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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Snapshot Client 功能概览

■

Snapshot Client 功能

■

关于快照基础知识

■

写时复制和镜像的优点

■

关于快照的本地备份

■

脱离主机备份概述

■

脱离主机备份方法

■

Snapshot Client 要求

■

Snapshot Client 术语

■

Snapshot Client 帮助

■

关于面向 Windows 的 Open File Backup

Snapshot Client 功能概览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为 NetBackup 提供各种基于快照的功能。 无论是在光
纤通道网络 (SAN) 还是在传统的 LAN 中，它都支持 UNIX、Linux 和 Windows 平
台上的客户端。

介绍
Snapshot Client 功能

表 1-1

Snapshot Client 功能概览

Snapshot Client 的功能

描述

快照

客户端卷的基于磁盘的只读即时点副本。 NetBackup 从
快照卷而不是直接从客户端的主卷或原始卷备份数据。
对于 Snapshot Client 的所有功能是必需的。

即时恢复

使备份可用于从磁盘执行恢复。

脱离主机备份

将备份处理负担转移到单独的备份代理上，从而减小备
份对客户端计算资源的影响。 备份代理将客户端数据发
送到存储设备。
包括备用客户端、数据移动器和虚拟机主机（对于
VMware）。

注意：在 SFRAC (Storage Foundation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环境中，NetBackup 7.1 支持 Oracle 数据库的
脱离主机备份。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for Oracle 系统管理指南》。
FlashBackup

将原始分区备份的速度和还原单个文件的能力结合在一
起。

NetBackup for Hyper-V

备份和还原 Windows 和 Linux Hyper-V 虚拟机（来宾操
作系统）。
请参见《NetBackup for Hyper-V 管理指南》。

NetBackup for VMware

备份和还原 Windows 和 Linux VMware 虚拟机（来宾操
作系统）。
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NAS 快照

在网络挂接存储 (NAS) 主机上创建基于快照的数据备份。

块级增量式备份 (BLIB)

使 NetBackup 可以仅备份 VMware 虚拟机和 Oracle 或
DB2 数据库文件中已更改的数据块。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NetBackup OpenStorage 管理的快照复制的实现，其中
将快照存储在合作公司的存储系统上。 复制根据存储生
命周期策略中定义的操作来执行。
请参见《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
南》。

Snapshot Client 功能
这些主题介绍 Snapshot Client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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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快照
快照是客户端卷的基于磁盘的只读即时点副本。在创建快照后，NetBackup 会从快
照备份数据，而不是直接从客户端的主卷或原始卷备份。在备份快照卷上的数据的
过程中，用户和客户端操作可以无中断地访问主数据。 对快照卷上的内容进行编目
的方式与直接从主卷进行备份相同。备份完成后，存储介质上基于快照的备份映像
与传统的非快照备份映像没有什么区别。
Snapshot Client 的所有功能（包括脱离主机备份、FlashBackup 和即时恢复）都要
求创建快照。

关于快照方法
NetBackup 可以创建各种类型的快照。在 NetBackup 中配置的每个快照类型都称
为一种快照“方法”。利用快照方法，NetBackup 可以在数据所在的存储堆栈（如
文件系统、卷管理器或磁盘阵列）内创建快照。如果数据位于逻辑卷中，则
NetBackup 可以使用卷快照方法来创建快照。如果数据位于文件系统中，则
NetBackup 可以使用文件系统方法，具体取决于客户端操作系统和文件系统类型。
许多不同的技术可用于创建快照，在提及任意给定快照的基础实现时将用到许多不
同的术语。 常用术语包括克隆、拆分镜像和写时复制。在本文档中，不论基础实现
如何，“快照”一词都指主卷的任意即时点只读副本。本指南的其他章节中说明了
特定于方法的术语以及具体的快照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有多种方法可以创建快照。 如果数据位于逻辑卷上的文件系统中，
则 NetBackup 可以使用文件系统方法或逻辑卷方法。选择哪种方法可能取决于数据
所在的存储子系统中可用的快照功能，或者取决于快照方法本身的要求。例如：如
果客户端数据位于 VxVM 卷上的 VxFS 文件系统中，则 NetBackup 可以利用文件
系统方法创建快照。 另一方面，NetBackup 可以使用卷管理器方法创建同一数据的
快照，如 VxVM 或 FlashSnap。 在 VxVM 和 FlashSnap 中，只有 FlashSnap 支持
VxVM 镜像卷的持续快速重同步功能。要利用持续快速重同步功能，就必须选择
FlashSnap 方法。

关于快照提供程序
每个快照方法都依赖于存储数据的存储子系统中内置的快照技术。存储子系统的示
例有卷管理器、文件系统或硬件磁盘阵列。NetBackup 包括一组称为“快照提供程
序”的软件库。 利用这些提供程序，Snapshot Client 可以访问存储子系统中的快
照技术。
每个快照提供程序都是为特定的子系统而设计。例如，利用 VxFS 提供程序，
NetBackup 可以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中创建文件快照。VxVM 提供程序
可以为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卷中配置的数据执行相同的任务。 利用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提供程序，NetBackup 可以在 CLARiiON 阵列中创建硬件快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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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 NetBackup 策略中指定方法。当策略运行时，快照方法将调用快照提供程
序库。然后，该提供程序访问存储子系统中的基础命令以创建快照。
图 1-1

NetBackup 访问快照技术的简图
NetBackup 策略中选择的快照方法

快照提供程序库

存储子系统（文件系统、卷、原始设备、磁盘阵列）

关于脱离主机备份支持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的另一项主要功能是支持脱离主机备份。脱离主机备份
将备份处理负担转移到单独的备份代理上，从而大大减小了备份对客户端计算资源
的影响。 备份代理将客户端数据发送到存储设备。
图 1-2 显示了一个备份代理。

16

介绍
Snapshot Client 功能

图 1-2

脱离主机备份的备份代理

NetBackup 主
服务器
LAN/WAN
NetBackup
客户端

备份代理

SCSI

本地客户端数据
存储

光纤通道/SAN

SAN 上的客户端
数据磁盘

备份代理

SAN 上的
机械手

备份代理可以是以下任一设备：
■

附加（备用）客户端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实现 SCSI 扩展复制命令的第三方复制设备

■

NAS 主机（网络挂接存储）

请注意，有许多种设备可用作第三方复制设备，例如路由器、网桥、磁带库和磁盘
阵列。备份代理可将数据定向到 SCSI 挂接存储或 SAN 上的存储。
注意：在 SFRAC (Storage Foundation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环境中，
NetBackup 7.1 支持 Oracle 数据库的脱离主机备份。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for Oracle 系统管理指南》。

关于即时恢复
该功能可将备份用于从磁盘进行的快速恢复。即时恢复结合了快照技术（即在极少
中断用户访问数据的情况下创建映像）和快速进行基于快照的还原这一功能。和完
全备份映像一样，快照也保留在磁盘上。快照还可以作为存储到磁带或其他存储设
备的附加备份副本的源。
即时恢复让另外三种还原成为可能：块级还原、文件提升和快照回滚。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即时恢复还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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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FlashBackup 策略
FlashBackup 是一种将原始分区备份的速度与还原单个文件的能力融于一体的策略
类型。

关于磁盘阵列的快照方法
Snapshot Client 对许多磁盘阵列支持快照方法。每种阵列方法都是为特定磁盘阵列
系列和特定快照类型而设计的。
这些方法支持以下类型：
■

镜像、克隆和写时复制快照类型。

■

NetBackup 即时恢复，包括仅快照备份和快照到磁带备份。

■

本地备份或备用客户端备份。

■

Oracle、Exchange 和 DB2 数据库客户端的备份。

关于块级增量式备份
块级增量式备份使 NetBackup 可以仅备份 VMware 虚拟机和 Oracle 或 DB2 数据
库文件中已更改的数据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应的 NetBackup 数据库代理指
南或《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关于 Snapshot Client 和 NDMP
通过使用 NDMP 协议版本 V4 快照扩展，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可为网络挂
接存储 (NAS) 主机上的数据创建基于策略的快照。该快照存储在包含主客户端数据
的 NAS 设备上。通过即时恢复方法，可以从快照还原单个文件或回滚整个卷或文
件系统。
注意：需要安装 NetBackup for NDMP 附加软件，并且 NAS 供应商必须支持快照。

关于快照基础知识
对那些必须以不间断方式运行的大型活动数据库或文件系统而言，很难在不付出任
何代价的情况下进行备份。 通常，这种代价体现为以下形式之一：
■

要为备份留出时间，需要使整个数据库脱机或卸载文件系统。这会导致服务暂
停，给用户带来不便。

■

复制会进行得很快，但生成的是不完整的数据版本，因为有些事务也无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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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办法是创建数据的“快照”。快照捕获特定时刻的数据，同时不
会导致客户端停机。 然后就可以备份所捕获的数据或得到的快照，而不会影响文件
系统或数据库的性能或可用性。如果没有最新的完整数据快照，就无法创建正确的
备份。
当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管理备份时，要备份的数据必须包含在
快照中。备份代理只能通过访问原始物理磁盘来访问数据。一旦捕获了数据的快
照，NetBackup 客户端即会将数据的逻辑表示形式“映射”到它的物理磁盘地址。
这些磁盘地址通过 LAN 发送到备份代理。之后备份代理从相应的磁盘来读取这些数
据。
请参见第 22 页的“脱离主机备份概述”。
可采用的快照类型有两种（均受 NetBackup 支持）：写时复制和镜像（或克隆）。

关于写时复制快照类型
写时复制类型的快照是对某一时刻存在的数据的详细记录。写时复制快照不是数据
的副本，而是数据的特殊帐户。
写时复制快照是在客户端的文件系统或原始分区中创建的。不会在单独的磁盘或镜
像磁盘上按客户端数据的完整副本创建写时复制快照。 然后快照将被备份到备份策
略中指定的存储设备上。用户可以在不中断的情况下访问数据，就好像没有在进行
备份一样。文件系统会暂停一段时间，即汇集一个事务处理一致的记录所需的时
间。
请参见第 254 页的“写时复制的工作原理”。
请注意，VxFS 允许两种写时复制快照：文件系统快照和存储检查点。
请参见第 20 页的“写时复制和镜像的优点”。

关于镜像快照类型
与写时复制不同，“镜像”是存储在单独的磁盘（物理上独立于原始磁盘）上的完
整数据副本。对主磁盘上数据的所有更改或写入操作也会相应地实施到辅助磁盘上
的副本中。副本是源数据的“镜像”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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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将源复制到镜像

NetBackup
客户端

所有写入到源映像的数据
也会写入到镜像中

源映像（在
主磁盘上）

镜像映像（在
辅助磁盘上）

与在写时复制中一样，将允许在备份过程中完成事务，并会暂时中止主磁盘上新的
I/O 操作。当使用源映像将镜像映像更新到最新状态时，镜像将从主磁盘中“拆分”
出来。在拆分镜像后，仍可对主磁盘进行新的更改，但这些更改不会写入到镜像
中。现在就可以对镜像进行备份（见下图）。
图 1-4

将镜像与源拆分

NetBackup
客户端
镜像从源中 拆分出来：
对源的进一步写入操作不会
同步到镜像中。

源映像（在
主磁盘上）

镜像映像（在
辅助磁盘上）

如果要再次使用镜像，则必须使用主卷将它更新到最新状态（同步）。在同步期
间，会将在拆分镜像期间对主卷所做的更改写入镜像。
由于镜像需要在单独的设备（其大小与主磁盘相同）上存储主卷的完整副本，因此
它比写时复制占用更多的磁盘空间。
请参见第 20 页的“写时复制和镜像的优点”。

写时复制和镜像的优点
表 1-2 比较了这两种快照类型的优点。

20

介绍
关于快照的本地备份

写时复制和镜像的优点比较

表 1-2
写时复制的优点
■

■
■

镜像的优点

占用较少的磁盘空间：无需使用辅助磁盘 ■
来存放源数据的完整副本。
配置相对容易（无需设置镜像磁盘）。
创建快照的速度比未同步的大镜像快得
多，原因是镜像同步是一个很耗时的过
程。

■

它对正在备份的主机（NetBackup 客户
端）的性能影响较小，因为不需要写时复
制机制。
允许更快的备份：备份进程从单独的磁盘
（镜像）中读取数据，该磁盘独立于包含
客户端源数据的主磁盘运行。 与写时复制
不同，磁盘 I/O 不与其他进程或应用程序
共享。除了 NetBackup，其他应用程序都
不能访问该镜像磁盘。在写时复制期间，
其他应用程序以及写时复制机制可以访问
源数据。

注意：如果有其他可用的磁盘驱动器，并且
已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对卷进行了配
置，则镜像快照方法通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关于快照的本地备份
快照可备份到任意 NetBackup 存储设备上。不需要光纤通道网络或 SAN。下图显
示的网络配置足以满足在主客户端上备份快照（有时称为“本地”快照备份）的要
求。这种网络配置与正常 NetBackup（无快照）所用的配置完全相同。
图 1-5

本地网络上的快照备份（不需要光纤通道/SAN）
NetBackup 主
服务器

LAN/WAN

SCSI

SCSI

存储

客户端的磁盘
NetBackup 客户端

NetBackup 介质
服务器

该图显示了本地备份过程中的以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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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操作

第 1 阶段

NetBackup 主服务器指示客户端创建主数据的快
照。

第 2 阶段

客户端读取该快照，设置反映主数据的备份映像的
格式，并将映像写入介质服务器。

第 3 阶段

介质服务器读取备份映象。

第 4 阶段

介质服务器将数据写入本地存储设备。

脱离主机备份概述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将 I/O 处理从主 NetBackup 客户端
转移到备份代理上。
表 1-3 介绍了备份代理的类型。
表 1-3

备份代理类型

备份代理类型

描述

备用客户端

辅助或备用客户端代替主客户端执行备份。与其他脱离
主机方法相比，这种方式可最大程度减轻主客户端上的
备份 I/O 负担。

数据移动器：NetBackup 介质服
务器（仅限 UNIX 客户端）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使用客户端提供的映射信息从客
户端快照读取原始数据，并将数据写入存储设备。

数据移动器：网络挂接存储

NDMP (NAS) 主机仅为即时恢复执行仅快照备份。

数据移动器：第三方复制设备数据 第三方复制设备从客户端快照读取原始数据，并将数据
移动器（仅限 UNIX 客户端）
写入存储设备。为执行此操作，第三方复制设备使用“扩
展复制”命令和来自客户端的映射信息。有许多类型的
设备（如路由器和磁盘阵列）被设计为第三方复制设备。
我们提供了受支持的第三方复制设备的列表。
请参见第 37 页的“Snapshot Client 帮助”。
数据移动器：NDMP

用于复制 NDMP 快照。在将 NDM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的策略中选择此代理。
有关配置策略以便将 NDM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
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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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代理类型

描述

虚拟机主机

VMware 备份主机代表虚拟机执行备份。该主机还可以配
置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

关于文件和卷映射方法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设备备份代理无法识别诸如文件系统和卷管理
器这样的逻辑数据组织。 代理只能从物理磁盘地址位置访问数据。为了使 NetBackup
能执行这种类型的备份，必须将数据的逻辑表示形式转换为物理磁盘地址。这种从
逻辑到物理的转换过程被称为数据的“映射”。在备份过程中，映射信息将传输到
介质服务器上。
映射方法是作为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产品的一部分安装的。NetBackup 根
据备份数据的配置位置（物理设备、逻辑卷还是文件系统）自动选择正确的映射方
法。

脱离主机备份方法
如下面几节中介绍的那样，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支持多种形式的脱离主机备
份。

关于备用客户端备份
使用该功能，所有备份处理都将转移到另一个客户端上。将工作任务转移到备用客
户端上可节省主客户端上的计算资源。备用客户端处理备份 I/O 处理，备份对主客
户端的影响很小或根本没有影响。
下图显示备用客户端备份。NetBackup 主服务器通过局域网或广域网连接到两台客
户端和一台介质服务器上。主 NetBackup 客户端包含要备份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快
照在备用客户端（可能在另一站点）上创建。备用客户端使用原始路径名基于快照
创建一个备份映像，并将映像以数据流的形式发送到介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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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备用客户端备份：备份是在备用客户端上执行的

（策略属性对话框中的详细信息。）
NetBackup 主
服务器
LAN/WAN

数据共享
（镜像或
复制）
备用客户端

主客户端

介质服务器

存储

该图显示了备用客户端备份过程中的以下阶段：
阶段

操作

第 1 阶段

主客户端与备用客户端协作在备用客户端上创建快照。

第 2 阶段

备用客户端将快照数据发送到介质服务器。

第 3 阶段

介质服务器从备用客户端读取快照数据。

第 4 阶段

介质服务器将数据写入本地存储设备。

关于在客户端之间共享数据
对于备用客户端备份，原始（主）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必须协作才能创建快照。下
面几节主要介绍两种配置：硬件阵列拆分镜像快照和带数据复制功能的卷管理器快
照。 也可以选择其他配置，具体取决于硬件和快照方法。

备用客户端备份拆分镜像示例
备用客户端可以访问包含主客户端数据快照的镜像磁盘。 在备份之前，镜像会从主
磁盘中拆分出来，这会在镜像磁盘上创建快照。备用客户端可以访问镜像磁盘，它
在此创建基于快照的备份映像，并将该备份映像以数据流的形式发送到介质服务
器。在备份之后，可选择对镜像与主磁盘进行重同步。
注意：镜像磁盘不需要对主客户端可见，而仅需要对备用客户端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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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客户端和拆分镜像：通过镜像可使主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共
享数据。

图 1-7

NetBackup 主
服务器
LAN/WAN

备用
客户端

主客户端

主
磁盘

（策略属性对话框中的详细信息。）

介质
服务器

存储

镜像
磁盘

图中显示了以下阶段：
阶段

操作

第 1 阶段

镜像磁盘与主磁盘同步。

第 2 阶段

主客户端与备用客户端协作以创建快照。 主客户
端从主磁盘中拆分镜像磁盘，并在备用客户端上装
入快照。

第 3 阶段

备用客户端将镜像中基于快照的备份以数据流的形
式发送到介质服务器。

第 4 阶段

介质服务器从备用客户端读取备份映像。

图 1-8 显示了同一个主机上的介质服务器和备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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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客户端和介质服务器在同一主机上

图 1-8

（策略属性对话框中的详细信息。）
NetBackup 主
服务器
LAN/WAN

备用客户端/
介质服务器

主客户端

主
磁盘

镜像
磁盘

存储

图中显示了以下阶段：
阶段

操作

第 1 阶段

镜像磁盘与主磁盘同步。

第 2 阶段

主客户端与备用客户端协作以创建快照。 主客户
端从主磁盘中拆分镜像磁盘，并在备用客户端上装
入快照。

第 3 阶段

介质服务器（用作备用客户端）从镜像读取基于快
照的备份。

单个备用客户端可以处理多个主客户端的备份，如下图所示。
多个客户端可以共享相同操作系统类型的备用备份客户端。
注意：所有客户端必须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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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多个主客户端的备用客户端

图 1-9
LAN/WAN

客户端

客户端

图 1-10

客户端

备用客户端/
介质服务器

存储

具有 SSO 的多个客户端：备用客户端将为 SAN 上的具有
NetBackup SSO 选件的多个主客户端执行备份

LAN/WAN
Solaris
Solaris
客户端

备用客户端/
介质服务器，具有
SSO

共享
存储

光纤通道/SAN

Windows
客户端

备用客户端/
介质服务器，具有
SSO
Windows

通过数据复制进行的备用客户端备份示例（仅适用于 UNIX）
备用客户端上配置有软件镜像的卷会复制主客户端上的卷。 当备份开始时，复制会
暂停。软件镜像会从复制卷中拆分出来，以形成备用客户端上的快照。 快照将装入
到备用客户端上，用于完成备份。备份后，将卸载快照卷。镜像将与复制卷重新同
步，之后复制操作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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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复制：主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通过复制来共享数据

NetBackup 主
服务器

（策略属性对话框中的详细信息。
需要 VVR 快照方法。）

LAN/WAN

主
客户端

复制

介质
服务器

备用
客户端

主
卷
在备用客户端上
复制 NetBackup 客户端的主卷。

复制
卷

镜像
卷

存储

阶段

操作

第 1 阶段

主客户端与备用客户端协作以创建快照。

第 2 阶段

备用客户端通过从复制卷中拆分镜像来创建快照。

第 3 阶段

备用客户端将快照数据从快照发送到介质服务器。

第 4 阶段

介质服务器从备用客户端读取快照数据。

第 5 阶段

介质服务器将数据写入存储设备。

仅适用于 UNIX 客户端的 VVR 快照方法支持此配置。此配置需要带有 VVR 许可证
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VxVM 3.2 或更高版本）。

FlashBackup 和备用客户端组合示例
FlashBackup 是一种将原始分区备份的速度与还原单个文件的能力融于一体的策略
类型。FlashBackup 可以与脱离主机备份方法（如拆分镜像配置中的备用客户端备
份）组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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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FlashBackup 策略类型的备用客户端拆分镜像备份

图 1-12

NetBackup 主
服务器
LAN/WAN

备用
客户端

主客户端

主
磁盘

（策略属性对话框中的详细信息。）

介质
服务器

存储

镜像
磁盘

图中显示了以下阶段：
阶段

操作

第 1 阶段

镜像磁盘与主磁盘同步。

第 2 阶段

主客户端与备用客户端协作以创建快照。 主客户
端从主磁盘中拆分镜像磁盘，并在备用客户端上装
入快照。

第 3 阶段

备用客户端创建快照的文件系统映射。

第 4 阶段

备用客户端将文件系统映射发送到介质服务器。

第 5 阶段

备用客户端将镜像中基于快照的备份以数据流的形
式发送到介质服务器。

第 6 阶段

介质服务器从备用客户端读取备份映像。

第 7 阶段

介质服务器将备份映像写入存储设备。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数据移动器示例（仅限 UNIX）
在这种脱离主机备份方法中，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从客户端快照读取备份数据，
并将数据写入存储设备。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使用客户端提供的映射信息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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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取为原始磁盘扩展盘区（由物理地址和长度组成的单元）。Windows 客户端不支
持此方法。
在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配置中，在介质服务器执行通常的备份处理之外，还要另
外执行这种基于映射的数据移动。
注意：对于多端口的 SCSI 磁盘阵列，不需要光纤通道 SAN。
图 1-13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数据移动器

NetBackup
主
服务器

（策略属性对话框中的详细信息。）
LAN/WAN

介质
服务器

客户端

光纤通道/SAN
SAN 上的
机械手
SAN 上的客户端
数据磁盘

该图显示了备份过程中的以下阶段：
阶段

操作

第 1 阶段

在 LAN 中，NetBackup 主服务器通知客户端对磁
盘上的快照数据进行映射。

第 2 阶段

在 LAN 中，客户端将映射信息发送到介质服务器。

第 3 阶段

介质服务器处理映射信息，并通过 SAN 从客户端
提供的地址读取客户端数据。

第 4 阶段

介质服务器通过 SAN 将数据写入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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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DMP 数据移动器
Replication Director 使用 NDMP 执行下列操作：
■

备份快照

■

执行快照的实时浏览。

■

从回写方法的快照还原。

还为复制的快照提供了对所有这些操作的支持。
有关配置策略以便将 NDM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南》。

Snapshot Client 要求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需要以下组件：
■

安装有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服务器软件的主服务器。

■

运行 Solaris、HP、AIX、Linux 或 Windows 的客户端，安装有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软件。
某些操作系统和设备修补程序（例如，用于主机总线适配器的修补程序）对于
服务器和客户端而言都是必需的。
请参见第 37 页的“Snapshot Client 帮助”。

请注意下面的附加要求：
■

对于 VxFS_Checkpoint 快照方法，所有客户端都必须安装具有存储检查点功能
的 VxFS 3.4 或更高版本。

■

要使用 Snapshot Client 备份 VxFS 文件系统，必须使用动态链接库修补客户端
上的 VxFS 文件系统。

■

对于 VxVM 快照方法，所有客户端都必须安装 VxVM 3.1 或更高版本。

■

对于 FlashSnap 和 VVR 快照方法，所有客户端都必须安装 VxVM 3.2 或更高版
本。每个方法都需要它们自己的 VxVM 附加许可证。

■

对于磁盘阵列快照方法，可以从磁盘阵列供应商那里获取帮助。

■

要将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的快照和脱离主机备份功能与 NetBackup
Oracle 策略结合使用，UNIX 客户端必须安装 Oracle8i 或更高版本。

■

HP 客户端必须使用 OnlineJFS 文件系统，而不是默认 JFS。

Snapshot Client 限制
有关详细支持信息，请参考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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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支持的平台、快照方法、数据类型和数据库代理以及支持的平台和快照方
法的组合的完整列表，请参见 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Compatibility
（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兼容性）：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26901

■

还提供了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7 页的“Snapshot Client 帮助”。

请注意以下限制：
■

Snapshot Client 不支持策略的“备份选择”列表中的 ALL_LOCAL_DRIVES 条
目。

■

VxFS_Checkpoint 和 VxVM 快照方法仅支持 VxFS 多卷文件系统。

■

对于“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方法，客户端磁盘必须
为 SCSI 或光纤通道设备。

■

对于将数据移动器与 nbu_snap、VxFS_Checkpoint 或 VxVM 快照方法一起使
用的脱离主机备份：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必须能够访问构成快照的所有磁盘。
磁盘可连接到 SAN。对于其中的每个快照方法，请注意以下事项：

■

■

nbu_snap：介质服务器需要对活动磁盘和缓存磁盘具有访问权限。

■

VxFS_Checkpoint：介质服务器需要对主磁盘或活动磁盘具有访问权限。

■

VxVM：访问要求取决于卷组的布局。 介质服务器必须能够访问所有构成
SnapMirror 卷的磁盘。

使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数据移动器）方法和 VxVM 或 VxFS_Checkpoint
快照方法的 AIX 64 位客户端备份可能失败，NetBackup 状态码为 11。 如果使
用 Storage Foundation 5.0 MP3 配置客户端卷，则可能发生此故障。 在该作业
的“详细状态”选项卡中，将出现类似以下的 NetBackup 消息：
12/09/2010 23:23:23 - Error bpbrm (pid=458874) from
client p5201: ERR - bp_map_open, err 2059

因为 64 位 AIX 所需的 VxVM 库没有安装在正确的位置，所以出现了此错误。
应该在 /opt/VRTSvxms/lib/map/aix64/ 中安装这些库。
cp /usr/lpp/VRTSvxvm/VRTSvxvm/5.0.3.0/inst_root/
opt/VRTSvxms/lib/map/aix64/* /opt/VRTSvxms/lib/map/aix64/

注意：从 5.0MP3RP3、5.1RP1 和 5.1SP1 开始，此问题已在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中解决。

■

有关使用 NDMP 数据移动器选项复制快照的脱离主机备份，请参见《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南》中的限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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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集环境中，使用磁盘阵列快照方法创建的备份不支持即时恢复即时点回滚。
标题为“为磁盘阵列配置快照方法”的一章中介绍了磁盘阵列快照方法。
请参见第 126 页的“关于新磁盘阵列快照方法”。

■

对于 TimeFinder、ShadowImage 或 BusinessCopy 传统快照方法（当使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备份方法时）：NetBackup 客户端必
须能够访问包含客户端数据快照的镜像（辅助）磁盘。 NetBackup 客户端还必
须能够访问主磁盘。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只需要访问镜像（辅助）磁盘。

