

网桥

■

集线器或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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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机

某些设备的启动序列比其他设备的长。要验证硬件是否已完全启动，请检查指
示灯。绿灯通常表示启动序列已完成。

关于安装和配置驱动程序
在介质服务器系统上，安装并配置驱动程序，并修改相应的系统配置文件。
提供了有关 NetBackup 要求的指导。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验证连接
在 NetBackup 中配置 Shared Storage Option 之前，请先测试硬件配置。此任务非
常重要，但常被忽视。
请注意以下几点：
■

确认所有服务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之间可以相互通信。为此，请从每
台服务器使用 ping 命令测试与其他每台服务器的连接。请务必按主机名执行
ping，这样才能确保名称解析方法正常工作。

■

使用 NetBackup bpclntcmd 实用程序将 IP 地址解析为主机名。 有关更多信息，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和《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
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

使用操作系统和 NetBackup 命令及工具确认设备配置正确。确保操作系统能检
测到 SAN 上的设备，然后再配置 Shared Storage Option。如果配置在操作系
统中无效，则它对 Shared Storage Option 也不起作用。
例如，在 Solaris 系统上，可以使用 mt -f tapename status 命令确定磁带驱
动器的状态。

■

有关更多信息和示例，请参见下列 URL 提供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中
的相应操作系统章节：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关于在 NetBackup 中配置 Shared Storage Option
您必须配置共享驱动器、存储单元和备份策略。
关于配置 NetBackup 中的 SSO

请参见第 61 页的“关于配置 NetBackup 中的
S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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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tBackup 中配置 Shared Storage Option 请参见第 61 页的“在 NetBackup 中配置
设备
Shared Storage Option 设备”。
关于添加 Shared Storage Option 配置选项

请参见第 61 页的“在 NetBackup 中配置
Shared Storage Option 设备”。

关于配置 NetBackup 存储单元和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61 页的“关于配置 NetBackup 存储
单元和备份策略”。

关于配置 NetBackup 中的 SSO
Veritas 建议使用设备配置向导配置 NetBackup 中的 Shared Storage Option。在配
置共享设备时难以识别设备，而向导可以提高成功配置的几率。
使用设备配置向导时，您应通过一台主机（通常是主服务器）配置所有共享驱动
器。将当前主机设置为主服务器，仅启动向导一次。然后指定介质服务器或
NetBackup SAN 介质服务器的列表（在“设备主机”屏幕上）。向导在所选的所有
介质服务器上配置设备，并且这些主机将读取共享的配置信息。

在 NetBackup 中配置 Shared Storage Option 设备
Veritas 建议使用“设备配置向导”配置共享驱动器。向导将指导您完成配置共享驱
动器的各个步骤。
请务必在向导帮助中查看向导的限制。
启动设备配置向导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

2

单击“配置存储设备”。

关于添加 Shared Storage Option 配置选项
可以通过将 Shared Storage Option 选项添加到 vm.conf 介质管理器配置文件来优
调您的配置。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 vm.conf 配置文件”。

关于配置 NetBackup 存储单元和备份策略
您必须为共享驱动器配置存储单元和策略。如果配置共享驱动器时使用的是“设备
配置向导”，则可能已经配置了存储单元和策略。
配置存储单元和备份策略，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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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台介质服务器配置存储单 在每个存储单元定义中，以逻辑方式为该介质服务器定义机
元
械手和共享驱动器。对于用于备份的“最多并行驱动器数”，
请指定机械手中所有共享驱动器的总数。在配置存储单元时，
请选择单个介质服务器。或者，您可以让 NetBackup 选择在
备份时要使用的介质服务器。例如，您可以配置单个存储单
元，让任何共享该存储单元的介质服务器都可以使用该存储
单元。
为每台介质服务器配置备份策 如何定义介质服务器的策略取决于您的介质服务器许可证，
略
如下所述：
■

■

对于被授权使用 Shared Storage Option 的介质服务器，
策略可备份介质服务器以及任何其他 NetBackup 客户端。
对于 NetBackup SAN 介质服务器，仅可备份 SAN 介质
服务器。

常规介质服务器的许可证提供了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NetBackup SAN 介质服务器的许可证具有较多的限制。
如果策略是要将客户端备份到配置中的任何位置，可以选择
任何可用的存储单元。 或者，可以使用存储单元组（具有优
先级的一些存储单元）。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验证 Shared Storage Option 配置
在 Shared Storage Option 配置中，共享驱动器在所有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的
逻辑名称（驱动器名称）必须相同。如果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则它在库中也必须
使用相同的驱动器号。本节介绍了一些可用于验证配置的工具。
确认配置设置正确的方式取决于具体的设备以及 Shared Storage Option 的配置方
式，如下所述：
■

如果设备经过序列化，Veritas 建议使用设备配置向导。此向导将验证您的配置。

■

如果设备未经过序列化，请访问 Veritas 支持网站，查看技术说明
TECH31764“Verifying a Shared Storage Option (SSO) Configuration with
Non-Serialized Devices”（针对非序列化设备验证 Shared Storage Option
(SSO) 配置）。 它介绍如何验证配置。

■

如果设备已序列化，但您未使用设备配置向导，请按照以下过程来验证配置。

验证过程使用以下 NetBackup 命令：
■

在 Windows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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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_path\VERITAS\Volmgr\bin\scan
install_path\VERITAS\Volmgr\bin\tpconfig
■

在 UNIX/Linux 上：
usr/openv/volmgr/bin/scan
usr/openv/volmgr/bin/tpconfig

在下面的示例中，ADIC 磁带库有六个驱动器，但在这台主机上只配置了编号为 5
和 6 的驱动器。
对配置中的所有 NetBackup 服务器进行验证。确保每个共享驱动器在每台共享该驱
动器的介质服务器上都具有相同的逻辑驱动器名称和相同的驱动器号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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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手动配置的 Shared Storage Option 配置

1

执行 tpconfig -d 或 tpconfig -dl。 对于 NDMP 设备，请使用 tpautoconf
-probe -ndmp_host_name host_list。
tpconfig 的输出中显示 NetBackup 分配给磁带驱动器的逻辑名称。下面的示

例显示编号为 5 的驱动器的名称为 QUANTUM.DLT7000.000，编号为 6 的驱动
器的名称为 QUANTUM.DLT7000.001：
Id

DriveName
Type
Residence
Drive Path
Status
***************************************************************
0

QUANTUM.DLT7000.000 dlt
TLD(0) DRIVE=5
/dev/st/nh3c0t5l0
1
QUANTUM.DLT.7000.001 dlt
TLD(0) DRIVE=6
/dev/st/nh3c0t1l0
Currently defined robotics are:
TLD(0)
robotic path = /dev/sg/h3c0t0l0
EMM server = norway

U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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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执行 scan 命令。scan 输出中显示机械手和驱动器属性。
下面是输出示例：
*************************************************************
********************** SDT_TAPE
**************************
********************** SDT_CHANGER **************************
*************************************************************
Device Name : "/dev/sg/h3c0t0l0"
Passthru Name: "/dev/sg/h3c0t0l0"
Volume Header: ""
Port: -1; Bus: -1; Target: -1; LUN: -1
Inquiry
: "ADIC Scalar 100 3.10"
Vendor ID : "ADIC "
Product ID : "Scalar 100 "
Product Rev: "3.10"
Serial Number: "ADIC009K0340314"
WWN
: ""
WWN Id Type : 0
Device Identifier: ""
Device Type : SDT_CHANGER
NetBackup Robot Type: 6
Removable : Yes
Device Supports: SCSI-2
Number of Drives : 6
Number of Slots : 50
Number of Media Access Ports: 10
Drive 1 Serial Number
: "PXB03S0979"
Drive 2 Serial Number
: "PXB03S0913"
Drive 3 Serial Number
: "CXA04S2051"
Drive 4 Serial Number
: "PXA31S1787"
Drive 5 Serial Number
: "PXA37S3261"
Drive 6 Serial Number
: "PXA50S2276"
Flags : 0x0
Reason: 0x0
-----------------------------------------------------------Device Name : "/dev/st/nh3c0t5l0"
Passthru Name: "/dev/sg/h3c0t5l0"
Volume Header: ""
Port: -1; Bus: -1; Target: -1; LUN: -1
Inquiry
: "QUANTUM DLT7000
2561"
Vendor ID : "QUANTUM "
Product ID : "DLT7000
"
Product Rev: "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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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al Number: "PXA37S3261"
WWN
: ""
WWN Id Type : 0
Device Identifier: ""
Device Type
: SDT_TAPE
NetBackup Drive Type: 9
Removable
: Yes
Device Supports: SCSI-2
Flags : 0x4
Reason: 0x0
-----------------------------------------------------------Device Name : "/dev/st/nh3c0t1l0"
Passthru Name: "/dev/sg/h3c0t1l0"
Volume Header: ""
Port: -1; Bus: -1; Target: -1; LUN: -1
Inquiry
: "QUANTUM DLT7000
296B"
Vendor ID : "QUANTUM "
Product ID : "DLT7000
"
Product Rev: "296B"
Serial Number: "PXA50S2276"
WWN
: ""
WWN Id Type : 0
Device Identifier: ""
Device Type
: SDT_TAPE
NetBackup Drive Type: 9
Removable
: Yes
Device Supports: SCSI-2
Flags : 0x4
Reason: 0x0

3

请对 tpconfig 输出中的每个磁带驱动器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 tpconfig 输出中的设备文件名定位 scan 输出中的磁带驱动器。
步骤 1 显示设备文件路径名 /dev/st/nh3c0t5l0 和 /dev/st/nh3c0t1l0。

■

确定 scan 输出中的驱动器的序列号。设备类型字段中的“Tape”指明是一
个磁带驱动器。
步骤 2 显示示例 scan 输出显示以下内容：
驱动器 /dev/st/nh3c0t5l0 的序列号是 PXA37S3261。
驱动器 /dev/st/nh3c0t1l0 的序列号是 PXA50S2276。

■

验证驱动器的序列号是否与 scan 输出的机械手部分中的序列号相匹配。设
备类型字段中的 Changer 指明是一个机械手。
在以上几个示例中，序列号都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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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监视器和 Shared Storage Option
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设备监视器来获取有关 Shared Storage Option
配置的信息，并管理共享驱动器。请参见下面的内容：
有关设备监视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表 2-8 介绍了可从设备监视器收集的信息。
设备监视器信息

表 2-8
操作

信息

“驱动器状态”窗格

“控制”和“设备主机”列包含共享驱动器信息。

更改共享驱动器的操作模式

对于共享驱动器，“更改模式”对话框包含到所选驱动器的
所有路径的列表。您可选择任意数量的路径来向其应用模式
更改。

为共享驱动器添加或更改注释 对于共享驱动器，“更改驱动器注释”对话框包含以下内容：
■

到所选驱动器的所有路径的列表

■

针对每个组合的当前驱动器注释。

您可选择任意数量的路径来向其应用更改。
为共享驱动器执行驱动器清洗 可以用于共享驱动器的三种驱动器清洗功能如下所述：
功能
■ 立即清洗
在共享该驱动器的主机列表中，仅可以选择一个要应用清
洗功能的主机。
■ 重置装入时间
在共享该驱动器的主机列表中，可以选择任何数量的主机
来应用清洗功能。
■ 设置清洗频率
支持共享驱动器。

查看 SSO 摘要报告
可以查看 Shared Storage Option 摘要报告。
请参见第 68 页的“Shared Storage Option 摘要报告”。
查看 SSO 摘要报告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侧窗格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设
备监视器”。

2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查看共享驱动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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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共享驱动器状态”对话框中，从列表中选择一台或多台设备分配主机。

4

使用“添加”将主机移到要扫描的主机列表中。

5

单击“确定”。
在该对话框下部的两个窗格中，将显示“共享驱动器摘要”和“设备分配主机
摘要”。

Shared Storage Option 摘要报告
下面的两份报告包含有关驱动器和主机的下列信息：
■

■

“共享驱动器摘要”显示以下信息：
■

驱动器名称

■

设备分配主机

■

已注册主机的数量

■

驱动器保留状态

■

保留驱动器的主机

■

当前扫描主机

“设备分配主机摘要”显示以下信息：
■

设备分配主机

■

已注册主机的主机名

■

已注册和保留的驱动器数量

■

可用性状态

■

扫描能力系数

■

扫描状态（如果主机是至少一个 SSO 驱动器的扫描主机）

操作系统帮助
如果安装或配置共享设备期间发生错误，并且您怀疑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请参考以
下内容：
■

操作系统日志，如操作系统文档中所述。

■

NetBackup 日志。

■

操作系统手册页（仅限 UNIX 或 Linux 服务器）。

■

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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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 Storage Option 的常见配置问题
如果配置 SSO 后无法获得完整功能，请考虑以下问题：
■

确定 SAN 硬件使用的是最新的固件或驱动程序。硬件包括集线器、交换机、
HBA 和网桥。

■

确定已将 JNI HBA 故障转移值设置为零以防止 I/O 挂起。此值应用于网桥和
HBA。

■

验证使用 SCSI-3 协议的 HBA 与操作系统驱动程序兼容。

■

验证您的群集配置受支持。
有关群集配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版本说明》：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

确定所有光纤通道设备支持您的光纤通道拓扑。例如，在交换式结构拓扑中，
请确保所有设备都支持交换式结构。

■

确定已在每台服务器上对 Shared Storage Option 进行了授权许可。 要进行此
验证，请在每台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帮助”>“许可证
密钥”。要启用 Shared Storage Option，请在每台服务器上输入 Shared Storage
Option 许可证。

■

确定您是从主服务器配置的 Shared Storage Option。必须从主服务器而非介质
服务器（或 SAN 介质服务器）配置 SSO。

■

确定在每台主机上配置了相同的机械手控制主机。请记住，除了 ACS 和 TLM
机械手类型以外，仅有一台主机对机械手进行控制。

■

确定配置 Shared Storage Option 时使用的是设备配置向导而非 tpconfig 实用
程序。此向导会针对共享驱动器的所有主机来协调配置。tpconfig 实用程序可
能会创建不一致的配置。

■

确定在设备配置向导中选择了合适的设备主机，包括带有机械手控制的主机。

■

光纤通道与驱动器和机械手的连接导致 NetBackup 设备的配置更加复杂。在某
些操作系统上，连接 SCSI 与光纤的网桥可能会导致在重新启动主机时出现设备
路径不一致问题。重新启动主机后，应验证设备配置。

■

确定名称在共享驱动器的所有系统中都一致。

■

在每台介质服务器上测试驱动器路径。

■

为每台介质服务器定义 NetBackup 存储单元。不要在存储单元中选择任何可用
的介质服务器。

■

验证在备份期间没有中断数据路径。如果您中断了数据路径，NetBackup 作业
将失败。作业可能会因介质写入错误而失败，还可能会挂起并且必须手动终止。

■

确定没有对磁带路径使用 Berkeley 式关闭（仅限 UNIX 或 Linux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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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olaris 系统上，请验证以下内容：
■

已在 /kernel/drv/st.conf 中添加了磁带配置列表条目（如果需要）。

■

在 sg.links 和 sg.conf 文件中为展开的目标和 LUN 定义了配置条目。如
果 /etc/devlink.tab 文件（创建自 sg.links）中的条目存在问题，请验
证以下内容：
第一个条目为目标和 LUN 使用了十六进制表示法。第二个条目为目标和 LUN
使用了十进制表示法。
请在条目之间使用单个制表符；不要使用空格或空格加制表符。

■

已将操作系统配置为强制加载 sg/st/fcaw 驱动程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中有关
Solaris 的一章：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关于 Shared Storage Option 的常见问题
问：Shared Storage Option 支持哪些 SAN 硬件组件的组合？
答：Shared Storage Option 可与多种硬件组合配合使用。Veritas 在 Shared Storage
Option 的硬件支持方面采用开放式策略。请向硬件供应商咨询，以核实其产品的互
操作性。
已在 NetBackup 上对一批 SAN 组件进行了测试，在 Veritas 支持网站上提供了这
些组件的列表：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问：如果 NetBackup 将四个驱动器分配给某台服务器，并且又与其中两个驱动器断
绝关系，NetBackup 是否会重新分配这两个驱动器？还是要等到使用这四个驱动器
的备份日程表全部完成后，NetBackup 才会重新分配这些驱动器？
答：将重新分配并使用这两个可用的驱动器。NetBackup 会监视驱动器的状态，并
向 NetBackup 调度程序通知驱动器的可用性。
问：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使用 IP 协议还是 SCSI 协议？
答：两者。IP 协议用于在服务器之间提供协调功能。Shared Storage Option 使用
SCSI 协议（SCSI 保留）额外提供了一层保护。

关于 vm.conf 配置文件
vm.conf 文件包含用于介质和设备管理的配置条目。NetBackup 会创建此文件，但

如果此文件不存在，您必须创建此文件。
在 Windows 上，路径名为 install_path\Volmgr\vm.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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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NIX 上，路径名为 /usr/openv/volmgr/vm.conf。
在主机上运行的各种 NetBackup 组件在都会读取该主机上的该配置文件。 NetBackup
组件可以是命令、后台驻留程序、进程或实用程序。 主机可以是 NetBackup 管理
客户端，也可以是在其中请求管理操作的服务器。
请参见第 87 页的“vm.conf 文件示例”。

vm.conf 中的 ACS_mediatype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ACS_mediatype = Media_Manager_mediatype

如果在 vm.conf 中使用此条目，则 ACS 介质类型将映射为指定的介质管理器介质
类型。 可以指定多个 ACS_mediatype 条目。
在机械手清点操作期间，将在运行 vmcheckxxx 和 vmupdate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
此条目。 在充当 ACS 机械手控制主机的每个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使用此条
目。
提供了有效 ACS_mediatype 条目的列表。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vm.conf 中的 ACS_SEL_SOCKET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ACS_SEL_SOCKET = socket_name

默认情况下，acssel 会侦听套接字名称 13740。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
则可更改默认值。 将在运行 acsd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vm.conf 中的 ACS_CSI_HOSTPORT 条目（在 UNIX 上）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ACS_CSI_HOSTPORT = ACS_library_software_hostname socket_name

ACS_library_software_hostname 的有效值是 ACS 库主机的主机名。 不要对此参
数使用 ACS 库主机的 IP 地址。
socket_name 的有效值为 1024 - 65535 和 0。该值必须与 ACSLS 服务器上 CSI
用于入站数据包的端口的值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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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 0（零），则 NetBackup 将使用 CSI 和 acsssi 以前的行为（没有特定端
口）。
此条目指定 acsssi 进程在 ACSLS 服务器上发送其 ACSLS 请求的端口。 ACSLS
CSI 必须使用此端口接受来自 acsssi 进程的入站 ACSLS 请求。
此条目以及 ACS_SSI_INET_PORT 和 ACS_TCP_RPCSERVICE 条目通常用于防火墙实
施。 如果 vm.conf 文件中包含这三个条目，则 TCP 连接将使用指定的目标端口。
请注意，TCP 源端口不受限制。
请参见第 72 页的“vm.conf 中的 ACS_SSI_INET_PORT 条目（在 UNIX 上）”。
请参见第 74 页的“vm.conf 中的 ACS_TCP_RPCSERVICE /
ACS_UDP_RPCSERVICE 条目（在 UNIX 上）”。
例如，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在防火墙后有两个 ACSLS 服务器（ACSLS_1 和
ACSLS_2）。 这两个服务器都在端口 30031 上侦听查询，防火墙允许通过此端口
进行通信。
vm.conf 条目如下所示：
ACS_TCP_RPCSERVICE
ACS_CSI_HOSTPORT = ACSLS_1 30031
ACS_CSI_HOSTPORT = ACSLS_2 30031
ACS_SSI_INET_PORT = ACSLS_1 30032
ACS_SSI_INET_PORT = ACSLS_2 30033

每个 acsssi 进程都将查询发送到各自 ACSLS 服务器的端口 30031，并且 ACSLS
服务器配置为在此端口上侦听查询。

vm.conf 中的 ACS_SSI_HOSTNAME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ACS_SSI_HOSTNAME = host

使用 ACS_SSI_HOSTNAME 可指定一台主机，以便将 ACS 网络通信中来自 ACS 库软
件的 RPC 返回数据包路由到该主机。 默认情况下使用本地主机名。 将在运行 acsd
和 acsssi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不要对此参数使用主机的 IP 地址。

vm.conf 中的 ACS_SSI_INET_PORT 条目（在 UNIX 上）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ACS_SSI_INET_PORT = ACS_library_software_hostname socket_name

ACS_library_software_hostname 的有效值是 ACS 库主机的主机名。 不要对此参
数使用 ACS 库主机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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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ket_name 条目指定 acsssi 用于传入 ACSLS 响应的端口。有效值为 1024 65535 和 0。对于每个 acsssi 进程，该值都必须是唯一的。
介于 1024 - 65535 之间的值指示要使用的 TCP 端口号，acsssi 将在该端口上接受
ACSLS 响应。
0（零）指示以前允许动态分配端口这一行为应继续有效。
此条目以及 ACS_CSI_HOSTPORT 和 ACS_TCP_RPCSERVICE 条目通常用于防火墙实
施。 如果 vm.conf 文件中包含这三个条目，则 TCP 连接将使用指定的目标端口。
请注意，TCP 源端口不受限制。
请参见第 71 页的“vm.conf 中的 ACS_CSI_HOSTPORT 条目（在 UNIX 上）”。
请参见第 74 页的“vm.conf 中的 ACS_TCP_RPCSERVICE /
ACS_UDP_RPCSERVICE 条目（在 UNIX 上）”。
例如，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在防火墙后有两个 ACSLS 服务器（ACSLS_1 和
ACSLS_2）。 已在防火墙中打开了端口 30032 和 300033 以实现 acsssi 与 ACSLS
服务器的通信。
这些条目如下所示：
ACS_TCP_RPCSERVICE
ACS_SSI_INET_PORT = ACSLS_1 30032
ACS_SSI_INET_PORT = ACSLS_2 30033
ACS_CSI_HOSTPORT = ACSLS_1 30031
ACS_CSI_HOSTPORT = ACSLS_2 30031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将启动两个 acsssi 进程。 一个进程在端口 30032 上侦听
ACSLS_1 响应，另一个进程在端口 30033 上侦听来自 ACSLS_2 的响应。

vm.conf 中的 ACS_SSI_SOCKET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ACS_SSI_SOCKET = ACS_library_software_hostname socket_name