■

对于 TimeFinder、ShadowImage 或 BusinessCopy 旧式快照方法，卷管理器磁
盘组必须由同一供应商生产的磁盘组成。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脱离主机备份方法不支持使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的客
户端。 如果对客户端启用了重复数据删除，则必须在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上
选择“禁用客户端重复数据删除”。

■

对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备份方法：磁盘必须返回其 SCSI
序列号以响应序列号查询（序列化），或者磁盘必须支持 SCSI 查询页代码 83。

■

第三方复制设备脱离主机备份不支持多路复用。

■

对于备用客户端备份：文件的用户标识号和组标识号（UID 和 GID）对于主客
户端和备用备份客户端都必须可用。

■

第三方复制设备脱离主机备份不支持内联磁带副本（在保管库中称为“多个副
本”）。

■

对于运行 AIX（4.3.3 或更高版本）的介质服务器，请注意以下事项：
■

客户端必须是 Solaris、HP 或 AIX。

■

需要使用磁带或磁盘 LUN 来发送备份的扩展复制命令。

■

磁带必须位于支持第三方复制功能的 FC-to-SCSI 路由器的后端。 该路由器
必须能够截取发送到磁带 LUN 的扩展复制命令。

■

mover.conf 文件中必须定义磁带的路径，而不是控制器的路径。

Snapshot Client 术语
表 1-4 介绍用于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的术语。 有关其他 NetBackup 术语的
解释，请参考 NetBackup 联机术语表。
表 1-4

Snapshot Client 术语

术语

定义

备用客户端备份

备用客户端代替其他客户端执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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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代理（另请参见“第三 对代表 NetBackup 客户端管理备份的主机的通称。代理可以是另一台客户端、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第三方复制设备或 NAS 文件服务器。
方复制设备”）
BCV

EMC 主镜像阵列配置中的镜像磁盘（请参见“镜像”）。BCV 表示 Business Continuance
Volume（业务连续卷）。

网桥

在 SAN 网络中，“网桥”将 SCSI 设备连接到光纤通道。可以将“第三方复制设备”作
为网桥或其他设备的一部分实现。请注意，并非所有网桥都可作为第三方复制设备使用。

缓存

在快照的生命周期内，写时复制快照方法需要在磁盘上有单独的工作区域。此区域称为
缓存。快照方法使用缓存来存储客户端数据块的副本，这些数据块可能会由于文件系统
操作而发生更改。此缓存必须是不包含任何有价值信息的原始磁盘分区：在使用缓存时，
快照方法会重写当前存储在缓存中的任何数据。
请参见第 254 页的“写时复制的工作原理”。

复制管理器

请参见第三方复制设备。

写时复制

是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中支持的两种快照之一（另请参见“镜像”）。与镜像不
同，写时复制不创建单独的客户端数据副本。它自激活写时复制的那一刻起便创建一个
分块式帐户。该记录说明客户端数据中的哪些块发生更改，哪些块未更改。备份应用程
序使用此记录来创建备份副本。写时复制快照有时还使用其他几个术语和名称：优化空
间快照、空间有效的快照和检查点。

数据移动

由第三方复制设备或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执行的一种复制操作。

数据移动器

代表 NetBackup 客户端管理备份的主机或实体。数据移动器可以是 NetBackup 介质服务
器、第三方复制设备或 NAS 文件服务器。

设备

以下任意项的通称：LUN、逻辑卷、vdisk 和 BCV（或 STD）。

磁盘组

可通过磁盘供应商特有的命令来创建“主-镜像”关联的磁盘配置。请参见“镜像”和“卷
组”。

扩展盘区

为文件分配的一组连续的磁盘块，用 3 个值表示：
■

设备标识符

■

起始块地址（在设备中的偏移量）

■

长度（连续块的数量）

Snapshot Client 中的“映射方法”确定扩展盘区列表并将该列表发送给备份代理。
快速重同步 (VxVM)

以前称为“快速镜像重同步”或 FMR，VxVM 快速重同步执行快速高效的镜像重同步。
NetBackup 的即时恢复功能使用快速重同步来创建和维护生产卷的即时点副本。

光纤通道

一种由光缆或铜缆连接并采用光纤通道协议的高速网络。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既
支持仲裁环路环境，又支持交换式结构（交换式光纤通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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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

具有两种含义。对于某个产品而言，如 UFS (Sun Solaris) 或 VxFS (Veritas) 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是指文件树的管理和分配方案。 就文件树组件而言，“文件系统”是指通
过 mount 命令挂接到 UNIX 文件树的目录。当文件系统作为“NetBackup 备份选择”列
表中的条目被选中时，此定义适用。

即时恢复

客户端文件系统或卷的磁盘快照的一种还原功能。客户端数据可以从快照中快速还原，
即使在系统重新启动后也是如此。

映射

将文件系统或卷管理器中的文件或原始设备转换为物理地址或扩展盘区，以供网络上的
备份代理使用。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使用 VxMS 库执行文件映射。

映射方法

一系列例程，用于将逻辑文件地址转换为物理磁盘地址或扩展盘区。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包含对文件映射和卷映射方法的支持。

镜像

具有两种含义。
■

保存另一磁盘的精确副本的磁盘。镜像磁盘通常称为“辅助”磁盘，而源磁盘称为
“主”磁盘。写入主磁盘的所有内容也将写入镜像磁盘。

■

在镜像磁盘上捕获的一种快照。在适当的时刻，对主磁盘的进一步写入将不再写入镜
像，这会将镜像从主磁盘拆分出来。这样，镜像便成为主磁盘的快照。然后可以对快
照进行备份。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执行数据移动所用的脱离主机备份方法。
方法
脱离主机备份

将备份处理任务转移到另一台主机上执行的单独备份代理来完成。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提供了以下几个脱离主机备份选项：备用客户端、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第三
方复制设备和网络挂接存储。

主磁盘

在主/镜像配置中，客户端应用程序在主磁盘上读取和写入其数据。主磁盘的精确副本是
镜像。

原始分区

原始物理磁盘设备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占用一定范围的磁盘扇区。原始分区没有文件系
统或其他分层组织架构（因此是磁盘扇区的原始流）。在某些操作系统上（如 Solaris 和
HP-UX），原始分区与装入了文件系统的块设备不同。

恢复管理器 (RMAN)

Oracle 的备份和恢复程序。RMAN 通过向 NetBackup 共享库发送请求来执行备份和还
原。

RMAN 代理副本

Oracle8i Media Management API 的扩展，NetBackup 等介质管理软件可通过该扩展直
接执行数据传输。

SAN（存储区域网络）

连接服务器和存储设备且基于光纤通道的网络。存储设备不是挂接到服务器上，而是挂
接到网络本身，而且对网络上的所有服务器都可见。

辅助磁盘

请参见“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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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

客户端卷的基于磁盘的只读即时点副本。快照的创建对其他应用程序的影响很小。
NetBackup 提供了几种快照类型（具体取决于创建快照的设备）：写时复制、镜像、克
隆和快照。

快照方法

一组用于创建快照的例程。您可以选择方法，也可以让 NetBackup 在备份开始时选择方
法（自动方法）。

快照镜像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创建的磁盘镜像。快照镜像是特定时刻主卷的精确副
本，它是在物理上独立的设备上复制的。

快照源

应用快照方法的实体（文件系统、原始分区或逻辑卷）。NetBackup 根据策略的“备份
选择”列表中的条目自动选择快照源。

快照卷

从主卷或设备中拆分出来的镜像，可供用户使用。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将快
照卷创建为主卷的即时点副本。随后对主卷的更改会记录在数据更改日志中。所记录的
更改可用于通过 VxVM 快速重同步与主卷进行重同步。在拆分快照卷时所做的更改将应
用到快照卷，以使其与主卷保持一致。

标准设备

指 EMC 主/镜像磁盘阵列中的主磁盘（请参见“主磁盘”）。

存储检查点 (VxFS)

提供一致、稳定的文件系统映像的视图，对自上次创建检查点以来修改的数据块进行跟
踪。 与镜像不同的是，VxFS 存储检查点不会创建主数据或原始数据的单独副本。 它会
创建一个分块式“记录”，描述自激活检查点那一刻起，原始数据中的哪些块已更改。
存储检查点会将其信息保存在主文件系统上的可用空间中，而不是保存在单独的或指定
的设备上 （另外，ls 命令不会列出存储检查点的磁盘使用情况；因此，必须改用
fsckptadm list 命令）。

第三方复制设备

具有两种含义：
■

■

SAN 上代表备份应用程序运行的备份代理。“第三方复制设备”从光纤通道上挂接的
磁盘接收备份数据，并将其发送到存储设备。第三方复制设备使用的是 SCSI 扩展复
制命令。第三方复制设备有时又称为复制管理器、第三方复制引擎或数据移动器。 在
SAN 硬件配置中，可将第三方复制设备作为网桥、路由器或存储设备的一部分实现。
第三方复制设备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存储单元连接到的设备。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中的脱离主机备份方法，它允许通过 SAN 中的备份代理
进行备份。

UFS 文件系统

UNIX 文件系统 (UNIX File System, UFS)，是 Sun Solaris 上的默认文件系统类型。 UFS
文件系统的前身是 Berkeley Fast File System。

VxMS (Veritas Federated
Mapping Services)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使用的例程库（方法），用于获取逻辑磁盘对象（例如文件
和卷）的物理地址。

卷

在原始物理磁盘设备上配置的虚拟设备（不要与 NetBackup“介质和设备管理器”卷混
淆）。由块和字符设备组成。 如果快照源存在于卷上，NetBackup 会自动使用卷“映
射”方法将卷映射到物理设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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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组

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创建的磁盘的逻辑分组，可以更有效地使用磁盘空间。

VxFS

Veritas extent-based File System (VxFS)，用于实现更高的性能并提供大量数据。

VxVM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提供逻辑卷的管理，也可在 SAN 环境中使用。

Snapshot Client 帮助
提供了以下类型的帮助。
适用于 Snapshot Client 的帮助类型

表 1-5
帮助的类型

描述

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获
取 Snapshot Client 帮助

要获得关于创建策略的帮助信息，请单击左窗格顶部的主服务器名称，然后单击“创
建快照备份策略”。

从 Web 获取 Snapshot Client 有关包含 Snapshot Client 更多帮助信息的文档，请参见技术说明 NetBackup Snapshot
帮助
Client Configuration（《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可以从以下网址访问
本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该文档包括以下内容：
■

受支持的操作系统和外围设备的最新列表

■

有关旧式磁盘阵列快照方法的详细配置帮助：EMC TimeFinder、Hitachi
ShadowImage 和 HP BusinessCopy
有关 SAN 设备配置和为脱离主机数据移动器备份设置 NetBackup 的部分（包括有
关创建 3pc.conf 和 mover.conf 文件的说明）

■

兼容性列表

有关支持的平台、快照方法、数据类型和数据库代理以及支持的平台和快照方法的组
合的完整列表，请参见 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Compatibility（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兼容性）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26901

Web 上的 NDMP 信息

Symantec 支持网站提供了一个有关受支持的 NDMP 操作系统和 NAS 供应商的 PDF
文档。 该文档还包含特定 NAS 系统的配置和故障排除帮助。
可以从以下网址访问本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31885
该文档的标题是：NetBackup for NDMP Supported OS and NAS Appliance Information
（《NetBackup for NDMP 支持的操作系统和 NAS 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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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面向 Windows 的 Open File Backup
标准的 NetBackup for Windows 产品中包括 Open File Backup 许可证，可实现
Windows 客户端的 Open File Backup。Open File Backup 独立于 Snapshot Client。
Windows Open File Backup 不需要 Snapshot Client 产品。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DOC5332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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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Snapshot Client 的安装前提条件

■

Snapshot Client 安装说明

■

在 UNIX 上添加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密钥

■

在 Windows 上添加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密钥

■

关于在混合平台环境中分发客户端软件

■

关于创建日志目录

■

关于快照状态文件

Snapshot Client 的安装前提条件
请注意下列前提条件：
■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必须安装有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7.7 或更高
版本。 为执行主客户端备份，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可运行在任何一个受支持
的 UNIX 或 Windows 平台上。
有关 Snapshot Client 支持的平台的列表，请参考以下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

有关 NetBackup for VMware 和 NetBackup for Hyper-V 支持的平台的列表，请
参考以下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64542

■

客户端上必须安装有 NetBackup 7.7 或更高版本的客户端软件。 对于 AIX 和
Linux 客户端，客户端数据必须位于 VxFS 文件系统上。

■

对于使用 VxFS_Checkpoint 方法进行的即时恢复，必须在客户端上安装带有存
储检查点功能的 VxFS 文件系统。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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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 Client 安装说明
以下列表包含了适用于 UNIX 和 Windows 的 Snapshot Client 安装信息。
UNIX
■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是随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一起安装的。 默认情
况下，每个 NetBackup 服务器都包括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因此，如果在
该平台上支持 Snapshot Client，则可以在 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上使用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

对于 NetBackup 7.7，只有 SPARC 计算机支持 Snapshot Client for Solaris。
有关 NetBackup 安装过程，请参考《NetBackup 安装指南》

■

如果在群集环境中安装，请首先冻结活动节点，这样在安装过程中才不会发生
迁移。
有关冻结服务组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高可用性管理指南》中与您所运
行的群集软件相关的群集章节。

Windows
■

对于 Windows，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软件自动随核心 NetBackup 服务
器和客户端产品一起安装。
有关 NetBackup 安装过程，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

如果在群集环境中安装 Snapshot Client，请首先冻结活动节点，这样在安装过
程中才不会发生迁移。
有关冻结服务组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高可用性管理指南》中与您所运
行的群集软件相关的群集章节。

注意：7.0 之前的 Snapshot Client 可以卸载。 但是，从 7.0 开始的 Snapshot Client
没有单独的卸载过程，因为该软件是随核心 NetBackup 服务器自动安装的。 如果
要卸载 Snapshot Client，必须完全卸载 NetBackup。
请参考《NetBackup 安装指南》中介绍的卸载过程

在 UNIX 上添加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密钥
要安装 Snapshot Client，必须添加有效的许可证密钥，如下所示。
在 UNIX 上添加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密钥

1

以 root 身份登录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

2

输入以下命令以列出并添加密钥：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get_license_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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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是在群集环境中，则必须对群集中的所有节点执行上述步骤。

4

如果是在群集环境中，请解冻活动节点。
请参见《NetBackup 高可用性管理指南》中有关群集的章节了解与您所运行的
群集软件相关的信息。

在 Windows 上添加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密钥
您必须在每个主服务器上为 Snapshot Client 添加一个有效的许可证密钥，如下所
述。
在 Windows 上添加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密钥

1

登录。

2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帮助”>“许可证密钥”。
出现“NetBackup 许可证密钥”窗口。窗口的下半部分列出了现有密钥。

3

单击星形图标打开“添加新的许可证密钥”对话框。

4

在“新许可证密钥”字段中键入新的许可证密钥，然后单击“添加”。
新的许可证密钥显示在对话框的下半部分。

5

如果是在群集环境中，则必须对群集中的所有节点执行上述步骤。

6

如果是在群集环境中，请解冻活动节点。
请参见《NetBackup 高可用性管理指南》中有关群集的章节了解与您所运行的
群集软件相关的信息。

关于在混合平台环境中分发客户端软件
对于 UNIX 和 Windows，Snapshot Client 软件是随基础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自
动安装的。请参见相应的《NetBackup 安装指南》 获取更多信息。
对于混合环境，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您有 Windows 服务器和 UNIX 客户端，则必须使用 NetBackup 介质将客户
端软件分别安装到每个 UNIX 客户端计算机上。
请参见第 40 页的“在 UNIX 上添加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密钥”。

■

如果您有 UNIX 服务器和 Windows 客户端，则必须使用 NetBackup 介质将客户
端软件分别安装到每个 Windows 客户端计算机上。
请参见第 41 页的“在 Windows 上添加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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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建日志目录
在备份和还原期间，Snapshot Client 消息会被写入到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
上的几个日志目录（如果这些目录存在）中。如果这些目录不存在，则必须手动创
建它们，然后才能进行日志记录。
请参见第 223 页的“关于收集信息和检查日志”。

关于快照状态文件
NetBackup 创建快照时，会创建包含关于快照信息的文件。此文件称为快照状态文
件。状态文件存储有对快照执行特定操作所需要的信息。（此类操作的示例有：从
快照进行数据还原、从快照备份或快照删除。）
NetBackup bpfis 进程在客户端上创建一个状态文件。该状态文件的副本存储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在群集中，如果客户端遇到问题，并且故障转移到另一个
节点，则使用 NetBackup 服务器上的状态文件可以很方便地获取有关出现故障的客
户端的信息。如果状态文件不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则活动节点无法获取快照
信息。
表 2-1

快照状态文件的位置

位置

UNIX

在客户端上

/usr/openv/netbackup/online_util/fi_cntl/ install_path\NetBackup\online_util\fi_cntl\

在主服务器上

/usr/openv/netbackup/db/snapshot/client_name/ install_path\NetBackup\db\snapshot\client_name\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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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napshot Client 策略的说明

■

配置 Snapshot Client 策略

■

配置策略时“备份选择”选项卡的选项

■

脱离主机备份配置选项

■

自动快照选择

■

选择快照方法

■

配置备份脚本

■

关于使用备用客户端备份

■

配置备用客户端备份

■

策略配置提示

■

关于禁用快照

关于 Snapshot Client 策略的说明
在配置 Snapshot Client 策略之前，请注意以下事项。
■

NetBackup Enterprise 和 Snapshot Client 的附加产品必须安装到主服务器和客
户端上。

■

对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设备脱离主机备份方法，必须配置光
纤通道网络或多端口 SCSI 磁盘阵列。

■

必须配置存储设备（可以使用设备配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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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加密和压缩，但它们仅应用于写入存储单元的备份副本。快照本身不进行
压缩或加密。

■

FlashBackup 策略不支持加密或压缩。

■

将 BLIB 用于 Snapshot Client（策略“属性”选项卡中的“执行块级增量式备
份”选项）：NetBackup for Oracle、NetBackup for DB2 和 VMware 支持 BLIB。
如果选择策略“属性”选项卡中的“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选项，则 Snapshot
Client 的其他功能将呈灰显状态。

配置 Snapshot Client 策略
以下过程仅介绍与 Snapshot Client 策略相关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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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napshot Client 策略

1

在主服务器上，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策略”并选择要编辑的策略。

3

选择策略类型：
■

对于 VMware 虚拟机，请选择 FlashBackup-WindowsVMware 或
MS-Windows。 对于 Hyper-V，请选择 FlashBackup-Windows 或
Hyp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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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考适用于您的虚拟环境的相应 NetBackup 指南。
■

如果客户端数据在数据库中，请选择数据库类型（DB2、Oracle、
MS-Exchange-Server、MS-SQL-Server 或 SAP）。
在 SFRAC (Storage Foundation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环境中，
NetBackup 7.7 支持 Oracle 数据库的脱离主机备份。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考《NetBackup for Oracle 系统管理指南》。

■

要使用 FlashBackup，请为 UNIX 客户端选择 FlashBackup 或为 Windows
客户端选择 FlashBackup-Windows。
注意：FlashBackup-Windows 支持压缩的 NTFS 文件的备份和还原。
这些文件将以压缩文件的格式备份和还原（不会将它们解压缩）。

■

4

对于所有其他情形，请为 UNIX 客户端选择 Standard，为 Windows 客户
端选择 MS-Windows。

确保已选中“执行快照备份”。
注意：选择“执行快照备份”时，将禁用 Bare Metal Restore 选项。

5

可选： 手动选择快照方法。
请参见第 52 页的“选择快照方法”。
如果要让 NetBackup 选择快照方法，请跳过这一步。
请参见第 51 页的“自动快照选择”。

6

要创建启用即时恢复的备份，请选择“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
属性。
块级还原、文件提升和回滚需要使用此属性。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即时恢复还原功能”。
还提供了有关创建即时恢复备份策略的帮助信息。
请参见第 89 页的“配置即时恢复的策略”。

7

要减轻客户端上的处理负载，请选择“执行脱离主机备份”。
请参见第 48 页的“脱离主机备份配置选项 ”。

8

要保存这些设置，请单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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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要定义日程表，请使用“日程表”选项卡；要指定客户端，请使用“客户端”
选项卡。
对于客户端： 一个策略只能配置一个快照方法。 要为客户端 a、b 和 c 选择一
个快照方法，为客户端 d、e 和 f 选择另一个方法：请为每一组客户端创建一个
单独的策略，并为每个策略选择一个方法。可以使用自动方法来避免此限制。

10 要指定待备份的文件，请使用“备份选择”选项卡。
请参见第 47 页的“配置策略时“备份选择”选项卡的选项”。

11 在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上： 如果您单击“应用”或“确定”，则验证进程将
检查策略并报告任何错误。 如果您单击“关闭”，将不执行任何验证。

配置策略时“备份选择”选项卡的选项
请注意有关“备份选择”选项上选项的以下事项：
■

Snapshot Client 策略不支持“备份选择”列表中的 ALL_LOCAL_DRIVES 条目
（VMware 和 Hyper-V 快照方法除外）。

■

对于快照，路径名的最大长度大约是 1000 个字符（对于不使用快照方法的备份
则是 1023 个字符）。
请参见第 65 页的“最大路径名长度”。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描述了其他文件路径规则。

■

在 MS-Windows 策略中配置快照方法时，必须在“备份选择”列表中的驱动器
盘符后面输入反斜杠 (\)。
如果不包括反斜杠，则 NetBackup 目录中不会显示快照映像。

■

如果在路径中通配符不对应于任何装入点，或者通配符之后没有装入点，则允
许使用通配符。
注意：这适用于以下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即它所含的第一个操作是快照，而且
不含任何备份或复制操作。
例如，在路径 /a/b 中，如果 /a 是装入的文件系统或卷，并且 /a/b 指定该文件
系统中的某个子目录，则：条目 /a/b/*.pdf 会导致 NetBackup 创建 /a 文件系
统的快照，并备份 /a/b 目录中的所有 pdf 文件。然而，如果具有 /* 或 /*/b 条
目，备份就可能失败或出现意外的结果，这是由于通配符与装入点 /a 相对应。
不要使用通配符来表示装入点的全部或一部分。
在另一个示例中，/a 是一个装入的文件系统，其中包含位于 /a/b/c（其中 c 指
定第二个装入点）的另一个装入的文件系统。/a/*/c 的“备份选择”条目可能
失败或出现意外结果，原因是路径中通配符的后面有一个装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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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提供了有关“跨装入点”策略属性的信息。
请参见第 66 页的“快照提示”。
■

对于 UNIX 客户端的原始分区备份，请指定 /rdsk 路径，而不是 /dsk 路径。可
以指定磁盘分区（除了在 AIX 上）或 VxVM 卷。
示例：
在 Solaris 上：

/dev/rdsk/c0t0d0s1
/dev/vx/rdsk/volgrp1/vol1

在 HP 上：

/dev/rdsk/c1t0d0
/dev/vx/rdsk/volgrp1/vol1

在 AIX 和 Linux 上：

/dev/vx/rdsk/volgrp1/vol1

在 Linux 上：

/dev/sdc1

在 AIX 客户端上，不支持备份本机磁盘分区。原始分区备份必须指定 VxVM 卷，
如 /dev/vx/rdsk/volgrp1/vol1。
请注意，/dev/vx/dsk/volgrp1/vol1（没有 /rdsk 中的 r）将不起作用。

脱离主机备份配置选项
脱离主机备份将备份进程的负担转移到独立的备份代理上，从而可减少本地备份通
常对客户端的资源产生的影响。 客户端提供少量的关于数据映射方式的信息。 备
份代理则通过将客户端的数据发送到存储设备来完成大部分工作。
可以在创建新策略时选择脱离主机备份方法，也可以为现有策略选择脱离主机备
份。 可以从“添加新策略”对话框中选择脱离主机备份。 下图显示了该对话框的
一部分。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Snapshot Client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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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计算机”字段用于指定备份代理。
从“使用”字段中选择脱离主机备份类型：
■

VMware 备份主机
对于 VMware 虚拟机（来宾操作系统）备份，选择此选项可将 VMware 备份主
机指定为备份代理。 在还原期间，此主机称为 VMware 还原主机。
在“计算机”下拉列表中选择备份主机的名称。
要备份未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的虚拟机，必须选择此选项。 如果在虚拟机上
安装了 NetBackup 客户端，则可以按与普通物理主机同样的方式备份虚拟机（无
须执行基于快照的备份）。
“VMware 备份主机”选项要求 FlashBackup-Windows 或 MS-Windows 策略
类型。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注意：如果选中“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复选框，则不会显示
VMware 备份主机，因为即时恢复不支持 VMware 备份。

■

备用客户端
选择此选项可将另一个客户端（备用客户端）指定为备份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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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客户端可节省原始客户端上的计算资源。 备用客户端将代表原始客户端执
行备份 I/O 处理，因此备份对原始客户端影响很小。
在“计算机”字段中输入备用客户端的名称。
请参见第 62 页的“关于使用备用客户端备份”。
■

数据移动器
选择此选项可将备份代理指定为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实现 SCSI 扩展复制
命令的第三方复制设备，或 NAS 文件服务器（网络挂接存储）。
“数据移动器”选项要求 Standard、FlashBackup 或 MS-Windows 策略类型。
在“计算机”下拉列表中选择数据移动器的类型：
网络挂接存储

由 NDMP 主机（NAS 文件服务器）通过 NAS_Snapshot
方法执行备份处理。 NetBackup 服务器上要求必须安装
NetBackup for NDMP 软件。 对于 NAS 快照，此选项是
必需的。
请参见第 106 页的“为 NAS 快照设置策略”。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由 Solaris、HP、或 AIX 介质服务器执行备份处理（仅限
于 Solaris、HP、AIX 和 AIX 客户端）。

第三方复制设备

第三方复制设备执行备份处理。 仅适用于 Solaris、HP、
AIX 和 Linux 客户端。
有许多种设备可用作第三方复制设备，例如路由器、网
桥、磁带库和磁盘阵列。 备份代理可将数据定向到 SCSI
挂接存储或 SAN 上的存储。
有关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备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文档。

如果要使用“执行脱离主机备份”，可能需要进行其他配置，如下所示：
■

对于策略存储单元或存储单元组，请注意：
以下数据移动器类型不支持 Any_available：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
复制设备。 第三方复制设备不支持磁盘存储单元。
不使用特定的存储单元，而改为创建指定在 SAN 上配置的设备的存储单元组。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DOC5332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

此外，请注意以下事项：
■

必须为“第三方复制设备”选项创建 mover.conf 文件。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文档中提供了有关此文件的帮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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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 Veritas CommandCentral Storage，并且备份设备不支持标识描述
符（SCSI E4 目标描述符），则可能需要编辑 3pc.conf 文件。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自动快照选择
要让 NetBackup 选择快照方法，请在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中单击“执行快照备
份”。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是新的策略，则 NetBackup 会在备份开始时选择快照方法（默认情况下，
快照方法设置为“自动”）。

■

如果已经为某个特定快照方法配置了策略，请单击“Snapshot Client 选项”选
项并将快照方法设置为该特定方法。NetBackup 将在备份开始时选择快照方法。

使用“自动”方法不能保证 NetBackup 可以自动选择用于备份的快照方法。
NetBackup 根据下列因素查找合适的方法：
■

客户端平台和策略类型。

■

当前安装的最新软件许可证，如 VxFS 和 VxVM。

■

客户端数据的配置情况。例如：
■

是否已为写时复制缓存指定了原始分区。
请参见第 111 页的“输入缓存”。

■

客户端数据是否包含在用一个或多个快照镜像配置的 VxVM 卷中。

NetBackup 将使用找到的第一个合适的方法。
注意：“自动”方法无法选择为特定磁盘阵列指定的快照方法，例如
EMC_TimeFinder_Clone 或 HP_EVA_Vsnap。必须从“快照选项”对话框的下拉
列表中选择磁盘阵列方法。
“自动”方法具有以下优点：
■

NetBackup 可以为“备份选择”列表中的每一项，或者为策略中的每个客户端
使用一个不同的快照方法。这样，NetBackup 在选择快照方法时具有更多灵活
性，并且您可以绕开每个策略只能使用一种快照方法的限制。

■

在备份时，NetBackup 根据客户端此时的配置方式来选择快照方法。如果客户
端上的 VxFS 或 VxVM 许可证已失效，或者客户端最近被重新配置过，NetBackup
在选择快照方法时会考虑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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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快照方法
可以按如下说明手动选择快照方法。
选择快照方法

1

在主服务器上，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策略”。

3

在“所有策略”窗格中，双击策略名称。
此时将显示“更改策略”对话框。

4

确保已选中“执行快照备份”。

5

单击“选项”。

6

在下拉菜单中，为策略选择“快照方法”。
■

如果要让 NetBackup 选择快照方法，请选择“自动”。
请参见第 51 页的“自动快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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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用的方法取决于配置客户端的方式，以及在“属性”选项卡上选择的属
性。

一个策略只能配置一个快照方法。配置每个用于单个方法的策略，在策略中包
括可以应用该快照方法的客户端和备份选择。例如，对于 nbu_snap 方法（仅
适用于 Solaris 客户端），创建一个仅包含 Solaris 客户端的策略。所选快照方
法必须与策略“备份选择”列表中的所有项目兼容。
请参见第 53 页的“快照方法”。

7

指定所需参数（如果有）。“快照选项”对话框中的其他字段指示一些必需的
参数。
请参见第 56 页的“Snapshot Client 的配置参数”。
请参见第 61 页的“快照资源”。

8

单击“确定”。

快照方法
表 3-1 介绍了每种快照方法（不包括磁盘阵列方法）。
请参见第 129 页的“磁盘阵列方法概览”。
表 3-1

快照方法描述

方法

描述

自动

NetBackup 将在备份开始时选择快照方法。 如有必要，NetBackup
将为“备份选择”列表中的每个项目选择不同的方法。

FlashSnap

用于备用客户端上的镜像快照，这些客户端具有 VxVM FlashSnap
功能。 该方法适用于 Solaris、HP、AIX、Linux 和 Windows 上
的客户端。 UNIX 客户端必须是 VxVM 3.2 或更高版本。 Linux
和 AIX 客户端必须是 VxVM 4.0 或更高版本。 Windows 客户端
必须是具有所有最新 VxVM Service Pack 和更新的 VxVM 3.1 或
更高版本。
FlashSnap 基于 VxVM 磁盘组的拆分和结合技术。

Hyper-V

对于 Hyper-V 虚拟机快照。
请参考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DOC5332
《NetBackup for Hyper-V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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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描述

NAS_Snapshot

用于驻留在 NDMP 主机上的客户端数据的写时复制快照。 需要
NetBackup for NDMP 软件。 提供了有关要求和配置详细信息的
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关于 NAS 快照概述”。

nbu_snap

用于 UFS 或 Veritas VxFS 文件系统的写时复制快照。 仅适用于
Solaris 客户端。群集文件系统不支持 nbu_snap。
nbu_snap 与 UNIX 文件系统 (UFS) 一起使用时，NetBackup 当
前不支持扩展卷目录 (VTOC) 或 EFI 标签。UFS 与 nbu_snap
一起使用时，NetBackup 支持 1TB 磁盘的有效限制（与分区大
小无关）。要将 nbu_snap 与更大的磁盘（大于 1TB）一起使
用，必须使用 VxVM 而非 UFS。
此方法需要一个指定用于缓存的原始分区。

OST_FIM

用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为快照复制配置的策略。 OST_FIM
方法仅在“策略存储”属性指向一个包含支持快照的存储单元的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时有效。

VMware

对于 VMware 虚拟机快照。
请参考《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VSP

VSP 当前已过时。 VSP 适用于 NetBackup 7.0 版之前的 Windows
客户端上的打开文件和活动文件的快照。 对于使用 VSP 配置的
策略中的 7.0 和更高版本的客户端，NetBackup 会自动使用 VSS
而不是 VSP。
有关此方法 (Veritas Volume Snapshot Provider) 的更多信息，请
参考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DOC5332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可以只使用 VSP 而不使用 Snapshot Client。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如“繁忙文件超时”期满），不会创建快照， 随后，备份作业
可能继续进行而不备份繁忙文件。 如果将 Snapshot Client 与
VSP 结合使用，则备份作业要么成功创建所有文件的快照，要么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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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描述

VSS

VSS 使用 Windows 的卷影复制服务，并支持即时恢复。 VSS 用
于本地备份或备用客户端备份。
有关此方法支持的最新 Windows 操作系统和磁盘阵列列表，请
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TECH51377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文档。
对于备用客户端备份，客户端数据必须驻留于具有快照功能的磁
盘阵列，如 EMC、HP 或 Hitachi，或者是启用了快照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4.1 或更高版本卷。VSS 支持
磁盘分区（如 E:\）的文件系统备份和数据库的备份。
基于 VSS 的快照方法为 Windows 卷影复制服务提供了一个常规
接口。 VSS 根据客户端上配置的快照提供程序来选择实际的快
照方法。 例如，如果数据驻留在 EMC CLARiiON 阵列上，并且
阵列管理员配置了该阵列及其快照功能： 则卷影复制服务会选择
相应的 CLARiiON VSS 硬件提供程序来创建快照。

VVR

用于已复制的 VxVM 卷的备用客户端备份。 用于 Solaris、HP、
Linux、AIX 客户端。
需要具有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许可证的 VxVM 3.2 或更高
版本。 Linux 和 AIX 客户端需要 VxVM 4.0 或更高版本。

VxFS_Checkpoint

用于 Solaris、HP、AIX 或 Linux 客户端的写时复制快照。
FlashBackup 策略类型不支持此方法。
需要 VxFS 3.4 或更高版本的存储检查点功能。 HP 需要 VxFS
3.5 或更高版本。 Linux 和 AIX 客户端需要 VxFS 4.0 或更高版
本。
请注意，VxFS_Checkpoint 需要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和具有
存储检查点功能的 Veritas File System 许可证。 没有这两个许可
证，就无法打开写时复制快照（存储检查点），备份就会失败。

VxFS_Snapshot

用于本地网络（不是脱离主机）上的 Solaris 或 HP 客户端的写
时复制快照，仅适用于 FlashBackup 策略。 该方法需要 VxFS
3.4 (Solaris) 或 VxFS 3.3.2 (HP) 或更高版本。 此方法也需要指
定的缓存。
请注意，“备份选择”列表中的所有文件必须位于同一个文件系
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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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描述

VxVM

用于在 Volume Manager 卷上配置了数据的下列任何类型的快
照。适用于 Solaris、HP、AIX、Linux 或 Windows 客户端。
Linux 和 AIX 客户端需要 VxVM 4.0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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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第三个镜像”快照（VxVM 3.1 或更高版本）。
用于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VxVM 4.0)。
用于优化空间即时快照 (VxVM 4.0)。

Snapshot Client 的配置参数
只有某些快照方法才需要以下参数。如果您选择的快照方法不需要其他参数，“快
照选项”对话框将指示不需要参数。

缓存设备路径参数
在“值”字段中输入缓存分区的完整路径名，以指定缓存的原始分区（逻辑卷或物
理磁盘）。例如：
Solaris 原始分区：

/dev/rdsk/c2t0d3s3

VxVM 卷：

/dev/vx/rdsk/diskgroup_1/volume_3

HP LVM 卷：

/dev/volume_group_1/volume_3

此设置将覆盖在“主机属性”>“客户端”>“客户端属性”对话框 >“UNIX 客户
端”>“客户端设置”中指定的缓存。
请参见第 111 页的“输入缓存”。
不要指定通配符（例如 /dev/rdsk/c2*）。
提供了完整的要求列表。
请参见第 108 页的“缓存设备要求”。
警告：nbu_snap 或 VxFS_Snapshot 进程将重写缓存分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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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组拆分重试之间的延迟 (秒)”参数
必须先完成特定例程操作系统处理，之后才可以使用快照卷和拆分磁盘组。默认情
况下，如果“重试磁盘组拆分的次数”为 1 或更大数值，则 NetBackup 会在重试
磁盘组拆分之前等待 60 秒。在某些系统中，60 秒的延迟可能太短。使用此参数可
以设置重试之间的更长延迟。

IBC 接收超时参数（秒）
确定 NetBackup 在从 VVR 复制数据流中接收下一个事务结束标记之前要等待的时
间。例如，某个进程可能无法发送该标记，或者网络连接可能已断开或过载。如果
在收到下一个标记前已超过此超时值，则备份将失败。

IBC 发送超时参数（秒）
确定 NetBackup 在从 VVR 复制数据流中自动删除下一个事务结束标记之前要等待
的时间。如果没有删除该标记，则复制无法继续。如果在删除当前标记前已超过此
超时值，则备份将失败。

备份后保留快照参数
此选项可指定在备份完成后，快照映像是否保留在镜像磁盘上（默认值为“否”）。
在客户端的主磁盘删除了数据的情况下，保留映像（“是”）可从镜像中快速还原
数据。映像会一直保留在镜像上，直到下次使用该策略运行备份为止。“否”表示
备份完成后即从镜像删除快照。
如果重新启动客户端，则首先必须重新装入所保留的快照，然后才能将其用于还
原。可以使用 bpfis 命令来发现映像。
参见 bpfis 手册页或《NetBackup 命令》 手册。
但请注意，NetBackup 会自动重新装入即时恢复快照。
如果快照在 EMC、Hitachi 或 HP 磁盘阵列上，并且您想要使用硬件级别的还原，
请查看所提供的重要信息。
请参见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文档中的“硬件级磁盘还原”下的警告。可从以下地址访问本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同时重新同步的最大卷数参数
对于拥有足够 I/O 带宽的配置，可以同时对多个卷重新同步，以便更快地完成重新
同步。此参数指定同时重新同步的卷对的数目。卷对由源卷及其快照（或镜像）卷
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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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值为 1，表示一次重新同步 1 个卷对。如果客户端和磁盘存储中的 I/O 带宽不
支持同时对多个卷同步，则接受该默认值。I/O 带宽方面的主要因素是每个客户端
上 HBA 的数目和速度。

“最多快照数”参数（仅限即时恢复）
用于确定何时删除即时恢复快照的若干选项之一。
如果发现快照中存在保留不匹配，策略验证将会失败。例如，如果“最多快照数 (仅
限即时恢复)”参数设置为不受 SLP 管理的任何值，并且同一策略中使用的 SLP 具
有用于快照作业的“固定”保留，则策略验证将会失败。如果您在 7.6 NetBackup
之前版本的主服务器上配置了此类策略，建议您升级到 NetBackup 7.7 主服务器后
验证并更正此策略。
请参见第 87 页的“控制快照的方法”。

重试磁盘组拆分的次数参数
在创建 FlashSnap 快照之后，必须对磁盘组进行拆分，以使备用客户端可以访问快
照数据。若要缩短时间，必须先完成某些常规操作系统处理，才可以使用快照卷和
拆分磁盘组。在操作系统使卷可用之前，磁盘组无法拆分。
使用此参数可以设置重试磁盘组拆分的次数。默认值为 0（不进行重试）：如果第
一次尝试拆分磁盘组不成功，则备份失败。
您还可以设置“磁盘组拆分重试之间的延迟 (秒)”选项。

“提供程序类型”参数
指示创建快照的 VSS 快照提供程序的类型。
0-自动（默认）

如果没有为即时恢复配置策略，则可以选择此选项。自动选
项按以下顺序尝试选择可用的提供程序：硬件、软件、系统。
对于即时恢复备份，必须选择适合的提供程序类型（不要选
“0-自动”）和快照属性；否则，备份将失败。
例如：要使用硬件提供程序备份使用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方法的 CLARiiON 阵列，
必须选择“3-硬件”作为提供程序类型，并选择 2-plex 作为
快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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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

使用 Microsoft 系统提供程序，适用于块级写时复制快照。
■

■

与选项 2 和 3 不同，Microsoft 系统提供程序不需要任何
其他软件或硬件。
Microsoft 系统提供程序不支持脱离主机备份，例如备用
客户端备份。对于脱离主机备份，请根据您的环境选择选
项 2 或 3。

2-软件

例如，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程序，适用于
VxVM 卷。软件提供程序在文件系统和卷管理器之间的软件
级截取 I/O 请求。

3-硬件

使用硬件提供程序，适用于磁盘阵列。硬件提供程序通过与
硬件存储适配器或控制器协同合作，在硬件级管理 VSS 快
照。例如，如果您希望通过阵列的快照提供程序来备份 EMC
CLARiiON 或 HP EVA 阵列，请选择“3-硬件”。
■

根据您的阵列和选择的快照属性，可能需要预先对阵列进
行一些配置。
有关您的磁盘阵列和快照方法，请参见相应的主题。
请参见第 60 页的“VSS 和磁盘阵列的重要注意事项”。

在后台重新同步镜像参数
该选项确定是否在重新同步操作结束前完成备份作业（默认值是“否”）。“是”
表示发出重新同步请求，但备份不会等待镜像重新同步操作完成。“否”表示备份
作业必须等到重新同步操作完成后才能结束。
选择“是”可更有效地使用备份资源。如果两个备份需要同一个磁带驱动器，即使
第一个作业的重新同步操作还没有完成，第二个作业也可以开始。

“快照属性”参数
指示要创建的 VSS 快照的类型。
0-未指定

如果没有为即时恢复配置策略，则可以选择此选项。
对于即时恢复备份，必须选择快照属性 1 或 2，否则备份将
失败。

1-差异式

使用写时复制类型快照。例如，要使用
EMC_CLARiiON_SnapView_Snapshot 方法备份 EMC
CLARiiON 阵列，请选择差异式备份。

2-plex

使用克隆或镜像类型快照。例如，要使用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方法备份 EMC CLARiiON
阵列，请选择 2-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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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毫秒表示的同步 I/O 延迟参数（仅限 UNIX）
以毫秒为单位指定通过前一个参数的值（以 MB 表示的同步区域大小）指定的连续
区域组同步之间的延迟。使用此选项可更改同步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默认值为 0 毫秒（无延迟）。增大此值将降低同步速度，还会降低与可能在同时访
问该卷的其他进程的 I/O 带宽竞争。
此选项与 VxVM vxsnap 命令中的 slow=iodelay 参数相同。有关 slow=iodelay 参数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指南》。

以 MB 表示的同步区域大小参数（仅限 UNIX）
指定在同步卷区域时使用的每个 I/O 请求的大小（以 MB 为单位）。指定较大的大
小可以使同步更快地完成，但对访问该卷的其他进程的性能有较大影响。对于高性
能阵列和控制器硬件，1 MB（默认值）为建议的最小值。指定的值将取整为卷的区
域大小的倍数。
此选项与 VxVM vxsnap 命令中的 iosize=size 参数相同。有关 iosize=size 参数的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指南》。

等待镜像同步完成参数
此参数仅适用于使用“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备份方法的
脱离主机备份。
使用默认设置 1（是）时，此参数指定在镜像同步完成前，完整空间即时快照不可
用于备份。在同步完成前，备份所需的某些数据将驻留在源磁盘而非快照磁盘上。
如果介质服务器可以访问快照磁盘但无法访问源磁盘，并且备份在快照磁盘与源完
全同步之前启动，则备份将失败。
对于“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备份（如果介质服务器无法
访问源磁盘），请将此参数设置为 1。如果源磁盘和快照磁盘对介质服务器均可见，
则可以将此参数设置为 0（否）。

VSS 和磁盘阵列的重要注意事项
要通过 VSS 方法备份 Windows 客户端，请注意关于快照参数值的下列事项：
■

如果选择的“提供程序类型”为“3-硬件”，选择的“快照属性”为“2-plex”：
必须在磁盘阵列中配置适当数量的克隆或镜像，具体数量取决于为“最多快照
数 (仅限即时恢复)”参数指定的值。如果将“最多快照数”参数设置为 3，则必
须配置三个克隆或镜像。如果不希望使用即时恢复并且“最多快照数”参数为
1，则只需配置一个克隆或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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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必须先使克隆或镜像与磁盘阵列源设备进行同步，才能开始备份。如果在备
份开始前未对克隆或镜像进行同步，则 VSS 将无法选择要在其上创建快照的克
隆或镜像。备份将失败。

备份前同步镜像参数
确定主设备和镜像设备在备份开始前是否自动同步（如果它们尚未同步）。默认值
是“否”。
指定“是”可在备份开始前对未同步的设备进行同步。“否”表示在备份开始前不
对未同步的设备进行同步。在此情况下（即指定“否”），如果主设备和镜像设备
不同步，则备份将无法成功。

快照资源
有关配置磁盘阵列方法，请参见标题为“为磁盘阵列配置快照方法”的一章：
请参见第 131 页的“磁盘阵列配置任务”。

配置备份脚本
对于使用快照方法的备份，通过将指令添加到“备份选择”列表，可在快照之前或
之后运行脚本，如下所示。
配置备份脚本

1

在主服务器上，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策略”。

3

在“所有策略”窗格中，双击策略名称。
此时将显示“更改策略”对话框。

4

单击“备份选择”选项卡。

5

将以下指令添加到“备份选择”列表的开始部分：
METHOD=USER_DEFINED

6

按照要求，添加以下一个或两个指令。
DB_BEGIN_BACKUP_CMD=your_begin_script_path
DB_END_BACKUP_CMD=your_end_script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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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Windows 客户端不支持 DB_BEGIN_BACKUP_CMD 和 DB_END_BACKUP_CMD
指令。
参数 (arg) 是可选的。
例如：

在该示例中，脚本 shutdown_db.ksh 在备份前运行，而 restart_db.ksh 在
创建快照后运行。

关于使用备用客户端备份
备用客户端备份是脱离主机进行的，即所有备份处理任务被转移到另一个客户端上
完成。将处理任务转移到其他客户端可节省原始客户端上的计算资源。备用客户端
执行备份 I/O 处理，备份对原始客户端的影响很小。

备用客户端备份要求
为备用客户端备份配置策略前，请确保满足以下条件：
■

必须按快照方法的要求配置客户端数据。备用客户端必须能够访问快照设备（例
如克隆、镜像或复制磁盘）。

■

对于 FlashSnap 和 VVR 快照方法，必须安装以下软件：VxVM 3.2 for UNIX 或
更高版本，VxVM 4.0 for Linux、VxVM 4.0 for AIX 或更高版本，或 VxVM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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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Windows 或更高版本。而且，必须在主要主机的磁盘上配置卷。同时还必须
安装 VxVM FlashSnap 许可证或 VVR 许可证。
■

要备份的文件的用户和组标识号（UID 和 GID）必须对主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
可用。

■

Windows 上的备用客户端备份不支持基于存档位的增量式备份。请改为使用基
于时间戳的增量式备份。
请参见第 67 页的“关于基于镜像的快照的增量式备份”。获取更多信息。

■

主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必须运行相同版本的 NetBackup。例如，不支持在主客
户端上使用 NetBackup 的较新版本，而在备用客户端上使用其较早的版本。

■

主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必须运行相同的操作系统、卷管理器和文件系统。对于
每个 I/O 系统组件，备用客户端必须具有和主客户端相同的版本级别或比之更
高。
表 3-2 列出了支持的配置。

表 3-2

备用客户端要求

如果主客户端是：

备用客户端必须是：

Windows

Windows，与主客户端的级别相同或更高一些

Solaris

Solaris，与主客户端的级别相同或更高一些

HP

HP，与主客户端的级别相同或更高一些

AIX

AIX，与主客户端的级别相同或更高一些

Red Hat

Red Hat，与主客户端的级别相同或更高一些

SUSE

SUSE，与主客户端的级别相同或更高一些

VxFS 3.4 或更高版本（对 VxFS，与主客户端的级别相同或更高一些
于 HP 为 VxFS 3.3，对于
AIX 和 Linux 为 VxFS 4.0）
VxVM 3.2 或更高版本
(UNIX)

VxVM，与主客户端的级别相同或更高一些。

VxVM 3.1 或更高版本
(Windows)

级别完全相同。

注意：对于 VVR 方法，备用客户端的级别必须与主客户端的
对于 Windows 上的 VxVM，请使用具有最新的 VxVM Service
Pack 和更新程序的 VxVM 3.1 或更高版本。
请参见第 64 页的“配置备用客户端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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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备用客户端备份
对于备用客户端备份策略，请进行以下选择。某些选项取决于您的硬件配置和产品
许可证。
配置备用客户端备份的策略

1

对于“策略类型”，请选择 Standard、FlashBackup、
FlashBackup-Windows、MS-Windows、MS-Exchange-Server、
MS-SQL-Server、DB2、SAP 或 Oracle。

2

单击“执行快照备份”。

3

单击“执行脱离主机备份”。

4

单击“使用备用客户端”，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备用客户端，或在其中键入。

5

如果要选择快照方法，请单击“ 选项”。
快照方法：可以选择自动方法或以下类型：
■

FlashSnap，用于磁盘组拆分配置，需要具有 FlashSnap 功能的 VxVM 3.2
或更高版本。

■

VVR，用于 UNIX 复制主机；需要具有 VVR 功能的 VxVM 3.2 或更高版本。

■

VSS，用于使用 Windows 2003 的卷影复制服务的快照。此方法可用于
Windows 2003 客户端，其中，客户端数据存储在诸如 EMC 或 Hitachi 的
磁盘阵列上，或者存储在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4.1
或更高版本的卷中。支持 Exchange。

■

与磁盘阵列相关的快照方法。

在运行备用客户端备份之前
必须为要使用的快照方法准备和测试卷配置。
请参见有关基于软件的快照方法的主题：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基于软件的快照方法”。

备用客户端备份配置示例
请参考以下示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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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备用客户端备份配置

配置

描述

客户端数据以拆分镜像模式存储在 EMC 在备用客户端上运行备份：选择 Standard 作为策
磁盘阵列中
略类型，并选择“执行快照备份”、“执行脱离主
机备份”和“使用备用客户端”。然后选择备用客
户端。在“快照选项”显示屏上，指定 EMC
TimeFinder 快照方法。
如果数据是存储在 Oracle 数据库中，请选择
Oracle 作为策略类型。
客户端数据在远程主机上进行复制

要在复制主机（备用客户端）上运行备份，请选择
Standard 作为策略类型，并选择“执行快照备
份”、“执行脱离主机备份”和“使用备用客户
端”。然后选择备用客户端（复制主机）。在“快
照选项”显示屏上，指定 VVR 快照方法。

客户端数据存储在配置了快照镜像的
VxVM 卷的 JBOD 阵列上

要在备用客户端上运行备份，请选择：Standard
（对于 UNIX 客户端）或 MS-Windows（Windows
客户端）作为策略类型，并选择“执行快照备
份”、“执行脱离主机备份”和“使用备用客户
端”。然后选择备用客户端。在“快照选项”显示
屏上，指定 FlashSnap 方法。
如果客户端数据由多个文件组成，或者要从原始分
区备份中还原单个文件，请选择 FlashBackup 或
FlashBackup-Windows 作为策略类型。

注意：也可以使用策略类型和快照方法的其他组
合，这取决于很多因素：硬件配置、文件系统、卷
管理器配置、所安装的 NetBackup 产品许可证，
等等。

策略配置提示
以下主题与策略创建有关。

最大路径名长度
对于快照，文件列表路径名的最大长度大约是 1000 个字符（对于不使用快照方法
的备份则是 1023 个字符）。这是因为快照是在源自原始“备份选择”列表路径名
的新装入点上创建的。如果新装入点加上原始文件路径的长度超过系统规定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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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名长度（在很多系统中是 1023 个字符），则备份将失败，状态码为 1，并返
回消息“请求的操作部分成功”。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以获取其他 NetBackup 文件路径规则。

快照提示
请注意以下提示：
■

在“备份选择”列表中，请确保指定绝对路径名。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
南，第 I 卷》 以获取在“备份选择”列表中指定文件的帮助。

■

如果“备份选择”列表中的某个条目是指向另一个文件的符号（软）链接，
Snapshot Client 会备份“链接”而不是链接指向的文件。这是一个标准的
NetBackup 行为。要备份实际数据，请包括指向实际数据的文件路径。

■

另一方面，可用原始分区通常的符号链接形式（例如 /dev/rdsk/c0t1d0s1）来
指定它。不要指定 /dev/rdsk/c0t1d0s1 正在指向的实际设备名称。对于原始
分区，Snapshot Client 会自动解析指向实际设备的符号链接。

■

“跨装入点”策略属性不可用于为快照配置的策略。由于在快照备份过程中，
NetBackup 不会跨越文件系统边界，因此该选项不可用。高级别文件系统的备
份（如 /（根））不会备份驻留在低级别文件系统中的文件。如果低级别文件系
统中的文件在“备份选择”列表中被指定为单独的条目，则会进行备份。例如，
要备份 /usr 和 /var，必须将 /usr 和 /var 作为单独的条目包括在“备份选择”
列表中。
有关“跨装入点”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

在 Windows 上，必须在“备份选择”列表的驱动器盘符之后输入 \（例如 D:\）。
请参见第 72 页的“配置 FlashBackup 策略”。

多个数据流
第三方复制设备方法不支持多路复用（请记住，多路复用不同于多个数据流）。
确保这些设置允许活动数据流的数量大于或等于“备份选择”列表中的数据流的个
数：
■

策略属性
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

■

日程表设置
介质多路复用

■

存储单元设置
每个驱动器的最多复用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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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配置设置
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

关于基于镜像的快照的增量式备份
对于镜像类型的快照的增量式备份，请注意以下问题。

增量式备份选项（仅限 Windows）
NetBackup 为 Windows 客户端提供了两个增量式备份选项：
■

基于时间戳

■

基于存档位（仅限 Windows 客户端）

这些选项可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与客户端对应的“主机属性”下找到。右键
单击客户端并选择“属性”。 将显示“客户端属性”对话框。单击“Windows 客
户端”>“客户端属性”。《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介绍了这些选项。
如果快照是在镜像上创建的（例如使用 VxVM 方法的卷管理器卷），则不能使用存
档位增量式备份。存档位增量式备份与镜像上的快照不兼容。对于增量式备份，请
选择“基于时间戳”。

快照顺序和访问时间
备份镜像快照后，快照中文件的访问时间被重置为原始（主）磁盘数据的访问时
间。快照数据的访问时间继续与主磁盘上数据的访问时间保持一致，直到镜像与主
磁盘重新同步。这是正常的 Snapshot Client 行为，适用于主客户端备份和脱离主
机备份。
图 3-1

快照顺序和访问时间的简化视图

NetBackup
客户端
主磁盘

包含快照的
镜像磁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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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显示了以下阶段：
阶段

对快照顺序和访问时间的描述

第 1 阶段

主磁盘上最后访问文件的时间：2005 年 8 月 29 日 20:01

第 2 阶段

镜像与主磁盘同步，并在 20:24 进行拆分。

第 3 阶段

在 20:24 创建镜像快照。

第 4 阶段

在 22:14 完成镜像备份；镜像上的文件访问时间重置为 20:01。

关于禁用快照
本节介绍如何对某些客户端禁用快照创建，但继续对这些客户端创建非快照备份。
NetBackup 中有两种不同的产品可用于执行快照：Snapshot Client （在本指南中进
行介绍）和 Windows Open File Backups（在《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
进行介绍）。这些产品彼此独立运行。禁用其中一个不会影响另一个。