ACS_library_software_hostname 的有效值是 ACS 库主机的主机名。 不要对此参
数使用 ACS 库主机的 IP 地址。
默认情况下，acsssi 会侦听以 13741 开头的唯一且连续的套接字名称。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则请基于 ACS 库软件主机指定套接字名称。 将在运行
acsd 和 acsssi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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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conf 中的 ACS_TCP_RPCSERVICE / ACS_UDP_RPCSERVICE
条目（在 UNIX 上）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ACS_TCP_RPCSERVICE
ACS_UDP_RPCSERVICE

这些条目指定 acsssi 与 ACSLS 服务器进行通信的方法： TCP 或 UDP。
只能在 vm.conf 中输入一个条目。如果找到两个条目或两个条目均未找到，
NetBackup 会使用 UDP。
要实现 acsssi 防火墙支持，必须在 vm.conf 中输入 ACS_TCP_RPCSERVICE。
请参见第 71 页的“vm.conf 中的 ACS_CSI_HOSTPORT 条目（在 UNIX 上）”。
请参见第 72 页的“vm.conf 中的 ACS_SSI_INET_PORT 条目（在 UNIX 上）”。

vm.conf 中的 ADJ_LSM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ADJ_LSM = robot_num ACS_ID,LSM_ID ACS_ID,LSM_ID

在具有多个库存储模块 (LSM) 的 ACS 机械手中，直通机制可以将弹出的介质转移
到介质访问端口 (MAP)。 直通机制在 LSM 间传递介质。 如果介质必须通过多个
LSM，那么该传递时间可能会相当长。
使用此条目可指定 ACS 机械手中 LSM 的物理定向。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
条目，则无需知道要选择哪个 MAP（或 ACS CAP）即可实现高效弹出。NetBackup
使用“最近 MAP”算法来确定完成介质弹出所需的适当 MAP。
此“最近 MAP”算法基于使用此条目定义的 LSM 的物理定向。 此算法仅适用于请
求了多个 MAP 来处理弹出的情况。 如果使用了此算法，将忽略 vm.conf 中的所有
MAP_ID 条目。
注意：只有使用带 -map 选项的 vmchange 命令或使用 Vault 管理界面时，“最近
MAP”功能才可用。 该功能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不可用。
如果没有此条目，NetBackup 将假定所有 LSM 都通过直通端口互连，第一个 LSM
和最后一个 LSM 除外。 这些 LSM 以线路形式互连。
robot_num 为机械手编号。 ACS_ID 和 LSM_ID 为 LSM 的坐标。
图 2-4 是下列条目所描述的 LSM 互连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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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_LSM
ADJ_LSM
ADJ_LSM
ADJ_LSM
ADJ_LSM
ADJ_LSM
ADJ_LSM
ADJ_LSM

=
=
=
=
=
=
=
=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0,0
0,0
0,1
0,1
0,2
0,2
0,3
0,4

0,1
0,6
0,2
0,6
0,6
0,3
0,4
0,5

此机械手在 7 个 LSM 之间拥有直通机制。
直通示例

图 2-4
机械手 700 的
互连

1

0

2

6
3

5
4

vm.conf 中的 API_BARCODE_RULES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API_BARCODE_RULES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此条目，将启用对 API 机械手的条形码规则支持。
NetBackup 条形码规则允许覆盖默认介质映射。 当多代相同的磁带驱动器使用相同
类型的介质时，条形码规则特别有用。
例如，STK 9940A 和 STK 9940B 驱动器使用 STK1R 介质，但以不同的密度写入
数据。 必须使用不同的驱动器类型（如 HCART 或 HCART2）配置驱动器。 可为
一系列条形码指定条形码规则，以便将某些介质配置为 HCART2。 不属于此条形
码范围的其他 STK1R 介质将被配置为 HCART（STK1R 的默认值）。 如果没有此
条目，机械手清点操作会将所有 STK1R 类型的介质都配置为 HCART 或 HCART2，
具体取决于驱动器的配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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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conf 中的 AUTHORIZATION_REQUIRED 条目
此条目指定 NetBackup 应使用 vm.conf 文件的 SERVER 条目来控制哪些主机可以监
视和控制此主机上的设备。将在运行 NetBackup vmd 服务的介质服务器上读取和解
释此条目，如下所示：
AUTHORIZATION_REQUIRED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则对于控制该主机上的设备的每个介质服务器，
vm.conf 文件还必须包括一个相应的 SERVER 条目。
如果 AUTHORIZATION_REQUIRED 条目和 SERVER 条目都不存在，则任何 NetBackup
服务器都可以监视和控制该主机上的设备。
为了实现最高安全，Veritas 建议您使用此条目和 SERVER 条目。
将在运行 NetBackup vmd 服务的介质服务器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vm.conf 中的 AUTO_PATH_CORRECTION 条目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则它可指定是启用还是禁用自动设备路径重新映
射，如下所示：
AUTO_PATH_CORRECTION = YES|NO

如果值为 NO，则当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 (ltid) 启动时，设备配置将保持不变。
因此，保存的设备配置可能与更改设备并重新启动服务器之后的实际配置不同。
如果值为 YES，则 NetBackup 将尝试发现挂接的设备，然后自动针对不正确的设
备路径更新设备配置。将在运行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 (ltid)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
释此条目。
默认情况下，设备路径重新映射在 Windows 和 Linux 服务器上是启用的，在其他
所有服务器上则是禁用的。

vm.conf 中的 AUTO_UPDATE_ROBOT 条目
使用此条目可自动将来自介质访问端口 (MAP) 的介质弹入 TL8 或 TLD 机械手，并
更新 EMM 数据库。如果机械手生成单元示警消息，则将弹入介质。
AUTO_UPDATE_ROBOT

此条目仅对在其 MAP 打开时发布单元示警的 TL8 或 TLD 机械手起作用。
Veritas 建议不要将此条目与已分区的库一起使用。大多数具有多个分区的磁带库在
MAP 打开时都不会发布单元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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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conf 中的 AVRD_PEND_DELAY 条目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则 avrd 将先等待 number_of_seconds 秒，然
后才在设备监视器中显示暂停状态 (PEND)。 将在运行 avrd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
此条目。
AVRD_PEND_DELAY = number_of_seconds

卸载卷时，如果驱动器报告“繁忙”，则在某些服务器操作系统（Windows 和
HP-UX）上，NetBackup 将报告“暂停”。 使用此条目将最大限度地避免显示这
种容易引起误解的状态。
number_of_seconds 的最小值是 0。 最大值是 255。默认值是 180 秒。

vm.conf 中的 AVRD_SCAN_DELAY 条目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则 avrd 将在两个正常扫描周期之间等待
number_of_seconds 秒。将在运行 avrd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AVRD_SCAN_DELAY = number_of_seconds

使用此条目可最大限度地缩短磁带装入时间。如果没有此条目，则 NetBackup 将延
迟装入请求，平均延迟时间为 7.5 秒。
number_of_seconds 的最小值是 1，最大值是 180。零值将转换为 1 秒。默认值是
15 秒。如果使用的值大于默认值，则 NetBackup 将延迟装入请求以及设备监视器
中的驱动器状态更新。
注意：如果为 number_of_seconds 设置的值使得介质可以在一个扫描周期内更改，
则 NetBackup 可能不会检测介质更改。数据可能会丢失。

vm.conf 中的 CLEAN_REQUEST_TIMEOUT 条目
使用此条目可指定 NetBackup 在从清洗队列中删除清洗请求之前，等待要清洗的驱
动器的时间。 未处理的驱动器清洗请求将在 30 分钟后从队列中删除。
CLEAN_REQUEST_TIMEOUT = minutes

minutes 可以是 1 到 144000（100 天）之间的值。 默认值为 30，零值将转换为默
认值 30。

vm.conf 中的 CLIENT_PORT_WINDOW 条目
使用此条目可指定此主机上用于连接到其他主机上的 vmd 的非保留端口的范围。将
在运行 vmd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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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_PORT_WINDOW = start end

例如，下面的条目指定 4800 到 5000 之间的端口：
CLIENT_PORT_WINDOW = 4800 5000

在下列情况中，由操作系统决定使用哪个非保留端口：
■

未指定 CLIENT_PORT_WINDOW 条目。

■

为 start 指定的值为零。

vm.conf 中的 CLUSTER_NAME 条目
此条目可指定 vm.conf 文件所在的介质服务器的虚拟名称。
CLUSTER_NAME = cluster_alias

请参见第 88 页的“vm.conf 文件中主机名的优先顺序”。

vm.conf 中的 CONNECT_OPTIONS 条目
此条目仅影响与 NetBackup 7.0 及更早版本的连接。 当连接到 NetBackup 7.0.1 及
更高版本时，会使用 veritas_pbx 端口。
在 vm.conf 中添加此条目，可指定增强 NetBackup 防火墙功效的选项。服务器连
接选项可以是以下任意选项： 使用 vnetd 或该后台驻留程序的端口号、仅使用
vnetd，或仅使用该后台驻留程序的端口号。
CONNECT_OPTIONS = server_name 0 0 [0|1|2]

可以为多个服务器指定 CONNECT_OPTIONS 条目。
对于 UNIX，也可以使用 NetBackup 配置文件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中名称相似的条目。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server_name 是要连接到的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当前未使用第一个和第二个选项。 为这两个选项指定零。
第三个选项可指定连接到 server_name 时使用的连接方法，如下所述：
■

值 0 指定将使用 vnetd 连接到服务器上的后台驻留程序。 如果 vnetd 服务不是
活动的，则使用后台驻留程序的传统端口号连接。

■

值 1 指定将仅使用 vnetd 连接到服务器上的后台驻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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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2 指定将使用后台驻留程序的传统端口号连接到服务器上的后台驻留程序。
默认值为 2。

以下示例条目指定使用 vnetd 或后台驻留程序的端口号连接到服务器 shark：
CONNECT_OPTIONS = shark 0 0 0

以下示例条目指定将仅使用 vnetd 连接到服务器 dolphin：
CONNECT_OPTIONS = dolphin 0 0 1

以下示例条目指定将仅使用后台驻留程序的端口号连接到服务器 perch：
CONNECT_OPTIONS = perch 0 0 2

vm.conf 中的 DAS_CLIENT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DAS_CLIENT = client_name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则可指定 TLM 机械手与 DAS/SDLC 服务器通信
时使用的 DAS 客户端名称。默认情况下，此客户端名称是介质服务器的主机名。
将在运行 tlmd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vm.conf 中的 DAYS_TO_KEEP_LOGS 条目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则可指定在 vmd 删除调试日志之前保留这些日志
的天数。 将在运行 vmd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DAYS_TO_KEEP_LOGS = days

值零表示不删除日志。 默认值为零。 此条目不影响统一日志记录创建的调试日志。
提供了有关统一日志记录的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vm.conf 中的 EMM_RETRY_COUNT 条目
vmd 和 ltid 后台驻留程序使用此条目确定向 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器重试请求

的次数。
EMM_RETRY_COUNT = number_of_retries

默认值为重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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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此 vm.conf 文件条目的值（仅当 NetBackup 支持代表要求您这样做时）。如
果将此条目添加到 vm.conf 文件或更改此值，请重新启动 vmd 后台驻留程序和 ltid
后台驻留程序。

vm.conf 中的 EMM_CONNECT_TIMOUT 条目
该值在 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器和下列后台驻留程序之间连接断开时适用： vmd
后台驻留程序和 ltid 后台驻留程序。这两个后台驻留程序使用此条目确定它们应
尝试重新连接到 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器的时间。
EMM_CONNECT_TIMOUT = number_of_seconds

默认值为 20 秒。
更改此 vm.conf 文件条目的值（仅当 NetBackup 支持代表要求您这样做时）。如
果将此条目添加到 vm.conf 文件或更改此值，请重新启动 vmd 后台驻留程序和 ltid
后台驻留程序。

vm.conf 中的 EMM_REQUEST_TIMOUT 条目
vmd 后台驻留程序和 ltid 后台驻留程序使用此条目确定对 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

理器的请求必须在多少秒内完成。
EMM_REQUEST_TIMOUT = number_of_seconds

默认值为 300 秒。
更改此 vm.conf 文件条目的值（仅当 NetBackup 支持代表要求您这样做时）。如
果将此条目添加到 vm.conf 文件或更改此值，请重新启动 vmd 后台驻留程序和 ltid
后台驻留程序。

vm.conf 中的 ENABLE_ROBOT_AUTH 条目
Veritas 建议对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使用 Veritas Product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而不使用旧式安全实现。
有关 ENABLE_ROBOT_AUTH 配置条目的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6.0 文档。提供了
关于 Veritas Product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的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vm.conf 中的 INVENTORY_FILTER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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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NTORY_FILTER = robot_type robot_number mode value1 [value2 ...]

用于在 ACS 或 TLH 机械手类型中过滤机械手清点结果。 将此条目添加到调用清点
操作的 NetBackup 服务器上的配置文件 (vm.conf) 中。 将在运行 vmcheckxxx 和
vmupdate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注意：此条目对于 ACS 机械手和使用 STK 库站的 ACS 库软件主机可能是必需的。
较新版本的 STK 库站可使机械手清点命令正确运行，这样将不需要过滤器。
robot_type 可以是 ACS 或 TLH。
robot_number 是在 NetBackup 中配置的机械手编号。
mode 为 BY_ACS_POOL（对于 ACS）或 BY_CATEGORY（对于 TLH）。
如下例所示：
INVENTORY_FILTER = ACS 0 BY_ACS_POOL 4 5
INVENTORY_FILTER = TLH 0 BY_CATEGORY FFFA CDB0

vm.conf 中的 MAP_ID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MAP_ID = robot_num map_ID

使用此条目可配置用于从自动盒式系统 (ACS) 机械手弹出介质的默认介质访问端口
(MAP)。 可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此默认值，但您也可为弹出操作选择
其他介质访问端口。
如果 MAP 不可用或 vm.comf 文件不包含此条目，则 NetBackup 将使用默认 MAP
选择过程。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使用可容纳要弹出的介质数量的最小 MAP。
如果 NetBackup 选择多个 MAP，则 NetBackup 将使用“最近 MAP”算法，而不
使用 MAP ID 条目中指定的 MAP。
请参见第 74 页的“vm.conf 中的 ADJ_LSM 条目”。
robot_num 是机械手编号。map_ID 采用 ACS CAP（盒式访问端口）ID 的格式，
不能包含空格。
以下示例为 ACS 机械手编号 700 指定 MAP ID。使用的 ACS CAP ID 为 0,1,0。
MAP_ID = 700 0,1,0

vm.conf 中的 MAP_CONTINUE_TIMEOUT 条目
仅当使用 vmchange 命令并指定 -w 选项时，此条目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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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_CONTINUE_TIMEOUT = seconds

seconds 的默认超时值是 300（5 分钟）。seconds 不能为零，而大于 1200（20
分钟）的值可能导致机械手后台驻留程序取消操作。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则 SCSI 机械手后台驻留程序在超时前将等待指
定的秒数。当用户从介质访问端口删除卷后，后台驻留程序等待用户的响应时会出
现超时。如果发生超时，NetBackup 将中止操作。
将在运行 SCSI 控制的机械手后台驻留程序或进程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注意：超时期间不能执行非装入活动（如机械手清点）。

vm.conf 中的 MEDIA_ID_BARCODE_CHARS 条目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则它将控制 NetBackup 介质 ID 的生成。 将在
机械手清点操作过程中运行 vmcheckxxx 和 vmupdate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MEDIA_ID_BARCODE_CHARS = robot_num barcode_length media_ID_rule

注意：要使用此条目，机械手必须支持条形码，并且不能是 API 机械手。
通过定义规则以指定 NetBackup 将使用磁带上的条形码的哪些字符，来选择
NetBackup 创建介质 ID 的方式。 还可以指定要插入 ID 中的字母数字字符。
可以将多个条目添加到 vm.conf 文件中。 例如，指定为每个机械手或为具有不同
字符数量的每种条形码格式生成介质 ID。 多个条目可实现多介质灵活性。
如果 MEDIA_ID_BARCODE_CHARS 条目不存在或该条目无效，则 NetBackup 将使用
条形码最右端的六个字符来创建其介质 ID。
robot_num 为机械手编号。
barcode_length 为条形码的长度。
media_ID_rule 由冒号分隔的字段（最多 6 个）组成。 字段中的数字定义 NetBackup
将提取的字符在条形码中所处的位置（从左到右）。 例如，如果字段中包含编号
2，则表示 NetBackup 从条形码中提取第二个字符。 可以按任何顺序指定这些数
字。
如果字符前缀是井号 (#)，则该字符将插入到生成的 ID 中，且位置将保持不变。任
何字母数字字符对于介质 ID 都必须是有效的。使用规则可创建许多不同格式的介
质 ID。 但是，如果生成的介质 ID 与介质上的标签不同，则可能会增加介质管理难
度。
下面是一个规则示例以及最后生成的介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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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ode on the tape: 032945L1
Media ID rule:
#N:2:3:4:5:6
Generated media ID: N32945

vm.conf 中的 MEDIA_ID_PREFIX 条目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则可定义用于无条形码介质的介质 ID 前缀。将
在机械手清点操作过程中运行 vmcheckxxx 和 vmupdate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
目。
MEDIA_ID_PREFIX = media_id_prefix

向机械手添加介质的最佳方法是使用机械手清点更新卷配置操作。

vm.conf 中的 MM_SERVER_NAME 条目
此条目指定其他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在引用此服务器时应使用的名称。
MM_SERVER_NAME = host_name

请参见第 88 页的“vm.conf 文件中主机名的优先顺序”。

vm.conf 中的 PREFERRED_GROUP 条目
Veritas 建议对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使用 Veritas Product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而不使用旧式安全实现。
有关 PREFERRED_GROUP 配置条目的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6.0 文档。提供了关
于 Veritas Product Authentication and Authorization 的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vm.conf 中的 PREVENT_MEDIA_REMOVAL 条目
本主题仅适用于 TL8 机械手。
指定该条目可更改对于 TL8 机械手的默认操作。如果不存在该条目，则 NetBackup
将允许移除介质。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TL8 机械手将运行 SCSI 命令 PREVENT MEDIUM
REMOVAL。 运行机械手控制后台驻留程序时，无法打开机械手的主门或 MAP。
将在运行 TL8 机械手控制后台驻留程序或进程 (tl8cd)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
目。
要覆盖 PREVENT_MEDIA_REMOVAL，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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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测试实用程序并运行 allow media removal。

■

在添加或移动卷时，使用弹入或弹出操作进行访问。

vm.conf 中的 RANDOM_PORTS 条目
使用此条目可指定 NetBackup 是随机还是按顺序选择端口号来与其他 NetBackup
服务器进行通信。 将在运行 vmd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RANDOM_PORTS = YES|NO

如果指定的值为 YES 或不存在该条目（默认情况），则 NetBackup 将从允许范围
内的可用端口号中随机选择。
如果指定的值为 NO，则 NetBackup 将按顺序选择端口号。NetBackup 首先选择允
许范围内的最大端口号，然后尝试下一个最大的端口号，依此类推直至找到可用的
端口。
在 UNIX 上，如果在 NetBackup 配置中未指定随机端口，则在 vm.conf 文件中指
定 RANDOM_PORTS = NO。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要在 NetBackup 配置文件中指定不使用随机端口，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 UNIX 上的 bp.conf 文件中指定 RANDOM_PORTS = NO。

■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 NetBackup“主机属性”：NetBackup 管
理”>“主机属性”> 双击主服务器 >“端口范围”>“使用随机端口分配”。

vm.conf 中的 REQUIRED_INTERFACE 条目
此条目指定介质服务器用于连接到另一介质服务器的网络接口名称。
REQUIRED_INTERFACE = host_name

一台 NetBackup 服务器可以具有多个网络接口，默认情况下，由操作系统决定使用
哪个接口。要强制 NetBackup 通过某个特定的网络接口连接，请使用
REQUIRED_INTERFACE 并指定该网络接口的名称。
请参见第 88 页的“vm.conf 文件中主机名的优先顺序”。

vm.conf 中的 SERVER 条目
此条目决定其他 NetBackup 服务器在引用此服务器时应使用的名称：
vm.conf 文件中的 SERVER 条目用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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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 host_name
SERVER 条目和 AUTHORIZATION_REQUIRED 条目一起控制哪些主机可以监视和控制

此主机上的设备。
如果存在 AUTHORIZATION_REQUIRED 条目，则对于控制此主机上的设备的每个介质
服务器，vm.conf 文件都必须包括一个相应的 SERVER 条目。此外，只要 vm.conf
文件包含任意 SERVER 条目，它就必须包括自身的 SERVER 条目，否则，它将无法
管理自己的设备。
如果 AUTHORIZATION_REQUIRED 条目和 SERVER 条目都不存在，则任何 NetBackup
服务器都可以监视和控制该主机上的设备。
出于安全考虑，必须远程添加仅允许特定主机访问设备的条目。
将在运行 NetBackup vmd 服务的介质服务器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vm.conf 中的 SSO_DA_REREGISTER_INTERVAL 条目
此条目决定其他 NetBackup 服务器在引用此服务器时应使用的名称：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SSO_DA_REREGISTER_INTERVAL = minutes

此 vm.conf 条目仅适用于针对磁带的 Shared Storage Option (SSO) 功能。 将在运
行 ltid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扫描主机上的 ltid 定期向 EMM/DA 注册其共享驱动器，以确保它仍可提供驱动器扫
描功能。 只有共享驱动器的某个主机可以扫描该驱动器。 此重新注册操作可最大
限度地降低设备分配器重新启动等情况对使用共享驱动器的影响。
重新注册间隔的默认值是 5 分钟。 使用 SSO_DA_REREGISTER_INTERVAL 条目可调
整此间隔。 添加该条目后，请停止并重新启动 ltid 以使更改生效。

vm.conf 中的 SSO_DA_RETRY_TIMEOUT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SSO_DA_RETRY_TIMEOUT = minutes

此 vm.conf 条目仅适用于针对磁带的 Shared Storage Option (SSO) 功能。 将在运
行 ltid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如果发生下列事件之一，设备管理器 ltid 将延迟：
■

在与 EMM/DA 进行通信期间出现问题。

■

尝试保留共享驱动器时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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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延迟时间是 3 分钟。 使用 SSO_DA_RETRY_TIMEOUT 条目可调整此延迟期。 添
加该条目后，请停止并重新启动 ltid 以使更改生效。

vm.conf 中的 SSO_HOST_NAME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SSO_HOST_NAME = host_name