禁用 Windows 上的 Open File Backup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执行以下步骤。
为单个客户端禁用 Open File Backup 快照

1

单击“主机属性”>“主服务器”> 双击主服务器 >“客户端属性”。

2

单击 Windows Open File Backup 选项卡。

3

选择启用 Open File Backup 的客户端。

4

清除“对此客户端启用 Windows Open File Backup”复选框。

5

单击“应用”。

禁用 Snapshot Client 快照
使用以下过程可禁用 Snapshot Client 快照。
警告：Snapshot Client 的所有功能均依赖于快照。清除“执行快照备份”复选框将
禁用 Snapshot Client 的所有功能，例如脱机主机备份和即时恢复。将禁用依赖这
些功能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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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各个客户端禁用 Snapshot Client 快照

1

确定为要关闭快照的客户端配置了哪些 Snapshot Client 策略。

2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NetBackup 管理”>“策略”。

3

在“所有策略”窗格中，双击 Snapshot Client 策略。

4

在“属性”选项卡的 Snapshot Client 窗格中，清除“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
复选框。

5

在同一窗格中，清除“执行快照备份”复选框。

注意：请注意关于 FlashBackup 的以下几点
如果策略类型是 FlashBackup-Windows，请选择一个非 FlashBackup 策略类型，
例如 MS-Windows，这将清除“执行快照备份”复选框。
如果策略类型是 FlashBackup，并且策略配置为使用 snapctl 驱动程序（对于 Solaris
客户端）或 VxFS 快照驱动程序（对于 HP 客户端）（使用“备份选择”选项卡中
的 CACHE= 条目）：请选择非 FlashBackup 策略类型，例如 Standard。 否则，
策略将继续创建快照，即使清除了“执行快照备份”复选框也是如此。
使用 FlashBackup 或 FlashBackup-Windows 以外的策略类型进行的原始分区备份
不允许进行单个文件还原。从原始分区备份还原个别文件是 FlashBackup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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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FlashBackup

■

FlashBackup 的限制

■

配置 FlashBackup 策略

■

为实现向后兼容配置 FlashBackup 策略（仅适用于 UNIX）

关于 FlashBackup
FlashBackup 是一种将原始分区备份的速度与还原单个文件的能力融于一体的策略
类型。FlashBackup 有别于其他原始分区备份和标准文件系统备份的特点如下：
■

备份性能比标准文件顺序备份方法要高。例如，在以下情况下，对文件系统执
行 FlashBackup 的速度要快于其他类型的备份：
■

文件系统包含大量的文件

■

大多数文件系统块都已分配

■

启用从原始分区备份还原单个文件。

■

可备份以下文件系统：VxFS（Solaris、HP、Linux 和 AIX）、ufs (Solaris)、
Online JFS (HP) 和 NTFS (Windows)。
请参见第 71 页的“FlashBackup 的限制”。

■

支持多个数据流，当“备份选择”列表中存在多个设备时，可进一步提高原始
分区备份的性能。

■

有关支持的平台、快照方法和数据类型的完整列表，请参见 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Compatibility（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兼容性）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2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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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Backup 的限制
请注意以下限制：
■

FlashBackup 策略不支持由 HSM 管理的文件系统。

■

UNIX 客户端的 FlashBackup 策略不支持即时恢复。

■

FlashBackup 不支持由 VxFS_Checkpoint 快照方法使用的 VxFS 存储检查点。

■

FlashBackup 支持以下 I/O 系统组件：ufs、VxFS 和 Windows NTFS 文件系统、
VxVM 卷和 LVM 卷，以及原始磁盘。其他组件（例如，非 Veritas 存储复制器
或其他非 Veritas Volume Manager）则不受支持。

■

Linux 上的 FlashBackup 仅支持 VxVM 卷上的 VxFS 文件系统。对于 Linux 客
户端，不支持其他文件系统，并且在不存在 VxVM 卷的情况下，也不支持 VxFS
文件系统。

■

AIX 上的 FlashBackup 仅支持具有 VxVM 或 LVM 卷的 VxFS 文件系统。对于
AIX 客户端，不支持其他文件系统，而且数据必须位于 VxVM 或 LVM 卷上。

■

请注意以下针对 Windows 客户端的限制：
■

支持在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 (WSFC) 环境中使用 FlashBackup，
但存在下列限制：仅当要还原的磁盘被置于扩展的维护模式或已从 WSFC 资
源组中删除时，才能执行原始分区还原。
注意：较早的 WSFC 版本（例如，Windows 2003 SP1 之前的 Windows 版
本所附带的那些版本）不允许使用扩展的维护模式功能。 如果群集不支持将
磁盘置于扩展的维护模式，仍可能执行还原到非共享备用磁盘的原始分区还
原。

■

FlashBackup-Windows 和 Linux 策略不支持 Client Direct 还原。

■

FlashBackup-Windows 策略支持即时恢复，但仅适用于备份到存储单元（不
适用于仅使用快照的备份）。

■

FlashBackup-Windows 策略不支持备份 Windows 系统保护的文件（系统状
态，如注册表和 Active Directory）。

■

FlashBackup-Windows 策略不支持对包含 Windows 系统文件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分区（通常为 C: 盘）进行备份。

■

FlashBackup-Windows 策略不支持对 Windows 系统数据库文件（例如 RSM
数据库和终端服务数据库）进行备份。

■

FlashBackup-Windows 策略不支持“包括”列表（客户端“排除”列表之外
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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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目标客户端不是 Windows 主机，则将无法从 FlashBackup-Windows 映
像还原。

■

FlashBackup-Windows 支持压缩的 NTFS 文件的备份和还原。
FlashBackup-Windows 支持 Windows NTFS 加密和压缩，但不支持
NetBackup 的压缩和加密。
注意：压缩的 NTFS 文件将以压缩文件的格式备份和还原（不会将它们解压
缩）。
FlashBackup (UNIX) 都不支持任何类型的压缩和加密，不管加密/压缩是在
NetBackup 策略中设置的还是在操作系统中设置的。

■

还原 Windows 加密文件和硬链接
从 FlashBackup-Windows 映像还原各个文件时，请注意：如果被还原的文件已加
密或者是硬链接，则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在控制面板的
服务中，请将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身份从“本地系统帐户”更改为“管理
员”。

配置 FlashBackup 策略
使用以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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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FlashBackup 策略

1

在主服务器上，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策略”。

3

在“所有策略”窗格中，右键单击并选择“新建策略...”以创建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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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属性”选项卡上，选择策略类型：对于 UNIX 客户端，选择 FlashBackup；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选择 FlashBackup-Windows。
FlashBackup-Windows 支持压缩的 NTFS 文件的备份和还原。
这些文件将以压缩文件的格式备份和还原（不会将它们解压缩）。

5

指定存储单元。
FlashBackup 和 FlashBackup-Windows 策略既支持磁带存储单元，也支持磁
盘存储单元。

6

使用下面的方式之一选择一种快照方法：
■

单击“属性”选项卡上的“执行快照备份”。
对于新策略，NetBackup 将在备份开始时选择快照方法。
对于为快照方法配置的策略副本，请单击“Snapshot Client 选项”选项并
将该方法设置为“自动”。 NetBackup 将在备份开始时选择快照方法。

■

7

单击“执行快照备份”，再单击“Snapshot Client 选项”选项，并选择一
种快照方法。
请参见第 52 页的“选择快照方法”。

仅限 Windows：要使备份可用于即时恢复，请选择“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
或 SLP 管理”。
在 UNIX 客户端上，FlashBackup 不支持即时恢复。

8

仅限 UNIX： 如果选择将 nbu_snap 或 VxFS_Snapshot 作为快照方法，请用
以下方式之一将一个原始分区指定为缓存：
■

使用管理控制台的“主机属性”节点来为快照指定默认缓存设备路径。 单
击“主机属性”>“客户端”，选择客户端，然后依次单击“操作”>“属
性”、“UNIX 客户端”>“客户端设置”。

■

使用“Snapshot Client 选项”对话框指定缓存。
请参见第 111 页的“输入缓存”。
用作缓存的分区必须存在于该策略所包括的所有客户端上。

9

要将备份 I/O 切换到一个备用客户端、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
备（仅适用于 UNIX 客户端），请选择“执行脱离主机备份”。
对于 FlashBackup，只有 UNIX 客户端才支持“使用数据移动器”选项。

10 当“备份选择”列表中指定了多个原始分区时，为缩短备份时间，请选择“允
许多个数据流”。

11 使用“日程表”选项卡来创建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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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Backup 策略仅支持完全备份和增量式备份类型， 而不支持用户备份和存
档日程表类型。
完全 FlashBackup 会对“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所选的整个磁盘或原始分区进行
备份（请参见下一步）。 增量式备份用于备份上次完全备份后已发生更改的各
个文件，还用于备份其父目录。 除非上次完全备份后文件已更改，否则增量式
备份不备份父目录中的文件。
对于增量式备份，如果文件的“修改时间”值或“创建时间”值已更改，则会
认为文件“已更改”。
关于 FlashBackup-Windows 的说明： 进行以下更改时，NTFS 主文件表不会
更新文件或文件夹的“创建时间”或“修改时间”：
■

对文件名或目录名的更改。

■

对文件安全性或目录安全性的更改。

■

对文件属性或目录属性（只读、隐藏、系统、存档位）的更改。

12 在“备份选择”选项卡上，指定包含要备份的文件的驱动器盘符或者已装入卷
(Windows) 或原始磁盘分区 (UNIX)。
对于 Windows
Windows 示例

\\.\E:
\\.\E:\mounted_volume\
其中：
■

\\.\E: 是装入某个驱动器盘符的一个 Windows 磁盘卷。

■

\\.\E:\mounted_volume\（请注意尾随反斜杠）是
Windows 磁盘卷，其中的目录（Windows 重新分析
点）上没有装入驱动器盘符。
驱动器必须完全按照所显示的样式来指定（E:\ 是错误
的）。 不支持对包含 Windows 系统文件的驱动器（通
常是 C 驱动器）进行备份。

Solaris 示例

/dev/rdsk/c1t0d0s6
/dev/vx/rdsk/volgrp1/vol1

HP 示例

/dev/rdsk/c1t0d0
/dev/vx/rdsk/volgrp1/v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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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UNIX

此
“备份选择”选项卡必须指定与装入文件系统的块设备相
对应的原始（字符）设备。 例如，要对装入
/dev/dsk/c1t0d0s6 上的 /usr 进行备份，请输入原
始设备 /dev/rdsk/c1t0d0s6。 请注意 /rdsk 中的
r。

注意：不允许使用通配符（例如 /dev/rdsk/c0*）。
不支持指定实际设备文件名，例如
/devices/pci@1f,0/pci@1/scsi@3/sd@1,0:d,raw。

注意：不允许使用通配符（例如 /dev/rdsk/c0*）。 不支持指定实际设备文件
名，例如 /devices/pci@1f,0/pci@1/scsi@3/sd@1,0:d,raw。

13 使用“客户端”选项卡选择要备份的客户端。
客户端列表中的每个客户端都必须包含“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指定的“所有”
原始分区， 并且不能使用排除和包括列表来规避此要求。

14 在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上： 如果您单击“应用”或“确定”，则验证进程将
检查策略并报告任何错误。 如果您单击“关闭”，将不执行任何验证。

为实现向后兼容配置 FlashBackup 策略（仅适用于
UNIX）
在 NetBackup 5.0 之前，FlashBackup 是一个独立产品，有两个内置的快照方法：
用于 Solaris 客户端的 snapctl 驱动程序 (nbu_snap) 和用于 HP 客户端的 VxFS 快
照驱动程序。5.0 之前的 FlashBackup 策略的配置过程与 5.0 以及更高版本中的配
置过程的不同之处在于：
■

除非将 FlashBackup 与 NetBackup 4.5 ServerFree Agent 结合使用，否则快照
方法将预设为 snapctl 驱动程序 (Solaris) 和 VxFS 快照驱动程序 (HP)。

■

snapctl 驱动程序和 VxFS 快照驱动程序的缓存分区必须在策略的文件列表中指
定为 CACHE= 条目。

■

要使用多个数据流，必须将其他指令添加到策略的“备份选择”（文件）列表
中。

以下过程和相关主题说明如何使用策略的“备份选择”列表中的 CACHE= 条目来
配置 FlashBackup 策略。这一配置方式是为了实现向后兼容而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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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向后兼容配置 FlashBackup 策略（仅适用于 UNIX）

1

在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上保留取消选中“执行快照备份”。NetBackup 将会
对 Solaris 客户端使用 nbu_snap（snapctl 驱动程序），对 HP 客户端使用
VxFS_Snapshot。

2

在策略的“备份选择”选项卡中，通过使用 CACHE 指令指定至少一个缓存设
备。例如：
CACHE=/dev/rdsk/c0t0d0s1

此缓存分区用于存储备份过程中源数据中所有发生更改的块。CACHE= 必须位于
源数据条目之前。请注意以下几点：
■

指定原始设备，例如 /dev/rdsk/c1t0d0s6。不要指定块设备，例如
/dev/dsk/c1t0d0s6。

■

不要指定实际设备文件名。例如，不允许使用以下条目：
/devices/pci@1f,0/pci@1/scsi@3/sd@1,0:d,raw

■

不允许使用通配符（例如 /dev/rdsk/c0*）。

■

CACHE 条目必须位于要备份的源数据条目之前。

■

“备份选择”列表中的所有条目（包括源数据）都必须是原始设备的完整
路径名，格式为：
在 Solaris 上：/dev/rdsk/cxtxdxsx
在 HP 上：/dev/rdsk/cxtxdx
其中，x 是一个整数。

■

要使用多个数据流，可以在“备份选择”列表中包括多个条目。
例如：
CACHE=/dev/rdsk/c1t4d0s0
/dev/rdsk/c1t4d0s7
CACHE=/dev/rdsk/c1t4d0s1
/dev/rdsk/c1t4d0s3
/dev/rdsk/c1t4d0s4

■

请参见第 78 页的“对缓存分区的要求”。

■

请参见第 78 页的“关于缓存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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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缓存分区
snapctl 驱动程序和 VxFS 快照驱动程序都是需要缓存分区的写时复制快照方法。对
于 NetBackup 5.0 之前的 FlashBackup 客户端而言，缓存分区是在策略的“文件”
选项卡中以 CACHE = raw_partition 条目的形式指定的。（“文件”选项卡现在改
称为“备份选择”选项卡）。
注意：只有当策略的“执行快照备份”选项未选中时，才允许使用 CACHE 条目。
如果“执行快照备份”已选中，NetBackup 将尝试备份 CACHE 条目，并且该备份
将失败。
图 4-1

具有 CACHE 条目的“备份选择”列表

所有条目都必须指定原始设备，如 /dev/rdsk/c0t0d0s1。不要使用实际文件名；必
须使用 cxtxdxsx 的链接形式。

对缓存分区的要求
请注意以下要求：
■

必须与包含要备份的源数据的原始分区位于相同的主机上。

■

不能是正在备份的原始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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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是已装入的文件系统。此设备上配置的所有数据可能会被写时复制过程所
重写。

■

在 Solaris 上，同一缓存分区可同时被多个备份所使用（两个策略可同时使用同
一缓存分区）。在 HP 上，多个备份不能同时使用同一缓存分区。如果在 HP 系
统上有多个策略列出了同一缓存分区，则指定使用这些策略的备份必须在不同
时间运行以防止备份失败。

■

缓存分区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备份过程中可能写入源数据的所有内容。非
峰值期间的备份所需的缓存通常比峰值期间的备份所需的缓存要小。
请参见第 109 页的“确定缓存分区的大小”。

用于多个数据流的指令
为使用多个数据流，必须将某些指令添加到策略的“备份选择”选项卡中。
■

启动的备份数取决于“备份选择”选项卡中的指令。

■

最多并行备份数取决于存储单元中可用的驱动器数以及最多作业数参数。最多
作业数参数的一个示例是“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

注意：只能为客户端上的每个物理设备创建一个数据流。无法将同一分区多次包括
在“备份选择”列表中。
可在 FlashBackup 策略的“备份选择”列表中使用的指令如下：
■

NEW_STREAM

■

CACHE=value（必须使用 CACHE 指令）

请参见第 78 页的“对缓存分区的要求”。
■

UNSET

■

UNSET_ALL

每个备份都是以单个数据流开始的。从“备份选择”列表的开头到第一个 NEW_STREAM
指令（如果有）为止是第一个流。每个 NEW_STREAM 条目都会导致 NetBackup 创建
一个额外的数据流或备份。
请注意 NEW_STREAM 指令之间列出的所有文件路径都属于同一个流。
表 4-1 显示了一个可生成四个备份的“备份选择”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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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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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选择”列表示例

示例

在 Solaris 系统上：

在 HP 系统上：

1

CACHE=/dev/rdsk/c1t3d0s3
/dev/rdsk/c1t0d0s6

CACHE=/dev/cache_group/rvol1c
/dev/vol_grp/rvol1

2

NEW_STREAM
/dev/rdsk/c1t1d0s1

NEW_STREAM
UNSET CACHE
CACHE=/dev/cache_group/rvol2c
/dev/vol_grp/rvol2

3

NEW_STREAM
UNSET CACHE
CACHE=/dev/rdsk/c1t3d0s4
/dev/rdsk/c1t2d0s5
/dev/rdsk/c1t5d0s0

NEW_STREAM
UNSET CACHE
CACHE=/dev/cache_group/rvol3c
/dev/vol_grp/rvol3
/dev/vol_grp/rvol3a

4

NEW_STREAM
UNSET CACHE
CACHE=/dev/rdsk/c0t2d0s3
/dev/rdsk/c1t6d0s1

NEW_STREAM
UNSET CACHE
CACHE=/dev/cache_group/rvol4c
/dev/vol_grp/rvol4

备份流是按如下方式发出的。以下项目与表 4-1 中的已编号项目的顺序相对应：
1.

第一个数据流是自动生成的，而且为 /dev/rdsk/c1t0d0s6 (Solaris) 或
/dev/vol_grp/rvol1 (HP) 启动了一个备份。CACHE= 条目将缓存分区设置为
/dev/rdsk/c1t3d0s3 (Solaris) 或 /dev/cache_group/rvol1c (HP)。

2.

第一个 NEW_STREAM 指令 (2) 启动第二个数据流来备份 /dev/rdsk/c1t1d0s1
(Solaris) 或 /dev/vol_grp/rvol2 (HP)。在 Solaris 系统上，此备份使用同一
缓存分区。在 HP 系统上，必须为每个数据流定义不同的缓存分区
(CACHE=/dev/cache_group/rvol2c)。

3.

第二个 NEW_STREAM 指令 (3) 为 /dev/rdsk/c1t2d0s5 和 /dev/rdsk/c1t5d0s0
(Solaris) 或 /dev/vol_grp/rvol3 和 /dev/vol_grp/rvol3a (HP) 启动一个备
份。这两个分区的备份是在数据流中依次进行的。另外，UNSET CACHE 指令会
清除以前的缓存设置，并由 CACHE= 指令来为此备份设置一个新的缓存分区。

4.

最后一个 NEW_STREAM 指令 (4) 为 /dev/rdsk/c1t6d0s1 (Solaris) 或
/dev/vol_grp/rvol4 (HP) 启动一个备份。与第三个数据流类似，这个数据流
也会清除缓存指令，然后定义一个新的缓存分区。

特定于策略的指令（如 CACHE）会随当前数据流和所有后续数据流一起传递到客户
端，直到该指令被重定义或清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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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次遇到该指令，则它的值将被重定义。
UNSET 或 UNSET_ALL 指令可清除先前在“备份选择”列表中定义的指令。请注意以

下几点：
■

UNSET 可清除一个特定于策略的指令，以便它不会随其他数据流一起传递。被清

除的指令稍后可在“备份选择”列表中再次定义，以便包括在当前或以后的数
据流中。
■

UNSET_ALL 与 UNSET 的效果相同，但它会影响“备份选择”列表中到目前为止

定义的所有特定于策略的指令。如果使用，则 UNSET_ALL 必须紧跟在第二个或
更后面的 NEW_STREAM 指令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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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时恢复的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即时恢复功能

■

即时恢复的要求

■

即时恢复的限制

■

授予介质服务器全部服务器权限

■

关于即时恢复

■

配置即时恢复的策略

■

关于调整即时恢复写时复制快照的缓存大小

■

关于配置 VxVM

■

修改即时点回滚的 vxvm 或 FlashSnap 重同步选项

■

数据库的即时恢复

■

关于快照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关于即时恢复功能
Snapshot Client 的即时恢复功能可实现通过标准的 NetBackup 用户界面从磁盘中
快速检索数据。请注意以下几个特点：
■

支持运行在 Solaris、HP、AIX、Linux 和 Windows 上的 NetBackup 客户端。
主服务器可运行在任何支持的操作系统上。

■

使用快照技术来创建磁盘映像。

■

可通过一个策略创建快照和到磁带或磁盘的备份。

■

支持从完全备份中以随机访问（非顺序）的形式还原分散的文件。

即时恢复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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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从 VxFS_Checkpoint 快照进行块级还原和文件提升 (UNIX) 和从
NAS_Snapshot 进行文件提升。在 Windows 上，还支持从 VxVM 和 FlashSnap
快照进行快速文件重同步。

■

支持从使用以下方法创建的备份进行回滚：VxFS_Checkpoint、VxVM、
FlashSnap、NAS_Snapshot 或磁盘阵列方法。

■

可还原到不同的路径或主机。

■

通过循环日程表提供资源管理。

■

支持 Oracle、Microsoft Exchange、DB2、SAP 和 SQL-Server 数据库。

即时恢复的要求
请注意以下要求：
■

对于使用存储检查点的快照，请使用 NetBackup 的 VxFS_Checkpoint 方法。请
注意，Solaris 客户端必须安装带存储检查点功能的 VxFS 3.4 或更高版本（HP
客户端安装 VxFS 3.5 或更高版本，Linux 和 AIX 客户端安装 VxFS 4.0 或更高
版本）。

■

对于 UNIX 上的 VxVM 快照卷，客户端必须安装有带有“快速重同步”功能的
VxVM 3.2 或更高版本。Linux 和 AIX 客户端需要 VxVM 4.0 或更高版本。
Windows 客户端则必须安装有 Storage Foundations for Windows 3.1 或更高版
本。

■

有关 DB2、Oracle、Exchange、SAP 或 SQL-Server 数据库的即时恢复信息，
请参考相应的 NetBackup 数据库代理指南。

■

对于复制主机（使用 NetBackup 的 VVR 方法），客户端必须安装带有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功能的 VxVM 3.2 或更高版本。Linux 和 AIX 客户端需要
VxVM 4.0 或更高版本。

即时恢复的限制
请注意以下限制：
■

对于使用存储检查点的快照，即时恢复支持具有磁盘布局版本 4 或更高版本的
文件系统。更低版本的磁盘布局必须升级到版本 4 或更高版本。

■

不支持无数据存储检查点（即只包含文件系统元数据的存储检查点）。

■

请勿手动删除或重命名即时恢复快照，否则数据将无法还原。

■

当与 VxVM 卷集一起使用时，即时恢复功能不支持 VxVM、FlashSnap 和 VVR
快照方法。

■

在 Linux 上，基于磁盘阵列的快照方法不支持即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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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在 Windows 中 VxVM 卷上配置的数据的即时恢复备份，VxVM 卷名不能超
过 12 个字符。否则，备份会失败。

■

在即时恢复备份中使用的任何介质服务器都必须具有全部服务器权限。
请参见第 84 页的“授予介质服务器全部服务器权限”。

■

对从 FlashSnap 脱离主机备份策略进行的备份执行即时恢复还原可能会失败。
通过使用“FlashSnap 脱离主机备份”方法和启用“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
配置的策略，在不同时间进行的备份可以使用同一个名称创建快照磁盘组。 因
此，一次只可以保留一个快照。此外，NetBackup 可能无法删除已失效和已删
除的快照的目录库映像。 似乎您可以浏览失效的快照并从中还原文件。但快照
不再存在，还原将失败，状态为 5。

■

对于即时恢复，Symantec 建议使用单个即时恢复策略备份主卷。 如果使用两个
或更多即时恢复策略备份同一个卷，则在快照循环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策略冲突。
如果仅将策略配置用于快照，则可能会丢失数据（如果策略未将快照备份到单
独的存储设备）。
请参考以下示例：两个策略使用相同的快照设备（或 VxFS 存储检查点）可保留
volume_1 的即时恢复快照。
■

即时恢复 policy_A 将在指定的快照设备或存储检查点上创建 volume_1 的快
照。

■

即时恢复 policy_B 运行时，它会从快照设备或存储检查点中删除由 policy_A
创建的快照。然后，在快照设备或存储检查点中创建自己的 volume_1 快照。
policy_A 创建的快照将会丢失。

注意：即使每个策略都有各自独立的快照设备，在浏览快照进行还原时仍可能
发生冲突。很难在多个可用快照中识别要还原的正确快照。因此，在使用
NetBackup 的即时恢复功能时，最好只配置一个策略来保护给定的卷。

授予介质服务器全部服务器权限
在即时恢复备份中使用的介质服务器必须具有全部服务器权限。 如果介质服务器没
有服务器权限，则每个备份所创建的快照将不能在 NetBackup 目录库中正确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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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介质服务器全部服务器权限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主机属性”>“主服务器”>双击主服务
器 >“主服务器属性”>“服务器”。

2

请确保介质服务器列出在“附加服务器”下，而不是列出在“介质服务器”
下。
注意：在 UNIX 中，此过程会为在“附加服务器”下列出的每个主机在 bp.conf
文件中放置一个 SERVER = host 条目。在 bp.conf 文件中，不能通过
MEDIA_SERVER = host 条目指定介质服务器。

关于即时恢复
标准 NetBackup 可使用磁盘进行备份和还原。Snapshot Client 的即时恢复功能利
用快照的速度将此功能加以扩展。创建快照对客户端的数据访问或事务处理速度几
乎没有什么影响。如果经常创建快照，您只需若干秒即可还原意外删除的文件。
图 5-1 显示了一个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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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从磁盘上的快照中进行即时恢复

使用即时恢复策略
的 NetBackup 主
服务器

相同或不同磁盘上的快照
创建时间
快照 A

NetBackup
客户端

快照 B

2004 年 12 月
09 日 08:30:11

快照 C

2004 年 12 月
09 日 09:30:15

客户端的工作数据

还原

2004 年 12 月
09 日 07:30:16

磁盘上的快照会成为文件系统或卷的即时点版本，可根据需要保存或丢弃。数据可
从本地磁盘进行还原；不需要装入磁带或其他远程存储介质。
NetBackup 即时恢复在磁盘上创建了客户端数据的快照 A。一小时以后，按计划
NetBackup 在磁盘上创建了快照 B，又过了一小时，它又在磁盘上创建了快照 C。
您可以使用相应的快照直接从磁盘还原数据。
注意：NetBackup 即时恢复功能会保留快照。即使客户端已经重新启动，该快照仍
可用于还原。
以下几节提供了一些背景信息。