此 vm.conf 条目仅适用于针对磁带的 Shared Storage Option (SSO) 功能。 将在运
行 ltid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此条目指定当前主机用于向 EMM/DA 注册、保留和释放共享驱动器的名称。 默认值
是本地主机名。

vm.conf 中的 TLH_mediatype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TLH_mediatype = Media_Manager_mediatype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1/2 英寸磁带库 (TLH) 机械手中的 IBM ATL 介
质类型将映射到介质管理器介质类型。 将在机械手清点操作过程中运行 vmcheckxxx
和 vmupdate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vm.conf 中的 TLM_mediatype 条目
以下配置条目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TLM_mediatype = Media_Manager_mediatype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多介质磁带库 (TLM) 机械手中的 DAS/SDLC 介
质类型将映射到介质管理器介质类型。 将在机械手清点操作过程中运行 vmcheckxxx
和 vmupdate 的主机上读取和解释此条目。

vm.conf 中的 VERBOSE 条目
如果在 vm.conf 中指定了此条目，则主机上的所有介质管理器组件都将在启用详细
日志记录的情况下启动。
仅当出现问题或 Veritas 支持人员要求时才使用此选项。问题解决后，删除调试日
志或添加 DAYS_TO_KEEP_LOGS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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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conf 文件示例
下面是主机 server1 上的一个 vm.conf 文件示例：
SERVER = server1
SERVER = server2
MEDIA_ID_PREFIX = NV
MEDIA_ID_PREFIX = NETB
ACS_3490E = HCART2

如何访问其他主机上的介质和设备
要使 NetBackup 访问远程 NetBackup 主机上的介质和设备管理功能，可能需要将
SERVER 条目添加到远程主机上的 vm.conf 文件中。
SERVER 条目用于 NetBackup bp.conf 和 vm.conf 文件中，以提高安全性。可以通

过添加某些条目，只允许特定的主机远程访问这些功能。
如果远程主机上的 vm.conf 文件中不包含 SERVER 条目，且如果将某个主机添加到
所登录的服务器上的 bp.conf 文件中，则该主机可以管理远程主机上的介质和设
备。不需要将 SERVER 条目添加到 vm.conf 文件中。
如果远程主机上的 vm.conf 文件包含任何 SERVER 条目，请将正在运行“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主机（登录的服务器）的 SERVER 条目添加到该 vm.conf 文件中。
假定您有三台主机，名称分别为 eel、yak 和 shark。 您想在主机 shark 上集中进行
设备管理，同时允许每台主机管理它自己的设备。
下列示例方案适用：
■

shark 上的 vm.conf 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SERVER = shark

shark 中的 vm.conf 文件不需要任何额外的 SERVER 条目，原因是 shark 的所有
设备管理都将在 shark 上执行。
■

eel 上的 vm.conf 文件包含以下条目，通过这些条目，eel 可以管理其自己的设
备，同时允许 shark 访问这些设备：
SERVER = eel
SERVER = shark

■

yak 上的 vm.conf 文件包含以下条目，通过这些条目，yak 可以管理其自己的设
备，同时允许 shark 访问这些设备：
SERVER = yak
SERVER = sh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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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conf 文件中主机名的优先顺序
NetBackup 使用下列名称优先顺序标识介质服务器：
■

使用 CLUSTER_NAME 条目（如果 vm.conf 中存在此条目）。

■

使用 MM_SERVER_NAME 条目（如果 vm.conf 中存在此条目）。

■

使用 REQUIRED_INTERFACE 条目（如果 vm.conf 中存在此条目）。

■

主服务器的服务器主机属性中的主机名。

■

gethostname()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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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管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保留管理

■

创建保留

■

查看保留详细信息

■

向现有保留添加备份映像

■

释放保留

关于保留管理
NetBackup 提供了保留备份映像的选项。 保留机制允许您根据需要保留备份映像，
而不必更改截止日期。
可以使用命令行界面管理这些保留。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创建保留。
请参见第 90 页的“创建保留”。

■

查看保留列表。
请参见第 90 页的“查看保留详细信息 ”。

■

向现有保留添加一个或多个备份映像。
请参见第 91 页的“向现有保留添加备份映像”。

■

从备份映像释放保留。
请参见第 91 页的“释放保留”。

注意：审核除列出以外的所有保留操作。

保留管理
创建保留

创建保留
您可以使用 nbholdutil -create 命令创建一个或多个备份映像保留。
小心：创建备份映像保留可能会影响新备份的完成过程。 如果先前备份不会自动失
效，可能会导致存储填满。

注意：当重试失败的保留创建时，将创建空保留（如果备份映像已在初始保留和重
试之间失效）。

创建保留
nbholdutil -create 命令可让您为备份映像创建保留。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命令提示符上，输入 nbholdutil -create 并选择适当
的选项和元素。例如：
nbholdutil.exe -create -holdname legal_case1 -backupid
win81.sky.com_1307425938 -allcopy

此命令可创建名为 legal_case1 的保留。 备份映像 ID 为
win81.sky.com_1307425938。您必须提供 –allcopy 选项或 –primarycopy 选项。
–allcopy 操作指示该保留包括选定备份映像的所有副本。 –primarycopy 选项指示
该保留仅包括选定备份映像的主副本。
有关相关命令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要显示有关命令及其选项的帮助信息，请输入 nbholdutil -help [-option]

查看保留详细信息
您可以通过使用 nbholdutil -list 命令查看保留列表。

查看保留详细信息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命令提示符上，输入 nbholdutil -list 命令并选择适
当的选项和元素。 例如：
nbholdutil.exe -list

将 NetBackup 升级到版本 7.7 后，合法保留将转换为用户保留，后者可以通过使用
nbholdutil 命令进行管理。
注意：在早于 7.7 的版本中，OpsCenter 允许创建备份映像保留。 此类保留称为
“合法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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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合法保留的保留名称与用户保留相同，则所有保留名称按如下所示重命名：
■

合法保留名称的后缀为 _1。 例如，hold_1。 在转换前，保留名称中的编号 1
表示它是合法保留。

■

合法保留名称的后缀为 _3。 例如，hold_3。 保留名称中的编号 3 表示它是用
户保留。

有关相关命令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要显示有关命令及其选项的帮助信息，请输入 nbholdutil -help [-option]

向现有保留添加备份映像
可以使用 nbholdutil -add 命令向现有保留添加一个或多个备份映像。

向现有保留添加备份映像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命令提示符上，输入 nbholdutil -add 命令并选择适当
的选项和元素。 例如：
nbholdutil.exe -add -holdname hold123 -reason "Reason1" -backupid
win81.sky.com_1307425938 -primarycopy

此命令向保留 ID 为 hold123 的现有保留添加备份映像 win81.sky.com_1307425938
的主副本。
有关相关命令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要显示有关命令及其选项的帮助信息，请输入 nbholdutil -help [-option]

释放保留
您可以通过使用 nbholdutil -delete 命令释放保留。
注意：当包括该备份映像的所有保留均释放时，备份映像将按照失效日期失效。

释放保留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命令提示符上，输入 nbholdutil -delete 命令并选择
适当的选项和元素。 例如：
nbholdutil.exe -delete -holdname legal_case1 -force -reason
Legal_Case1 resolved

此命令将释放名为 legal_case1 的保留。 有关相关命令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Veritas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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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命令 nbholdutil -delete，您可以释放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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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上的菜单用户界面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菜单用户界面

■

关于 tpconfig 设备配置实用程序

■

关于 NetBackup 磁盘配置实用程序

关于菜单用户界面
NetBackup 在 UNIX 系统上提供了多个菜单用户界面，可帮助管理某些 NetBackup
功能：
■

请参见第 93 页的“关于 tpconfig 设备配置实用程序”。

■

请参见第 101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磁盘配置实用程序”。

可以使用这些实用程序来替代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无论使用的是哪一种管理
方法，术语、一般概念和结果均相同。
注意：多个 NetBackup 进程可设置进程所允许的并行打开文件描述符的数量上限。
该限制由进程运行的通知脚本继承。如果某通知脚本调用的命令需要多个附加文件
描述符（这种情况很少见），则该脚本在调用此命令之前必须适当地增加该限制。

关于 tpconfig 设备配置实用程序
仅适用于 UNIX 系统。
NetBackup tpconfig 设备配置实用程序是一个基于字符的、由菜单驱动的界面，
可用于配置机械手、驱动器和登录凭据。 可以在定义了 termcap 或 terminfo 的任
何终端（或终端仿真窗口）上使用。

UNIX 上的菜单用户界面
关于 tpconfig 设备配置实用程序

可以使用 NetBackup 命令实用程序来代替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无论使用了哪
种方法，术语、一般概念和结果均相同。
配置设备之后，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来配置卷。
以下列表介绍了设备配置的属性以及如何使用 tpconfig 实用程序来配置这些属性。
tpconfig 设备配置实用程序的属性如下所示：
■

机械手编号
将机械手添加到配置时需要分配一个机械手编号。tpconfig 会提示您输入一个
编号，或者接受它显示的下一个可用的机械手编号。 此编号在显示和列表中标
识机械手，位于机械手类型后面的括号中（如 TL8(2)）。
如果在多个系统上配置机械手，则机械手编号必须是唯一的。 如果将某个机械
手中的驱动器连接到多个系统，则需要在所有系统上为该机械手指定相同的机
械手编号。

■

机械手控制路径
对于大多数机械手而言，当您向配置中添加机械手时，您或操作系统在 /dev 目
录中创建该路径。 在 tpconfig 实用程序提示您时，输入位于 /dev 目录中的机
械手控制的路径。 如果条目不存在，请参考我们提供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机械手的控制路径可能在其他主机上。 如果是这样，请输入该主机的主机名而
不是路径。 在定义由其他主机控制的机械手时，两个主机上的机械手编号必须
相同。
有关如何配置机械手控制的信息，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

主机名
在下列情况下，必须指定主机名称：

■

■

添加 ACS 机械手时，输入 ACS 库软件所在的主机的名称，而不是机械手控
制路径。

■

添加 TLM 机械手时，输入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名称而不是机械手控制
路径。

■

当在另一主机上添加以下某个具有机械手控制的机械手时，系统将提示您输
入该主机的名称： TL8、TLD 或 TLH 机械手。

关闭时不倒带设备名称
添加驱动器时指定“关闭时不倒带”设备名称。 通常，该设备名称之前或之后
有一个字母 n。 如果设备名称条目不存在，则必须创建。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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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pconfig 显示和 tpconfig 输出中，这些设备名称显示在标题 DrivePath
下。
■

驱动器状态
驱动器状态指示 NetBackup 是否认为驱动器可用。 向配置中添加驱动器时应指
定初始驱动器状态。 可以更改该状态。 为此，请使用 tpconfig 中“驱动器配
置”菜单的“更新”选项（确保设备后台驻留程序 ltid 未处于活动状态）。 如
果设备后台驻留程序 ltid 处于活动状态，则使用管理控制台设备监视器或
vmoprcmd 命令。

关于 tpconfig 实用程序菜单
“设备配置实用程序”菜单包含以下信息：
Device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Utility
1)
2)
3)
4)
5)
6)

Drive Configuration
Robot Configuration
Credentials Configuration
Print Configuration
Help
Quit

Enter option:

表 4-1 介绍了主菜单选项。
表 4-1

tpconfig 主菜单选项

菜单选项

描述

驱动器配置

打开一个菜单，添加、删除或更新驱动器定义；列出驱动器和机械
手定义；或者配置驱动器路径。

机械手配置

打开一个菜单以添加、删除或更新机械手定义，或列出驱动器和机
械手的定义。

凭据配置

打开一个菜单以添加、删除、更新或列出下列对象的凭据：
■

NDMP 文件服务器

■

磁盘阵列

■

OpenStorage 服务器

■

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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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单选项

描述

打印配置

后续菜单中的“列出配置”命令允许您在屏幕上显示当前配置或者
将其写入文件。
如果在 tpconfig 命令中仅指定 -d 选项，则 tpconfig 会将当
前配置写入 stdout（屏幕），而不会调用菜单。
还存在其他命令选项。运行 tpconfig -help。
请参见位于下列 URL 的《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帮助

主菜单和大多数子菜单提供了联机帮助。

退出

终止公用程序并返回到 UNIX 提示符下。

按 Ctrl C 键或使用 Esc 键可以从实用程序的任何位置返回到主菜单。

启动 tpconfig 设备配置公用程序
有多种方法可启动 tpconfig 实用程序。
注意：如果介质管理器设备后台驻留程序正在运行，则应使用 stopltid 命令停止
它。
从 UNIX Shell 启动 tpconfig
◆

也可以在 UNIX shell 中输入以下命令（必须具有 root 用户权限）：
/usr/openv/volmgr/bin/tpconfig

添加机械手
配置机械手和驱动器时，先使用“机械手配置”菜单添加机械手。 然后使用“驱动
器配置”菜单添加驱动器。
要将独立驱动器更改为机械手驱动器，请使用“驱动器配置”菜单的“更新”选
项。
请参见第 98 页的“更新驱动器配置”。
添加机械手

1

选择“机械手配置”菜单。

2

选择“添加”选项。

3

从可用的机械手类型列表中，选择要添加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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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您所知道的尚未使用的机械手编号，或接受默认机械手编号。

5

通过输入设备文件路径或库名称，指出库的机械手控制所在的位置。 “机械手
配置”菜单的“帮助”选项中包含典型路径名的示例。

6

■

如果机械手控制位于其他主机上，则输入该主机的名称。
对于 ACS 机械手，请输入 ACS 库软件主机的名称。 对于 TLM 机械手，
请输入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的名称。

■

如果机械手控制在此主机上，则输入设备文件路径或库名称。 “机械手配
置”菜单的“帮助”选项中包含典型路径名的示例。
对于 ACS 机械手，请输入 ACS 库软件主机的名称。
对于 AIX 系统上的 TLH 机械手，请输入 LMCP 设备文件；否则，请输入自
动磁带库名称。
对于 TLM 机械手，请输入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的名称。

7

如果在新配置中未检测到冲突，则将显示一条消息，指示已经添加了机械手。

添加驱动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添加驱动器。
添加驱动器

1

选择“驱动器配置”菜单。

2

选择“添加”选项。

3

从可用的驱动器类型列表中，选择要添加的类型。

4

输入 /dev 目录中显示的关闭时不倒带设备路径。
“驱动器配置”菜单的“帮助”选项中包含典型路径名的示例。

5

输入驱动器状态（“启动”或“关闭”）。

6

如果存在可以将驱动器添加到其中的机械手，请指定是否将驱动器添加到该机
械手。 也可以将驱动器配置为独立驱动器。
如果不存在可以将驱动器添加到其中的机械手，则 tpconfig 会自动将该驱动
器添加为独立驱动器。
如果将驱动器添加到机械手，并且存在多个可用的机械手，请输入控制该驱动
器的机械手编号。
根据机械手类型的不同，系统还可能提示您添加机械手驱动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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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于 ACS 机械手中的驱动器，系统提示您输入 4 个驱动器标识符。
我们提供了有关 ACS 机械手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对于 TLH 机械手中的驱动器，系统会提示您输入 IBM 设备编号。
对于 TLM 机械手中的驱动器，系统将提示您输入 DAS 或标量 DLC 驱动器名
称。
有更多信息可供查看。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8

键入驱动器名称，或按 Enter 使用默认驱动器名称。
如果使用共享驱动器选项，则共享同一物理驱动器的所有主机都必须使用同一
驱动器名称。 建议使用描述性的驱动器名称。

更新机械手配置
使用以下过程可更改机械手编号或机械手控制路径。
更改机械手编号或机械手控制路径

1

在主菜单上，选择“机械手配置”。
如果仅配置了一个机械手，则无需选择“更新”或输入机械手编号。 如果仅配
置了一个机械手，请跳到步骤 4。

2

在“机械手配置”菜单上，选择“更新”。

3

输入要更改的磁带库的编号。

4

输入新机械手编号以替换现有机械手编号，或按 Enter 键保留当前机械手编
号。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机械手控制信息。 实际的提示取决于您更新的磁带库的类
型。

5

输入相应的机械手控制路径或承载该机械手的服务器的名称。

更新驱动器配置
可以更改驱动器的信息（例如，可以将它添加到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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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驱动器的信息

1

在主菜单上，选择“驱动器配置”。

2

在“驱动器配置”菜单上，选择“更新”。

3

输入要更新的驱动器的名称。
随即显示当前驱动器信息，后跟更改每个字段的提示。

4

输入一个新值或按 Enter 键保留现有的值。
其中一个提示会询问您是否要配置机械手中的驱动器。 如果要配置，则
tpconfig 将立即添加驱动器，或者让您从适当类型的任何现有机械手中进行
选择。
当您响应所有提示后，会出现一个修改过的“驱动器信息”显示，并带有以下
提示：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UPDATE drive name xxxxx? (y/n) n:

5

按 y 以回答“是”。

删除机械手
使用以下过程可删除机械手。
删除机械手

1

在主菜单上，选择“机械手配置”。
如果仅配置了一个机械手，则无需选择“更新”或输入机械手编号。 如果仅配
置了一个机械手，请跳到步骤 4。

2

在“机械手配置”菜单中，选择“删除”。

3

如果配置了多个机械手，请输入要删除的机械手的编号。

4

输入 y 以删除该机械手。
如果回答 n，则按任意键返回到“驱动器配置”菜单。

删除驱动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删除驱动器。
删除驱动器

1

在主菜单上，选择“驱动器配置”。

2

在“驱动器配置”菜单上，选择“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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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要删除的驱动器的名称。

4

输入 y 以删除该驱动器。
如果回答 n，则按任意键返回到“驱动器配置”菜单。

配置驱动器路径
使用以下过程可配置和管理驱动器路径。
显示“驱动器路径”菜单

1

在“驱动器配置”菜单中，选择“驱动器路径配置”。

2

输入驱动器名称。

添加驱动器路径

1

从“驱动器路径配置”菜单中选择“添加”。

2

输入有效的驱动器路径。

3

指定该路径的驱动器状态。
对于该路径，驱动器的状态可以是“启动”、“关闭”或“已禁用”。

删除驱动器路径

1

从“驱动器路径配置”菜单中选择“删除”。

2

输入要删除的驱动器路径。

更新驱动器路径

1

从“驱动器路径配置”菜单中选择“更新”。

2

输入要更新的驱动器路径。

3

指定一个新的驱动器路径或按 Enter 键更新驱动器路径的状态。

4

随即显示类似于下面的提示：

5

输入路径状态。

配置主机凭据
可以添加、删除、更新或配置下列默认主机凭据：
■

NDMP 文件服务器
可以在特定的服务器上添加特定文件服务器的凭据。 还可以添加所有 NetBackup
服务器用于所有 NDMP 文件服务器的凭据。

■

磁盘阵列
SharedDisk 只在 NetBackup 6.5 介质服务器上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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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Storage 服务器

■

虚拟机

配置主机凭据

1

在主菜单上，选择“凭据配置”。

2

在凭据菜单上，选择要配置的凭据类型。
Please select the type of host you are trying to configure:
1)
2)
3)
4)

3

(N)dmp Filer
(D)isk Array Management Server
(O)penStorage Server
(V)irtual Machine

选择特定凭据菜单中的某个选项，然后按照提示操作。

显示和输出设备配置
可以通过 tpconfig 中的每个菜单显示或输出当前配置。
从主菜单显示配置

1

按“4) 打印配置”。

2

按 Enter。

从子菜单显示配置
◆

通过按相应编号，选择“列出配置”选项。

将当前配置写入文件中

1

在主菜单上，按“4) 打印配置”。

2

输入文件名称。

将当前配置写入标准输出
◆

在 UNIX Shell 中输入以下命令：
tpconfig -d

关于 NetBackup 磁盘配置实用程序
NetBackup 磁盘配置实用程序是一个基于字符的菜单驱动界面，可用于配置和管理
磁盘存储实体。 此实用程序用于使用磁盘池存储的可选 NetBackup 产品。 可以在
定义了 termcap 或 terminfo 的任何终端（或终端仿真窗口）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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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 NetBackup 命令实用程序来代替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无论使用了哪
种方法，术语、一般概念和结果均相同。
配置磁盘存储后，还可以使用 UNIX 实用程序来配置磁盘存储单元。

管理 OpenStorage 服务器和磁盘池
使用 OpenStorage 的“磁盘管理”菜单，可以配置和管理 OpenStorage Disk Storage
Unit Option 的磁盘存储。
管理 OpenStorage 服务器和磁盘池

1

在 NetBackup 磁盘配置实用程序主菜单中按 o（OpenStorage 磁盘管理），
以显示“OpenStorage 磁盘管理”菜单。
该菜单包含以下信息：
OpenStorage Disk Management
--------------------------a)
u)
r)
v)
g)
e)

Add Storage Server
Update Storage Server
Remove Storage Server
View Storage Server
Get Storage Server Configuration
Engage Storage Server Configuration

p)
n)

Preview Disk Volumes
Create New Disk Pool

t)
m)
c)
s)
w)
k)
d)
l)

Take Disk Pool Inventory
Merge Two Disk Pools
Change Disk Pool
Change Disk Pool State
Update Disk Pool Replication Properties From Storage Server
Add Volumes To Disk Pool
Delete Disk Pool
List Disk Pools

h)
q)

Help
Quit Menu

ENTER CHOICE:

2

选择一个菜单选项，然后按照提示进行操作，以配置和管理 Open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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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全局磁盘属性
使用“全局磁盘管理属性”菜单，可以配置和管理所有磁盘池功能的磁盘存储属
性。
管理全局磁盘属性

1

从 NetBackup 磁盘配置实用程序主菜单中按 g（全局磁盘管理属性），以显示
“全局磁盘管理属性”菜单。
该菜单包含以下信息：
Global Disk Management Attributes
--------------------------------l)
s)

List Global Disk Management Attributes
SharedDisk SCSI Persistent Reservation

h)
q)

Help
Quit Menu

ENTER CHOICE:

2

选择一个菜单选项，然后按照提示进行操作，以配置和管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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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主题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主机名规则

■

关于使用 nbtar 或 tar32.exe 读取备份映像

■

影响备份时间的因素

■

确定 NetBackup 传输速率的方法

■

NetBackup 通知脚本

■

介质和设备管理最佳做法

■

关于 TapeAlert

■

关于磁带驱动器清洗

■

NetBackup 如何选择驱动器

■

NetBackup 如何保留驱动器

■

NetBackup 如何选择介质

■

卷池和卷组示例

■

介质格式

■

介质和设备管理进程

■

关于 UNIX 上的磁带 I/O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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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名规则
NetBackup 使用主机名来标识和启动 NetBackup 客户端和服务器计算机上的进程
并与这些进程通信。在配置期间正确使用主机名对于 NetBackup 的正常工作是非常
重要的。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动态主机名和 IP 寻址”。
在 Windows 上：
NetBackup 使用 TCP/IP 主机名连接到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NetBackup
通过执行反向主机名查找来验证连接。即，NetBackup 确定连接的 IP 地址，然后
通过将此 IP 地址与 gethostbyaddr() 结合使用来查找主机名。必须在 DNS、WINS
或本地的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hosts 文件（如果需要）中正确
设置主机名和地址解析。
注意：将系统主机名和 IP 地址放在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hosts
文件中可加速名称查找过程。

NetBackup 如何使用主机名
要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将主机名限定到什么程度。 在许多情况下，计算机的短主机名
就足够了。 如果网络环境包含多个域，请将主机名限定到多域环境中的服务器和客
户端能够相互识别的程度。
例如，使用 mercury.bdev.null.com 或 mercury.bdev 之类的名称，而不是仅使
用 mercury。
下面的主题讨论 NetBackup 如何存储和使用主机名。这些主题还介绍有关选择主机
名时的注意事项。
注意：（在 Windows 上）不要更改 NetBackup 服务器的主机名。不建议这样做。
否则，您可能需要将所有以前用过的介质导入该服务器，然后才能通过新的主机名
使用该服务器。
下表讨论了介绍 NetBackup 如何存储和使用主机名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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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主题

NetBackup 如何存储和使用主机名

描述

UNIX 服务器和客户端上的服 在 UNIX 服务器和客户端上，bp.conf 文件中的 SERVER 条目定义允许访问的
务器和客户端名称
NetBackup 服务器。第一个 SERVER 条目标识主服务器。 第一个 SERVER 条目指示向
其发出客户端请求的服务器。 因此，SERVER 名称必须是一个所有客户端都可通过它
连接至服务器的名称。
如果存在多个 SERVER 条目，则附加的条目标识其他可以启动客户端上的预定备份的
NetBackup 服务器。如果您配置了远程介质服务器，则 bp.conf 文件必须具有多个
SERVER 条目。 NetBackup 请求后台驻留程序 (bprd) 和 NetBackup 数据库管理器后
台驻留程序 (bpdbm) 不会在主服务器之外的任何服务器上运行。
当客户端向服务器发出列出或还原请求时，系统将使用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确定是
否允许该操作。（在客户端上指定的客户端名称）。 使用的客户端名通常是客户端的
bp.conf 文件中的 CLIENT_NAME。 客户端名称也可能是客户端的实际主机名（如果
不在 bp.conf 文件中）。 备用客户端还原可以使用通过用户界面指定的名称，也可
以使用 bprestore 命令中的参数指定的名称。
要使请求成功，客户端名称必须与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配置中为客户端指定的名称
相匹配，但已将服务器配置为允许进行备用客户端还原的情况除外。
Windows 服务器和 PC 客户端 Windows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也有 SERVER 和 CLIENT_NAME 设置。在这些系
上的主机名
统上，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指定服务器和客户端设置。
策略配置

（在 Windows 上）客户端的“配置名称”是其添加到策略中时的主机名。 此名称指
示客户端在 NetBackup 配置中的标识。
（在 UNIX 上）客户端的“配置名称”是其添加到策略中时的主机名。 此名称指示客
户端在 NetBackup 配置中的标识。当首次在 UNIX 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时，该软
件还向客户端的 bp.conf 文件中添加 CLIENT_NAME 条目。
服务器使用客户端的已配置名称连接到客户端，并启动满足客户端请求的进程。 在向
策略添加客户端时请始终使用限定主机名，以确保所有 NetBackup 服务器可以连接到
该客户端。
当客户端向 NetBackup 服务器发出用户备份、存档或还原请求时，服务器使用客户端
的对等名。对等名（从客户端的 TCP 连接中识别）用于确定客户端的已配置名称。
如果将一个客户端添加到多个策略，请始终在所有情况下都使用相同的名称。 如果未
使用相同的名称，则客户端将无法查看为它备份的所有文件。 在这种情况下，文件还
原将变得很复杂，因为从某些备份还原既需要用户操作也需要管理员操作。

映像目录库

当第一次为某个客户端创建备份时，将在映像目录库中为该客户端创建一个子目录。
子目录的名称是客户端的已配置名称。
客户端的每个备份都在该子目录中有一个单独的文件。 其中的每个备份记录都包含该
备份所写入的服务器的主机名。

106

参考主题
主机名规则

主题

描述

错误目录库

NetBackup 使用错误目录库中的条目来生成报告。 这些条目包含生成相应条目的服务
器的主机名和客户端的已配置名称（如果适用）。 服务器的主机名通常是该服务器的
短主机名。 （例如，是 servername 而不是 servername.null.com。）

目录库备份信息

如果在 NetBackup 目录库中包括介质服务器的目录库文件，请在文件路径中限定介质
服务器的主机名。限定名称是必需的，因为它们可使主服务器连接到介质服务器。

在更改主机名后更新 NetBackup
不要更改 NetBackup 服务器的主机名。更改名称后，可能需要将所有以前用过的介
质导入该服务器，然后才能通过新的名称使用该主机。
在客户端的主机名发生更改后，请按照以下步骤来更新 NetBackup 配置。
在主服务器名称更改后更新 NetBackup

请参见第 107 页的“在主服务器名称更改后更新
NetBackup”。

在客户端名称更改后更新 NetBackup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在客户端名称更改后更新
NetBackup”。

在主服务器名称更改后更新 NetBackup

1

在主服务器上，从包含客户端旧名称的所有策略中删除这些旧名称，然后将客
户端的新名称添加到这些策略中。 无需在客户端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 软件。
客户端仍然可以访问以前的所有备份。

2

（在 UNIX 上）创建一个从客户端的旧映像目录到其新映像目录的符号链接。
例如，
cd /usr/openv/netbackup/db/images ln -s
old_client_name new_client_name

3

（在 Windows 上）在映像目录库目录中创建一个名为 ALTPATH 的文件。
例如，如果客户端名称是 client1，则将在以下位置创建 ALTPATH 文件：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db\images\client1\
ALT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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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上）在 \images 目录中为新的 client2 创建一个目录：

4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db\images\client2

（在 Windows 上）在 client1\ALTPATH 文件的第一行，指定新客户端的目录
路径。 此路径是 ALTPATH 文件中的唯一条目。

5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db\images\client2

在客户端名称更改后更新 NetBackup
在 PC 客户端上，通过用户界面或在配置文件中更改客户端名称设置。

1

请参见“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界面中的联机帮助。
在 UNIX 客户端上，将 bp.conf 文件中的 CLIENT_NAME 值更改为新的名称。

2

如果 UNIX 客户端上的用户在其 $HOME 目录中有一个 bp.conf 文件，则他们必
须将该文件中的 CLIENT_NAME 更改为新的名称。

有关域名服务 (DNS) 的特殊注意事项
在某些发往主服务器的请求中，客户端软件会发送其通过自己的 gethostname 库函
数（在 Windows 上）或 gethostname(2) 库函数（在 UNIX 上）获取的名称。 如
果该名称对于主服务器的域名服务是未知的，则主服务器可能无法响应客户端请
求。
这种状况是否存在取决于客户端和服务器的配置。如果主服务器上的 DNS 无法解
析客户端上的 gethostname（在 Windows 上）或 gethostname(2)（在 UNIX 上）
返回的主机名，将会发生问题。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重新配置客户端或主服务器的 DNS hosts 文件。 还有一个
办法就是在主服务器上的 altnames 目录中创建一个特殊文件。 该文件会强制转换
NetBackup 客户端主机名。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db\altnames\host.xlate

在 UNIX 上：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host.xlate
host.xlate 文件中的每一行都有三个元素： 一个数字键和两个主机名。 每一行都

左对齐，行中的每个元素都由一个空格字符隔开：
key hostname_from_ client client_as_known_by_server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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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是一个数值，NetBackup 用它来指定在哪些情况下需要进行转换。目前该值
必须始终为 0，这表示配置名转换。

■

hostname_from_client 是要转换的值。该客户端名称必须与通过运行客户端的
gethostname（在 Windows 上）或 gethostname(2)（在 UNIX 上）获取的名
称一致。 该值必须发送到请求中的服务器。

■

client_as_known_by_server 是请求响应中替换 hostname_from_client 的名称。
该名称必须与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配置中的名称一致，而且必须为该主服
务器的网络服务所知。

请参考以下示例：
0 xxxx xxxx.eng.aaa.com

该行指定当主服务器收到对所配置的客户端名称的请求时（数字键 0），名称
xxxx.eng.aaa.com 总是替换 xxxx。
如果满足下列条件，该替换将解决此问题：
■

当 gethostname（在 Windows 上）或 gethostname(2)（在 UNIX 上）在客户
端上运行时，其返回 xxxx。

■

主服务器的网络服务 gethostbyname 库函数（在 Windows 上）或
gethostbyname(2) 库函数（在 UNIX 上）无法识别名称 xxxx。

■

该客户端在 NetBackup 配置中被配置和命名为 xxxx.eng.aaa.com。并且，此
名称为主服务器上的网络服务所知。

关于使用 nbtar 或 tar32.exe 读取备份映像
NetBackup 使用 tar 格式的备份映像。 通过使用 NetBackup tar32.exe（在 Windows
上）或 nbtar（在 UNIX 或 Linux 上），NetBackup 可以理解压缩文件、稀疏文件、
长路径名和 ACL 信息。 它提供的功能类似于 cpio 中的功能。
虽然能处理 tar 格式映像的非 NetBackup 还原实用程序可用于还原文件，但其仅提
供有限的还原功能。 您不能使用 NetBackup tar32.exe 或 nbtar 从 NetBackup
for Windows 备份映像中提取文件。

使用非 NetBackup 还原实用程序的后果
非 NetBackup 还原实用程序并不提供 NetBackup
/usr/openv/netbackup/bin/nbtar 所提供的全部还原功能。 这样可能会导致问
题。
下面列出了使用非 NetBackup 还原实用程序可能发生的后果：
■

已压缩的备份无法恢复。

■

多路复用的备份无法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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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laris 扩展属性无法还原到客户端。

■

VxFS 的指定数据流无法还原到客户端。

■

原始分区无法恢复。（这也适用于 FlashBackup 映像。）

■

NDMP 客户端备份映像无法还原，但 NDMP 供应商可能有可以直接从介质执行
还原的工具或实用程序。

■

非 NetBackup 版本的还原实用程序在处理稀疏文件时可能有问题，经常会跳过
稀疏文件。

■

HP CDF 是使用非 NetBackup 版本的还原实用程序来还原的。 该目录不再隐
藏，并且目录的名称附加一个 +。

■

如果备份跨多个介质片，必须从介质中读取并合并片段，然后再提供给还原实
用程序。 要合并片段，可使用系统的 dd 命令。
另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对片段使用还原实用程序。 对片段使用还原实用程序可以
恢复非跨介质备份中的任何文件。
已知某些版本的 HP9000-800 /bin/tar 命令对跨介质的备份的第二个片段会给
出“目录校验和错误”。

■

某些版本的 Solaris tar 会将 atime、mtime 和 ctime 字符串与文件名组合在一
起，从而产生不合要求的文件路径。

使用非 NetBackup 还原实用程序还原文件（在 UNIX 上）
该序列假定介质对介质管理器是已知的，并且磁带驱动器受介质管理器控制。
开始前，请先获取以下信息：
■

包含所需备份的磁带的介质 ID。

■

备份在磁带上的磁带文件编号。
请参见此磁带的 NetBackup“介质上的映像”报告。

■

磁带类型和密度。

■

磁带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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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非 NetBackup 实用程序还原文件

1

输入以下命令：
tpreq -m media_id -a r -d density -p poolname -f
/tmp/tape

其中，以下情况为真：
media_id 是包含备份的磁带的介质 ID。
density 是磁带的密度。
poolname 是磁带所属的卷池。

2

输入以下命令：mt -f /tmp/tape rew

3

输入以下命令：mt -f /tmp/tape fsf file_#
其中，以下情况为真：
file_# 是备份在磁带上的磁带文件编号。 通过检查磁带的 NetBackup“介质上
的映像”报告，确定磁带文件编号。

4

输入以下命令：mt -f /tmp/tape fsr

5

输入以下命令：
/bin/nbtar -tvfb /tmp/tape blocksize

其中，以下情况为真：
blocksize 为 64（假定磁带以 32K 大小的块写入）

6

输入以下命令：tpunmount /tmp/tape

有关使用非 NetBackup 还原实用程序还原文件的注意事项（在 UNIX
上）
使用非 NetBackup 还原实用程序还原文件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使用非 NetBackup 实用程序还原文件的过程不适用于使用 NetBackup Encryption
的加密备份。 已加密的备份可恢复。 但不能对备份进行解密。

■

要确定备份是否已加密，请在恢复前运行非 NetBackup 还原实用程序，如 tar
-t。 已加密备份的输出类似于下面的示例：
erw-r--r-- root/other Nov 14 15:59 2014 .EnCryYpTiOn.388
-rw-r--r-- root/other Oct 30 11:14 2015 /etc/group.10-30

第一行开头的 e 表示备份已加密 （恢复期间还会显示其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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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非 NetBackup 实用程序还原文件的过程在 Solaris 平台上无效。 您不能在
Solaris 上使用 /usr/sbin/tar 来读取 NetBackup 备份。Solaris tar 命令使用
ctime 和 atime 字段的方式与其他 tar 命令不同。
当使用 /usr/sbin/tar 还原备份时，将在顶层创建的大量目录。 这些目录来自
作为路径名读取的 ctime 和 atime 字段。
可以使用 /usr/openv/netbackup/bin/nbtar 读取 Solaris 平台上的备份。

■

在独立环境中，使用非 NetBackup 实用程序还原文件的过程中的步骤 1 和 6 是
可选的。 如果跳过步骤 1，请“关闭”驱动器，然后在其他步骤中用该驱动器
的 /dev 路径替换 /tmp/tape。 请记住在完成后“启动”该驱动器。
请参见第 111 页的“使用非 NetBackup 实用程序还原文件”。

关于还原生成的文件
nbtar 命令及处理 tar 格式映像的任何还原实用程序可根据恢复情况生成一些文件，

如表 5-2 所示。
还原生成的文件

表 5-2
文件

描述

@@MaNgLeD.nnnn

对于包含超过 100 个字符的路径名的备份，nbtar 生成名为
@@MaNgLeD.nnnn 的文件，其中包含实际的文件。

@@MaNgLeD.nnnn_Rename

nbtar 生成另一个文件 (@@MaNgLeD.nnnn_Rename)，该文件说
明如何重命名 @@MaNgLeD.nnnn 文件，以便将文件返回到正确的
位置。

@@MaNgLeD.nnnn_Symlink

对于符号链接的长名称，nbtar 生成名为
@@MaNgLeD.nnnn_Symlink 的文件。 这些文件包含符号链接的
描述，这些符号链接必须是为返回指向正确文件的链接而建立的。

对于跨平台的 VxFS 扩展盘区属性还原，nbtar 可以删除或读取这些文件，并手动将扩展盘区属性重新生成到相应
的文件。
创建扩展盘区属性并将其存储在目录下的
.ExTeNt.nnnn 文件中 root

影响备份时间的因素
NetBackup 完成备份所需的时间是设置日程表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处理大量数据
的场所，时间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例如，总备份时间会超过为完成备份而分配的时
间，并影响正常的网络运行。 较长的备份时间还将增加出现中断备份的问题的可能
性。 备份文件的时间还可指示恢复文件所需的时间。
图 5-1 显示了影响备份时间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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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时间公式

图 5-1
备份时间

=

总数据
传输速率

+

压缩因子
（可选）

x

设备延迟

要备份的数据总量
要备份的数据总量取决于策略中每个客户端的文件的大小。 数据的总量还取决于备
份是完全备份还是增量式备份。
这些含义如下：
■

完全备份涉及到全部数据。 因此，完全备份通常比增量式备份需要更长的时间。

■

差异增量式备份仅包括自上次完全备份或增量式备份以来已更改的数据。

■

累积增量式备份包括自上次完全备份以来已更改的所有数据。

对于增量式备份，数据量取决于文件更改的频率。 如果经常更改大量文件，则增量
式备份的数据量会变大。

传输速率
传输速率取决于下列因素。
表 5-3

传输速率因素

因素

描述

备份设备的速度

以 800 kbps 传输速率发送到磁带的备份通常比传输速率为 400
kbps 的磁带快 （假定其他因素使得加快传输速率是可能的）。

可用的网络带宽

可用带宽小于理论网络带宽，并且取决于存在多少其他网络通信
量。 例如，同一网络上发生的多个备份将争用带宽。

客户端处理数据的速度

速度随着硬件平台的不同而不同，并取决于平台上运行的其他应
用程序。 文件大小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客户端处理较大文件的
速度比处理较小文件的速度快。 备份 20 个大小为 1 MB 的文件的
速度要快于备份 20,000 个大小为 1 KB 的文件的速度。

服务器处理数据的速度

同客户端速度一样，服务器速度也随硬件平台的不同而不同，且
取决于平台上运行的其他应用程序。 正在执行的并行备份的数量
也会影响服务器速度。

网络配置可能会影响性能

例如，在以太网环境中，如果某些计算机以全双工方式运行而另
一些计算机以半双工方式运行，则会显著降低吞吐量。

压缩（在 UNIX 上）

软件压缩常常使同样一组数据的备份时间延长一到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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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描述

设备延迟

设备延迟可能是由于以下因素而导致的：
■

设备太忙或太慢，无法加载介质。

■

设备太慢，找不到开始写入备份的介质位置。

这些延迟可能在很大范围内变化，具体取决于设备和计算环境。

确定 NetBackup 传输速率的方法
使用 NetBackup 报告数据计算三种不同的备份传输速率。
提供了三种 NetBackup 传输速率及计算方法。
表 5-4

NetBackup 传输速率

传输速率

描述

网络传输速率

网络传输速率是“所有日志条目”报告中提供的速率。
网络传输速率仅考虑在网络上从客户端到服务器传输数据所需
的时间。
该速率忽略下列时间：
■

设备在备份前加载和定位介质所需的时间。

■

关闭磁带文件和将附加 NetBackup 信息记录写入磁带所需
的时间。

网络传输加结束备份处理速 该速率忽略在备份前加载和定位介质所需的时间。 不过，该速
率
率包括网络传输速率中忽略的结束备份处理所需的时间。 要确
定该速率，请使用“所有日志条目”报告并计算从以下消息：
begin writing backup id xxx
到以下消息的时间：
successfully wrote backup id xxx
要计算传输速率，用该时间（以秒为单位）除传输的总字节数
（传输的总字节数记录在“所有日志条目”报告中）。
总传输速率

该传输速率包括加载和定位介质以及结束备份处理的时间。 使
用“客户端备份列表”报告，通过将千字节数除以运行时间（换
算为秒）来计算传输速率。

在 Windows 上，Microsoft Windows 系统监视器也显示 NetBackup 传输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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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备份数据以计算传输速率的报告的示例
假设报告提供下列数据。
“所有日志条目”报告示例：
TIME
04/28/09 23:10:37

04/29/09 00:35:07

SERVER/CLIENT
TEXT
windows giskard begin writing backup
id giskard_0767592458, fragment 1 to
media id TL8033 on device 1 . . .
windows giskard successfully wrote
backup id giskard_0767592458,
fragment 1, 1161824 Kbytes at
230.325 Kbytes/sec

“客户端备份列表”报告示例：
Client:
Backup ID:
Policy:
Client Type:
Sched Label:
Schedule Type:
Backup Retention Level:
Backup Time:
Elapsed Time:
Expiration Time:
Compressed:
Kilobytes:
Number of Files:

giskard
giskard_0767592458
production_servers
Standard
testing_add_files
Full
one week (0)
04/28/09 23:07:38
001:27:32
05/05/09 23:07:38
no
1161824
78210

以下三个速率是使用示例报告中的备份数据计算的：
“网络传输”速率：
1161824 KB，230.325 kbps
“网络传输加结束备份处理”速率：
23:10:30 - 00:35:07 = 01:24:30 = 5070 秒
1161824 KB/5070 = 229.157 kbps
“总传输”速率：
运行时间 = 01:27:32 = 5252 秒
1161824 KB/5252 = 221.216 k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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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通知脚本
NetBackup 提供了可收集信息且可用于向管理员通知特定事件的脚本或批处理文
件。
goodies 目录中存在许多脚本，其中包含要修改的 shell 脚本示例。/goodies 目录

中的脚本不受支持，但是，为了举例之用，可以对其自定义。
goodies 目录位于以下位置：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goodies\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goodies

有关使用脚本的注意事项
■

修改脚本后，确保其他人可以运行该脚本。为此，请运行 chmod ugo+rx
script_name，其中 script_name 是脚本名称。

■

如果使用 bpstart_notify 或 bpend_notify 脚本，则不要包含写入 stdout 的
任何命令。在备份过程中，NetBackup 会将写入 stdout 的输出发送到服务器。
生成的备份可能中止并显示与块大小有关的错误消息。
另外，请确保脚本中的所有命令均适用于客户端平台。例如，-s 参数对于某些
UNIX 平台上的 UNIX mail 命令无效。使用该参数会导致数据写入 stdout 或
stderr。

■

多个 NetBackup 进程可设置所允许的并行打开文件描述符的数量上限。该限制
由进程运行的通知脚本继承。如果某通知脚本调用的命令需要多个附加文件描
述符（这种情况很少见），则该脚本在调用此命令之前必须适当地增加该限制。

以下主题介绍了在主服务器和客户端上活动的脚本。
要使用客户端脚本，首先要在客户端上创建该脚本。
脚本中出现的其他注释。

backup_notify 脚本
backup_notify.cmd 脚本（在 Windows 上）和 backup_notify 脚本（在 UNIX

上）在存储单元所在的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运行。 每次成功地将备份写入介质时，
都将调用该脚本。
这些脚本位于以下目录中：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ackup_notify.cmd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backup_notify
NetBackup 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该脚本：
■

执行备份的程序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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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映像名称或路径

请参见以下 Windows 示例：
backup_notify.cmd bptm host_0695316589

backup_exit_notify 脚本
backup_exit_notify.cmd 脚本（在 Windows 上）和 backup_exit_notify 脚本