关于即时恢复的快照和备份
即时恢复备份在磁盘上创建快照，并可选择将客户端的数据备份到存储设备上。快
照的位置取决于策略中配置的快照方法的类型。

关于 NetBackup 目录库维护
对于即时恢复备份，NetBackup 会自动更新目录库，使之与客户端上的快照相关
联。如果目录库未保持最新，则可能会因用户的操作活动（替换或删除快照）而导
致目录库引用客户端上已不存在的快照。
NetBackup 包括一个在备份和还原后运行的维护程序 (bppficorr)。如果无意中删
除或重命名了某个即时恢复快照，也可手动运行该程序来更新目录库。
有关 bppficorr 命令的手册页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命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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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快照管理
由于快照需要磁盘空间，因此不可能永久保留他们。要在空间消耗和拥有可用于即
时恢复的多个快照的便利性之间进行平衡，您可以指定要保留的快照的数量。对于
很多磁盘阵列方法，您还可以指定保留快照的特定设备及其使用顺序。

关于快照循环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采用一种循环机制来管理某些快照方法的快照资源。
在以下项目符号示例中，系统配置为具有三个随时可用于即时还原（“撤消”）的
快照：
■

第一个即时恢复快照捕获客户端“备份选择”列表的状态并保留。也就是说，
即使将备份映像也复制到存储单元也不会删除它。

■

当备份策略再次运行时，第二个快照将捕获客户端“备份选择”列表中最近发
生的更改。将在基于此目的分配的第二个设备上创建这一快照。将保留第一个
快照，以便在需要时可以从其中的数据进行还原。

■

当备份策略第三次运行时，将在第三个分配的设备上创建第三个快照。此时，
有三个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客户端数据状态的快照可用于还原。

■

当策略第四次运行时，将不会有其他快照设备可用：必须重复使用一个现有的
设备。系统将循环使用这些设备，用第四个（最近的）快照重写第一个快照。
尽管最早的快照现在不存在了，但还有三个最近的快照可用于还原。

图 5-2

快照循环使用，实现多个还原（撤消）级别
客户端备份选择

最近的快照：
4:00 PM

最早的快照：
12:00 noon

较早的快照：2:00 PM

在上图中，下一个即时恢复备份将重写中午 12:00 点创建的快照。

控制快照的方法
根据您为策略选择的快照方法，可以使用两种快照管理方法中的一种：“快照资
源”窗格，或“最多快照数 (仅限即时恢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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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资源”窗格
只有当在 UNIX 客户端上使用某些磁盘阵列快照方法时，“快照资源”窗格（在策
略的“快照选项”对话框上）才可用。
“快照资源”窗格提供对即时恢复快照的最大程度控制。您可以为快照指定要使用
的设备以及设备的使用顺序。单击“添加”选项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图 5-3

■

“添加快照资源”对话框示例

在“阵列序列号”字段中指定阵列序列号。请与阵列管理员联系以获取阵列的
磁盘阵列序列号和标识符（唯一 ID）。
在“源设备”中指定包含主数据的快照资源或源 LUN 的唯一 ID。
可保留的最多快照数由“快照设备”字段中配置的设备数决定。例如，如果您
输入的设备数为 2，则只能保留两个快照。上述示例中指定了三个设备
(0122;0123;0124)，因此可以保留三个快照。达到最大值时，第四个快照将重写
第一个快照。

■

用于快照的特定设备是那些在“快照设备”字段中指定的设备。

■

设备在“快照设备”字段中列出的顺序决定了它们的使用顺序。设备 0122 用于
第一个快照，0123 用于第二个快照，0124 用于第三个快照。
可能需要对快照设备进行预配置。
有关您的磁盘阵列和快照方法，请参见相应的主题。

“最多快照数”参数
“快照选项”对话框上的“最多快照数”参数设置一次可保留的最多即时恢复快照
数。该参数仅对于某些快照方法可用。与“快照资源”窗格不同，它无法指定要使
用的设备或其使用顺序（“最多快照数”参数和“快照资源”窗格是互斥的）。
达到最大数后，下一个快照将导致最早的作业完成快照被删除。
如果某个快照作业的所有已配置的相关副本（例如，“从快照备份”、“编制索
引”、“复制”）均已完成，则该快照作业将视为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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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在为克隆或镜像配置的磁盘阵列上使用 VSS 方法的 Windows 客户端：
必须先使克隆或镜像与其源进行同步才能运行备份。
对于即时恢复备份，最好将备份保留级别设置为无限期。太短的保留期限会对用于
还原的最多快照数的维护造成干扰。

配置即时恢复的策略
本节介绍如何为即时恢复支持的备份配置策略。
配置即时恢复策略

1

在主服务器上，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2

单击“策略”。在“所有策略”窗格中，打开一个策略或创建一个新策略。

3

对于策略类型，请选择 Standard、MS-Windows、FlashBackup-Windows
或适合于客户端的数据库代理类型。

4

选择一个存储单元（磁盘或磁带）。
如果在“日程表”选项卡中选择“仅限快照”，则不会使用存储单元。
NetBackup 只创建快照。

5

选择“执行快照备份”。

6

选择“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
NetBackup 会保留快照，以便可以从快照中执行即时恢复。如果不在“日程
表”选项卡上选择“仅限快照”，则还会执行一个到存储的普通备份。

7

要保存设置，请单击“应用”。

8

单击“ 选项”选项以选择快照方法。
对于新策略，可跳过此步骤，以便让 NetBackup 来选择方法（默认方法为“自
动”）。
■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快照方法。对于创建即时恢复快照，可用的方法有：
自动

NetBackup 会选择该快照方法。如果方法为“自

（UNIX 或 Windows）

动”，则一次只能保留一个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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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Snap
（UNIX 或 Windows）

使用 VxVM FlashSnap 功能和 VxVM 快速重同步功
能来创建快照。必须配置 VxVM 镜像：
请参见第 93 页的“关于配置 VxVM”。
这一方法也可以使用即时快照：
请参见第 116 页的“关于 VxVM 即时快照”。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FlashSnap 可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4.1 的快速文件重
同步功能。

NAS_Snapshot
（UNIX 或 Windows）

使用 NDMP V4 快照扩展在 NAS 挂接的磁盘上创建
快照。
请参见第 106 页的“为 NAS 快照设置策略”。

OST_FIM

在为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快照复制配置的策
略中选择的快照方法的名称。该名称表示
OpenStorage 冻结映像方法。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南》。

VSS
（仅限 Windows 2003）

VxFS_Checkpoint
（仅限 UNIX）
VxVM
（UNIX 或 Windows）

VSS 根据客户端上配置的快照提供程序来选择实际
的快照方法。例如，如果客户端数据存储在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上，并且阵列管理员完全配置
了该阵列及其快照功能，则 VSS 为备份选择相应的
EMC CLARiiON 快照方法。
使用 VxFS 存储检查点来创建快照。每当执行使用
VxFS_Checkpoint 方法的备份时，就会创建新的存
储检查点。
使用 VxVM 快速重同步功能来创建快照。必须配置
VxVM 镜像：
请参见第 93 页的“关于配置 VxVM”。
VxVM 方法也可以使用即时快照：
请参见第 116 页的“关于 VxVM 即时快照”。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VxVM 可以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4.1 的快速文件重同步功
能。

VVR
(UNIX)
磁盘阵列快照方法。

在 Veritas Volume Replication 主机上创建一个
VxVM 卷的快照。
有关您的磁盘阵列和快照方法，请参见相应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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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如有必要，可更改该方法的参数值。

■

完成后请单击“确定”。

要配置日程表，请使用“日程表”选项卡。
■

如果只使用快照，请选择“仅限快照”。
如果选择了“仅限快照”，则不会将快照备份到磁带或其他存储介质上。
NetBackup 只在磁盘上创建快照。该选项对于 NAS_Snapshot 方法是必需
的。请注意，如果要取消选择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上的“保留快照以用
于即时恢复和 SLP 管理”，就必须取消选择“仅限快照”。
如果快照使用 VxFS_Checkpoint，或者是 VxVM 优化空间快照，则会在
含有原始数据的同一设备上创建。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创建其他策
略，才能将数据备份到单独的设备。
如果选择“创建快照并将快照复制到存储单元”，NetBackup 将会创建（并
保留）快照，并将客户端的数据备份到在策略中指定的存储单元。

■

可以在“保留”下为快照选择保留期限。

■

根据需要完成其他的日程表选择，然后单击“确定”。

10 要输入待备份的文件和文件夹，请使用“备份选择”选项卡。
■

对 Oracle 数据库客户端进行备份时，请参考《NetBackup for Oracle 系统
管理指南》中的说明。

■

Snapshot Client 策略不支持策略的“备份选择”列表中的
ALL_LOCAL_DRIVES 条目（使用 VMware 方法配置的策略除外）。

11 要指定此策略备份的客户端，请使用“客户端”选项卡。
12 在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上： 如果您单击“应用”或“确定”，则验证进程将
检查策略并报告任何错误。 如果您单击“关闭”，将不执行任何验证。

关于调整即时恢复写时复制快照的缓存大小
写时复制快照需要缓存空间来存储快照生存期内源设备上发生的更改。在该快照处
于活动状态时，即将由用户活动更改的所有块都复制到缓存中。但是不复制源上未
更改的块。与完全分配的快照（克隆或镜像）比较，写时复制快照占用的磁盘空间
可能相对小一些，因此可以非常快速地执行。
通常，缓存的适当大小取决于快照生存期内发生的用户活动量。源数据的更改越
多，或者快照的生存期越长，可能更改的块也就越多。因此，必须在缓存中存储更
多的数据。
文件系统或原始分区的大小并不决定缓存大小。如果在快照生存期内源上发生很少
的更改活动，即使是大型文件系统，需要的缓存空间也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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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缓存空间用完，快照可能会失败。

还原期间的缓存大小
从即时恢复快照还原大量数据时，可能需要增加缓存的大小。例如，如果您将整个
原始分区还原到具有活动即时恢复快照的源设备，则写入还原数据将导致活动快照
缓存源设备上驻留的原始分区的所有块。首次启动快照时足够大的缓存现在可能已
经不再足够大。大型还原会使写入缓存的活动成倍增加，这将增加缓存所需的空
间。
仅当可能要还原少量数据（单个文件）时，才将以下写时复制快照方法与即时恢复
一起使用：
■

VxVM 空间优化即时快照

■

VxFS_Checkpoint

■

以下写时复制磁盘阵列方法（如果未完全分配快照）：
■

EMC_CLARiiON_SnapView_Snapshot

■

EMC_TimeFinder_Snap

■

HP_EVA_Snapshot

■

HP_EVA_Vsnap

■

Hitachi_CopyOnWrite

为快照缓存设置足够的大小
在以下任一情况下，都必须适当地设置缓存的大小：
■

如果在写时复制快照的生存期内预期源数据中有大量的写入活动。

■

如果您预期要从即时恢复快照还原大量数据。

为快照缓存设置足够的大小
◆

使用以下公式：

对于原始分区：

缓存大小 = 卷大小 * 保留快照数

对于文件系统：

缓存大小 =（已占用的空间 * 保留快照数）+ 文件系统中已占用空
间的大约 2% 到 5%
注意：
■

■

已占用的空间表示分配给文件系统中的文件的数据总大小，而
不是已装入卷的总大小。
附加空间（2% 到 5%）表示一种安全措施，可能并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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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即时恢复快照进行大型还原
要还原整个原始分区或大型文件系统，Symantec 建议使用“完全分配的快照”方
法。
示例如下：
■

作为快照镜像的 VxVM（未进行空间优化）

■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

EMC_TimeFinder_Clone

■

EMC_TimeFinder_Mirror

■

HP_EVA_Snapclone

■

Hitachi_ShadowImage

■

IBM_DiskStorage_FlashCopy

■

IBM_StorageManager_FlashCopy

■

用完全分配的快照配置的所有写时复制磁盘阵列方法。

关于配置 VxVM
对于在 Windows 中 VxVM 卷上配置的数据的即时恢复备份，VxVM 卷名不能超过
12 个字符。否则，备份会失败。
在运行即时恢复策略来备份 VxVM 卷之前，必须先创建一个或多个镜像。必须对主
卷启用“快速重同步”功能。请注意，在 Windows 上，“快速重同步”功能在默
认情况下是启用的。

创建快照镜像
可以使用 VxVM 命令来创建快照镜像。
在 Windows 上创建快照镜像

1

对于与驱动器盘符关联的卷，请输入：
vxassist snapstart X:

其中，X 是驱动器盘符。此命令会创建指定的驱动器的快照镜像。

2

对于与驱动器盘符不关联的卷，请输入：
vxdg -g disk_group dginfo

此命令会显示指定磁盘组的信息，包括为该组配置的卷的名称。

93

即时恢复的配置
关于配置 VxVM

■

94

输入以下命令来创建快照：
vxassist snapstart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isk_group\Volume_name

此命令会创建指定的 Windows 卷的快照镜像。
在 UNIX 上创建快照镜像

1

将 dco（数据更改对象）日志添加到主卷中：
/usr/sbin/vxassist -g disk_group addlog volume_name logtype=dco

2

在卷上启用“快速重同步”功能：
/usr/sbin/vxvol -g disk_group set fmr=on volume_name

3

为即时恢复快照准备新镜像：
■

创建镜像：
/usr/sbin/vxassist -g disk_group snapstart primary_volume

请等待，直到镜像完成同步（状态为 SNAPDONE，或者卷的属性显示中的
“状态”字段的内容为“准备就绪”）。
■

要验证镜像是否已同步，请输入：

/usr/sbin/vxprint -g disk_group -q -t -e 'assoc="primary_volume"'

关于创建即时快照
当使用 VxVM 4.0 中的完整空间或优化空间即时快照选项时，必须对即时恢复备份
执行以下过程。对于即时恢复备份，Snapshot Client 的 FlashSnap、VxVM 和 VVR
方法支持 VxVM 4.0 或更高版本的即时快照。

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必须在包含要备份的卷的磁盘组中创建一个名为 NBU_CACHE 的缓存对象。
NetBackup 将识别该缓存对象，并用它来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1

创建父卷：
/usr/sbin/vxassist -g disk_group make volume size layout=layout
logtype=dco dcoversion=20 [drl=no|sequential|yes]
[ndcomirror=number] fastresyn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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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2

■

方括号 [] 表示可选项。

■

make volume 指定卷快照的名称。

创建缓存对象：
/usr/sbin/vxassist -g disk_group make cache_volume size
layout=layout init=active

3

标注缓存对象：
/usr/sbin/vxmake -g disk_group cache NBU_CACHE
cachevolname=cache_volume

4

启用缓存对象：
/usr/sbin/vxcache -g disk_group start NBU_CACHE

5

创建初始快照：
/usr/sbin/vxsnap -g disk_group make
source=volume/newvol
=SNAP_vol1_NBU/cache=NBU_CACHE

创建完整空间快照
与优化空间快照不同，NetBackup 无法创建 VxVM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您必须在运
行备份之前就按照以下过程中的说明将其创建好。必须为每个要运行的备份创建一
个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创建完整空间快照

1

请输入以下命令来创建父卷：
/usr/sbin/vxassist -g disk_group make volume length layout=layout
logtype=dco dcoversion=20 [drl=no|sequential|yes]
[ndcomirror=number] fastresync=on

其中：

2

■

方括号 [] 表示可选项。

■

make volume 指定卷快照的名称。

为完整空间即时快照创建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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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快照卷所需的大小：
# LEN='vxprint -g disk_group -F%len volume'

■

找到 DCO 卷的名称：
# DCOVOL='vxprint -g disk_group -F%dconame volume'

■

了解 DCO 卷的区域大小（以块为单位）：
# RSZ='vxprint -g disk_group -F%regionsz $DCOVOL'

■

按照要求的大小和冗余度创建一个名为 volumename_NBU 的卷。
卷名必须以 _NBU 结尾。在下面的示例中，该卷被命名为 SNAP_vol1_NBU。
vxassist -g disk_group make SNAP_vol1_NBU $LEN layout=mirror
nmirror=number logtype=dco drl=no dcoversion=20
ndcomirror=number regionsz=$RSZ init=none
[storage attributes ...]
nmirror 的数目应该与 ndcomirror 的数目相等。

注意：对于 Linux，init 值应该是 init=active，而不是 init=none。
对于包含 Storage Foundation 5.1 的 Solaris 10，init 值应该是 init=active，
而不是 init=none。

■

创建镜像：

vxsnap -g disk_group make source=volume/snapvol=SNAP_vol1_NBU/syncing=on

3

在 NetBackup 的“Snapshot Client 选项”对话框中设置“最多快照数 (仅限
即时恢复)”的值。

使用 VxVM 3.5 GUI 配置 VxVM 镜像
以下是使用 VxVM 3.5 图形用户界面为即时恢复备份配置 VxVM 镜像的步骤。
使用 VxVM 3.5 GUI 配置 VxVM 镜像

1

确保在主 VxVM 卷上启用了“快速重同步”功能。
■

在 VEA 控制台中，右键单击该卷，然后在弹出菜单中单击“属性”。

■

“快速重同步”字段表明快速重同步功能是否已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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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取消”。

■

如果已禁用快速重同步，请再次右键单击该卷，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快
速重同步”>“添加”以启用它。

2

3

为即时恢复备份准备一个新镜像。
■

右键单击该卷，然后选择“快照”>“快照开始”来创建一个新镜像。

■

确保已经在镜像上启用“快速重同步”。单击“确定”创建镜像，然后开
始完全同步。

在“镜像”选项卡上，确认“状态”字段中显示为“快照就绪”（表示同步已
完成）。

修改即时点回滚的 vxvm 或 FlashSnap 重同步选项
当回滚涉及多个卷时，可以为即时恢复即时点回滚设置几个选项。为获得更好的性
能，您可以修改这些选项以适应回滚的情况要求。
可以为 VxVM 或 FlashSnap 快照的回滚修改以下选项：
■

同时重新同步的最大卷数

■

以 MB 表示的同步区域大小（仅限 UNIX）

■

以毫秒表示的同步 I/O 延迟（仅限 UNIX）

默认情况下，对于还原和备份，这些重同步选项具有相同的值。有关默认值，请参
见以下部分：
请参见第 56 页的“Snapshot Client 的配置参数”。
修改即时点回滚的 VxVM 或 FlashSnap 重同步选项

1

创建以下文件：
/usr/openv/netbackup/SYNC_PARAMS

2

在文件中，于一行内输入选项的数值。这些数字按照上面项目符号中列出的顺
序应用于这些选项。
例如：
6 3 1000

本示例将按如下所示重置这些选项：
■

同时重新同步的最大卷数 = 6

■

以 MB 表示的同步区域大小（仅限 UNI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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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毫秒表示的同步 I/O 延迟（仅限 UNIX）= 1000

数据库的即时恢复
要为数据库客户端配置即时恢复策略，请参考相应的 NetBackup 数据库代理指南。

关于快照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是一组备份的存储计划。NetBackup 使用生命周期策略来确定备
份映像的附加副本的存储位置以及这些副本的保留时间。通常，短期副本可以保留
在磁盘上（用于快速还原），而长期副本则可以保留在磁带或其他存储上。
NetBackup 可以通过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来管理基于快照的即时恢复备份。即时恢复
功能使快照可用于从磁盘进行快速数据恢复。生命周期策略支持在即时恢复备份期
间创建的存储单元副本的生命周期存储计划。

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以管理基于快照的即时恢复备份
本节介绍了如何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以管理基于快照的即时恢复备份。 该过程仅
关注与快照相关的详细信息。
提供了用于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完整过程: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DOC5332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以管理基于快照的即时恢复备份

1

创建包含两个或多个存储目标的生命周期策略。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存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节点。 单击
“操作”>“新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单击“添加”。
■

对于快照，在“新建存储目标”对话框中选择“快照”。 可以指定适合于
快照的保留期限（如两周）。 单击“确定”。

■

对于到磁盘的备份副本，在“新建存储目标”对话框中选择“备份”。 指
定一个磁盘存储单元以及一个较长的保留期限（如六个月）。 单击“确
定”。

■

对于到磁带的备份副本，在“新建存储目标”对话框中选择“复制”。 指
定一个磁带存储单元以及一个较长的保留期限（如五年）。 单击“确定”，
完成生命周期策略的创建。

2

为快照创建策略 （使用管理控制台的“策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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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上：
■

可以在“策略存储单元/生命周期策略”字段中指定生命周期策略。 您可以
稍后在日程表中更改生命周期策略，这将在此过程后面加以说明。

■

选择“执行快照备份”。

■

在“快照选项”对话框中，使用“最多快照数 (仅限即时恢复)”参数设置可
以同时保留的最多快照数。 达到最大数后，下一个快照将导致最早的作业
完成快照被删除。
在为快照配置的所有相关副本（例如，从快照备份、从索引备份、从复制
备份）均完成之后，即认为快照作业完成。
请注意，如果您还在生命周期策略中设置了小于无限期的快照保留期限，
则快照将在这些设置中的任何一个生效（无论哪一个先生效）时失效。 例
如，如果在生命周期策略中指定的快照保留期限到期之前超过“最多快照
数”值，将删除该快照。
对于“快照选项”对话框中的“快照资源”窗格也是如此。 如果快照方法
需要快照资源，则最多快照数将由“快照设备”字段中指定的设备数决定。
例如，如果指定两个设备，则一次仅可保留两个快照。 “快照设备”字段
或生命周期策略中的快照保留期限均可确定保留期限。
如果发现快照中存在保留不匹配，策略验证将会失败。例如，如果“最多
快照数 (仅限即时恢复)”参数设置为不受 SLP 管理的任何值，并且同一策
略中使用的 SLP 具有用于快照作业的“固定”保留，则策略验证将会失败。
如果您在 7.6 NetBackup 之前版本的主服务器上配置了此类策略，建议您
升级到 NetBackup 7.7 主服务器后验证并更正此策略。

3

创建策略的日程表。
可以为备份创建单个日程表，并让生命周期策略控制其目标和保留期限，如下
所示：
■

在“目标”下，如果在策略“属性”选项卡上选择了“保留快照以用于即
时恢复和 SLP 管理”，请确保在日程表上选择“创建快照并将快照复制到
存储单元”（而非“仅限快照”）。
重要说明： 如果在日程表上选择“仅限快照”，则无法使用生命周期策略。

■

在“覆盖策略存储选择”字段中，选择您在 1 中创建的生命周期策略。

■

在“日程表类型”下，设置相应的频率，如 1 天。

当 Snapshot Client 策略执行此日程表时，在“覆盖策略存储选择”字段中指
定的生命周期策略将在生命周期策略中指定的目标上创建映像。 生命周期策略
还设置其创建的映像的保留期限。 在本示例中，到磁盘的备份是保留六个月，
到磁带的备份是保留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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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和 Snapshot Client 故障排除
本节包括有关与 SLP 和快照相关的各种错误消息的信息。
如果为策略配置快照方法，并且日程表指定一个生命周期策略，则该生命周期策略
必须包括快照目标。否则，NetBackup 问题报告中将显示如下错误：
snapshot backup: tashina11_1204305543 cannot be used with a
lifecycle policy NoSnapshot that does not include a snapshot
destination.

错误 156 可能是不同问题所致，下面列出了其中的一些问题：
VxVM 无法获取磁盘组的版本，在 NetBackup 外运行适当的 VxVM 命令以查看您
是否可以获取正在使用的磁盘组的版本信息。
Bpfis 日志
10:43:58.436 [28336] <32> onlfi_fim_dev_info: FTL - VfMS error 11;
see following messages:10:43:58.437 [28336] <32> onlfi_fim_dev_info:
FTL - Fatal method error was reported
10:43:58.437 [28336] <32> onlfi_fim_dev_info:
FTL - vfm_freeze: method: vxvm, type: FIM, function: vxvm_freeze
10:43:58.437 [28336] <32> onlfi_fim_dev_info: FTL - VfMS method error 10;
see following message:
10:43:58.437 [28336] <32> onlfi_fim_dev_info:
FTL - vxvm__get_dgversion: Cannot get version for disk group: dgdb001
10:43:58.437 [28336] <4> onlfi_thaw:
INF - Thawing /ora/db001/data001 using snapshot method vxvm.
10:43:58.448 [28336] <4> onlfi_thaw: INF - do_thaw return value: 0
10:43:58.454 [28336] <16> bpfis:
FTL - snapshot preparation failed, status 156

此进程要备份的设备正由另一个进程使用。检查任何其他进程是否正在保留同一设
备。
Bpfis 日志
00:26:19.025 [2826] <2> onlfi_vfms_logf: INF - lock pid(2902) != pid(2826):
/usr/openv/netbackup/online_util/db_cntl/__LOCKFILE_EMC:
SYMMETRIX:970960001000
00:26:19.025 [2826] <2> onlfi_vfms_logf: INF - TimeFinder_rebuild:
Cannot get lock on device: /dev/rdsk/c3t5006048C4A85A400d1s2 ......
00:26:19.025 [2826] <32> rebuild_fim_list: FTL - TimeFinder_rebuild:
Cannot get lock on device: /dev/rdsk/c3t5006048C4A85A400d1s2
00:26:19.025 [2826] <32> splthost_rebuild: FTL - rebuild_fim_list()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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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19.037 [2826] <4> bpfis Exit:
INF - EXIT STATUS 156: snapshot error encountered

有效备份选择的策略验证失败。如果文件服务器的卷装入到 Windows 客户端上，
则在该客户端和具有有效凭据可访问 CIFS 共享的备用客户端上运行 NetBackup 客
户端服务，检查文件服务器是否已启动，是否可看到卷装入到 Windows 客户端上。
Bpfis 日志
11:49:40.727 [15240.13716] <16> bpfis main: FTL - process_fs_list() failed,
status 71
11:49:40.727 [15240.13716] <2> ol_cleanup:
INF - removing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temp\unknown+15240+1.std_filelist
11:49:40.727 [15240.13716] <4> bpfis Exit:
INF - EXIT STATUS 71: none of the files in the file list exist
11:49:40.743 [15240.13716] <2> stop_keep_alive_thread:
INF - Stop keep_alive thread
11:49:40.743 [15240.13716] <2> bpfis Exit: INF - Close of stdout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从快照进行的实时浏览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消息。确保
该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正在使用用于访问 CIFS 共享的
有效凭据运行
ERROR: permissions denied by client during rcmd.
Windows 客户端的快照备份失败，状态码为 55。确保该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正在使用用于访问 CIFS 共享的有效凭据运行。
Bpfis 日志
10:46:00.131 [2612.7880] <4> bpcd_request_mount:
get volume guid from <frag-id> failed with 55
10:46:00.131 [2612.7880] <4> bpcd_request_mount:
return mntdev NO_MOUNT_DEVICE
10:46:00.131 [2612.7880] <16> bpcd_get_fileinfo:
bpcd_request_mount failed with error[55]
10:46:00.147 [2612.7880] <2> bpcd_get_fileinfo: sent status 55 to bpdbm

Windows 客户端的实时浏览或“从快照备份”操作失败，并显示错误 43，状态码
为 156。请在主卷上启用 create_ucode 和 convert_ucode。
Bpfis 日志
04:43:44.656 [3040.3900] <2> onlfi_vfms_logf:
INF - snapshot services:ostfi:Wed Aug 24 2011
04:43:44.640000 <Thread id - 3900> Failed to import snapshot [*************]
04:43:44.718 [3040.3900] <2> onlfi_vfms_lo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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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 - snapshot services: ostfi:Wed Aug 24 2011
04:43:44.718000 <Thread id - 3900> OST Library call failed with message
(STS API sts_create_export failed with
error code : 2060022)
04:43:44.718 [3040.3900] <2> onlfi_vfms_logf: INF - snapshot services:
ostfi:Wed Aug 24 2011
04:43:44.718000 <Thread id - 3900> COSTPlugin::importTreeNode Could not import device[************]