（在 UNIX 上）在主服务器上运行。 单个备份完成后，将调用该脚本来执行站点特
定的处理。
这些脚本位于以下目录中：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ackup_exit_notify.cmd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backup_exit_notify
NetBackup 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脚本：
client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客户端名称。

policy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策略名称。

sched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日程表名称。

schedtype

指定以下选项之一：FULL、INCR（差异增量式备份）、CINC（累积增
量式备份）、UBAK、UARC

exitstatus

指定整个备份作业的退出代码。

stream

指定作业的备份流编号。
0 = 备份作业没有运行多个数据流。
-1 = 此作业是父作业。

done_trying

指定是否将重试作业。
0 = 此作业未完成，将重试。
1= 此作业已完成，不会重试。
如果系统被配置为在 12 小时内尝试 3 次，则作业最多可以运行 3 次此脚
本。在最后一次尝试时，会将 done_trying 标志设置为 1。作业已成功
完成或已失败，用完了尝试次数。

请参见以下 UNIX 示例：
backup_exit_notify clientname1 pol_prod sched_fulls FULL 0 -1 1
backup_exit_notify clientname2 pol_prod sched_incr INCR 73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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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start_notify 脚本（UNIX 客户端）
在 UNIX 客户端上，NetBackup 在客户端每次启动备份或存档操作时调用
bpstart_notify 脚本。
注意：使用该脚本之前，确保客户端上的其他用户可以运行该脚本。为此，请运行
chmod ugo+rx script_name，其中 script_name 是脚本名称。
要使用该脚本，请从服务器复制以下文件：
/usr/openv/netbackup/bin/goodies/bpstart_notify

然后，将这个脚本放在 UNIX 客户端上的以下位置：
/usr/openv/netbackup/bin/

修改该脚本并确保具有运行该脚本的权限。
每次启动备份或存档以及完成初始化时，都将运行 bpstart_notify 脚本。 该脚本
在放置磁带之前运行。 该脚本必须以 0 状态退出，以使调用程序继续执行并使备份
或存档操作继续。 非零状态将导致客户端备份或存档以 bpstart_notify failed
状态退出。
如果存在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notify 脚本，则它将在前台运
行。客户端上的 bpbkar 进程会等候脚本完成，然后再继续。该脚本中任何不以 &
字符结尾的命令将依次运行。
服务器期待客户端在由服务器上的 BPSTART_TIMEOUT 选项指定的时间内以 continue
消息响应。BPSTART_TIMEOUT 的默认值为 300 秒。如果脚本需要的时间超过 300
秒，则可增大该值以允许更多的时间（BPSTART_TIMEOUT 选项对应于“超时时间”
主机属性上的“备份开始通知超时”）。
注意：“客户端读取超时”（CLIENT_READ_TIMEOUT 选项）必须等于或大于“备份
开始通知超时”（BPSTART_TIMEOUT 选项）。如果“客户端读取超时”小于“备份
开始通知超时”，则作业可能会在 bpstart_notify 脚本运行时超时。
NetBackup 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脚本：
client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客户端名称。

policy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策略名称。

sched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日程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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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type

指定以下选项之一： FULL、INCR（差异增量式备份）、CINC（累积
增量式备份）、UBAK、UARC

注意：如果未指定 .policyname[.schedule]，则也会为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运
行 bpstart_notify 脚本。
例如：
bpstart_notify
bpstart_notify
bpstart_notify
bpstart_notify
bpstart_notify

client1
client2
client3
client4
client5

pol_cd4000s
pol_cd4000s
pol_cd4000s
pol_cd4000s
pol_cd4000s

sched_fulls FULL
sched_incrementals INCR
sched_fulls FULL
sched_user_backups UBAK
sched_user_archive UARC

要为特定策略或策略与日程表组合创建 bpstart_notify 脚本，请创建以 .policyname
或 .policyname.schedulename 为后缀的脚本文件。 以下是策略 production 的两个
脚本名称示例，该策略包含一个日程表 fulls：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notify.production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notify.production.fulls

第一个脚本影响名为 production 的策略中的所有预定备份。 第二个脚本仅当日程表
名为 fulls 时才影响 production 策略中的预定备份。
注意：对于给定的备份，NetBackup 只使用一个 bpstart_notify 脚本，且该脚本
是具有最具体名称的脚本。 例如，如果有 bpstart_notify.production 和
bpstart_notify.production.fulls 两个脚本，则 NetBackup 只使用
bpstart_notify.production.fulls。
bpstart_notify 脚本可使用下列环境变量：
BACKUPID
UNIXBACKUPTIME
BACKUPTIME

NetBackup bpbkar 进程创建这些变量。 下面是脚本可用于记录备份信息的字符串
示例：
BACKUPID=client1_0857340526
UNIXBACKUPTIME=0857340526
BACKUPTIME=Sun Mar 2 16:08:46 2016

此外，可以使用以下环境变量来支持多个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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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用于支持多个数据流的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描述

STREAM_NUMBER

指定数据流编号。 从策略、客户端和日程表生成的第一个数据流为 1。如果值为 0，则表
示未启用多个数据流。

STREAM_COUNT

指定从该策略、客户端和日程表生成的数据流总数。

STREAM_PID

指定 bpbkar 的 PID（进程 ID）编号。

RESTARTED

指定检查点重新启动或检查点备份作业。值为 0 表示此作业没有继续 （例如，在第一次初
始化时）。 值为 1 表示作业已继续。

bpstart_notify.bat 脚本（Windows 客户端）
对于所有 Windows 客户端，可创建在每次客户端启动备份或存档时都提供通知的
批处理脚本。
要使用该脚本，请从服务器复制以下文件：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goodies\bpstart_notify.bat

然后将文件放在客户端上 NetBackup 客户端二进制文件所在的相同目录中：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其中，Install_path 是 NetBackup 的安装目录。
可创建为所有备份或只为特定策略或日程表的备份提供通知的 bpstart_notify 脚
本。
要创建适用于所有备份的脚本，请将脚本命名为 bpstart_notify.bat。
要创建只适用于特定策略或策略与日程表组合的 bpstart_notify 脚本，请将
.policyname 或 .policyname.schedulename 后缀添加到脚本名称中。
以下是 bpstart_notify 脚本名称的示例：
■

以下脚本仅适用于名为 days 的策略：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start_notify.days.bat

■

以下脚本只适用于策略 days 中名为 fulls 的日程表：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start_notify.days.fulls.bat

如果未指定 .policyname[.schedule]，则也会为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运行
bpstart_notify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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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脚本影响策略 days 中的所有预定备份。 第二个脚本仅当日程表名为 fulls 时
才影响策略 days 中的预定备份。
对于给定的备份，NetBackup 将只调用一个 bpstart_notify 脚本，并按以下顺序
检查这些脚本：
bpstart_notify.policy.schedule.bat
bpstart_notify.policy.bat
bpstart_notify.bat

例如，如果有 bpstart_notify.policy.bat 和
bpstart_notify.policy.schedule.bat 两个脚本，则 NetBackup 只使用
bpstart_notify.policy.schedule.bat 脚本。
注意：bpend_notify 脚本可以提供与 bpstart_notify 脚本不同的通知级别。 例
如，要为每个脚本使用一种级别，脚本名称可以是 bpstart_notify.policy.bat
和 bpend_notify.policy.schedule.bat。
NetBackup 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脚本：
%1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客户端名称。

%2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策略名称。

%3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日程表名称。

%4

指定下列其中一个值：FULL、INCR、CINC、UBAK、UARC

%5

指定对于 bpstart_notify，操作的状态始终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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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定 NetBackup 用来在脚本中搜索返回代码的结果文件。 NetBackup 使用 %6
传递文件名，然后期望脚本在自身所在的目录中创建该文件。
如果脚本应用于特定策略和日程表，则必须将结果文件命名为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START_RES.policy.schedule
如果脚本应用于特定策略，则必须将结果文件命名为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START_RES.policy
如果脚本应用于所有备份，则必须将结果文件命名为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START_RES
此脚本创建文件的一种方法是使用 echo 0> %6 语句。
在调用脚本之前，NetBackup 将删除现有结果文件。 脚本运行后，NetBackup 将
检查新结果文件中的状态。 仅当状态为 0 时，脚本才被视为成功。 如果结果文件
不存在，则 NetBackup 假设脚本已成功。

服务器期待客户端在由服务器上的 BPSTART_TIMEOUT 选项指定的时间内以 continue
消息响应。BPSTART_TIMEOUT 的默认值为 300 秒。如果脚本需要的时间超过 300
秒，则可增大该值以允许更多的时间（BPSTART_TIMEOUT 选项对应于“超时时间”
主机属性上的“备份开始通知超时”）。
注意：“客户端读取超时”（CLIENT_READ_TIMEOUT 选项）必须等于或大于“备份
开始通知超时”（BPSTART_TIMEOUT 选项）。如果“客户端读取超时”小于“备份
开始通知超时”，则作业可能会在 bpstart_notify 脚本运行时超时。

bpend_notify 脚本（UNIX 客户端）
要在 UNIX 客户端完成备份或存档操作时收到通知，请从服务器复制以下文件：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goodies\bpend_notify

在 UNI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goodies/bpend_notify

然后，将文件放在 UNIX 客户端上的以下位置：
/usr/openv/netbackup/bin/bpend_notify

修改该脚本并确保具有运行该脚本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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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bpend_notify 脚本在客户端已完成数据发送但服务器尚未完成介质写入时
运行。

注意：在修改后，确保其他管理员可以运行通知脚本。为此，请运行 chmod ugo+rx
script_name，其中 script_name 是脚本名称。
bpend_notify 脚本在每次备份或存档完成时运行。 对于存档，该脚本在备份后、

但在删除文件前运行。
如果 bpend_notify 存在，则它将在前台运行，而客户端上的 bpbkar 将一直等待
它完成。 任何不以 & 字符结尾的命令将依次运行。
服务器期待客户端在由 BPEND_TIMEOUT NetBackup 配置选项指定的时间内响应。
BPEND_TIMEOUT 的默认值为 300。
如果脚本需要的时间超过 300 秒，请将 BPEND_TIMEOUT 设置为更大的值。 应避免
该值过大，因为那样会延迟服务器为其他客户端提供服务。
NetBackup 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脚本：
client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客户端名称。

policy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策略名称。

sched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日程表名称。

schedtype

指定以下选项之一： FULL、INCR（差异增量式备份）、CINC（累积
增量式备份）、UBAK、UARC

exitstatus

指定 bpbkar 中的退出代码。 该状态是客户端状态，并不意味着备份
已完成并成功。
当由于服务器上发生故障而使“所有日志条目”报告显示状态 84 时，
客户端会显示状态 0。

注意：如果未指定 .policyname[.schedule]，则也会为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运
行 bpend_notify 脚本。
例如：
bpend_notify client1 pol_1 fulls FULL 0
bpend_notify client2 pol_1 incrementals INCR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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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特定策略或策略与日程表组合创建 bpend_notify 脚本，请创建以 .policyname
或 .policyname.schedulename 为后缀的脚本文件。 下面两个示例是名为 production
的策略的脚本名称，该策略包含一个名为 fulls 的日程表：
/usr/openv/netbackup/bin/bpend_notify.production
/usr/openv/netbackup/bin/bpend_notify.production.fulls

第一个脚本影响策略 production 中的所有预定备份。 第二个脚本仅当日程表名为
fulls 时才影响策略 production 中的预定备份。
注意：对于给定的备份，NetBackup 只使用一个 bpend_notify 脚本，且该脚本是
具有最具体名称的脚本。例如，如果有 bpend_notify.production 和
bpend_notify.production.fulls 两个脚本，则 NetBackup 只使用
bpend_notify.production.fulls。
bpend_notify 脚本可使用下列环境变量：
BACKUPID
UNIXBACKUPTIME
BACKUPTIME

NetBackup bpbkar 进程创建这些变量。 下面是脚本可用于记录备份信息的字符串
示例：
BACKUPID=client1_0857340526
UNIXBACKUPTIME=0857340526
BACKUPTIME=Sun Mar 2 16:08:46 2011

以下环境变量可用于支持多个数据流。
表 5-6

用于支持多个数据流的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描述

STREAM_NUMBER

指定数据流编号。 从策略、客户端和日程表生成的第一个数据流为 1。如果值为 0，则
表示未启用多个数据流。

STREAM_COUNT

指定从该策略、客户端和日程表生成的数据流总数。

STREAM_PID

指定 bpbkar 的 PID（进程 ID）编号。

FINISHED

指定备份作业的检查点重新启动的状态。 值为 0 表示客户端未完成所有数据的发送。
值为 1 表示客户端已完成所有数据的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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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end_notify.bat 脚本（Windows 客户端）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可以创建在每次客户端完成备份或存档时都提供通知的批
处理脚本。这些脚本必须驻留在客户端上，且必须与 NetBackup 客户端二进制文件
位于同一目录：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end_notify.bat

Install_path 是 NetBackup 的安装目录。
可创建为所有备份或只为特定策略或日程表的备份提供通知的 bpend_notify 脚本。
要创建适用于所有备份的 bpend_notify 脚本，请将脚本命名为 bpend_notify.bat。
要创建仅适用于特定策略或策略与日程表组合的脚本，请按如下所述将 .policyname
或 .policyname.schedulename 后缀添加到脚本名称中。
■

以下脚本仅适用于名为 days 的策略：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end_notify.days.bat

■

以下脚本只适用于策略 days 中名为 fulls 的日程表：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end_notify.days.fulls.bat

注意：如果未指定 .policyname[.schedule]，则也会为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运
行 bpend_notify 脚本。
第一个脚本影响策略 days 中的所有预定备份。 第二个脚本仅当日程表名为 fulls 时
才影响策略 days 中的预定备份。
对于给定的备份，NetBackup 将只调用一个 bpend_notify 脚本，并按以下顺序检
查这些脚本：
bpend_notify.policy.schedule.bat
bpend_notify.policy.bat
bpend_notify.bat

例如，如果有 bpend_notify.policy.bat 和 bpend_notify.policy.schedule.bat
两个脚本，则 NetBackup 只使用 bpend_notify.policy.schedule.bat。
注意：bpstart_notify 脚本可以提供与 bpend_notify 脚本不同的通知级别。 例
如，如果每种脚本都有一个，则它们可以是 bpstart_notify.policy.bat 和
bpend_notify.policy.schedule.bat。
备份完成后，NetBackup 会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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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客户端名称。

%2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策略名称。

%3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日程表名称。

%4

指定下列其中一个值：FULL、INCR、CINC、UBAK、UARC

%5

指定操作状态。与发送到 NetBackup 服务器的操作状态相同。 状态为 0 表示备
份成功，为 1 表示备份部分成功。 如果发生错误，则状态是与该错误关联的值。

%6

指定 NetBackup 用来在脚本中搜索返回代码的结果文件。 NetBackup 使用 %6
传递文件名，然后期望脚本在自身所在的目录中创建该文件。
如果脚本应用于特定策略和日程表，则必须将结果文件命名为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END_RES.policy.schedule
如果脚本应用于特定策略，则必须将结果文件命名为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END_RES.policy
如果脚本应用于所有备份，则必须将结果文件命名为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END_RES
此脚本创建文件的一种方法是使用 echo 0> %6 语句。
在调用脚本之前，NetBackup 将删除现有结果文件。 脚本运行后，NetBackup 将
检查新结果文件中的状态。 仅当状态为 0 时，脚本才被视为成功。 如果结果文件
不存在，则 NetBackup 假设脚本已成功。

服务器期待客户端在由 BPEND_TIMEOUT 选项指定的时间内以 continue 消息响应。
BPEND_TIMEOUT 的默认值为 300。如果脚本需要的时间超过 300 秒，则可增大该值
以允许更多的时间。

bpend_notify_busy 脚本（UNIX 客户端）
使用 bp.conf 文件时，bpend_notify_busy 脚本用于配置繁忙文件处理。
请参见第 44 页的“关于 UNIX 客户端上的繁忙文件处理”。
还可以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繁忙文件设置”主机属性中配置繁忙文件处
理。

diskfull_notify 脚本
diskfull_notify.cmd 脚本（在 Windows 上）和 diskfull_notify 脚本（在

UNIX 上）在包含存储单元的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运行。 如果磁盘介质管理器
(bpdm) 在将备份写入磁盘存储单元时遇到磁盘已满的情况，则会调用该脚本。 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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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是报告此情况，然后立即重试写入数据 （正在写入的文件由活动的 bpdm 保
持打开状态）。
这些脚本位于以下目录中：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diskfull_notify.cmd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diskfull_notify
可以将该脚本修改为将通知发送到某个电子邮件地址，或修改为执行某些操作，如
删除受影响的目录或文件系统中的其他文件。
NetBackup 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脚本：
programname

指定程序名称（始终为 bpdm）。

pathname

指定正在写入的文件的路径。

例如：
/disk1/images/host_08193531_c1_F1

请参见以下 Windows 示例：
diskfull_notify.cmd bpdm

drive_mount_notify 脚本（在 UNIX 上）
当介质装入到预先选择的机械手驱动器后，NetBackup tpreq 命令将立即运行
drive_mount_notify 脚本（如果该脚本存在）。 对于独立驱动器，该脚本无效。
每次装入磁带卷时，该脚本都会收集有关装入的驱动器的信息。 该脚本还允许您执
行特殊处理。 例如，可以使用它收集驱动器中的日志检测或其他数据，并将这些数
据放在输出文件中。 可通过修改脚本更改其收集的信息。
脚本运行后，会将控制权归还给 NetBackup 以继续进行处理。
该脚本位于以下目录中：
/usr/openv/volmgr/bin/goodies

要使用该脚本，请将其激活并放在 /usr/openv/volmgr/bin 目录中。 有关如何激
活脚本以及如何对其进行修改的说明，请参见脚本中的说明。

drive_unmount_notify 脚本（在 UNIX 上）
卸载介质后，NetBackup tpunmount 命令将运行 drive_unmount_notify 脚本（如
果该脚本存在）。 该脚本对机械手驱动器和独立驱动器均有效。

127

参考主题
NetBackup 通知脚本

每次卸载磁带卷时，该脚本将收集有关卸载的驱动器的信息。 该脚本还允许您执行
特殊处理。 例如，可以使用它收集驱动器中的日志检测或其他数据，并将这些数据
放在输出文件中。 可通过修改脚本更改其收集的信息。
脚本运行后，会将控制权归还给 NetBackup 以继续进行处理。
该脚本位于以下目录中：
/usr/openv/volmgr/bin/goodies

要使用该脚本，请将其激活并放在 /usr/openv/volmgr/bin 目录中。 有关如何激
活脚本以及如何对其进行修改的说明，请参见脚本中的说明。

mail_dr_info 脚本
运行联机的目录库热备份后，可使用 mail_dr_info.cmd 脚本（在 Windows 上）
和 mail_dr_info.sh 脚本（在 UNIX 上）将 NetBackup 灾难恢复信息发送给指定
收件人。
默认情况下，此脚本不存在。 您必须创建它。 您如何执行此操作，取决于主服务
器的操作系统类型。
在 Windows 上： 要创建该脚本，请从主服务器复制以下脚本：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goodies\nbmail.cmd

然后将该脚本放入以下位置：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mail_dr_info.cmd.