NBUAdapter 日志
0 RESTORE :2104 111 0 115851 2011/08/24 04:58:51
Volume name = f3070-238-15:/NetBackup_1314174973_mirror,
dest snap f270-247-156_test6
1 RESTORE :2104 44 0 115851 2011/08/24 04:58:51
share name:NBU_Share_NetBackup_1314174973_mirror_
f270-247-156_test6_2011_08_24_04_36_14
0 RESTORE :2104
6
0 115851 2011/08/24 04:58:51 add_cifs_export :
Failed to get response. Error 22 : Directory
"/vol/NetBackup_1314174973_mirror/.snapshot/f270-247-156_test6"
does not exist.
1 STRWIDE :2104
1 0 115851 LFB:
Need 111 chars to store wide copy of UTF8
'Directory "/vol/NetBackup_1314174973_mirror/.snapshot/f270-247-156_test6"
does not exist. ‘

6
网络挂接存储 (NAS) 快照
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AS 快照概述

■

关于 NAS_Snapshot 的说明

■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

为 NAS 快照设置策略

■

NAS 快照命名机制

关于 NAS 快照概述
利用 Snapshot Client 和 NDMP V4 快照扩展，NetBackup 可以在 NAS (NDMP) 主
机上创建客户端数据快照。客户端数据必须位于 NAS 主机上，并且可以在客户端
上通过 UNIX 上的 NFS 装入或 Windows 上的 CIFS 装入进行访问。
NAS 快照是一个即时点磁盘映像。快照可以在磁盘上保存任意长的时间。利用
Snapshot Client 的“即时恢复”功能可以有效地从磁盘中还原数据。
注意：除 Snapshot Client 以外，还需要安装 NetBackup for NDMP 软件。
有关概述，请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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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NAS 快照环境
NetBackup for NDMP 主服务器（包
含 Snapshot Client 软件）

LAN/WAN
NetBackup 客户端
NDMP 主机（NAS 文件服务器）
CIFS 或 NFS 装入
数据在客户端上进行装入，位于 NAS (NDMP) 主
机上。

客户端卷的快照在
此处进行创建。

在 NetBackup 策略中，输入以下内容：
■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
\\ndmp_hostname\share_name

■

对于 UNIX 客户端：
//NFS_mountpoint

注意：Windows 路径名必须使用通用命名约定 (UNC)。
NetBackup 仅在 NAS 挂接磁盘上创建快照，而不在挂接到 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
户端的存储设备上创建快照。

关于 NAS_Snapshot 的说明
以下说明适用于使用 NAS_Snapshot 方法创建的备份：
■

运行 Windows（32 位和 64 位系统）、Solaris、Linux 和 AIX 的 NetBackup 客
户端支持 NAS 主机数据的快照。

■

请注意以下软件要求和授权要求：
■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必须安装 NetBackup for NDMP 和 Snapshot Client
软件，并获得授权。此外，必须为每个 NDMP 主机（文件服务器）购买
NetBackup for NDMP 许可证。

■

用于执行备份的 NetBackup 客户端必须安装 Snapshot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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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NetBackup for Oracle 客户端上：所有客户端上均必须安装 NetBackup
for Oracle 数据库代理软件。

■

NAS 主机必须支持 NDMP 协议 V4 版和 NDMP V4 快照扩展，并包含对快照扩
展进行的其他更改。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联机 pdf 文档包含 NetBackup 支持的可执行 NAS 快照
操作的 NAS 供应商列表。该联机 pdf 文档包含针对您的 NAS 供应商的特定要
求。
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

NetBackup 必须能够访问将在其上创建 NAS 快照的每个 NAS 主机。要设置这
种授权，可以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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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NDMP 主
机”选项或 NetBackup 设备配置向导。
或者

■

以下命令：
tpconfig -add -nh ndmp_host -user_id user_ID -password password

■

客户端数据必须驻留在 NAS 主机上，并通过 UNIX 上的 NFS 或 Windows 上的
CIFS 装入在客户端上。对于 NFS 装入，数据一定不能自动装入，而是必须进
行硬装入（即手动装入）。

■

对于 NAS 快照，必须创建一个 NAS_Snapshot 策略。
请参见第 106 页的“为 NAS 快照设置策略”。

■

在 Windows 客户端上，要从 NAS_Snapshot 备份还原文件，必须以管理员帐户
登录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不能以本地系统帐户登录 NetBackup 客户端服
务。管理员帐户允许 NetBackup 查看 NDMP 主机上的目录，数据将还原到这些
目录中。如果尝试从 NAS_Snapshot 还原文件，并以本地系统帐户登录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则还原将失败。
请参见第 105 页的“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使用以下过程。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1

在 Windows 服务中，双击“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2

查看“登录”选项卡：如果没有以管理员帐户登录服务，则停止该服务。

3

改用管理员帐户登录并重新启动服务。

4

重试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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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NAS 快照设置策略
本节介绍如何为创建 NAS 数据快照设置策略。
为 NAS 快照设置策略

1

在 NetBackup for NDMP 服务器上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2

依次单击左窗格中的“NetBackup 管理”>“策略”。

3

在“所有策略”窗格中，双击现有策略或单击右键创建新的策略。

4

对于策略类型：为 UNIX 客户端选择 Standard，为 Windows 客户端选择
MS-Windows，为 UNIX 客户端选择 SAP，或者为 Oracle 数据库中配置的
UNIX 客户端选择 Oracle。

5

对于存储单元，如果该策略用于 NAS 快照，则选择 Any_available。 请注意
以下几点：
■

尽管此策略无法在没有指定存储单元的情况下执行，但是 NetBackup 不会
使用存储单元。 无论您选择哪个存储单元，这种快照创建后都放在磁盘上。
请注意，所选择的存储单元不会被保留，因此其他策略可以随便使用该存
储单元。

■

对于 Oracle 策略，该策略使用您指定的存储单元，但只将它用于备份存档
日志和控制文件。

6

选择“执行快照备份”和“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

7

选择“执行脱离主机备份”和“使用”选项。

8

从“使用”列表中选择“数据移动器”，从“计算机”列表中选择“网络挂接
存储”。
当策略执行时，NetBackup 会自动选择创建快照的 NAS_Snapshot 方法。
也可以从策略“属性”显示屏中的“ 选项”对话框中手动选择 NAS_Snapshot
方法。

9

在“日程表属性”选项卡上，选择下列选项：
■

即时恢复
选择“仅限快照”。 其他选项（“创建快照并将快照复制到存储单元”）
不适用于 NAS_Snapshot。

■

覆盖策略存储单元
如果没有在“属性”选项卡上选择正确的存储单元，可以在此处选择。

10 对于“备份选择”列表，请从客户端角度而不是从 NDMP 主机角度指定目录、
卷或文件。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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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UNIX 客户端上，如果数据驻留在 NDMP 主机 nas1 的 /vol/vol1 中，
并且通过 NFS 装入 UNIX 客户端的 /mnt2/home： 请在“备份选择”列表中
指定 /mnt2/home。

■

在 Windows 客户端上，如果数据驻留在 NDMP 主机 nas1 上的 /vol/vol1
中，并且通过 CIFS 作为 Windows 客户端上的 vol1 共享，则指定
\\nas1\vol1。

■

Windows 路径名必须使用通用命名约定 (UNC)，格式为
\\server_name\share_name。

■

客户端数据必须驻留在 NAS 主机上。 数据必须通过 UNIX 上的 NFS 装入
客户端中，或通过 Windows 上的 CIFS 共享。 对于 NFS 装入，必须通过
mount 命令手动装入数据，而不是自动装入数据。

■

对于策略中的客户端，所有路径必须有效，否则备份将失败。

■

不允许在“备份选择”列表中使用 ALL_LOCAL_DRIVES 条目。

11 在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上： 如果您单击“应用”或“确定”，则验证进程将
检查策略并报告任何错误。 如果您单击“关闭”，将不执行任何验证。

NAS 快照命名机制
NAS 快照名称的格式如下：
NAS+NBU+PFI+client_name+policy_name+sr+volume_name+date_time_string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快照名称始终以 NAS+NBU+PFI+ 开头

■

用加号 (+) 将各名称部分分隔开。

■

NAS 快照驻留在 NDMP 主机（NAS 文件服务器）上。

例如：
NAS+NBU+PFI+sponge+NAS_snapshot_pol1+sr+Vol_15G+2005.05.31.13h41m41s

其中：
客户端名称 = sponge
策略名称 = NAS_snapshot_pol1
sr = 表示已为 NAS 快照创建了快照。
卷名 = Vol_15G
日期/时间 = 2005.05.31.13h41m4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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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基于软件的快照方法

基于软件的快照方法
本主题介绍 Snapshot Client 方法（不包括那些为磁盘阵列设计的方法）的说明和
配置帮助。
有关磁盘阵列方法的配置说明，请参见：
请参见第 127 页的“关于特定于阵列的方法与独立于阵列的方法的比较”。

关于 nbu_snap
nbu_snap 快照方法仅适用于 Solaris 客户端。该方法用于为 UFS 或 VxFS 文件系
统创建写时复制快照。
本部分中的信息适用于 Standard 策略类型或 FlashBackup 策略类型。
群集文件系统不支持 nbu_snap。按以前的方法配置 FlashBackup 时，无论是作为
选定的快照方法，还是作为默认的 snapctl 驱动程序，nbu_snap 均不受支持。
请参见第 76 页的“为实现向后兼容配置 FlashBackup 策略（仅适用于 UNIX）”。
另一种可用于群集文件系统的写时复制快照方法是使用 FlashBackup 策略的
VxFS_Snapshot。
nbu_snap 不支持属于共享磁盘组的 VxVM 卷。

缓存设备要求
请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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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存设备是一个原始磁盘分区：要么是逻辑卷，要么是物理磁盘。缓存用于存
储客户端数据中在进行写时复制过程中由传入的写入请求更改的部分。

■

不要选择包含重要数据的活动分区作为缓存设备。快照完成后，该分区上的所
有数据都将丢失。

109

警告：选择缓存分区时一定要慎重！快照过程将重写掉缓存分区中的内容。

■

将原始分区指定为字符专用设备文件或块设备文件的完整路径名。例如：
Solaris 原始分区：

/dev/rdsk/c2t0d3s3
或者
/dev/dsk/c2t0d3s3

VxVM 卷：

/dev/vx/rdsk/diskgroup_1/volume_3
或者
/dev/vx/dsk/diskgroup_1/volume_3

注意：不要在路径中指定通配符（如 /dev/rdsk/c2*）。

■

必须卸载缓存分区。

■

缓存分区必须驻留在快照源（要备份的客户端数据）所在的主机上。

■

分区必须具有足够的空间以保存可能在备份过程中写入分区的所有数据。请注
意，通常情况下，非高峰期备份所需的缓存小于高峰活动期间的备份所需的缓
存。
请参见第 109 页的“确定缓存分区的大小”。

■

对于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方法：包含快照源和缓存的主机对介质服务
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必须是可见的。

■

对于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方法：包含缓存的磁盘必须满足特定的要求。
请参见第 200 页的“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方法的磁盘要求”。

确定缓存分区的大小
缓存分区所需的空间取决于备份过程中的用户写入操作，而不是客户端文件系统的
大小。如果在用户操作频繁时进行备份，则需要较大的缓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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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缓存分区的大小

1

考虑备份预定要发生的时段：预计的用户操作越多，所需缓存就越大。
通常在快照备份运行时，您应该在适当的时段执行下面的过程。如果工作地点
的用户操作在一天中随时间而变化，则不同时间会产生明显不同的结果。

2

确保每个磁盘上都有可用的原始分区。
请参见第 108 页的“缓存设备要求”。

3

在适当的备份时段，以 root 身份输入以下命令来创建一个 nbu_snap 快照：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on snapshot_source cache

其中，snapshot_source 是装入了客户端文件系统的分区，cache 是要用作写
时复制缓存的原始分区。例如：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on /omo_cat3
/dev/vx/rdsk/zeb/cache

输出示例：
matched /omo_cat3 to mnttab entry /omo_cat3
mount device: /dev/vx/dsk/omo/vol03 fstype: vxfs
snapshot 29 enabled on /omo_cat3 at 06/05/03 15:16:02

4

在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 中，输入 snaplist 和 snapcachelist
命令。
snaplist 显示下列内容：
■

每个快照的 ID

■

包含客户端文件系统的分区大小

■

在 nbu_snap 快照期间发生的文件系统写入操作数量（在 cached 列下显
示，以 512 字节块为单位）。
由于用户操作导致的缓存的块数越多，所需的缓存分区就越大。

snapcachelist 显示正在使用的每个缓存设备以及设备中已用空间的百分比

(busy)。对于每个列出的缓存设备，busy 显示缓存中使用的空间总和。此值指
出 nbu_snap 缓存可能需要的原始分区大小。
还提供了有关快照命令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47 页的“nbu_snap 命令”。
在脚本中可以使用快照命令。
如果缓存分区不够大，备份将失败，并显示状态码 13，错误信息是“文件读取
失败”。/var/adm/messages 日志可能包含如下错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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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4 01:35:58 bison unix: WARNING: sn_alloccache: cache
/dev/rdsk/c0t2d0s3 full - all snaps using this cache are now
unusable

5

6

使用 snaplist 和 snapcachelist 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选择：
■

根据 snaplist 和 snapcachelist 的结果，指定一个更大（或更小）的分
区作为缓存。

■

将备份重新预定为在用户操作量可能较少的时段进行。

■

如果多个备份使用同一个缓存，则重新预定其中一些备份以减少并行备份
的数量。

快照完成后，可输入以下命令将其删除：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off snapid

其中，snapid 是先前创建的快照的数字 ID。
NetBackup 策略不控制任何用 snapon 命令手动创建的快照。手动运行时，
snapon 仅创建写时复制快照。在输入 snapoff 删除该快照或重新启动客户端
之前，该快照将一直保留在客户端上。

输入缓存
对于 nbu_snap 和 VxFS_Snapshot 方法，必须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标识写时复制进
程使用的原始分区。
输入缓存

1

如果在“Snapshot Client 选项”对话框中手动选择快照方法，则您有两种方
式可以指定原始缓存分区：
■

在“主机属性”>“客户端”>“客户端属性”对话框 >“UNIX 客户
端”>“客户端设置”下，在“快照的默认缓存设备路径”字段中指定原始
分区。例如：/dev/rdsk/c1t0d0s6。此设置适用于所有策略中的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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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在“策略”>“属性”>“Snapshot Client 选项”对话框下，在“缓
存设备路径”字段中指定原始分区。此缓存设置适用于当前策略中的所有
客户端，并且覆盖“客户端设置”对话框中的缓存设置。

2

如果希望 NetBackup 通过自动方法选择 nbu_snap 或 VxFS_Snapshot 方法，
请在“主机属性”>“客户端”>“客户端属性”对话框 >“UNIX 客户端”>“客
户端设置”中指定缓存。

3

在 FlashBackup 策略中：如果未选择“执行快照备份”，则必须在“备份选
择”选项卡中使用 CACHE= 指令。
此缓存设置适用于当前策略中的所有客户端，并覆盖“主机属性”对话框中的
缓存设置（这种配置缓存的方式在以后的版本中不再使用）。

关于 VxFS_Checkpoint
VxFS_Checkpoint 快照方法用于创建写时复制快照。该方法是支持即时恢复备份的
几种快照方法之一。请注意，对于 VxFS_Checkpoint，即时恢复快照是在包含客户
端原始数据的同一磁盘文件系统上创建的。
对于 VxFS_Checkpoint，必须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安装具有“存储检查点”功
能的 VxFS 3.4 或更高版本。HP 要求安装 VxFS 3.5；AIX 和 Linux 要求安装 VxFS
4.0。
注意：在 Red Hat Linux 4 平台上，VxFS_Checkpoint 快照方法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5.0 MP3 RP3 HF9 或更高版本。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备份原始分区（无论是 FlashBackup 策略，还是 Standard 策略）不支持
VxFS_Checkpoint 方法。

■

确保有足够的磁盘空间供检查点使用。包含快照源的文件系统应该至少有 10%
的可用空间才能顺利实现检查点。

VxFS 多卷系统
VxFS_Checkpoint 和 VxVM 是 Snapshot Client 中支持 VxFS 4.0 的多卷文件系统
(MVS) 功能的仅有两种快照方法。
多卷文件系统功能需要 VxVM 4.0 卷集。使用卷集，您可以将相关的卷组成一个卷
集，并在该卷集上装入 VxFS 文件系统。这意味着一个 VxFS 文件系统可以装入到
多个卷上。使用此功能，文件系统可以充分利用基础卷的各种性能和可用性特性。
例如，可将文件系统元数据存储在冗余度较高的卷上，而将用户数据存储在性能较
好的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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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取多卷文件系统的背景信息和配置帮助，请参考 Veritas File System 4.0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File System 4.0 管理指南》）和 Veritas Volume
Manager 4.0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Volume Manager 4.0 管理指南》）。
注意：VxFS 4.0 多卷系统不支持脱离主机备份。

存储检查点磁盘使用情况
ls 命令不会列出存储检查点磁盘使用情况。这意味着即使主卷已经写满，它看上去

似乎仍有可用空间。必须使用 fsckptadm list 命令来显示存储检查点磁盘使用情
况。有关 fsckptadm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Veritas File System Administrator’s Guide
（《Veritas File System 管理指南》）。
每次执行 VxFS_Checkpoint 策略时，都会创建一个新的存储检查点。

检查点保留日程表
对于即时恢复存储检查点，客户端和介质服务器之间没有数据移动。相反，在客户
端上创建 VxFS 存储检查点。对于 Oracle 客户端，将文件名称和目录名称发送至目
录库的服务器。在文件系统（非数据库客户端）的情况下，只发送目录名而不发送
文件数据。
再次运行备份策略并创建另一个存储检查点之前，对客户端主文件集中文件的更改
都反映在存储检查点中。在超过最大检查点数阈值（此时将删除最早创建的检查
点）之前，会一直创建并保留存储检查点。
图 7-1 显示了即时恢复检查点的截止日程表。如果最大检查点数的值设置为 2，在
创建第三个检查点时，最早的检查点将被删除。
图 7-1
客户端的
主
文件集

存储检查点的即时恢复保留日程表
第三个检查点
（最新的）

第二个
检查点

第一个（最旧的）
检查点将被
删除

每次开始备份时，即创建一个新的存储检查点。

块级还原
如果文件系统或数据库每天仅有一小部分发生变化，则不必进行完全还原。VxFS
存储检查点机制跟踪自上次创建检查点后所修改的数据块。块级还原利用此功能只
还原更改的块，而不必还原整个文件或数据库。在恢复大文件时，此方式可获得更
快的还原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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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06 页的“关于即时恢复：块级还原”。

关于 VxFS_Snapshot
VxFS_Snapshot 方法用于创建本地 Solaris 或 HP 客户端的写时复制快照。此快照
方法不支持脱离主机备份。
请注意以下几点：
■

VxFS_Snapshot 仅支持 FlashBackup 策略类型。

■

VxFS_Snapshot 方法只能用于备份一个文件系统。使用此方法时，如果在策略
的“备份选择”列表中指定了多个文件系统，则备份将失败。

■

在 FlashBackup 策略中，如果“备份选择”列表中包含 CACHE= 条目，则
FlashBackup 不支持从单个策略备份多个文件系统。必须使用 CACHE= 条目为
每个文件系统指定单独的缓存。请确保您为每个文件系统都创建了一个单独的
策略。
请参见第 76 页的“为实现向后兼容配置 FlashBackup 策略（仅适用于 UNIX）”。

■

您必须指定一个原始分区，用于写时复制缓存。
原始分区示例：
Solaris：

/dev/rdsk/c1t0d0s3
或者
/dev/dsk/c1t0d0s3

HP：

/dev/rdsk/c1t0d0
或者
/dev/dsk/c1t0d0

请参见第 108 页的“缓存设备要求”。
请参见第 111 页的“输入缓存”。
■

对于运行 HP 的 FlashBackup 客户端，如果没有选择“执行快照备份”作为备
份策略，VxFS_Snapshot 就是默认的快照方法。

关于 VxVM
VxVM 快照方法可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3.1 或更高版本的快照镜像来创建
镜像快照。（在 Windows 上，请确保 VxVM 具有最新的 VxVM Service Pack 和更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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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 Red Hat Linux 4 平台上，VxVM 快照方法支持 Storage Foundation 5.0
MP3 RP3 HF9 或更高版本。
VxVM 快照方法可用于装入到 VxVM 卷上的任何文件系统。不过，在执行备份前，
必须使用以下内容之一配置数据： VxVM 3.1 或更高版本快照镜像，或者，VxVM
4.0 或更高版本缓存对象。否则，备份会失败。
请注意以下几点：
■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创建源的快照镜像”。
或者，请参考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文档。

■

提供了有关配置缓存对象的帮助信息。
请参见第 116 页的“关于 VxVM 即时快照”。
或者，请参考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文档。

■

对于在 Windows 中 VxVM 卷上配置的数据的即时恢复备份，VxVM 卷名不能超
过 12 个字符。否则，备份会失败。

■

VxVM 和 VxFS_Checkpoint 是 Snapshot Client 中支持 VxFS 4.0 的多卷文件系
统 (MVS) 功能的仅有两种快照方法。

■

由于 VxVM 不支持 RAID 5 卷上的快速镜像重同步，VxVM 不能用于配置为 RAID
5 的 VxVM 卷。如果选择将 VxVM 快照方法用于 RAID 5 卷，则备份将失败。

创建源的快照镜像
要在第三个镜像（拆分镜像）配置的 VxVM 卷中使用 VxVM 快照方法，必须创建快
照镜像。在客户端上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创建源的快照镜像

1

在卷管理器存储管理员界面中：
■

对于 UNIX：选择源（主）卷，右键单击该卷，然后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快
照”。在“卷快照”对话框中，选择“启用 FMR”（如果可用，请参见以
下说明），然后单击“快照开始”选项。

■

对于 Windows：选择源卷，右键单击该卷，选择“快照”，然后选择“快
照开始”。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文档。

2

或者，对于 UNIX，输入以下命令：
/usr/sbin/vxassist -g disk_group snapstart volume_name
/usr/sbin/vxvol -g disk_group set fmr=on volume_name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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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k_group 是该卷所属的卷管理器磁盘组。

■

volume_name 是卷的名称，在源卷路径的末尾指定（例
如，/dev/vx/rdsk/dg/vol1 中的 vol1）。

■

fmr=on 设置“快速镜像重同步”属性，该属性将镜像与其主卷重同步。该

属性仅复制已更改的块，而不执行完全重同步。快速镜像重同步可以明显
缩短完成备份所需的时间。
快速镜像重同步 (FMR) 是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一个单独产品。

3

对于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方法，组成磁盘组的磁盘必须符合某些要求。
请参见第 200 页的“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方法的磁盘要求”。

关于 VxVM 即时快照
Snapshot Client 支持 Volume Manager 4.0 中的另外两种快照卷：完整空间即时快
照和优化空间即时快照。这些类型的卷与传统的第三镜像快照相比具有一些优势，
如即时可用性，以及更容易配置和管理：
■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该类型快照卷是 VxVM 第三个镜像卷快照模型的一种不同形式。一旦创建了快
照 Plex，它就使快照卷立即可访问。与传统的第三个镜像卷类似，在重同步之
后，该卷可以移动到一个单独的磁盘组中或者变成一个独立卷。

■

优化即时快照
这种快照卷仅含有在快照过程中更改的块，并使用一个存储缓存（缓存对象）
进行储存。创建快照时，可配置此缓存的大小。创建此卷的速度非常快，使用
的磁盘空间最少。请注意，该卷不能移动到一个单独的磁盘组中或变成一个独
立卷。
有关即时快照卷的完整描述和配置帮助，请参考Veritas Volume Manager 4.0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Volume Manager 4.0 管理指南》）。

关于 NetBackup 快照方法
NetBackup 的 VxVM、FlashSnap 和 VVR 方法均支持 VxVM 4.0 的即时快照功能。
请注意以下几点：
■

FlashSnap 支持 VxVM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而不支持优化空间快照。此外，
FlashSnap 支持共享磁盘组中的 VxVM 卷。

■

对于备用客户端备份，仅有 VVR 方法支持优化空间快照。

除了配置 VxVM 卷和选择 VxVM、FlashSnap 或 VVR 作为 NetBackup 快照方法之
外，在 NetBackup 中不需要其他特殊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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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即时快照
要使用 VxVM 的优化空间快照功能，必须为快照创建一个缓存对象。
请参见第 94 页的“创建优化空间快照”。

关于 FlashSnap
FlashSnap 使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持续快速重同步、磁盘组拆分
和联结功能。
FlashSnap 快照方法仅可用于拆分镜像配置中的备用客户端备份。
请参见第 24 页的“备用客户端备份拆分镜像示例”。
FlashSnap 支持 VxVM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而不支持优化空间快照。此外，
FlashSnap 支持共享磁盘组中的 VxVM 卷。有关支持配置，请参考 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Compatibility List（《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兼容性列
表》）。

测试 FlashSnap 卷
使用 FlashSnap 快照方法运行备用客户端备份之前，应按照本节介绍的步骤测试
FlashSnap 卷配置。必须确保包含该卷的磁盘可以准确无误地移动（逐出和导入）
到备用客户端中。
例如，如果包含备份卷的磁盘包含某个卷的部分内容，而该卷又有部分内容在另一
个非备份磁盘中，备份磁盘将会无法拆分为新磁盘组并被逐出。逐出磁盘组意味着
禁用对该磁盘组的访问。
有关逐出磁盘组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olume Manager 管理指南”。
Veritas FlashSnap Point-In-Time Copy Solutions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FlashSnap Point-In-Time Copy Solutions 管理指南》）中详尽地描述了以下步骤。
在 UNIX 上测试 FlashSnap 的卷

1

在主要主机上：
■

将一个 DCO 日志添加到卷中：
vxassist -g diskgroup addlog volume logtype=dco

■

在卷上启用“快速重同步”功能：
vxvol -g diskgroup set fastresync=on volume

■

创建新的快照镜像：
vxassist -g diskgroup -b snapstart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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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卷上创建一个快照卷：
对于使用 VxVM 5.x 创建的磁盘组：
vxassist -g diskgroup snapshot volume snap_volume

注意：选择一个少于 15 个字符的卷名。 卷名以字符为前缀或后缀，这会增
加卷名的长度。 冗长的卷名可能会导致快照作业失败。
对于使用 VxVM 4.x 创建的磁盘组：
vxsnap -g diskgroup snapshot volume snap_volume

对于使用 VxVM 3.x 创建的磁盘组：
vxassist -g diskgroup snapshot volume snap_volume
■

将包含快照卷的磁盘移到一个单独的（拆分）的磁盘组中：
vxdg split diskgroup split_diskgroup snap_volume

如果卷配置不当，您可能会看到与下面类似的错误信息：
host-name# vxdg split lhdvvr lhdvvr_split SNAP-emc_concat
vxvm:vxdg: ERROR: vxdg split lhdvvr lhdvvr_split failed
vxvm:vxdg: ERROR: emc_dis05 : Disk moving, but not all
subdisks on it
■

请复查磁盘布局和分配给它们的卷，根据需要将不需要的卷分配给其他磁
盘。
有关可拆分和不可拆分的磁盘组的示例，请参考 Veritas FlashSnap
Point-In-Time Copy Solutions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FlashSnap
Point-In-Time Copy Solutions 管理指南》）。

■

逐出拆分磁盘组：
vxdg deport split_diskgroup

2

在辅助主机上：
■

导入从主要主机中逐出的磁盘组：
vxdg import split_diskgroup

■

启用导入的卷：
vxrecover -g split_diskgroup -m snap_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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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卷：
vxvol -g split_diskgroup start snap_volume