在 UNIX 上：要创建脚本，请对以下文件运行 touch 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mail_dr_info.sh

NetBackup 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脚本：
%1

指定收件人的地址。 要使用多个地址，请输入 email1,email2

%2

指定主题行。

%3

指定消息文件名。

%4

指定附件名。

在 Windows 上：NetBackup 会检查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中是否存在
mail_dr_info.cmd。如果存在 mail_dr_info.cmd，NetBackup 就将参数传递到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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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所有 NetBackup 电子邮件通知都要求配置公共域 SMTP 邮件客户端 （例
如，blat）。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nbmail.cmd 脚本中的注释。
在 UNIX 上：NetBackup 会检查 /usr/openv/netbackup/bin 中是否存在
mail_dr_info.sh。如果存在 mail_dr_info.cmd，NetBackup 就将参数传递到脚
本。mail_dr_info.sh 不是安装的文件。用户必须创建脚本。

media_deassign_notify 脚本
NetBackup 介质管理器在取消分配介质后调用 media_deassign_notify 脚本。 要
在取消分配介质时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请在脚本中指示的位置包括电子邮件地址
（该脚本必须由 root 用户运行）。
在 Windows 上：将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goodies\media_deassign_notify.cmd 复制到主

服务器上的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在 UNIX 上：将 /usr/openv/netbackup/bin/goodies/media_deassign_notify
复制到主服务器上的 /usr/openv/netbackup/bin/。
如果脚本存在于 \bin 目录中，则会将下列参数传递到该脚本： 介质 ID、旧式介质
类型、条形码、机械手编号和机械手类型。

nbmail.cmd 脚本（在 Windows 上）
使用 nbmail.cmd 脚本向指定收件人发送有关预定备份的通知。还必须在“通用设
置”主机属性中配置收件人电子邮件地址。
Windows 系统还要求安装用于传输邮件的简单邮件传输协议应用程序，以接受脚本
参数。UNIX 平台具有内置的 SMTP 传输方法。
要在客户端上创建该脚本，请将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goodies\nbmail.cmd 从主服务器复制到要接受通

知的每个客户端的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NetBackup 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脚本：
%1

指定收件人的地址。 要使用多个地址，请输入 email1,email2

%2

指定主题行的内容。

%3

指定在电子邮件正文中发送的文件。 该文件由另一个脚本生成。

%4

指定附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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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检查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中是否存在 nbmail.cmd。如果存在
nbmail.cmd，NetBackup 就将参数传递到脚本。

parent_end_notify脚本
每当父作业结束时，NetBackup 就会调用 parent_end_notify.cmd 脚本（在
Windows 上）和 parent_end_notify 脚本（在 UNIX 上）。
NetBackup 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脚本：
client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客户端名称。

policy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策略名称。

sched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日程表名称。

schedtype

指定以下选项之一： FULL、INCR（差异增量式备份）、CINC（累
积增量式备份）、UBAK、UARC

状态

指定整个备份作业的退出代码。

stream

指定数据流编号始终是 -1。

stream_count

指定如果作业正常启动，数据流计数会指示已启动的数据流数。
验证完成和运行 backup_exit_notify 的数据流数。 如果出现
故障，导致无法启动任何数据流，将返回数据流计数 -1。

parent_start_notify脚本
每当父作业启动时，NetBackup 就会调用 parent_start_notify.cmd 脚本（在
Windows 上）或 parent_start_notify 脚本（在 UNIX 上）。
NetBackup 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脚本：
client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客户端名称。

policy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策略名称。

schedname

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日程表名称。

schedtype

指定以下选项之一： FULL、INCR（差异增量式备份）、CINC（累
积增量式备份）、UBAK、UARC

状态

指定整个备份作业的退出代码。

streamnumber

指定父作业的数据流编号始终是 -1。

130

参考主题
NetBackup 通知脚本

pending_request_notify 脚本
NetBackup 介质管理器在对介质资源（磁带卷）发出暂停请求后调用
pending_request_notify 脚本。要在启动暂停的请求时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请在
脚本中指示的位置包括电子邮件地址 （root 用户必须运行此脚本。）
在 Windows 上：将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goodies\pending_request_notify.cmd 复制到

主服务器上的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在 UNIX 上：将 /usr/openv/netbackup/bin/goodies/pending_request_notify
复制到主服务器上的 /usr/openv/netbackup/bin/。
如果脚本存在于 /bin 目录中，则会将下列参数传递到该脚本： 介质 ID、条形码、
操作代码、机械手类型、机械手编号、介质服务器、卷组和暂停时间（UNIX epoch
之后的秒数）。

restore_notify 脚本
restore_notify.cmd 脚本（在 Windows 上）和 restore_notify 脚本（在 UNIX

上）在包含存储单元的服务器上运行。在还原过程中，NetBackup 磁带或磁盘管理
器（bptm 或 bpdm）在完成向客户端发送数据的操作后将调用该脚本。 无论数据是
否已发送，都会调用该脚本。
这些脚本位于以下目录中：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restore_notify.cmd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restore_notify
NetBackup 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脚本：
programname

指定执行还原或其他读取操作的程序的名称。

pathname

指定指向备份名称或路径的路径。

操作

指定下列其中一个值：restore、verify、duplication、import

session_notify 脚本
session_notify.cmd 脚本 (Windows) 和 session_notify 脚本 (UNIX) 在主服务

器上运行。当备份会话结束时，如果至少有一个预定备份成功，将调用该脚本。
NetBackup 不向该脚本传递任何参数。在该脚本完成之前，调度一直处于暂停状
态，因而此前无法启动其他备份操作。
这些脚本位于以下目录中：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session_notify.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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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session_notify

session_start_notify 脚本
session_start_notify.cmd 脚本（在 Windows 上）和 session_start_notify

脚本（在 UNIX 上）在主服务器上运行。当准备运行一组备份作业时，NetBackup
会在开始第一个备份前调用此脚本以执行所有特定于站点的处理。NetBackup 不向
该脚本传递任何参数。
这些脚本位于以下目录中：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session_start_notify.cmd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session_start_notify

shared_drive_notify 脚本
保留或释放共享驱动器后，NetBackup 将运行 shared_drive_notify.cmd 脚本（在
Windows 上）和 shared_drive_notify 脚本（在 UNIX 上）。
■

共享驱动器的名称。

■

当前扫描主机的名称。

■

下列运行状态之一：
RESERVED

指定释放驱动器之前，执行脚本的主机需要对驱动器进行 SCSI 访
问。

ASSIGNED

仅供参考。 指定保留了驱动器的主机需要进行 SCSI 访问。

RELEASED

指定只有扫描主机需要对驱动器进行 SCSI 访问。

SCANHOST

指定执行此脚本的主机已成为扫描主机。在驱动器处于 RESERVED
状态时，主机不应成为扫描主机。
扫描主机会有所更改，具体取决于是 RESERVED 运行状态还是
RELEASED 运行状态。

这些脚本位于以下目录中：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Volmgr\bin\shared_drive_notify.cmd
在 UNIX 上：/usr/openv/volmgr/bin/shared_drive_notify
脚本必须可由 root 用户执行。
成功完成后，脚本退出，状态码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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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req_notify 脚本
userreq_notify.cmd 脚本（在 Windows 上）和 userreq_notify 脚本（在 UNIX

上）在主服务器上运行。
这些脚本位于以下目录中：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userreq_notify.cmd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userreq_notify
每当请求执行以下两种操作之一时，NetBackup 便会调用该脚本：
■

列出备份或存档中的文件

■

启动备份、存档或还原

可更改该脚本以收集有关用户对 NetBackup 的请求的信息。
NetBackup 将下列参数传递给脚本：
action

指定操作，可具有下列值：backup、archive、manual_backup、
restore、list

clientname

指定客户端名称。

userid

指定用户 ID。

请参见以下 UNIX 示例：
userreq_notify
userreq_notify
userreq_notify
userreq_notify
userreq_notify

backup mercury jdoe
archive mercury jdoe
manual_backup mercury jdoe
restore mercury jdoe
list mercury jdoe

介质和设备管理最佳做法
使用下列最佳做法管理 NetBackup 介质和设备。 根据这些建议可以最大程度地减
少问题，并减少管理配置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有关受支持的设备、服务器平台和最新设备映射文件的列表，请参见 NetBackup 网
站：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以下各项是介质和设备管理的常规最佳做法：
■

仅使用 Veritas 可以记录和支持的 NetBackup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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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考 NetBackup 版本说明以了解当前版本或以后的版本中的配置和操作更改。
这些版本说明还包含有关各版本所有新功能的信息。

■

使用文档中记载的方法终止 NetBackup 介质管理器后台驻留程序和服务。

■

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NetBackup 管理”>“目录库”定期验
证备份。另外，请定期还原文件以证明还原功能工作正常。

■

始终备份 NetBackup 目录库。 可能还需要备份介质服务器上的 vm.conf 和
bp.conf（UNIX 系统）文件。

■

还原 NetBackup 目录库（如主服务器数据库和 EMM 数据库）时，请使用来自
同一时间点的备份。

■

确保所有设备名称和编号以及所有介质 ID 和条形码在整个企业中是唯一的。

■

在 UNIX 主机上：要使用由 NetBackup 控制但与其他应用程序一起使用的设备，
请执行以下操作来避免可能的数据丢失：

■

■

使用 NetBackup tpreq 命令将介质装入到驱动器上，使用 tpunmount 命令
从驱动器上移除介质。 如果使用这些命令，当 NetBackup 完成对设备的操
作时，其他应用程序可以控制设备。

■

如果驱动器处于“启动”状态，请关闭驱动器。

在 Windows 主机上：要使用由 NetBackup 控制但与其他应用程序一起使用的
设备，请关闭驱动器（如果驱动器处于“启动”状态）。

介质管理最佳做法
下列各项是 NetBackup 介质管理最佳做法：
■

在介质管理中使用机械手清点更新操作。

■

为未分配的介质使用临时池。

■

为磁带驱动器配置清洗磁带，如果驱动器支持自动清洗，请使用 TapeAlert 执行
驱动器自动清洗。

■

根据制造商建议的寿命期更换旧介质。 同时也请更换旧的清洗介质。

■

使用具有条形码读取器的磁带库，并仅使用机械手供应商推荐的条形码标签。

■

清点多介质库时，使用条形码规则分配介质类型。 使用条形码命名约定区分数
据、清洗磁带以及各种物理介质类型。 通常的约定是使用前缀标识介质类型。

■

执行弹入或弹出命令之前，请确保介质访问端口为空。 虽然 NetBackup 可以处
理非空端口，但有些库可能会出现问题。

设备管理最佳做法
下列各项是设备管理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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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 NetBackup 系统日志，以发现遇到的设备错误。

■

使用 NetBackup 设备监视器监视设备。

■

查明驱动器为什么会关闭。

■

在运行备份或还原作业时，不要使用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

在介质服务器（或 SAN 介质服务器）上配置设备之前，请先阅读《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请参见以下 URL 上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

仅使用 Veritas 支持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和设备。有关受支持的设备，请参见
NetBackup 支持网站上的 NetBackup 硬件兼容列表。

■

仅使用完全序列化的设备。完全序列化的 SCSI 库会报告机械手的序列号，以及
该机械手中每个驱动器的序列号。

■

始终为磁带库和驱动器配置并使用直通路径。

■

如有可能，请使用 SCSI 持久保留或者 SCSI 保留和释放。

■

对光纤挂接设备使用持久性绑定。

■

使用“NetBackup 设备配置向导”配置设备。

■

使用“NetBackup 设备配置向导”之前，请先从 NetBackup 支持网站下载并安
装最新的设备映射文件。

■

对于环境中所有服务器上的所有物理驱动器类型，使用一致的逻辑驱动器类型。
例如，对于所有 DLT7000 驱动器，使用 DLT 驱动器类型作为逻辑驱动器类型。

■

不要在 Microsoft Windows 主机中加载供应商的介质转换器驱动程序。可以（但
不是必须）将默认的 Microsoft 介质转换器驱动程序用于 NetBackup。

介质和设备的性能和故障排除
下列各项是性能和故障排除最佳做法：
■

使用 NetBackup 支持网页上提供的性能优化文档。

■

仅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使用专用服务器。不要使用承载其他应用程序或者存
储数据的服务器。 为所有备份服务器安排定期维护。

■

有关所有错误情况，请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故障排除工具或者参考
《NetBackup 状态代码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

始终安装 Veritas 提供的最新 NetBackup 版本更新。

■

安装操作系统版本更新时，验证所有与 SCSI 相关的操作系统配置文件（如
Solaris st.con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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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与设备有关的问题，如果涉及固件升级，请咨询供应商；如果涉及所支持
的固件级别，请查阅 NetBackup 硬件兼容列表。

■

不要使用 NetBackup DISABLE_RESOURCES_BUSY touch 文件。

■

不要禁用操作系统 TCP_NODELAY 功能。

关于 TapeAlert
TapeAlert 是一个磁带驱动器状态监视和消息传递实用程序。 TapeAlert 实用程序可
以检测磁带质量问题、磁带驱动器硬件中的缺陷以及是否需要清洗驱动器。 对于支
持 TapeAlert 的磁带驱动器，TapeAlert 固件监视驱动器硬件和介质。 错误、警告
和提示性的状态将记录在 TapeAlert 日志页中。
对于不支持 TapeAlert 的驱动器，配置并使用基于频率的清洗。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关于基于频率的清洗”。

关于 TapeAlert 清洗（应机性清洗）
使用 TapeAlert 进行应激性清洗是磁带驱动器的一项功能。 驱动器根据需要确定并
启动清洗。 如果驱动器支持 TapeAlert 功能，并且驱动器上启用了该功能，则
NetBackup bptm 进程将轮询驱动器以查看 TapeAlert 的状态。
TapeAlert 可以对大多数驱动器类型执行应激性清洗。 并非所有平台、机械手、驱
动器或固件级别都支持 TapeAlert 应激性清洗。
具有 TapeAlert 功能的驱动器可以跟踪它在某个时间段内遇到的读写错误的个数。
虽然驱动器可以从这些错误中恢复，但是当达到阈值时，驱动器会设置 CLEAN_NOW
或 CLEAN_PERIODIC 标志。
如果 bptm 进程检测到设置了下列标志之一，它就会在下列某个时间执行清洗：
■

在向驱动器备份或还原结束时。

■

下一次向驱动器备份或还原之前。

Veritas 建议采用应激性清洗。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关于 TapeAlert”。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关于磁带驱动器清洗”。

关于 TapeAlert 和基于频率的清洗
将 TapeAlert 和基于频率的清洗结合使用，可确保至少每 x 小时清洗一次驱动器，
具体时间取决于清洗频率的设置。 此外，如果驱动器设置了 CLEAN_NOW 或
CLEAN_PERIODIC TapeAlert 标志，则该驱动器的清洗时间可能会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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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TapeAlert 不与基于频率的清洗一起使用，则仅当驱动器设置了 CLEAN_NOW
或 CLEAN_PERIODIC 标志时才清洗该驱动器。

关于 TapeAlert 要求
要使用 TapeAlert，必须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

主机平台、机械手类型和驱动器支持驱动器清洗

■

驱动器必须支持 TapeAlert 功能，并且驱动器上已启用 TapeAlert。
要确定驱动器是否支持 TapeAlert，请参见 Veritas 支持网站。

■

NetBackup 中配置了可用于磁带库的清洗磁带。清洗磁带与需要清洗的驱动器
兼容。

■

清洗磁带未达到使用寿命。

■

在 UNIX 介质服务器上已配置直通设备文件。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TapeAlert 日志和代码
TapeAlert 代码是从 T10 SCSI-3 流命令标准派生而来的（请参见 http://t10.org/）。
有关设备支持的代码列表，请参见相关设备的文档。
TapeAlert 检查是否存在以下类型的错误：
■

可恢复的读写驱动器问题

■

不可恢复的读写驱动器问题

■

硬件缺陷

■

错误或破损的介质

■

失效的清洗磁带

■

异常错误

定义了一组 TapeAlert 条件，可以使正在使用的介质冻结。 另外还定义了一组会导
致驱动器关闭的条件。
NetBackup 将 TapeAlert 状况写入下列日志中：
■

bptm 日志

■

错误日志

■

作业详细信息日志

■

UNIX 系统日志和 Windows 事件查看器

下表介绍了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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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TapeAlert 日志代码

TapeAlert 代码

默认操作

错误类型

错误消息

0x01

无

警告 - WRN

读取警告

0x02

无

警告 - WRN

写入警告

0x03

无

警告 - WRN

硬件错误

0x04

冻结介质 - FRZ

严重 - CRT

介质

0x05

冻结介质 - FRZ

严重 - CRT

读取失败

0x06

冻结介质 - FRZ

严重 - CRT

写入失败

0x07

冻结介质 - FRZ

警告 - WRN

介质寿命

0x08

冻结介质 - FRZ

警告 - WRN

非数据级别

0x09

无

严重 - CRT

写保护

0x0a

无

提示性 - INFO

不可删除

0x0b

无

提示性 - INFO

清洗介质

0x0c

无

提示性 - INFO

不受支持的格式

0x0d

冻结介质 - FRZ

严重 - CRT

可修复的机械磁带故
障

0x0e

冻结介质 - FRZ

严重 - CRT

不可修复的机械磁带
故障

0x0f

冻结介质 - FRZ

警告 - WRN

Mic 故障

0x10

无

严重 - CRT

强制弹出

0x11

无

警告 - WRN

只读

0x12

无

警告 - WRN

目录在加载时损坏

0x13

冻结介质 - FRZ

提示性 - INFO

接近介质寿命

0x14

清洗驱动器 - CLN

严重 - CRT

立即清洗

0x15

清洗驱动器 - CLN

警告 - WRN

定期清洗

0x16

冻结介质 - FRZ

严重 - CRT

失效的清洗介质

0x17

冻结介质 - FRZ

严重 - CRT

无效的清洗磁带

0x18

无

警告 - WRN

已请求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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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eAlert 代码

默认操作

错误类型

错误消息

0x19

无

警告 - WRN

双端口错误

0x1a

无

警告 - WRN

冷却扇故障

0x1b

无

警告 - WRN

电源故障

0x1c

无

警告 - WRN

电量耗尽

0x1d

无

警告 - WRN

驱动器维护

0x1e

关闭驱动器 - 已关闭

严重 - CRT

硬件 A

0x1f

关闭驱动器 - 已关闭

严重 - CRT

硬件 B

0x20

无

警告 - WRN

接口

0x21

无

严重 - CRT

弹出介质

0x22

无

警告 - WRN

下载失败

0x23

无

警告 - WRN

驱动器湿度

0x24

无

警告 - WRN

驱动器温度

0x25

无

警告 - WRN

驱动器电压

0x26

无

严重 - CRT

前兆性故障

0x27

无

警告 - WRN

诊断请求

0x28 - 0x31

无

提示性 - INFO

未定义

0x32

无

警告 - WRN

丢失统计数据

0x33

冻结介质 - FRZ

警告 - WRN

卸载时目录无效

0x34

冻结介质 - FRZ

严重 - CRT

系统区域写入失败

0x35

冻结介质 - FRZ

严重 - CRT

系统区域读取失败

0x36

冻结介质 - FRZ

严重 - CRT

无数据起点

0x37

冻结介质 - FRZ

严重 - CRT

加载失败

0x38

冻结介质 - FRZ

严重 - CRT

不可修复的卸载失败

0x39

无

严重 - CRT

自动交互失败

0x3a

无

警告 - WRN

固件故障

0x3d - 0x40

无

提示性 - INFO

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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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磁带驱动器清洗
使用 NetBackup 可以进行以下类型的驱动器清洗：
■

应激性清洗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关于 TapeAlert 清洗（应机性清洗）”。
Veritas 建议采用应激性清洗。

■

基于库的清洗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关于基于库的清洗”。

■

基于频率的清洗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关于基于频率的清洗”。

■

操作员启动的清洗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关于操作员启动的清洗”。

请参见第 141 页的“关于使用清洗磁带”。

关于基于库的清洗
对于大多数机械手，NetBackup 都不支持基于库的清洗，因为磁带库和操作系统供
应商可通过各种方式实施此清洗任务。基于库的清洗也称为机械手清洗或自动清
洗。这些方法往往会干扰 NetBackup 的机械手控制操作。
NetBackup 不定义基于库的清洗所使用的清洗介质，而是由磁带库管理清洗介质。
由于 TapeAlert 提供的清洗与基于库的清洗类型相同，因此 Veritas 建议在使用
TapeAlert 时禁用基于库的清洗。

关于基于频率的清洗
当累计的装入时间超过为清洗频率指定的时间时，将启动基于频率的清洗。每次卸
载磁带时，NetBackup 都会更新驱动器的装入时间。
清洗频率是在向 NetBackup 添加驱动器时配置的。 也可以通过更改驱动器属性或
者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介质和设备管理设备监视器”来更改清洗频
率。
如果符合下列条件，则在累计装入时间超过为清洗频率指定的时间时，将进行驱动
器清洗：
■

驱动器位于支持驱动器清洗的磁带库中。

■

配置了可用于磁带库的清洗磁带。

■

清洗磁带还有剩余的清洗次数。

NetBackup 会在卸载后磁带立即清洗驱动器。 驱动器清洗不会在活动备份期间卸载
驱动器。 清洗完驱动器后，装入时间即被重置。 清洗频率值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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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备份跨越磁带进行，则可能在备份中发生清洗。 例如，如果在第一个磁带装满
时到达了清洗时间，则 NetBackup 会在装入下一个磁带之前清洗驱动器。
介质可以长时间保留在驱动器中。 这不会影响清洗频率，因为 NetBackup 仅在
NetBackup 将介质分配给进程时才增加装入时间。
受 API 机械手控制的 ACS 或 TLH 库中的驱动器不支持基于频率的清洗。 磁带库软
件控制驱动器清洗。 要管理这些机械手的驱动器清洗，请使用机械手供应商界面。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关于 TapeAlert 和基于频率的清洗”。
请参见第 140 页的“关于磁带驱动器清洗”。

关于操作员启动的清洗
无论驱动器的清洗频率或者累计装入时间如何，都可以启动驱动器清洗。 对于独立
驱动器或机械手驱动器，如果在 NetBackup 中添加了具有该驱动器的正确介质类型
和驻留位置的清洗磁带，则可清洗该驱动器。
如果满足下列任一条件，NetBackup 将报告驱动器需要清洗：
■

装入时间的值大于清洗频率。

■

设置了 TapeAlert CLEAN_NOW 或 CLEAN_PERIODIC 标志。

并且必须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

驱动器为独立驱动器，且未定义清洗磁带。

■

驱动器为独立驱动器，且清洗磁带剩下的清洗次数为零。

NetBackup 会显示“需要清洗”，如下所示：
■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设备”节点中“驱动器列表”的“磁带清洗注释”
列。

■

tpclean -L 命令的输出的注释字段。

关于使用清洗磁带
您可以指定清洗磁带允许的清洗次数。 该数目随着每次清洗而递减。 当清洗次数
为零时，NetBackup 将停止使用该清洗磁带， 然后，使用新的清洗磁带或者增加该
磁带允许的清洗次数。
注意：NetBackup 并不控制基于库的清洗所使用的清洗磁带。
Veritas 建议遵从清洗磁带供应商关于磁带使用次数的建议。 如果超过磁带建议寿
命清洗磁带，可能会发生清洗延迟（由于过多的磁带位置操作），而且可能会导致
驱动器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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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如何选择驱动器
NetBackup 将介质信息及设备配置和状态信息存储在 EMM 数据库中。当发出机械
手装入请求时，NetBackup 资源代理 (nbrb) 会在 EMM 数据库中查询所请求的卷的
介质 ID。如果该卷位于 EMM 数据库中，介质请求将与机械手中的兼容驱动器匹
配。将根据介质的位置把装入请求转发到适当的机械手后台驻留程序 (UNIX) 或进
程 (Windows)。位置是磁带库和存储插槽编号（如果适用）。
为装入请求选择的驱动器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驱动器进行了配置。

■

驱动器位于包含该介质的磁带库内。

■

该驱动器支持请求的介质密度。

EMM 服务 (nbemm) 管理驱动器，并请求 EMM 域中的本地挂接驱动器或共享驱动
器。
EMM 服务通过执行下列操作来管理驱动器：
■

确定当前哪个驱动器可用。
驱动器满足下列条件时将可用：

■

■

配置为“启动”

■

未分配

■

与介质类型兼容

■

未被其他主机保留

选取近来使用最少的可用驱动器。
除非已在独立驱动器中加载正确的介质，否则 NetBackup 将优先选择基于机械
手的驱动器，而不是独立驱动器。

将首先使用驱动器配置中的第一个驱动器，然后是第二个驱动器，依次类推。使用
tpconfig -d 命令可查看配置中的驱动器顺序。
如果其中一些驱动器为共享驱动器，则 NetBackup 会首先选择非共享驱动器（如果
可用）。当需要在共享这些驱动器的其他主机上使用共享驱动器时，NetBackup 才
首先选择共享驱动器。共享驱动器需要 Shared Storage Option。