如果这些命令成功执行，则卷设置正确。

3

完成此测试后，必须按照对卷进行测试之前的样子重建原始配置。
■

逐出备用客户端上的磁盘组。

■

导入主客户端上的磁盘组。

■

恢复并合并原始卷组。

请参见第 232 页的“标识并删除遗留的快照”。
在 Windows 上测试 FlashSnap 的卷

1

在主要主机上：
■

如果尚未进行，请先创建一个快照镜像：
vxassist snapstart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iskgroup\volume

■

在主卷上创建一个快照卷：
vxassist snapshot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iskgroup\volume
DrivePath=C:\Temp\Mount SNAP-Volume

■

将包含快照卷的磁盘移动到一个单独（拆分）的磁盘组中。
此命令完成后，磁盘组也将被逐出：
vxdg -g DskGrp -n SPLIT-DskGrp split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iskgroup\snap_volume

2

在辅助主机上：
■

重新扫描以便能在辅助主机上看到被逐出的磁盘组：
vxassist rescan

■

导入从主要主机中逐出的磁盘组：
vxdg -g split_diskgroup import

■

将快照卷分配到一个空的 NTFS 目录中。
此示例使用了 C:\Temp\Mount。
vxassist assign \Device\HarddiskDmVolumes\split_diskgroup
\snap_volume DrivePath=C:\Temp\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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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命令成功执行，则卷设置正确。

关于 VVR
VVR 快照方法（仅限于 UNIX 客户端）依靠 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这是 VxVM
授权的一个组件。Volume Replicator 在远程站点上维护一致的数据副本。《Veritas
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中介绍了 Volume Replicator。
在数据复制配置中，VVR 快照方法仅可用于备用客户端备份。
请参见第 27 页的“通过数据复制进行的备用客户端备份示例（仅适用于 UNIX）”。
VVR 使用 VxVM 的远程复制功能。备份处理由位于复制站点的备用客户端来完成，
而不是由主要主机或客户端来完成。
VVR 支持 VxVM 即时快照。
请参见第 116 页的“关于 VxVM 即时快照”。

VVR 卷复制配置
在使用 VVR 进行复制备份之前，请确保按照“Volume Replicator 管理指南”中所
述对 Volume Replicator 进行配置。

VVR 名称注册
带内控制 (IBC) 消息用于在主要和次要主机之间交换控制信息。必须先在主要和辅
助主机中为每一个复制的卷组注册名称，然后才能使用 IBC 消息传递。VVR 快照
方法假定应用程序的名称为 APP_NBU_VVR。为了避免初始备份失败，应该注册
该名称。
请参见第 120 页的“使用 VVR 测试复制设置”。
如果没有注册 APP_NBU_VVR，NetBackup 将在尝试初次备份时注册名称，但备
份将失败。但是，后续备份将成功。

主磁盘组和辅助磁盘组以及 VVR 的卷名称
对于 VVR 快照方法，主要主机和辅助主机上的磁盘组和卷必须同名。如果名称不
同，VVR 备份将失败。

使用 VVR 测试复制设置
使用 VVR 运行备用客户端备份之前，应按照以下方式测试复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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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VR 测试复制设置

1

在主要主机和辅助主机上，注册 APP_NBU_VVR 名称：
vxibc -g diskgroup register APP_NBU_VVR replicated_group

该命令必须执行两次，在每个主机上执行一次。

2

在主要主机上，向辅助主机发送 IBC 消息：
vxibc -g diskgroup send APP_NBU_VVR replicated_group
replication_link

3

在辅助主机上，从主要主机接收 IBC 消息：
vxibc -g diskgroup -R10 receive APP_NBU_VVR replicated_group

4

在辅助主机上，重新启动复制：
vxibc -g diskgroup unfreeze APP_NBU_VVR

replicated_group

如果这些命令成功执行，则复制设置正确。

关于 NAS_Snapshot
NetBackup 可以使用 NDMP V4 快照扩展在 NAS (NDMP) 主机上创建数据的即时
点快照。快照存储在包含 NAS 客户端数据的同一个设备上。从快照中，您可以使
用“即时恢复”功能来还原各个文件或回滚一个文件系统或卷。
注意：服务器上需要 NetBackup for NDMP 软件，并且 NAS 供应商必须支持 NDMP
V4 快照扩展。
可以通过“最多快照数 (仅限即时恢复)”参数控制快照的删除。该参数在策略的“快
照选项”对话框中指定。
有关 NAS 快照、设置 NAS 快照策略和 NAS 快照名称格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本
指南的“网络挂接存储 (NAS) 快照配置”一章。
请参见第 87 页的“控制快照的方法”。

关于 VSP
注意：VSP 当前已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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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P 是用于在 NetBackup 7.0 版之前的 Windows 客户端上的打开文件和活动文件
的快照的 Veritas Volume Snapshot Provider。
注意：对于 7.0 或更高版本的客户端，NetBackup 会自动使用 VSS，而不使用
VSP。
对于 7.0 版以前的 Windows 客户端，可以按照以下指南中的说明使用不带 Snapshot
Client 的 VSP：《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如果“繁忙文件超时”失效，
将不创建快照，并且备份作业可能继续进行而不备份繁忙文件。如果将 Snapshot
Client 与 VSP 结合使用，则备份作业要么成功创建所有文件的快照，要么失败。

关于 VSS
VSS 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的卷影复制服务，并支持即时恢复。 VSS 用于本地
备份或备用客户端备份。
有关此方法支持的最新 Windows 操作系统和磁盘阵列列表，请参见 Symantec 支
持网站上的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Compatibility List（《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兼容性列表》）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26901
对于备用客户端备份，客户端数据必须驻留于具有快照功能的磁盘阵列，如 EMC、
HP 或 Hitachi，或者是启用了快照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4.1
或更高版本卷。VSS 支持磁盘分区（如 E:\）的文件系统备份和数据库的备份。
注意：基于 VSS 的快照方法为 Windows 卷影复制服务提供了一个常规接口。 VSS
根据客户端上配置的快照提供程序来选择实际的快照方法。例如，如果数据驻留在
EMC CLARiiON 阵列上，且阵列管理员配置了阵列及其快照功能，卷影复制服务将
选择相应的 CLARiiON VSS 硬件提供程序来创建快照。
有关配置的帮助，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注意：对于包含在配置为使用 VSP 的策略中的 NetBackup 客户端（7.0 或更高版
本），NetBackup 会自动使用 VSS，而不使用 VSP。在此类情况下，活动监视器
中的详细状态日志中的一条消息会指出 VSS 被用作快照方法。

磁盘阵列重新配置步骤
根据磁盘阵列的厂商和型号，可能需要以下配置前步骤：
■

对于 EMC CLARiiON 和 DMX 系列以及 HP EVA 系列中的阵列，请参见阵列的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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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使用具有“即时恢复”的 Windows VSS 快照方法的磁盘阵列备份，在运行
此备份前，请务必配置 NetBackup 磁盘阵列凭据（如果阵列要求）。如果
NetBackup 不具有在备份期间访问阵列的凭据，则“即时点回滚”将失败。
请参见适用于您的磁盘阵列和快照方法的相应凭据主题。

■

有关为基于镜像的备份设置的 Hitachi 阵列的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文档中的“Hitachi
和 HP 阵列”。可从以下地址访问本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使用 VSS 配置和测试卷
在使用 VSS 运行备用客户端备份前，请配置并测试卷。
请参见第 117 页的“测试 FlashSnap 卷”。

有关 VSS 的说明和限制
以下说明适用于本地备份和备用客户端备份：
■

支持对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4.1 或更高版本的逻辑卷进行备份，或
对支持的磁盘阵列上的文件系统进行备份。

■

支持对一个磁盘分区上的 Windows NTFS 文件系统进行备份，以及对数据库中
的数据进行备份。策略类型可以是 MS-Exchange-Server 或 MS-Windows。

■

不支持 Windows 系统保护的文件（系统状态，如注册表和 Active Directory）的
备份。如果包含要备份的数据的卷中还包括 Windows 系统文件，则不能使用
VSS 快照方法对该卷进行备份。

■

不支持 Windows 系统数据库文件（如 RSM 数据库和终端服务数据库）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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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对 CVM 环境的支持

■

有关 NetBackup 和 CVM 的说明

■

关于在 CVM 环境中启用 VxVM 或 FlashSnap 快照

■

关于允许 NetBackup 客户端在 CVM 主节点上执行 VxVM 命令

关于对 CVM 环境的支持
借助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的群集功能（称为 CVM），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环境中的节点可同时访问和管理 Veritas Volume Manager 控制下的
磁盘。
支持的快照方法为 VxVM、FlashSnap 和 VxFS_Checkpoint。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对于 FlashSnap 和 VxVM 快照方法，可在 CVM 群集的从属节点上的客户端上
创建快照。（对于 VxVM 快照，此支持已添加在 NetBackup 6.5.2 中。）

■

即使要还原的客户端的虚拟名称已故障转移到其他节点，也可执行即时恢复即
时点回滚。NetBackup 会从主服务器获取必需的还原信息。

■

对于 FlashSnap 和 VxVM 快照方法，多个卷的镜像同步完成速度更快。（对于
VxVM，此支持已添加在 NetBackup 6.5.2 中。）

■

对于 FlashSnap 快照方法，备用客户端可以是 CVM 节点。

支持群集卷管理器 (CVM)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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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备用客户端是 CVM 节点，并且该节点上存在 touch 文件
/usr/openv/netbackup/NB_SNC_ALLOW_SNAP_DG，则导入的快照磁盘组作为共享
磁盘组。否则，默认情况下，将导入快照磁盘组作为专用磁盘组。
关于卷管理器中群集功能的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指
南》。
请注意：Veritas Volume Manager 的群集功能需要单独的许可证。
本章不讨论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Cluster File System (SFCFS) 或群集管理
软件（例如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这些产品单独许可，不包括在 Veritas
Volume Manager 中。有关这些产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产品随附的文档。

有关 NetBackup 和 CVM 的说明
将客户端添加到 NetBackup 策略客户端列表时，请在群集中使用应用程序的虚拟名
称，而不是实际节点名称。通过使用虚拟名称，同一主机在故障转移到另一个节点
后可由策略进行备份。否则，备份会尝试访问一个无法再访问的节点。

关于在 CVM 环境中启用 VxVM 或 FlashSnap 快照
要在群集从属节点上的客户端上创建 FlashSnap 或 VxVM 快照，请允许 NetBackup
客户端在 CVM 主节点上执行命令。
请参见第 125 页的“关于允许 NetBackup 客户端在 CVM 主节点上执行 VxVM 命令”。

关于允许 NetBackup 客户端在 CVM 主节点上执行
VxVM 命令
要在备份 CVM 从属节点上共享磁盘组中的 VxVM 卷，必须在 CVM 主节点上远程
执行某些 VxVM 命令。因此，您必须启用 NetBackup 客户端，以在任意节点上执
行命令。（此要求仅适用于 FlashSnap 或 VxVM 快照方法。）
有关更多说明，请参见下面的 Symantec 技术说明中的“启用 NetBackup 客户端以
在 CVM 主节点上执行 VxVM 命令”：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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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磁盘阵列配置快照方法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新磁盘阵列快照方法

■

磁盘阵列配置任务

■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配置任务

■

关于 VSS 配置 (Windows)

■

关于 EMC CLARiiON 阵列

■

关于 EMC Symmetrix 阵列

■

关于 HP EVA 阵列

■

关于 IBM DS6000 和 DS8000 阵列

■

关于 IBM DS4000 阵列

■

关于 Hitachi SMS/WMS/AMS、USP/NSC、USP-V/VM

■

关于 HP-XP 阵列

■

关于阵列故障排除

关于新磁盘阵列快照方法
这些主题介绍 NetBackup 的磁盘阵列快照方法。这些方法利用特定磁盘阵列提供的
高速镜像功能以及其他快照功能。
下列快照方法仅支持英语环境。它们不支持 I18N（国际化）。
■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

EMC_CLARiiON_Snapview_Snapshot

为磁盘阵列配置快照方法
关于新磁盘阵列快照方法

■

EMC_TimeFinder_Clone

■

EMC_TimeFinder_Mirror

■

EMC_TimeFinder_Snap

■

Hitachi_ShadowImage

■

Hitachi_CopyOnWrite

■

HP_EVA_Vsnap

■

HP_EVA_Snapshot

■

HP_EVA_Snapclone

■

HP_XP_BuisinessCopy

■

HP_XP_Snapshot

■

IBM_DiskStorage_FlashCopy

■

IBM_StorageManager_FlashCopy

关于特定于阵列的方法与独立于阵列的方法的比较
有些快照方法独立于磁盘阵列。以下主题中介绍了这些方法：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基于软件的快照方法”。
对于这些方法，客户端平台或特定文件系统或卷管理器的存在确定或限制了快照方
法的选择。但是，如果客户端数据位于阵列上，则创建阵列并不意味着必须选择快
照方法。
但是，当前章节中的阵列方法各针对一种特定型号的磁盘阵列。例如，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方法旨在用于 EMC CLARiiON CX 300/500 和
CX3 系列阵列。无论采用的是什么客户端平台或存储堆栈，都无法在非 EMC 阵列
上使用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甚至无法在不同型号的 EMC 阵列上
使用该方法。
有关受支持的磁盘阵列的最新列表，请参考 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Compatibility（《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兼容性》）文档。可以从以下网
址访问本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26901

特定于阵列的新方法的优势
相对于基于软件的方法，本章介绍的快照方法更具优势。当选择是采用本章介绍的
特定于阵列的方法，还是采用本指南其他章节介绍的快照方法时，请注意以下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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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于阵列的新方法可实现磁盘阵列提供的各种快照功能：
■

所有数据移动都在阵列内部进行，从而节省了网络带宽。

■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的即时恢复功能。
请参见第 17 页的“关于即时恢复”。
特定于阵列的旧式方法（TimeFinder、ShadowImage、BusinessCopy）不支持
即时恢复。

■

克隆和写时复制快照方法，以及完全镜像方法（取决于阵列）。旧式阵列方法
只支持镜像。

■

NetBackup 客户端上的快照设备的自动配置（LUN 屏蔽）。使用特定于阵列的
旧式方法时，必须先手动配置镜像设备，然后才能在备份中使用该设备。现在，
不再需要执行该预配置步骤。

关于磁盘阵列方法的类型
为支持的每种磁盘阵列都设计了两种类型的快照。一种类型用于创建完全大小、完
全分配的副本（克隆或镜像）。另一种类型使用写时复制系统，这不是完全副本，
因而可节省磁盘空间。这些方法具有不同的名称，具体取决于磁盘阵列供应商。
以下主题列出了所有方法。
请参见第 129 页的“磁盘阵列方法概览”。
注意：有些磁盘阵列供应商使用“快照”这一术语来指代阵列创建的某一类即时点
副本。但是，在本指南的其他章节中，“快照”一词更宽泛，可指代所有类型的即
时点副本、基于磁盘阵列的副本或其他副本。有关阵列供应商术语的定义，请参考
阵列的随附文档。

关于磁盘阵列方法的重要说明和限制
请注意以下几点：
■

磁盘阵列方法支持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这些方法不支持基于软件的卷
管理器，例如，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或者任何本机 Linux 或 Solaris
卷管理器，但有几个例外。如果您的客户端数据是在 Veritas VxVM 卷中配置
的，请使用适用于 UNIX 客户端的特定于阵列的旧式方法（TimeFinder、
ShadowImage、BusinessCopy），或者基于软件的快照方法，如 VxVM 或
FlashSnap。
注意：以下阵列方法支持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卷：
Hitachi_CopyOnWrite 和 Hitachi_ShadowImage。IBM_DiskStorage_FlashCopy
方法（在 IBM DS6000 上）支持 AIX 平台上的 Vx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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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即时恢复回滚时请小心。即时恢复即时点回滚将用快照或镜像磁盘的内容
重写整个 LUN（源磁盘）。如果在硬件阵列 LUN（源磁盘）上配置多个文件系
统或多个分区，则这些共享快照磁盘或镜像磁盘的一个或多个文件系统或分区
可能包含您不希望回写入源的较旧数据。发生回滚时，快照磁盘或镜像磁盘上
的任何旧数据都将替换源中的新数据。

■

在群集环境中，不支持即时恢复即时点回滚。

■

除了本章说明的必需的预配置以外，不要对 NetBackup 使用的任何快照资源执
行手动操作。按照本章的说明完成预配置后，NetBackup 会自动管理所需的
LUN、快照、克隆和镜像。
警告：如果您对快照资源进行其他更改，则 NetBackup 目录库可能会成为无效
目录库。例如，如果备份包含已从 NetBackup 视图外部删除的快照，则从该备
份进行还原可能会失败。
例如，不要执行以下操作：
■

删除 NetBackup 创建的快照资源。

■

在存储组中创建快照资源。

■

更改快照资源的状态，例如，手动对其进行重新同步。

■

不能在多个策略中使用阵列设备目标。如果要在销毁旧策略后重新使用设
备，则需要手动使该策略的备份映像失效。

磁盘阵列方法概览
表 9-1 按字母顺序列出了磁盘阵列快照方法。
有关阵列和支持的软件版本的最新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文档。可以从以下网址访问
本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表 9-1

快照方法概览

快照方法

描述和说明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用于包含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具有
Navisphere）的全卷镜像快照。（EMC CLARiiON
克隆实际上是一个全卷复制镜像，如 Symmetrix
BCV）。
请参见第 142 页的“关于 EMC CLARiiON 阵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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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方法

描述和说明

EMC_CLARiiON_SnapView_Snapshot 用于包含 EMC CLARiiON 磁盘阵列（具有
Navisphere）的优化空间写时复制快照。
请参见第 142 页的“关于 EMC CLARiiON 阵列”。
EMC_TimeFinder_Clone

用于包含 EMC 磁盘阵列（具有 Solutions
Enabler）的全卷复制（克隆）快照。
请参见第 155 页的“关于 EMC Symmetrix 阵列”。

EMC_TimeFinder_Mirror

用于包含 EMC 磁盘阵列（具有 Solutions
Enabler）的全卷复制（镜像）快照。
请参见第 155 页的“关于 EMC Symmetrix 阵列”。

EMC_TimeFinder_Snap

用于包含 EMC 磁盘阵列（具有 Solutions
Enabler）的优化空间写时复制快照。
请参见第 155 页的“关于 EMC Symmetrix 阵列”。

Hitachi_CopyOnWrite

用于包含 Hitachi SMS/WMS/AMS、USP/NSC 和
USP-V/VM 系列阵列的优化空间写时复制快照。
请参见第 177 页的“关于 Hitachi SMS/WMS/AMS、
USP/NSC、USP-V/VM”。

Hitachi_ShadowImage

用于包含 Hitachi SMS/WMS/AMS、USP/NSC 和
USP-V/VM 系列阵列的全卷复制（镜像）快照。
请参见第 177 页的“关于 Hitachi SMS/WMS/AMS、
USP/NSC、USP-V/VM”。

HP_EVA_Snapclone

用于包含 Hewlett-Packard EVA 磁盘阵列（具有
CommandView SSSU）的全卷复制（克隆）快
照。

注意：此方法是唯一支持即时恢复的 EVA 磁盘阵
列方法。
请参见第 162 页的“关于 HP EVA 阵列”。
HP_EVA_Snapshot

用于包含 Hewlett-Packard EVA 磁盘阵列（具有
CommandView SSSU）的优化空间、完全分配写
时复制快照。
请参见第 162 页的“关于 HP EVA 阵列”。

HP_EVA_Vsnap

用于包含 Hewlett-Packard EVA 磁盘阵列（具有
CommandView SSSU）的优化空间、按需写时复
制快照。
请参见第 162 页的“关于 HP EVA 阵列”。

130

为磁盘阵列配置快照方法
磁盘阵列配置任务

快照方法

描述和说明

IBM_DiskStorage_FlashCopy

用于 IBM DS6000 和 DS8000 系列阵列（具有
DSCLI 版本）的全卷复制（克隆）快照。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关于 IBM DS6000 和 DS8000
阵列”。

IBM_StorageManager_FlashCopy

适用于 IBM DS4000 系列阵列（4100 除外，具有
SMcli）上的完全卷复制（克隆）快照。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于 IBM DS4000 阵列”。

HP_XP_BusinessCopy

适用于 HP-XP 阵列上基于镜像的快照
请参见第 181 页的“关于 HP-XP 阵列”。

HP_XP_Snapshot

适用于 HP-XP 阵列上基于 COW 的快照
请参见第 181 页的“关于 HP-XP 阵列”。

OST_FIM

在为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快照复制配置的
策略中选择的快照方法的名称。该名称表示
OpenStorage 冻结映像方法。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南》。

磁盘阵列配置任务
请注意以下任务。

阵列管理员的配置任务
在配置备份之前，阵列管理员或网络管理员必须执行几个任务。有关这些任务的帮
助信息可以在阵列文档或 Windows 文档中找到。
阵列管理员必须执行以下任务：
■

安装磁盘阵列及其软件（如 Web）界面，包括相应的许可证。

■

在 NetBackup 主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上安装支持的 HBA。

■

通过光纤通道交换机对客户端 HBA 进行分区（如果尚未这样做），以使阵列对
主客户端和任何备用客户端均可见。

■

向阵列注册 NetBackup 主客户端和所有备用客户端。

■

在 NetBackup 主客户端和所有备用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和阵列供应商快照
管理软件。

■

在阵列上配置源设备和快照设备（如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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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Microsoft Windows 主客户端和任何备用客户端，安装与阵列相应的 VSS
提供程序。

NetBackup 管理员的配置任务
NetBackup 管理员必须执行以下任务：
■

如有必要，请在阵列上配置目标设备。
请参见适用于您的阵列的主题。
请参见第 138 页的“某些阵列的初始配置”。

■

对于某些阵列，配置访问阵列快照管理软件所必需的 NetBackup 磁盘阵列主机
凭据。
请参见适用于您的阵列的主题。

■

EMC CLARiiON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将 NetBackup 配置为可
以访问 CLARiiON 阵列”。

EMC Symmetrix

请参见第 158 页的“关于将 NetBackup 配置
为可以访问 Symmetrix 阵列”。

HP EVA

请参见第 166 页的“将 NetBackup 配置为可
以访问 EVA 阵列”。

IBM DS6000 和 DS8000

请参见第 168 页的“配置 NetBackup 以访问
IBM DS6000 或 DS8000 阵列”。

IBM DS4000

请参见第 175 页的“配置 NetBackup 以访问
IBM DS4000 阵列”。

Hitachi SMS/WMS/AMS、USP/NSC、
USP-V/VM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关于 NetBackup 与
Hitachi 阵列之间的通信”。

HP-XP

请参见第 183 页的“确定 HP-XP 命令设备是
否可见”。

为阵列创建一个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策略。
请参见有关您的阵列的 NetBackup 策略的主题。
EMC CLARiiON

请参见第 153 页的“为 CLARiiON 阵列方法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EMC Symmetrix

请参见第 160 页的“配置 EMC_TimeFinder
方法的策略”。

HP EVA

请参见第 166 页的“为 HP EVA 阵列方法配
置 NetBackup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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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DS6000 和 DS8000

请参见第 172 页的“为
IBM_DiskStorage_FlashCopy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IBM DS4000

请参见第 176 页的“配置
IBM_StorageManager_FlashCopy 的
NetBackup 策略”。

Hitachi SMS/WMS/AMS、USP/NSC、
USP-V/VM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为 Hitachi_ShadowImage
或 Hitachi_CopyOnWrite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HP-XP

请参见第 183 页的“配置
HP_XP_BusinessCopy 和
HP_XP_Snapshot 的 NetBackup 策略”。

磁盘阵列配置任务图
下图显示了磁盘阵列的快照备份所需的主要组件和任务。其中一些任务必须由阵列
管理员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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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用于在光纤通道上执行磁盘阵列备份的组件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定义
NetBackup 策略

LAN
对客户端 HBA 进行
分区；请参见
硬件的
随附文档
SAN

磁盘阵列：
在阵列上
配置虚拟 设备
(LUN)； 请参见
阵列的随附文档。

光纤通道 SAN

磁盘阵列
主机： 为该主机
配置
NetBackup 登录
凭据*

HBA

HBA

NetBackup
客户端：安装
HBA 和阵列
CLI 软件；
请参见
硬件的
随附文档

NetBackup
备用客户端
（可选）

* 一些阵列没有单独的-前端主机； 必须为阵列本身定义
NetBackup 凭据。 该阵列会验证 NetBackup 凭据。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配置任务
本主题介绍与 NetBackup 客户端主机操作系统有关的配置任务。

关于动态多路径
在 SAN 光纤中，从主机到磁盘阵列上的设备存在多个路径很有益处（可实现冗
余）。动态多路径软件有以下用途：
■

管理这些路径，以便一个时刻只使用一个路径

■

当正在使用的某个路径出现故障时，可切换到另一个路径

Snapshot Client 支持 Solaris 和 Windows 上的 EMC PowerPath 动态多路径软件。
由于存在阻碍动态导入设备的限制，PowerPath 在 Linux 上不受支持。
对于某些阵列，Snapshot Client 在安装或未安装 PowerPath 的多路径配置下运行，
因为所有可见的设备路径都提供对阵列设备的对等访问权限。EMC Symmetrix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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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EVA 阵列以这种方式运行。对于其他阵列，如果某个阵列设备存在多个设备路
径，则 Snapshot Client 只能使用其中的一个路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
PowerPath 来确保 Snapshot Client 始终使用活动的设备路径。EMC CLARiiON 以
这种方式运行。如果未使用 PowerPath，并且磁盘阵列为 EMC CLARiiON，则必
须配置光纤通道交换机，以便只将一个路径分区到 NetBackup 客户端。

HBA 配置
支持的 HBA 是 Emulex 和 Qlogic。JNI HBA 不受支持。

HBA 持久性目标绑定
必须为每个 HBA 配置持久性目标绑定。没有持久性绑定，将无法在主机上保证阵
列的目标号。持久性设备目标号可确保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主机重新启动时，快照
会出现在相同的设备位置。有关配置持久性绑定的帮助信息，请参考 HBA 供应商
提供的文档。
注意：如果在 Solaris 上使用 Leadville 驱动程序，则不需要持久性目标绑定。

关于 Solaris sd.conf 文件
/kernel/drv/sd.conf 文件中必须包含足够的条目才允许动态导入快照设备。快照

设备在备份开始时创建，并且必须在不重新启动操作系统的情况下就可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可见。应向 sd.conf 文件中添加对应于为 HBA 配置的持久性目标号的条
目。
注意：如果使用 Leadville 驱动程序，则不必修改 sd.conf 文件。
Symantec 建议您为要在其上创建快照的所有磁盘阵列目标添加 LUN 0-15。这会在
可用于导入备份所需的快照（克隆、镜像和写时复制快照）的每个目标上创建 16
个主机端 LUN。如果 16 个主机端 LUN 对于某个特定的磁盘阵列目标而言还不够，
则应为该目标添加更多的 LUN。请注意，将快照导入 NetBackup 客户端时，应从
未使用的最低主机端 LUN 开始依次导入快照。主机端 LUN 池在磁盘阵列上管理。
磁盘阵列无法确定在 sd.conf 中配置了哪些主机端 LUN。该阵列只能确定尚未分配
给主机的主机端 LUN。如果阵列在尚未在 sd.conf 中配置的主机端 LUN 处添加设
备，则该设备将在主机上不可见。此外，如果要使用备用客户端备份，请务必在备
用客户端上正确配置 sd.conf。
修改 sd.conf 后必须重新启动。
Symmetrix 阵列预先分配主机端 LUN（即，LUN 不是在导入设备时设置的）。必
须针对 Symmetrix 目标号将这些预先选定的 LUN 输入到 sd.conf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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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使用 EMC 控制中心 (ECC) 界面确定 Symmetrix 主机端 LUN 编号，请
注意 ECC 将以十六进制格式显示主机端 LUN 编号。因为 sd.conf 中的 LUN 条目
必须是十进制格式，所以在将其添加到 sd.conf 之前，应将十六进制值转换为十进
制值。
如果 Symmetrix 阵列持久绑定在目标 5，并且 Symmetrix 设备的主机端 LUN 是
65、66、67，则应将下列条目添加到 sd.conf 中。
name="sd" class="scsi" target=5 lun=65;
name="sd" class="scsi" target=5 lun=66;
name="sd" class="scsi" target=5 lun=67;