NetBackup 如何保留驱动器
在多启动器（多主机总线适配器）环境中，为了避免不希望发生的磁带设备共享以
及可能的数据丢失问题，必须采用设备级别访问保护 （Shared Storage Option 就
是多启动器环境）。 磁带驱动器上的访问保护可以防止非保留所有者的 HBA 发出
命令以控制驱动器。 SCSI 访问保护功能在 SCSI 目标级别上运行，并且依赖于光
纤到 SCSI 的网桥或本机光纤设备硬件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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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可普遍使用的方法是 SPC-2 SCSI 保留和释放功能。 所有磁带
驱动器供应商都支持 SPC-2 SCSI 保留方法。NetBackup 自 NetBackup 3.4.3 以来
一直使用 SPC-2 SCSI 保留，这是 NetBackup 中的默认磁带驱动器保留方法。
SPC-2 SCSI 保留在大多数 NetBackup 环境中有效。
另外，由于新的 SCSI 持久保留方法提供设备状态检测和更正，因此它在以下任一
环境中可能更有效：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处于群集环境中
NetBackup 可以在故障转移后恢复，并使用所保留的驱动器（如果 NetBackup
拥有该保留） （使用 SPC-2 SCSI 保留时，由于保留所有者不起作用，通常需
要驱动器重置）。

■

需要较高的驱动器可用性的环境
NetBackup 可以解决 NetBackup 驱动器保留冲突并维持较高的驱动器可用性
（SPC-2 SCSI 保留无法检测驱动器状态）。
但是，并非所有设备供应商都支持或者正确支持 SCSI 持久保留方法。 因此，
应对环境进行分析，以确保所有硬件均正确支持 SCSI 持久保留。
NetBackup 允许配置 SCSI 持久保留或 SPC-2 SCSI 保留。

下表介绍了保护选项。
表 5-8

保护选项

选项

描述

SCSI 持久保留

为 SCSI 设备提供 SCSI 持久保留保护。 这些设备必须符合 SCSI
主要命令 - 3 (SPC-3) 标准。

SPC-2 SCSI 保留（默 为 SCSI 设备提供 SPC-2 SCSI 保留保护。 设备必须符合 SCSI 主
认）
要命令 2 标准中的保留方法和释放管理方法。
无保护

其他 HBA 可以发送可能导致磁带驱动器丢失数据的命令。

可以为每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配置访问保护。 对于配置了保护设置的介质服
务器上的所有磁带驱动器路径，该设置均可配置磁带驱动器访问保护。 可以覆盖任
意驱动器路径的介质服务器设置。
SCSI 保留可以为 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环境或者共享驱动器的任何
其他多启动器环境提供保护。

关于 SCSI 持久保留
从驱动器的介质读取或者向驱动器的介质写入的 NetBackup 进程 (bptm) 可以发出
SCSI 持久保留命令以执行以下任务：
■

注册到磁带驱动器的设备服务器（该服务器是处理 SCSI 任务的驱动器内的一个
逻辑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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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专用的访问保留

如果磁带驱动器的设备服务器授权保留，NetBackup 进程可以独占设备的使用权。
保留可以防止其他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发出任何可能导致数据丢失的命令。
如果保留失败，NetBackup 将无法完成作业。
当驱动器的 NetBackup 进程完成后，NetBackup 会卸载驱动器并向该驱动器发送
持久保留清除命令。 该命令可以移除保留和注册。
SCSI 持久保留还可以提供设备状态检测，NetBackup 可利用该检测来解决
NetBackup 内部的保留冲突。
保留“并不能”阻止拥有它的主机上的其他应用程序使用同一设备，也不能阻止数
据丢失的发生。 例如，如果同一主机上的一个用户发出了 UNIX mt 命令，mt 命令
可能会控制该驱动器。
另外，其他 HBA 可以清除或者释放 SCSI 持久保留。 因此，一个应用程序可以清
除其他 HBA 保留（尽管它不应该这么做）。

关于 SCSI 持久保留命令
当设备收到独占访问类型的 SCSI 持久保留命令后，它不会再处理来自任何其他
HBA 的命令。 只有当拥有该 SCSI 持久保留的 HBA 清除保留时，该设备才会处理
来自其他 HBA 的命令。 如果应用程序向已保留的设备发送命令，则该设备将通过
返回“保留冲突”状态使该命令失败。 这一操作仅有的例外是几个不干扰保留的命
令，如 Inquiry 或 Request Sense。
在设备发生下列其中一个事件之前，设备将一直处于保留状态：
■

由发出保留命令的 HBA 释放

■

经过电源循环（通常）

■

被 SCSI 持久保留命令抢先

关于 SCSI 持久保留冲突
NetBackup 使用唯一的保留密钥。 因此，NetBackup 会试图解决与其他 NetBackup
保留的冲突。 如果存在冲突，NetBackup 会发送 SCSI 命令以卸载驱动器。 根据
驱动器的状态，NetBackup 会使用其他信息尝试再次卸载驱动器，以释放或抢先占
据持久保留。
在发生故障转移事件后的群集环境中，位于活动群集节点的 NetBackup 会检测持久
保留并清除该保留。NetBackup 不经电源循环就可重新获得驱动器的使用权。
如果该持久保留不属于 NetBackup，NetBackup 会在设备监视器中报告暂停状态。
保留所有者必须清除保留，然后 NetBackup 才能使用该驱动器。 例如，NetBackup
不会清除 NetApp 持久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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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PC-2 SCSI 保留进程
NetBackup 进程向包含该介质的磁带驱动器发出 SPC-2 SCSI 保留命令 （该进程
可以是 bptm、bprecover 或 bpbackupdb）。 如果设备未保留，NetBackup 将获
得保留。 驱动器不会处理来自任何其他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的命令，直至
NetBackup 释放该保留或者该保留被中断。 如果保留失败，NetBackup 将无法完
成作业。
保留“并不能”阻止拥有它的主机上的其他应用程序使用同一设备，也不能阻止数
据丢失的发生。 例如，如果同一主机上的一个用户发出了 UNIX mt 命令，mt 命令
可能会控制该驱动器。
介质的 NetBackup 进程完成之后，卸载过程中，该进程会发出 SPC-2 SCSI 命令
以释放保留。 此释放命令将释放该设备以供其他 HBA 访问。
SCSI 保留并不提供确定设备是否保留的方法。 只有保留所有者（主机总线适配器）
可以释放保留。 不过，这些限制在大多数环境中并不干扰 NetBackup 操作。

关于 SPC-2 SCSI 保留命令
当设备收到独占访问类型的 SCSI 持久保留命令后，它不会再处理来自任何其他
HBA 的命令。 只有当拥有保留的 HBA 发出释放命令时，该设备才会处理来自其他
HBA 的命令。 如果应用程序向已保留的设备发送命令，则该设备将通过返回“保
留冲突”状态使该命令失败。 这一操作仅有的例外是几个不干扰保留的命令，如
Inquiry 或 Request Sense。
在设备发生下列其中一个事件之前，设备将一直处于保留状态：
■

由发出保留命令的 HBA 释放

■

由某种“目标”或“逻辑单元重置”释放
这些重置命令取决于协议，它们在并行 SCSI 和 FCP（光纤通道上的 SCSI）之
间存在着差异。 任何 HBA 都可以发出这些重置命令。

■

由光纤通道 LOGO、PLOGO、PRLI、PRLO 或 TPRLO 操作或者失败的发现
（链接操作）释放

■

经过电源循环

如果拥有保留的 HBA 失败，SPC-2 SCSI 保留将产生负面后果。 设备将一直处于
保留状态，直至移除或者中断保留。 只有原始 HBA 可以移除保留，这意味着系统
必须处于可用状态。 如果拥有保留的 HBA 失败，它将无法移除保留。 因此，必须
中断保留。
要中断保留，必须通过下列操作之一中断保留：
■

SCSI 重置

■

总线设备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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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 设备重置

■

电源循环

■

光纤通道链接操作可以中断保留

SPC-2 SCSI 保留命令对所有 SCSI-2 和 SCSI-3 设备都是必须的。 有关 SCSI 保
留命令操作及行为的详细说明，请参见 SCSI 2 标准。

关于 SCSI 保留冲突
NetBackup 自动卷识别进程 (avrd) 用于管理对磁带设备的访问。 正确配置的
NetBackup 环境和正确配置的磁带设备不应收到来自磁带驱动器的保留冲突消息。
启动 avrd 时，它会向当前处于“启动”状态的所有已配置的、未禁用的磁带驱动
器路径发出 SPC-2 SCSI 释放命令。 该命令可以释放在系统重新启动或者崩溃时被
SPC-2 保留的所有设备。 SCSI 释放命令可在系统崩溃后使磁带设备返回到常规可
用状态。
如果 avrd 进程收到保留冲突消息，它会将设备的状态更改为“暂停”。 还会在系
统日志中写入以下消息：
Reservation Conflict status from DRIVENAME (device NUMBER)

另外，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设备监视器”或者 vmoprcmd 命令的输出也会在
“控制”列中显示“暂停”。
如果发生冲突，可能存在保留问题。 如果保留驱动器的 HBA 不可用（如，由于系
统崩溃或者硬件故障），它将无法释放保留。NetBackup 无法自动释放或者中断
SPC-2 SCSI 保留。 即使是对群集环境中的故障转移服务器，也需要强制释放或者
中断保留，以使驱动器可用。
当冲突解决后，将在日志中写入以下消息：
Reservation Conflict status cleared from DRIVENAME (device NUMBER)

关于强制释放不可用 HBA 的 SPC-2 保留
要对不可用 HBA 的 SPC-2 保留执行强制释放，可以使用下列 NetBackup vmoprcmd
命令和选项：
vmoprcmd -crawlreleasebyname drive_name

该选项请求注册为使用驱动器的所有主机向驱动器发出 SPC-2 SCSI 释放命令。
在主服务器上发出 vmoprcmd 命令。或者，在介质服务器上发出此命令，并使用命
令的 -h 选项指定主服务器。NetBackup EMM 服务分配设备（即，DA 主机或设备
分配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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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设备监视器”中显示“暂停”状态后使用此
命令。但是，不要在备份期间发出此命令。
提供了有关使用 vmoprcmd 命令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位于下列 URL 的《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中断保留
如果无法释放 SPC-2 SCSI 保留，请尝试使用强制重置设备的操作系统命令。 设备
重置将中断保留。 这一过程取决于操作系统类型。
注意：重置操作可能会重置配置中的其他设备。 数据也可能会丢失。 首先尝试其
他中断设备保留的方法（使用交换机和网桥硬件）。
最后，如果下列操作系统命令不能中断保留，可以对驱动器进行电源循环。 电源循
环可以中断 SPC-2 SCSI 驱动器保留（并且通常会中断 SCSI 持久驱动器保留）。
中断 Solaris 上的 SPC-2 保留

1

发出 mt -f drive_path_name forcereserve。

2

发出 mt -f drive_path_name release。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mt(1) 手册页。

中断 HP-UX 上的 SPC-2 保留
◆

发出 st -f drive_path_name -r。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t(1m) 手册页。

中断 AIX 上的 SPC-2 保留
◆

发出 tctl -f drive_path_name reset。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tctl 手册页（在 IBM AIX Commands Reference（IBM
AIX 命令参考）中）。

关于 SCSI 保留要求
要使用 SCSI 持久保留或者 SPC-2 SCSI 保留，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必须可以通过直通驱动程序访问所有共享驱动器。
必须安装直通驱动程序并创建所有必需的路径。
提供了有关如何配置和使用 UNIX 操作系统的直通驱动程序的信息。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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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

必须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配置操作系统，以允许 NetBackup 控制 SCSI
持久保留或者 SPC-2 SCSI 保留。

■

在 HP-UX 系统上，禁止操作系统使用 SPC-2 SCSI 保留。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

可能需要禁止操作系统使用 SPC-2 SCSI 保留，具体取决于磁带驱动器。AIX 和
Solaris 可能需要此更改。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有关 SCSI 保留限制
SCSI 持久保留和 SPC-2 保留的 NetBackup 实施具有下列限制：
■

SCSI 持久保留和 SPC-2 保留不适用于 NDMP 驱动器。
NDMP 文件服务器负责提供独占设备访问权。

■

必须正确配置第三方副本配置。
要在第三方复制备份期间保留磁带设备，必须配置 NetBackup mover.conf 文
件。
不要在供第三方副本备份使用的驱动器路径上使用 SCSI 持久保留。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

使用 SPC-2 SCSI 保留时，设备可能在具有故障转移功能的群集环境或多路径
环境中发生故障转移后仍保持保留状态。
如果出现下列因素，则不能使用 SPC-2 SCSI 保留： 故障转移未能中断设备保
留，并且这些故障转移期间正在使用的设备必须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可用。
使用 SCSI 持久保留。

■

如果驱动器路径发生更改，则备份作业和还原作业将失败。
因此，群集环境或动态共享路径的任何多路径环境中的作业也会失败。 如果不
能禁用动态路径共享，就不能在 NetBackup 中使用 SPC-2 SCSI 保留或 SCSI
持久保留。

关于 SCSI 保留日志记录
bptm 进程记录与 SCSI 保留有关的命令。 检查所有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的
bptm 日志，以确保记录了 SCSI 操作。 SCSI 保留命令在日志中标注为“SCSI 持

久保留”或“SCSI 保留”。
另外，有关中断的 SCSI 持久保留的信息也写入 NetBackup 问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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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Windows 上的 SCSI 保留操作系统限制
Windows 操作系统无法区分保留的设备和繁忙的设备。 因此，如果另一应用程序
控制磁带驱动器，则“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设备监视器”将显示“暂停”。
NetBackup 无法与其他应用程序共享磁带设备。 如果使用其他应用程序，请在使用
驱动器之前使用 NetBackup tpreq 命令或关闭该驱动器。
在卸载卷时，如果驱动器报告“繁忙”，这些操作系统也可能会报告“挂起”。 使
用 vm.conf 配置文件中的 AVRD_PEND_DELAY 条目可以过滤掉这些无关的报告。

关于检查数据丢失
为了检测数据丢失，NetBackup bptm 进程会读取磁带位置并对照预期位置验证实
际位置。
在备份进程结束时，如果实际位置小于预期位置，将发生下列事件：
■

磁带被冻结。

■

备份将失败。

■

下列错误消息条目将写入 bptm 日志：
FREEZING media id xxxxxx, External event caused rewind during
write, all data on media is lost

关于数据丢失的可能原因
如果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未启用磁带驱动器访问保护，以下情况可能会导致数
据丢失： 配置错误、不正确的路径、多个主服务器、不正确的 Shared Storage
Option 配置和第三方或操作系统实用程序。
如果所有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都启用了访问保护，以下情况可能会导致数据丢
失： 在运行 NetBackup 备份作业的服务器上运行的任意第三方或操作系统实用程
序。
遗憾的是，数据丢失是无法避免的，只能在事后才会发觉。NetBackup 不会删除有
关丢失的备份会话的目录库信息。 可以使用 bpexpdate 命令使丢失的备份会话的
映像失效。

关于检查磁带和驱动程序配置错误
为了检测数据丢失，bptm 进程会读取磁带位置并对照预期位置验证实际位置。
在备份过程结束时，如果由于配置问题使得实际位置大于预期位置，将发生下列事
件：
■

磁带被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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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将失败。

■

以下错误消息条目被记入 bptm 日志中：
FREEZING media id xxxxxx, too many data blocks written, check
tape/driver block size configuration

备份数据可能无法使用。 如果是这样，可以使用 NetBackup bpimport 命令导入映
像，以便数据可用于还原。

关于常见配置问题
确定并解决引起数据丢失的配置问题的根源。最常见的配置错误是未能为可变长度
块配置驱动程序。
一个不太常见的错误可能出自磁带驱动程序的配置数据，如 Solaris 系统上
/kernel/drv/st.conf 文件中的数据。
提供了有关磁带驱动程序配置的信息。
请参见以下 URL 中的《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关于配置 SCSI 保留
对于配置了 SCSI 保留保护设置的介质服务器，该设置可以为来自其上的所有磁带
驱动器配置磁带驱动器访问保护。 可以为每台介质服务器配置保护，并覆盖任意驱
动器路径的全局设置。
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SCSI 保留保护：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在“介质”选
项卡上设置介质服务器主机属性“启用 SCSI 保留”。
覆盖介质服务器保护设置： 在添加驱动器或者更改驱动器属性时，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设置驱动器路径属性“覆盖 SCSI 保留设置”。

NetBackup 如何选择介质
NetBackup 如何选择介质取决于介质是位于机械手还是独立驱动器中。
请参见第 151 页的“关于选择机械手中的介质”。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在独立驱动器中选择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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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择机械手中的介质
NetBackup 收到卷请求时，会搜索 EMM 数据库的介质 ID。外部介质 ID 应该对应
于 NetBackup 介质 ID。
卷请求包括下列属性：
■

介质 ID

■

设备密度

■

用来链接所分配的设备的文件名。

表 5-9 介绍了 NetBackup 在机械手中选择卷的顺序。
表 5-9

NetBackup 如何在机械手中选择卷

顺序

描述

1.

NetBackup 搜索介质目录库，查找已经装入到驱动器中并且满足以下条件的卷：
■

配置为包含位于备份日程表所需保留级别的备份。 但是，如果已为服务器指定了 NetBackup“介质”主
机属性“允许每个介质有多个保留级别”，则 NetBackup 不会按照保留级别进行搜索。

■

位于备份作业所需的卷池中。

■

不是“已满”、“已冻结”、“已导入”或“已暂停”状态。

■

具有与请求的备份作业相同的密度，并且位于备份作业请求的机械手中。

■

当前未被其他备份或还原使用。

■

不以保护格式写入。 NetBackup 将在装入卷后检测磁带格式。 如果卷处于保护格式，则 NetBackup 将
卸载卷，然后继续搜索。

如果找到合适的卷，NetBackup 将使用该卷。
2.

如果 NetBackup 找不到满足上述所有条件的已装入卷，它将在介质目录库中查找任何合适的卷。
■

■

■

■

如果机械手中存在合适的卷，NetBackup 将发出命令，以将卷移入驱动器，使磁头位于卷的起始处，然
后将卷分配给请求。 此过程不需要手动干预。
如果合适的卷不是位于机械手中，而是位于独立驱动器中，NetBackup 将自动装入并分配该卷。 此过程
不需要手动干预。
如果合适的卷不是位于机械手或独立驱动器中，且请求是特定于介质的，NetBackup 可能会暂停装入请
求。 特定于介质的装入请求可以是还原、导入其中一个，也可以是 tpreq 命令。
如果合适的卷不在机械手或独立驱动器中，NetBackup 可能只会尝试使用如下所示的另一个卷： 其他任
何介质可以使用的备份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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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

描述

3.

如果合适的卷不存在，或者合适的卷位于介质的结尾 (EOM)，NetBackup 将分配新卷。即使卷未满，
NetBackup 也可能分配新卷（因为 NetBackup 收到了来自驱动器的 EOM 消息）。
新卷必须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4.

■

具有正确的介质类型

■

适用于正确的机械手类型（如果有）

■

位于所请求的机械手外围设备中（如果有）

■

驻留在请求的主机上

■

位于正确的卷池中

■

当前未被分配（尚未分配给 NetBackup）

■

未失效（如果在 NetBackup 中定义了截止日期）

■

未超过允许的最大装入次数

如果有多个卷符合条件，NetBackup 将选择近来使用最少的卷。
然后，NetBackup 会将其添加到介质目录库中，并为其分配指定的保留级别。

5.

如果没有所请求类型的未分配卷，备份将终止，并显示一条没有可用介质的错误消息。
NetBackup 不执行任何操作。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带有自动介质选择功能的跨越介质”。

关于带有自动介质选择功能的跨越介质
到达介质结尾 (EOM) 后，自动介质选择将取决于 NetBackup 是否配置为允许跨介
质备份，如下所示：
■

如果为服务器指定了 NetBackup“介质”主机属性“允许跨介质备份”，则
NetBackup 将跨越介质。
这种情况下，NetBackup 将使用另一个卷开始下一个备份片段，因而生成的备
份将由位于不同卷上的片段组成。

■

如果未指定介质的“允许跨介质备份”，则 NetBackup 不会跨越介质。
这种情况下，备份过程将异常终止，然后系统将按照 NetBackup“全局属性”
主机属性“日程表备份尝试次数”重试该操作。

关于在独立驱动器中选择介质
下列主题介绍了有关介质选择和独立驱动器操作其他方面的内容：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关于使用独立驱动器扩展选择介质”。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关于禁用独立驱动器扩展”。
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跨越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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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54 页的“关于使独立驱动器保持就绪状态”。

关于使用独立驱动器扩展选择介质
有了 NetBackup 独立驱动器扩展，NetBackup 将尝试使用任何已标注的介质或者
位于独立驱动器的任何未标注的介质。 安装时，默认情况下启用此功能。
介质选择过程如下所示：
■

如果请求进行备份，且相应的独立驱动器包含卷，NetBackup 将尝试选择并使
用该卷。

■

如果相应的驱动器不包含卷，则 NetBackup 将选择一个卷。
请参见第 151 页的“关于选择机械手中的介质”。
设备监视器显示装入请求，并且操作员必须手动插入该卷并将其分配给驱动器。

以前用于备份的卷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不是“已满”、“已冻结”或“已暂停”状态

■

包含保留级别的备份，并与需要卷的备份位于同一卷池。
但是，如果为服务器指定了 NetBackup“介质”主机属性“允许每个介质有多
个保留级别”，则 NetBackup 不要求特定的保留级别。

仅当符合相应条件的现有卷没有可用空间包含新备份映像时，NetBackup 才会选择
未标注的介质。
如果该介质未标注，将执行以下操作：
■

NetBackup 将标注该介质。

■

必要时，NetBackup 将向卷配置中添加一个介质 ID。
如果添加了介质 ID，则 NetBackup 介质 ID 前缀（非机械手）将用作介质 ID 的
前几个字符。

■

如果未指定介质 ID 前缀，则默认前缀为字母 A。例如，A00000。

■

NetBackup 将所请求的卷池添加到卷配置中（如果备份策略指定了卷池）。

如果未使用的介质没有标注，可以使用 bplabel 命令进行标注。 指定 -u 参数，以
便强制分配特定的驱动器索引，这样就无需手动分配驱动器了。

关于禁用独立驱动器扩展
可以通过清除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主机属性“启用独立驱动器扩展”来禁用独立
驱动器扩展。 如果清除该属性，NetBackup 将使用它为机械手驱动器选择介质的相
同方法为独立驱动器选择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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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跨越介质
当到达介质结尾 (EOM) 后，介质选择将取决于 NetBackup 是否配置为允许跨介质
备份，如下所示：
■

如果为服务器指定了“允许跨介质备份”主机属性，NetBackup 将跨越介质。
NetBackup 将选择另一个卷开始下一个备份片段，因而生成的备份的数据片段
将位于多个卷上。
到达 EOM 后，NetBackup 尝试使用未分配的卷，而不是上面已经包含映像的
卷。NetBackup 将搜索 EMM 数据库，查找具有正确的介质类型、位于正确的
卷池中并满足其他要求的卷。
如果没有合适的未分配卷，NetBackup 将选择一个卷。

■

如果未指定“允许跨介质备份”，则 NetBackup 不会跨越介质。 到达介质结尾
时，备份将异常终止。 将根据主服务器主机属性“日程表备份尝试次数”重新
安排此操作。

您可以进一步为独立驱动器配置 NetBackup 行为。 通常情况下，当 NetBackup 跨
越介质并在独立驱动器上遇到 EOM 时，NetBackup 将搜索其他介质或生成暂停的
装入请求。 您可以配置独立驱动器的等待期限。 当重力供给磁带栈式存储器需要
花费很长时间将下一个介质加载到驱动器时，这一等待过程会很有帮助
要进行配置让 NetBackup 等待，请指定“介质请求延迟”介质服务器主机属性。
该属性指定 NetBackup 等待使用加载到兼容驱动器中的卷的秒数。 如果超过等待
期限，NetBackup 将搜索另一个驱动器。在磁带跨越操作中，NetBackup 在生成暂
停的装入请求之前也会等待。 仅当启用了独立驱动器扩展时，才可应用“介质请求
延迟”属性。

关于使独立驱动器保持就绪状态
若要使独立驱动器在备份或还原完成后保持就绪状态，请使用 nbemmcmd 命令启用
-do_not_eject_standalone 选项。操作完成后，NetBackup 将不弹出磁带。如果
达到 EOM 或者遇到错误，介质仍会被弹出。另外，如果驱动器需要使用其他介质
或者其他驱动器要使用该介质，介质仍会被弹出。
一个独立驱动器可能处于就绪状态并包含合适介质。
我们提供了有关 nbemmcmd 命令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位于下列 URL 的《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卷池和卷组示例
以下三个示例显示卷池和卷组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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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一个卷池（名为 NB_pool）和几个卷组的示例，请参见第 155 页的图 5-2。
您可以在磁带库中的卷组和场外的任何卷组之间移动卷。但所有卷都保持在同一个
卷池中。
同一个卷池中的介质位于不同的卷组中。请注意，通过指定不同的卷池，可以将数
据存储在单独的卷中。一个卷池中的卷可以位于多个物理位置和多个卷组中。
包含多个卷组的卷池

图 5-2

独立
NB_pool

机械手
组1

组2

组3

组4

场外 1

场外 2

有关卷池 NB_pool_dept_1 中的卷如何分布在 rob_A、standalone1 和场外卷组中
的示例，请参见第 156 页的图 5-3。
同时，这些卷组还有来自多个卷池的卷（但每个卷组中的卷都必须是同一类型）。
还可以配置临时池，当卷池没有介质可用时，NetBackup 可以从临时池传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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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多个卷池的卷组

图 5-3
机械手 A
组
rob_A

独立
组
standalone1

独立
场
外组
NB_pool
_dept_1

NB_pool
_dept_2
机械手 B
组
rob_B

NB_pool
_dept_3

有关临时池在何处命名为 Scratch_pool 的示例，请参见第 157 页的图 5-4。三个机
械手除了包含来自其他池的卷之外，还包含来自该临时池的卷。
假定会发生下面一系列事件：
■

备份作业需要 DLT 卷，因此 NetBackup 尝试从机械手 C 中的 NB_pool_dept_1
分配一个。

■

机械手 C 在 NB_pool_dept_1 池中没有未分配的卷可用。

■

NetBackup 会搜索临时池，查找机械手 C 中是否存在未分配的 DLT 卷。如果有
卷可用，NetBackup 会将其移到 NB_pool_dept_1。否则，NetBackup 将记录
media unavailable 状态。

156

参考主题
介质格式

临时池示例

图 5-4

机械手 C - DLT

机械手 A - TL8

组
rob_C

组
rob_A
NB_pool_dept_1

Scratch_pool
机械手 B - TL8
组
rob_B

NB_pool_dept_2

介质格式
NetBackup 在写入介质时所使用的格式允许在 NetBackup 追加新备份之前验证位
置。
下表显示了在介质格式描述中使用的符号。
表 5-10

介质格式符号

符号

描述

MH

介质头（1024 字节）。

*

磁带标记。

BH

备份头（1024 字节）。

BH1 ... BHn

备份头（1024 字节）。 多路复用作业集中的每个作业都有一个备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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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描述

映像

备份中的数据。

EH

空备份头，用于位置验证。

下表提供了有关在不同情况下如何使用介质格式的更多信息。
表 5-11

介质格式描述

格式

描述

标准磁带格式

对于 1/4 英寸盒式 (QIC) 和 WORM 以外的所有磁带介质，非多路复用的备份的格式如
下所示：
MH * BH Image * BH Image * BH Image * EH *
当添加新备份映像时，磁带将定位到 EH 并对位置进行验证。 BH 重写 EH，然后备份
继续进行。 完成时就会写入一个新的 EH，以供将来进行位置验证使用。
如果 NetBackup 在写入操作期间遇到介质结尾，它将用两个磁带标记终止磁带，而不
会写入 EH。

QIC 和 WORM 磁带格式

此格式用于 1/4 英寸盒式 (QIC) 和 WORM 介质。 与标准磁带格式不同，NetBackup
不写入空的备份头 (EH)。 此格式如下所示：
MH * BH Image * BH Image * BH Image *
要将备份映像追加到 QIC 介质，NetBackup 将定位到数据结尾 (EOD)，然后开始下一
个备份操作。

分段备份格式

分段备份的介质格式与标准磁带格式类似。 不同之处在于 NetBackup 将按照配置存储
单元时指定的大小将备份映像断成片段。
下面是一个示例：
MH * BH Image (frag 1)* BH Image (frag 2)* BH Image (frag n) *
EH *
分段主要用于在磁盘类型存储单元上存储大型备份映像。
对于多路复用备份，映像分段将使还原过程更加迅速，原因是 NetBackup 可以在开始
搜索文件之前就前进到特定的分段。

注意：如果备份中出现错误，则将放弃整个备份并从头重新开始备份， 而不会从发生
错误的片段重新启动。 例外情况： 检查点和重新启动备份将从上一个检查点片段开始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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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

描述

多路复用格式

多路复用备份的磁带格式如下所示：
MH * BH1 ... BHn Image ...
默认情况下，数据映像以 64 千字节的块为单位。 每个块中还有 512 字节是为多路复
用控制信息和为标识与该块对应的备份而保留的。
当一个作业结束或将一个新作业添加到多路复用集时，NetBackup 会写入一个磁带标
记，然后 NetBackup 开始对修订后的作业集进行多路复用处理。
下面是一个示例：
MH * BH1 BH2 BH3 Image* BH2 BH3 Image* BH2 BH3 BH4 Image

跨磁带格式

默认情况下，如果 NetBackup 在备份期间遇到介质结尾，它会将备份映像跨越到另一
个磁带上。 其格式与所描述的分段备份相同。 下一个磁带的第一个片段将从遇到介质
结尾的数据缓冲区开始。
下面是第一种磁带格式（NetBackup 不写入 EH，而是用两个磁带标记终止磁带）：
MH * ... *BHn Image (frag 1) * *
下面是第二个磁带格式
MH * BHn Image (frag2)* ... * EH *

介质和设备管理进程
表 表 5-12 显示了使用可移动介质控制存储设备的 NetBackup 服务和进程。
NetBackup 会根据需要启动这些进程，但是您可以手动启动其中的一些进程。 该表
还显示了这些进程各自的启动命令。
这些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UNIX

/usr/openv/volmgr/bin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Volmgr\bin

有关这些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列 URL 提供的《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表 5-12

启动服务和进程

命令

描述

acsd

“自动盒式系统”机械手进程。设备管理器 ltid 可启动此进程。

avrd

自动卷识别进程。设备管理器 ltid 可启动此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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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

描述

ltid

启动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服务。 启动设备管理器时还会启动机械手、
机械手控制、介质管理器卷和自动卷识别后台驻留程序。
要停止设备、机械手以及机械手控制服务，请使用 stopltid 命令。

tl4d

4 毫米磁带库机械手进程。设备管理器 ltid 可启动此进程。

tl8cd

启动 8 毫米磁带库机械手控制进程。设备管理器 ltid 可启动此进程。

tl8d

8 毫米磁带库机械手进程。设备管理器 ltid 可启动此进程。
要停止 8 毫米磁带库机械手控制进程，请使用 tl8cd -t。

tldcd

启动 DLT 磁带库机械手控制进程。设备管理器 ltid 可启动此进程。
要停止 DLT 磁带库机械手控制进程，请使用 tldcd -t。

tldd

DLT 磁带库机械手进程。设备管理器 ltid 可启动此进程。

tlhcd

启动 1/2 英寸磁带库机械手控制进程。设备管理器 ltid 可启动此进
程。
要停止 1/2 英寸磁带库机械手控制进程，请使用 tlhcd -t。

tlhd

1/2 英寸磁带库机械手进程。设备管理器 ltid 可启动此进程。

tlmd

多介质磁带库进程。设备管理器 ltid 可启动此进程。

vmd

NetBackup 卷管理器服务。设备管理器 ltid 可启动此进程。

在 UNIX 上，可以使用 kill pid 命令停止具有指定 pid（进程 ID）的后台驻留程
序的进程。
在 Windows 上，可以使用 Microsoft Windows“控制面板”的“管理工具”中的
“服务”工具来启动和停止服务。 如果通过命令行启动服务，有些服务会一直占用
NetBackup 控制台会话，直到将其停止。
有关下表中的大多数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下列 URL 提供的《NetBackup 命令
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关于 UNIX 上的磁带 I/O 命令
要排除故障或测试介质管理器，可以使用下列各节中所述的命令来操作卷。同样，
如果不使用 NetBackup，可以使用这些命令来装入和操纵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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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请求磁带
可以使用 tpreq 命令来请求具有特定密度的磁带，并指定各种选项，如访问模式。
此命令保留一个驱动器，并在当前工作目录（如果没有指定完整路径）中创建一个
文件。该文件用作指向磁带的符号链接，对该磁带的所有后续访问都是通过该文件
名完成的。用户无须关心特定设备文件的完整路径是什么。
对于所有类型的磁带，磁带是在您输入 tpreq 命令时装入和分配的。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分配支持 DLT 盒式磁带的驱动器。可以使用 tpreq 的密
度选项来请求支持其他密度的驱动器。有关受支持的密度和驱动器类型的列表，请
参见 tpreq 手册页。
驱动器的物理写入密度不是自动选择的， 而需要用户请求，这样操作员才能提供请
求的正确驱动器。 可使用下列两种方法之一来确定驱动器密度： 配置驱动器时使
用的 /dev 设备名称，或驱动器的物理配置方式。
tpreq 命令必须包括介质 ID 和文件名。 如果磁带卷与某个卷池相关联，还必须使

用 -p 参数指定该卷池的名称。如果指定了卷池名称，系统将对照与 EMM 数据库
中的介质相关联的卷池名称验证该名称。
当介质装入到预先选择的机械手驱动器后，NetBackup tpreq 命令将立即运行
drive_mount_notify 脚本（如果该脚本存在）。
请参见第 127 页的“drive_mount_notify 脚本（在 UNIX 上）”。
请参见位于下列 URL 的《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关于读取和写入磁带文件
读写磁带文件包括将文件从磁带复制到磁盘上或从磁盘复制到磁带上。 若要执行读
写操作，请使用其中一个用于执行输入/输出操作的 UNIX 命令，如 tar 或 mt。
定位磁带文件

mt 命令根据磁带标记向前或向后跳跃来定位磁带文件。
可以在 mt 命令中使用以下选项来定位磁带：
■

eof, weof
根据 mt 的计数选项，在磁带的当前位置写入一个文件结尾磁带标记。

■

fsf, bsf

■

根据计数选项中的磁带标记数向前或向后跳跃。
fsr, bsr
根据 mt 的计数选项中的记录数，向前和向后跳跃指定的记录数。只有未定义的记
录类型才支持 bsr。

下面的示例使用 mt 在磁带上向前跳过三个文件：
mt -f tape1 fs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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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磁带文件倒带

文件倒带时，将会定位到数据的开头。 若要将磁带文件倒带，可以使用 mt 命令。
tape1 将被定位到与该文件相关的磁带卷的开头。
下面的命令可将文件 tape1 倒带：
mt -f tape1 rewind
倒带操作不使用计数选项。 如果指定了计数，mt 将忽略它。

关于删除磁带文件
读写完磁带文件后，请使用 /usr/openv/volmgr/bin/tpunmount 命令结束对磁带
文件的分配。此命令可从目录中删除使用 tpreq 创建的磁带文件，并从磁带驱动器
中移除磁带卷。 tpunmount 命令是 tpreq 命令创建的每个文件所必需的。
请参见位于下列 URL 的《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5332
在 UNIX 上卸载介质后，NetBackup tpunmount 命令将运行 drive_unmount_notify
脚本（如果该脚本存在）。
请参见第 127 页的“drive_unmount_notify 脚本（在 UNIX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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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ACS 或 TLM 机械手类型 54
ACS_ vm.conf 条目 71
ACS_CSI_HOSTPORT 72
ACS_SEL_SOCKETvm.conf 条目 71
ACS_SSI_HOSTNAMEvm.conf 条目 72
ACS_SSI_INET_PORT
vm.conf 条目 73
ACS_SSI_INET_PORTvm.conf 条目 72
ACS_SSI_SOCKETvm.conf 条目 73
ADJ_LSMvm.conf 条目 74
API_BARCODE_RULESvm.conf 条目 75
AUTHORIZATION_REQUIREDvm.conf 条目 76
AUTO_PATH_CORRECTIONvm.conf 条目 76
AUTO_UPDATE_ROBOTvm.conf 条目 76
AVRD_PEND_DELAY
vm.conf 条目 149
AVRD_PEND_DELAYvm.conf 条目 77
AVRD_SCAN_DELAYvm.conf 条目 77

Windows 客户端 125
bpend_notify_busy 脚本 126
bpstart_notify 脚本 118, 122
UNIX 客户端 118
Windows 客户端 120
BPSTART_TIMEOUT 118, 122
BUSY_FILE_ACTION bp.conf 条目 47
BUSY_FILE_DIRECTORY bp.conf 条目 46
BUSY_FILE_PROCESSING bp.conf 条目 46
保留
查看保留详细信息 90
创建 90
释放 91
备份
backup_exit_notify 脚本 117
backup_notify 脚本 116
bpend_notify 脚本
UNIX 客户端 123
Windows 客户端 125
bpstart_notify 脚本
UNIX 客户端 118
Windows 客户端 120
diskfull_notify 脚本 127
session_notify 脚本 131
session_start_notify 脚本 132
多路复用 109
估计需要的时间 112
已压缩 109
备用客户端还原
host.xlate 文件 108

B

C

.ExTeNt.nnnn 文件 112
“保留冲突”状态 146
“超时”主机属性 118, 122
“声明 DHCP 间隔”属性 36
“所有日志条目”报告 114
@@MaNgLeD.nnnn 文件 112
@@MaNgLeD.nnnn_Rename 文件 112
@@MaNgLeD.nnnn_Symlink 文件 112

A

Backup Exec 57
backup_exit_notify 脚本 117
backup_notify 脚本 116
blat 邮件 129
bpclient 命令 40
bpclntcmd 实用程序 60
bpdynamicclient 43
bpend_notify 脚本
UNIX 客户端 123

CLEAN_REQUEST_TIMEOUTvm.conf 条目 77
CLIENT_PORT_WINDOWvm.conf 条目 77
CLIENT_READ_TIMEOUT 118, 122
CLUSTER_NAMEvm.conf 条目 78
CONNECT_OPTIONSvm.conf 条目 78
crawlreleasebyname
vmoprcmd 选项 146
传输速率 113–114
磁带格式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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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带和磁带文件
倒带 162
定位磁带文件 161
读取和写入 161
卷池分配 161
密度 161
请求磁带 161
删除磁带文件 162
磁带跨越 152, 154
磁带配置实用程序. 请参见 tpconfig
磁带驱动器, 清洗 140
磁盘池, 创建 101
存储服务器, 创建 101
存储区域网络 (SAN) 52, 57, 59

D
DAS_CLIENTvm.conf 条目 79
DAYS_TO_KEEP_LOGSvm.conf 条目 79
DHCP 服务器 35
diskfull_notify 脚本 127
drive_mount_notify 脚本 127
drive_unmount_notify 脚本 127
打开文件. 请参见 繁忙文件处理
倒带
磁带文件 162
设备
无 97
定位磁带文件 161
动态主机名和 IP 寻址 35–37, 41–42
读取磁带文件 161
独立驱动器
tpconfig 97
禁用扩展 153
多路复用 (MPX)
备份 159
磁带格式 159
恢复备份 109

E
EMM_CONNECT_TIMOUT vm.conf 条目 80
EMM_REQUEST_TIMOUTvm.conf 条目 80
EMM_RETRY_COUNTvm.conf 条目 79
ENABLE_ROBOT_AUTHvm.conf 条目 80
ExTeNt.nnnn 文件 112

F
FlashBackup 110
Front-End Terabyte (FETB) Calculation 11

繁忙文件处理
“繁忙文件设置”属性 44–45
bp.conf 条目 45
创建操作文件 48
配置概述 44
日志目录 49
修改 bpend_notify_busy 50
在 UNIX 上进行配置 44
服务器
多个介质服务器 32
多个主服务器 31
更改主机名 105, 107

G
goodies 目录 116
共享机械手
不使用 SSO 56
共享库支持 56
共享驱动器. 请参见 SSO
定义 57
固件级别 58–59

H
host.xlate 文件和备用客户端还原 108
HyperTerminal 58
还原
restore_notify 脚本 131
自非 NetBackup tar 110
机械手
编号 97
更新配置 98
控制主机 94, 97
类型 96
配置 93
驱动器 97
删除 99
设备文件 97
添加 96
机械手清洗 140
基于库的清洗 140
基于频率的驱动器清洗 140

I
IBM
设备编号 98
INVENTORY_FILTERvm.conf 条目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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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加密备份 111
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129
脚本
bpend_notify_busy 126
bpstart_notify 118, 120, 122
drive_mount_notify 127
drive_unmount_notify 127
goodies 116
parent_end_notify 130
parent_start_notify 130
shared_drive_notify 56, 132
通知 116
介质
格式 157
跨越 152, 154
选择算法 151–152
最佳做法 134
介质管理器
安全 85
配置文件 71
最佳做法 133
介质和设备管理
性能和故障排除 135
最佳做法 133
经过测试的 SAN 组件 70
卷池示例 154
卷头设备 97
卷组示例 154

MEDIA_ID_PREFIXvm.conf 条目 83
MM_SERVER_NAMEvm.conf 条目 83

N
nbdeployutil 11
nbemm 53
nbemm/DA
定义 53
nbholdutil -create 90
nbmail.cmd 129
nbtar 109, 112
NDMP 148
客户端备份 110
主机凭据 101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使用 80, 83
NetBackup 磁盘配置实用程序
关于 101

P
parent_end_notify 脚本 130
parent_start_notify 脚本 130
pending_request_notify 脚本 131
PREFERRED_GROUPvm.conf 条目 83
PREVENT_MEDIA_REMOVALvm.conf 条目 83

Q
清洗
TapeAlert 应激性 136
基于库 140
基于频率的 140
允许次数 141
自动 140

K
客户端
动态 UNIX 客户端 42
更改主机名 107
客户端的对等名 106
客户端读取超时属性 118, 122
控制路径
机械手 94
跨越介质 152, 154, 159
扩展属性文件 110

M
mail_dr_info.cmd 128
mail_dr_info.sh 128
MAP_CONTINUE_TIMEOUTvm.conf 条目 81
MAP_ID, vm.conf 条目 81
media_deassign_notify 脚本 129
MEDIA_ID_BARCODE_CHARSvm.conf 条目 82

请求
用户磁带 161
驱动器
ACS 信息 98
TLH 信息 98
TLM 信息 98
独立 97
更新配置 99
机械手驱动器号 97
卷头设备 97
控制的机械手编号 97
类型 97
名称 98
配置 93
清洗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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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99
添加 97
无倒带设备 97
字符设备 97
群集环境 148

R
RANDOM_PORTSvm.conf 条目 84
REQUIRED_INTERFACEvm.conf 条目 84
restore_notify 脚本 131
robots
在不使用 SSO 的情况下共享 56
容量许可
nbdeployutil 11
关于 11

S
SAN Shared Storage Option (请参见 SSO) 52
SAN 介质服务器 55, 57
SCSI 保留和释放 143
“挂起”状态 146–147
保留冲突 145–146
错误恢复 146
限制 148–149
要求 147
中断保留 145, 147
SCSI 持久保留 143
SCSI 到光纤
网桥 58
Server
SAN 介质服务器 55
SERVER
vm.conf 条目 87
SERVERvm.conf 条目 84
session_notify 脚本 131
session_start_notify 脚本 132
Shared storage option
许可证 52
Shared Storage Option
许可证 57
shared_drive_notify 脚本 56
Solaris
扩展属性 110
SSO
vm.conf 条目 86
定义 52
共享驱动器摘要 68
扫描主机 53–54

设备分配主机 54
设备分配主机摘要 68
术语 57
硬件要求 52
支持的 SAN 硬件 70
SSO 组件配置
示例 53
SSO_DA_REREGISTER_INTERVALvm.conf 条目 85
SSO_DA_RETRY_TIMEOUTvm.conf 条目 85
SSO_HOST_NAMEvm.conf 条目 86
扫描主机 53–54
删除磁带文件 162
设备
管理做法 134
配置 57
配置向导 61
文件 58
机械手 97
延迟 114
与其他应用程序使用一起使用 134
设备分配主机 53–54
设备配置实用程序. 请参见 tpconfig
释放 91
授权
nbdeployutil 11
Shared Storage Option 52, 57
关于 11
输出设备配置 101
随机端口, 服务器上的设置 84

T
TapeAlert
关于 136
基于频率的清洗 136
清洗标志 141
日志代码 137
要求 137
应激性清洗 136
tar32.exe 109
TLH_ vm.conf 条目 86
TLM_ vm.conf 条目 86
tpconfig
菜单 95
更新机械手配置 98
更新驱动器配置 99
关于 93
联机帮助 96
启动 96
删除机械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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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驱动器 99
输出设备配置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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