Solaris sd.conf 文件（仅限 Hitachi 阵列）
在运行备份之前，必须在客户端（及所有备用客户端）上的 /kernel/drv/sd.conf
文件中配置足够数量的静态设备（阵列 LUN），以满足备份所需的快照设备数。
注意：Hitachi 阵列不支持动态导入快照设备。

Linux modprobe.conf 文件
/etc/modprobe.conf 文件必须设置为允许光纤通道 HBA 驱动程序扫描查找大于

0 的 LUN。请确保下面一行（或类似的其他内容）出现在 modprobe.conf 文件中：
options scsi_mod max_luns=255

如果该行不存在，请将其添加到 modprobe.conf 中并输入以下内容：
#mv /boot/initrd-linux_kernel_version.img
/boot/initrd-linux_kernel_version.img.bak
#mkinitrd -v /boot/initrd-linux_kernel_version.img
linux_kernel_version

其中，linux_kernel_version 是从 uname -r 返回的值（例如，2.6.9-34.Elsmp）。

验证 NetBackup 客户端访问、区域划分以及 LUN 掩码
可以使用 nbfirescan 命令来验证 NetBackup 客户端是否可以访问阵列设备，阵列
是否已正确分区，以及 LUN 是否已进行 LUN 掩码。请注意，nbfirescan 只向主
机显示已实际进行 LUN 掩码的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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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NetBackup 客户端访问、区域划分以及 LUN 屏蔽
◆

在客户端上输入以下内容：
■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nbfirescan

■

Windows
\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ymantec
Shared\VxFI\4\Bin\nbfirescan.exe

此命令查询主机的 SCSI 总线，获取可见的所有 SCSI（或光纤）挂接设备。
请注意关于 CLARiiON 的以下几点：
■

如果客户端的 CLARiiON 存储组内存在 LUN，则这些 LUN 将包括在输出中。

■

如果不存在可见的 LUN，但将阵列分区为允许主机看到它，则输出中将包括
DGC LUNZ 条目。此条目是一个特殊的 LUN，CLARiiON 使用它在客户端与阵
列之间进行通信。一旦 LUNZ 条目放入提供给客户端的存储组，该条目将被另
一个磁盘条目取代。

Solaris 输出示例（后面带有描述）：

DevicePath
Vendor Product ID
EnclosureId DeviceId [Ctl,Bus,Tgt,Lun]
--------------------------------------------------------------------------------/dev/rdsk/c3t4d57s2 EMC
SYMMETRIX
000187910258 013C
[00,00,00,00]
/dev/rdsk/c3t6d10s2 HP
HSV200
5000-1FE1-5007-0020
6005-08B4-0010-5F49-0000-5000-408F-0000
[00,00,00,00]

注意：输出的最后一行换行。
DevicePath

当它存在于客户端主机上时，表示设备的实际访问点。

EnclosureId

对于每个物理磁盘阵列此项是唯一的。

DeviceId

对于磁盘阵列中的物理磁盘或虚拟磁盘此项是唯一的。磁盘阵列
ID/设备 ID 对包含磁盘阵列中特定物理或虚拟磁盘的名称，该名
称独立于客户端主机。

Ctl,Bus,Tgt,Lun

控制器、总线、目标和 LUN 是从客户端主机的角度指定特定物
理或虚拟磁盘的元素。

Linux 输出示例（换行到合适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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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Path Vendor Product ID EnclosureId
DeviceId
[Ctl,Bus,Tgt,Lun]
--------------------------------------------------------------------------------/dev/sdb
DGC
RAID 5
APM00050602951
60:06:01:60:83:B0:11:00:4D:C4:8A:1D:
35:EC:DA:11 [01,00,00,00]
/dev/sdc
DGC
RAID 5
APM00050602951
60:06:01:60:83:B0:11:00:4C:C4:8A:1D:
35:EC:DA:11 [01,00,00,01]
/dev/sdd
DGC
RAID 5
APM00050602951
60:06:01:60:83:B0:11:00:4B:C4:8A:1D:
35:EC:DA:11 [01,00,00,02]
/dev/sde
DGC
RAID 5
APM00050602951
60:06:01:60:83:B0:11:00:4A:C4:8A:1D:
35:EC:DA:11 [01,00,00,03]
/dev/sdf
HP
HSV200
5000-1FE1-5007-0020 6005-08B4-0010-5F49-0000-5000-22F8-0000
[01,00,01,01]
/dev/sdg
HP
HSV200
5000-1FE1-5007-0020 6005-08B4-0010-5F49-0000-5000-22FF-0000
[01,00,01,02]
■

大多数输出行都换行。

■

DGC 指定一个 CLARiiON 设备。

关于 VSS 配置 (Windows)
在 Windows 客户端上，VSS 在备份期间用于在磁盘阵列上创建快照。如这些章节
所述，可能需要某些预配置步骤。

关于 NetBackup 阵列凭据的注意事项
对于某些磁盘阵列，必须为 NetBackup 提供登录凭据，以便它可以访问阵列。请参
见本章相应的部分来配置 NetBackup，以使它可以访问阵列。
注意：对于使用具有“即时恢复”的 Windows VSS 快照方法的磁盘阵列备份，在
运行此备份前，请务必配置 NetBackup 磁盘阵列凭据（如果阵列要求）。如果
NetBackup 不具有在备份期间访问阵列的凭据，则“即时点回滚”将失败。

某些阵列的初始配置
某些阵列需要进行一些初始配置才能使用 VSS 方法进行备份。
CLARiiON

除安装必需的阵列软件和 VSS 提供程序除外，无需其他任何
与 VSS 有关的预配置。
请参见第 143 页的“Symantec 对 VSS 快照和 EMC CLARiiON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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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 EVA

除安装必需的阵列软件和 VSS 提供程序除外，无需其他任何
与 VSS 有关的预配置。有关其他任何配置要求，请参见本章
关于阵列的小节。

Symmetrix

您必须将阵列中的源设备与要用于差异式（写时复制）或基
于 plex 的（克隆或镜像）备份的目标设备关联。

注意：对于 Symmetrix 阵列，NetBackup 支持将 VSS 用于
差异式（写时复制）备份，但不支持将它用于基于 plex 的
（克隆或镜像）备份。
EMC TimeFinder 快照

请参见第 139 页的“为使用 EMC TimeFinder 快照的 VSS 差异
式快照创建 EMC 磁盘组”。
请参见第 140 页的“验证 VSS 能否创建快照”。
请参见第 142 页的“测试 EMC TimeFinder 快照备份”。

为使用 EMC TimeFinder 快照的 VSS 差异式快照创建 EMC 磁
盘组
使用以下过程。
为使用 EMC TimeFinder 快照的 VSS 差异式快照创建 EMC 磁盘组

1

创建一个包含任意数量的主磁盘和辅助磁盘的磁盘组。
symdg create nbfim_test

创建一个名为 nbfim_test 的磁盘组。

2

向该磁盘组中添加主磁盘。
symld -g nbfim_test add dev 02A

向 nbfim_test 磁盘组中添加主磁盘 02A。

3

向磁盘组中添加 VDEV 磁盘。
symld -g nbfim_test add dev 08C -vdev

向 nbfim_test 磁盘组中添加 VDEV 磁盘 08C。
成功输入上述命令后，NetBackup 就可以用主设备 02A 及其目标 VDEV 08C
创建快照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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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VSS 能否创建快照
在完成预配置或使用 Windows VSS 方法运行备份前，请验证卷影复制服务能否在
阵列上创建和删除快照。
以下过程中使用的命令在 Microsoft Volume Shadow Copy SDK 7.2 中可用。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可以使用以下过程中的命令。
注意：如果这些命令未成功，请查阅 Windows 文档或咨询阵列管理员。
验证 VSS 能否创建或删除快照

1

要创建快照，请输入以下命令之一。
■

对于差异式（写时复制）快照：
vshadow.exe -ad -nw -p source_drive

■

对于 plex（克隆或镜像）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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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hadow.exe -ap -nw -p source_drive

2

要显示有关客户端上所有现有快照的信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vshadow.exe -q

输出示例：
VSHADOW.EXE 2.2 - Volume Shadow Copy sample client
Copyright ©) 2005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Option: Query all shadow copies)
- Setting the VSS context to: 0xffffffff
Querying all shadow copies in the system ...
* SNAPSHOT ID = {ae445cc3-e508-4052-b0f6-a5f02cf85f1e} ...
- Shadow copy Set: {6665f5f7-6468-4a22-bd73-29ef8a30a760}
- Original count of shadow copies = 1
- Original Volume name:
\\?\Volume{0db3bc15-53b1-4d63-94dc-7c7d28b172cb}\ [K:\]
- Creation Time: 4/10/2007 2:02:13 PM
- Shadow copy device name:
\\?\Volume{55226978-3131-4a12-8246-97ace27cf976}
- Originating machine: oil.fun.com
- Service machine: oil.fun.com
- Not Exposed
- Provider id: {21e5ab69-9685-4664-a5b2-4ca42bddb153}
- Attributes: No_Auto_Release Persistent Hardware
No_Writers
Plex

3

要删除快照，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vshadow.exe -q 命令输出中查找上面创建的快照的 Shadow copy Set
ID。

■

输入以下命令可删除某个特定快照：
vshadow.exe -dx = {Shadow_copy_set_ID}

■

输入以下命令可删除客户端上的所有快照：
vshadow.ex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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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 EMC TimeFinder 快照备份
完成本章介绍的 Symmetrix 配置步骤并运行备份后，可以验证快照是否成功。
测试 EMC TimeFinder 快照备份
◆

输入以下命令验证快照是否成功。
symsnap -g nbfim_test query -multi
-multi 选项显示多个快照。

例如：
C:\Program Files\EMC\SYMCLI\bin\symsnap -g dmx-5D query -multi

其中 dmx-5D 是 Symmetrix 设备组的名称。
输出示例：
Device Group (DG) Name: dmx-5D
DG's Type
: REGULAR
DG's Symmetrix ID
: 000187910258
Source Device
Target Device
State
Copy
------------------------- ------------------- ---------- ------------ ---Protected
Changed
Logical
Sym
Tracks
Logical
Sym
G
Tracks
SRC <=> TGT
------------------------- ------------------- ---------- ------------ ---DEV001

005D

Total
Track(s)
MB(s)

273108

VDEV001
276208

01A8
VDEV002

-------552417
17263.0

X
01A9

X

(%)

CopyOnWrite
0
2 CopyOnWrite

---------3
0.1

如果 SRC <=> TGT 值为 CopyOnWrite，则说明快照已成功创建。

关于 EMC CLARiiON 阵列
以下几节介绍使用 EMC CLARiiON 阵列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备份的背景
信息和配置任务。在运行备份之前，必须先完成这些任务。

针对 UNIX 的 EMC CLARiiON 软件要求
表 9-2 显示了所需的 EMC 软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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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测试配置中使用的软件版本，请参见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文档，网址为：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表 9-2

EMC CLARiiON 所需的软件

软件

安装位置

Navisphere Secure CLI

NetBackup 客户端

Navisphere Agent

NetBackup 客户端

CLARiiON SnapView 软件

EMC 磁盘阵列

CLARiiON FLARE 操作环境

EMC 磁盘阵列

Symantec 对 VSS 快照和 EMC CLARiiON 的支持
Symantec 有一个开放性支持策略适用于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的 VSS 快
照。如果供应商支持 Windows 平台的 VSS 提供程序，Symantec 将为本地快照、
备用客户端、FlashBackup 本地快照和 FlashBackup 备用客户端方法提供支持。要
将 CLARiiON 磁盘阵列与 VSS 一起使用，请向 EMC Corporation 获取必需的软件
及版本。EMC 以软件包形式提供这些软件，以确保软件组件处于正确的级别，并能
正常运行。
请注意，VSS 提供程序的开放式支持策略不适用于即时恢复。要将 VSS 与
NetBackup 即时恢复功能一起使用，请参考 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兼容
性列表，以了解 NetBackup 为实现阵列的即时恢复所支持的组件。可从以下 URL
获取该兼容性列表：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26901

EMC CLARiiON 的已安装软件的图示
图 9-2 显示了 NetBackup 客户端和 UNIX 的 CLARiiON 阵列上的软件组件，并指
出了每个组件的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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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

NetBackup 客户端和 CLARiiON 阵列上的软件

UNIX 客户端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创建
快照

还原
数据

创建快照或还原

Navisphere Secure
CLI

Navisphere Agent

向阵列
注册主机

EMC CLARiiON
阵列
FLARE 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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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从客户端到阵列的连通性
NetBackup 通过 EMC Navisphere Secure CLI 与阵列通信。要确认 CLI 已安装，
并且 NetBackup 可以与 EMC CLARiiON 阵列通信，请在每台 NetBackup 客户端
上输入以下命令。请注意，如果已创建 Navisphere 安全文件，则不必在该命令中
提供用户名、密码和范围。
验证从客户端到阵列的连通性

1

输入以下命令：
■

在 UNIX 上：
/opt/Navisphere/bin/naviseccli –h CLARiiON_hostname -user
array_admin_username -password array_admin_password -scope 0
getagent

■

在 Windows 上：
Program Files\EMC\Navisphere CLI\naviseccli –h CLARiiON_hostname
-user array_admin_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scope 0 getagent

此命令的输出示例：
Agent Rev:
Name:
Desc:
Node:
Physical Node:
Signature:
Peer Signature:
Revision:
SCSI Id:
Model:
Model Type:
Prom Rev:
SP Memory:
Serial No:
SP Identifier:
Cabinet:

6.19.1 (2.6)
K10
A-APM041147024
K10
1218092
1099522
2.19.500.5.027
0
CX500
Rackmount
3.60.00
2048
APM041147024
A
DPE2

如果该命令失败，则必须先解决问题，然后才能执行进一步的阵列配置。
此问题的可能原因有：
■

未安装 Navisphere Secure CLI 或其他阵列界面。

■

安装的 Navisphere Secure CLI 不是受支持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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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43 页的表 9-2。
■

阵列凭据无效。
注意：在 AIX 或某些 UNIX 主机上，如果
/usr/openv/lib/vxfi/configfiles/emcclariionfi.conf 文件中的

Navisphere Secure CLI 位置条目不正确，则 EMC_CLARiiON 阵列的快照
创建可能会失败。
例如，在 AIX 主机上的以下位置发现
naviseccli：/usr/lpp/NAVICLI/naviseccli。确认 naviseccli 路径正
确，并将以下文件路径和名称条目添加到
/usr/openv/lib/vxfi/configfiles/emcclariionfi.conf 文件。

2

■

FILEPATH_NAVISEC_EXE"="filepath"

■

FILENAME_NAVISEC_EXE"="filename"

有关更多故障排除信息，请查阅阵列的随附文档。

关于通过网络解析主机名
要与 Snapshot Client 一起使用的所有 NetBackup 客户端都必须可以通过网络命名
服务（如 DNS）解析。NetBackup 使用网络命名服务来查找客户端的主机名、完
全限定域名和 IP 地址。然后，NetBackup 在尝试进行 LUN 屏蔽时在 CLARiiON 存
储组中查找上述三项中的任一项。

将 NetBackup 配置为可以访问 CLARiiON 阵列
必须提供登录凭据，以使 NetBackup 客户端可以访问每个 EMC CLARiiON 阵列上
的每个存储处理器。
重要说明：对于单路径配置，必须为拥有源 LUN 和任何克隆 LUN 的 CLARiiON 存
储处理器添加凭据。对于多路径配置，必须同时为存储处理器 A 和存储处理器 B 添
加凭据。拥有 LUN 的存储处理器可以通过多路径软件来更改。（对于单路径配置，
所有 CLARiiON LUN 都只能属于一个存储处理器）。
将 NetBackup 配置为可以访问 CLARiiON 阵列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磁盘阵
列主机”节点。

2

右键单击“磁盘阵列主机”窗格，然后选择“新建磁盘阵列主机”。

3

输入 EMC CLARiiON 阵列的主机名。

4

在“磁盘阵列主机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 EMC CLARi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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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存储处理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6

清除（取消选中）“使用端口号连接”复选框。

关于使用局部范围的 CLARiiON 管理员帐户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使用全局范围的 CLARiiON 管理员帐户，而不是局部范围
的帐户。要指定局部范围的 CLARiiON 管理员帐户，必须使用 Navisphere 安全文
件来提供帐户信息（但是，要参见下面的注意事项）。Navisphere 安全文件包含
CLARiiON 管理员的用户名、密码和范围。CLARiiON 快照提供程序使用 Navisphere
安全文件（如果存在该文件）。要创建安全文件，请参见 EMC Navisphere 文档。
注意：还必须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磁盘阵列主机”对话框输入凭据。
磁盘阵列主机名不在 Navisphere 安全文件中提供。

向 CLARiiON 存储组添加客户端
所有 NetBackup 主客户端和所有备用客户端都必须存在于一个 CLARiiON 存储组
中。NetBackup 不会自动向 CLARiiON 存储组中添加客户端。
警告：Symantec 强烈建议在阵列上为每个 NetBackup 客户端都指定一个自己的
CLARiiON 存储组。如果一个存储组中存在多台客户端（主机），可能会导致数据
损坏。如果一个存储组中必须有多台主机，则必须确保“任何时刻”该存储组中都
只有一台主机在实际使用设备（只有一台主机应装入磁盘）。即使 LUN 屏蔽设备
未装入，Windows 主机可能也会实际写入该设备。因此，Windows 主机应始终位
于其自己的存储组中。
将客户端添加到 CLARiiON 存储组

1

向阵列注册客户端（主机）。

2

创建存储组。

3

向存储组中添加 NetBackup 主客户端和所有备用客户端。
有关详细信息，请咨询阵列管理员或查阅阵列的随附文档。

配置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必须先完成下面的步骤，然后 NetBackup 才能使用 CLARiiON 阵列的克隆功能。
将在随后的主题中介绍下列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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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的配置流程

步骤

操作

相关主题

步骤 1

阵列管理员创建克隆专用的 LUN。 请参见第 148 页的“使用 EMC
Navisphere Web 界面创建克隆专
用 LUN”。

步骤 2

阵列管理员创建克隆组并选择一个 请参见第 149 页的“创建一个克隆组
LUN 作为源。
并选择一个 LUN 作为源”。

步骤 3

阵列管理员将克隆 LUN 添加到克
隆组中。

请参见第 150 页的“将克隆 LUN 添
加到克隆组”。

步骤 4

阵列管理员提供源设备和目标设
备。

请参见第 151 页的“获取每个源 LUN
和克隆 LUN 的设备标识符”。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
EMC_CLARiiON_SnapView_Snapshot
的配置”。
请参见第 153 页的“为存储处理器配
置保留的 LUN 池”。

步骤 5

NetBackup 管理员使用阵列管理员 请参见第 153 页的“为 CLARiiON 阵
提供的设备标识符，为阵列配置
列方法配置 NetBackup 策略”。
NetBackup 策略。

注意：对于 Windows 客户端和 VSS 方法，必须将克隆与其源同步。

注意：这些步骤与 NetBackup 创建备份的步骤分开执行。当备份开始时，NetBackup
将克隆与源同步（如有必要），并拆分（割断）克隆使其可用于备份。
有关本节中的 EMC 阵列术语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EMC CLARiiON 文档。

使用 EMC Navisphere Web 界面创建克隆专用 LUN
必须为拥有克隆源 LUN 的每个 CLARiiON 存储处理器配置一个克隆专用 LUN。克
隆专用 LUN 存储客户端数据中在使用克隆时由传入的写入请求更改的那些部分。
克隆专用 LUN 在割断克隆 LUN 和进行同步时使用。
克隆专用 LUN 可以是至少包含 250,000 个块的任何绑定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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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MC Navisphere Web 界面创建克隆专用 LUN

1

右键单击阵列名称。

2

右键单击 Snapview 节点，然后选择“克隆功能属性”。

3

选择需要标注为“克隆专用 LUN”的 LUN。
为包含克隆源 LUN 的每个存储处理器选择一个克隆专用 LUN。（您必须知道
给定的 LUN 属于哪个存储处理器）。每个存储处理器只需要一个克隆专用
LUN。如果需要更多空间，则可在以后添加更多克隆专用 LUN。

创建一个克隆组并选择一个 LUN 作为源
使用以下过程可创建一个克隆组并选择一个 LUN 作为源。
创建一个克隆组并选择一个 LUN 作为源

1

在 EMC Navisphere Web 界面中，右键单击 Snapview 节点，然后选择“创
建克隆组”。

2

输入克隆组的名称。

3

选择要克隆的源 LUN（将与该组关联的源 LUN）。此 LUN 包含要复制到克隆
中的数据。

149

为磁盘阵列配置快照方法
关于 EMC CLARiiON 阵列

将克隆 LUN 添加到克隆组
使用以下过程。
将克隆 LUN 添加到克隆组

1

在 EMC Navisphere Web 界面中，在 SnapView >“克隆”节点上，右键单击
克隆组的名称，然后选择“添加克隆”。

2

从列表中选择要添加到克隆组的 LUN。
接受“高级参数”、“恢复策略”和“同步速率”的默认值。
■

不要选择包含重要数据的 LUN。否则，LUN 上的任何数据都将被此过程重
写。

■

要添加的克隆数取决于需要同时保留的源 LUN 的即时点副本数。每个源
LUN 的克隆数的上限为 8 个。
该值应当与 NetBackup 策略的“快照选项”对话框中的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配置参数中的“最多快照数”设置相匹
配。
请参见第 88 页的““最多快照数”参数”。

3

当您单击“应用”时，Navisphere 便开始将源 LUN 中的数据复制到选定的
LUN，从而创建克隆 LUN。
克隆 LUN 上以前的任何数据都将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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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每个源 LUN 和克隆 LUN 的设备标识符
NetBackup 策略需要阵列的唯一 ID 条目。如果阵列管理员为设备提供了 LUN，则
必须将这些 LUN 转换为 NetBackup 策略“快照资源”窗格中的条目的唯一 ID。可
以通过如下所述的两种方法之一获取 LUN 的唯一 ID。
获取每个源 LUN 和克隆 LUN 的设备标识符

1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输入以下命令：
/opt/Navisphere/bin/naviseccli -address CLARiiON_hostname -user
array_admin_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scope 0 getlun
lun_number -uid

2

按原样记录此命令返回的 UID 字符串。此 UID 是 LUN 的唯一 ID。
例如，要获取 LUN 67 的唯一 ID，请输入以下命令：
/opt/Navisphere/bin/naviseccli -address CLARiiON_hostname -user
array_admin_username -password password -scope 0 getlun 67
-uid

输出示例：
UID: 60:06:01:60:C8:26:12:00:4F:AE:30:13:C4:11:DB:11

3

要获取在 naviseccli 命令上使用的 LUN，请找到克隆组，然后检查 LUN 列表。

4

将唯一 ID 复制到 NetBackup 策略，如下所述：
■

如果在 naviseccli 命令中指定的 LUN 是克隆组的源 LUN，请将唯一 ID 复
制到 NetBackup 策略的“添加快照资源”对话框的“源设备”字段中。我
们提供了有关该对话框的帮助信息。
请参见第 154 页的“使用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方法配置策略”。

■

如果在 naviseccli 命令上指定的 LUN 是克隆 LUN，请将唯一 ID 复制到“快
照设备”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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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avisphere Web 界面

1

要查找 LUN 的唯一 ID，请在 Navisphere Web 界面中右键单击该 LUN，然后
选择“属性”。

2

查看“唯一 ID”字段。
编写本书时，尚无法从 Navisphere Web 界面复制和粘贴唯一 ID。应使用
naviseccli 命令来复制和粘贴 ID。

“唯一 ID”字段

存储处理器

关于 EMC_CLARiiON_SnapView_Snapshot 的配置
必须为每个拥有您要为其创建 SnapView 快照的源 LUN 的存储处理器配置保留的
LUN 池。（从 FLARE x.24 版本开始，一个组合的保留 LUN 池同时作为两个存储
处理器的 LUN 池而存在）。保留的 LUN 池存储客户端数据中在快照处于活动状态
期间由传入的写入请求更改的那些部分。
在配置保留的 LUN 池之前请注意以下几点。
■

对于作为快照的主体（即参与快照）的每个源 LUN，保留的 LUN 池必须至少包
含一个 LUN。任何可用的 LUN 都可以添加到保留的 LUN 池中，前提是该 LUN
属于拥有源 LUN 的存储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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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的 LUN 池中的 LUN 是专用 LUN，因而不能属于存储组。存储处理器管理
其保留 LUN 池，并自动将一个或多个专用 LUN 分配给源 LUN。此分配基于源
LUN 中发生的快照活动的数目。此活动可能是一个忙碌快照或多个快照所致。

■

在快照处于活动状态期间，源端上的客户端写活动会占用保留的 LUN 池中的更
多空间。向保留的 LUN 池中添加更多 LUN 会增加保留的 LUN 池的大小。存储
处理器会在需要时自动使用一个 LUN。

■

所有快照都共享保留的 LUN 池。如果两个不同的源 LUN 上有两个快照处于活
动状态，则保留的 LUN 池必须至少包含两个专用 LUN。如果两个快照属于同一
个源 LUN，则这两个快照将共享保留的 LUN 池中的同一个（或多个）专用
LUN。

为存储处理器配置保留的 LUN 池
在 EMC Navisphere Web 界面中，执行以下操作：
为存储处理器配置保留的 LUN 池

1

在阵列节点下，右键单击“保留的 LUN 池”，然后选择“配置”。

2

在“配置保留的 LUN 池”对话框中的“可用的 LUN”下，选择要添加到保留
的 LUN 池中的 LUN。
对于每个源 LUN，保留的 LUN 池必须至少包含一个 LUN。

3

对于 2.24 之前的 FLARE 版本，请单击“添加到 SPA LUN 池”（对于存储处
理器 A）或“添加到 SPB LUN 池”（对于存储处理器 B）。
检查源 LUN 的属性，以确定它所属的存储处理器。

4

单击“确定”或“应用”。
每个保留的 LUN 池节点都会显示该池中有多少可用空间。
保留的 LUN 池所需的空间量取决于在快照生命期内源 LUN 中有多少唯一块发
生了变化。如果现有 LUN 池中所剩空间无几，则应当向 LUN 池中添加新的
LUN。
通常，创建的快照越多，保留的 LUN 池中所需的空间也就越多。如果 LUN 池
空间用尽，则附加到备份的快照可能会变得不活动，并且将来的快照备份会失
败。

为 CLARiiON 阵列方法配置 NetBackup 策略
会提供用于设置 NetBackup 策略的常规帮助。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Snapshot Client 策略”。

153

为磁盘阵列配置快照方法
关于 EMC CLARiiON 阵列

为 CLARiiON 阵列方法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策略“属性”选项卡上的“执行快照备份”
框。

2

单击“ 选项”选项以显示“快照选项”对话框。

3

在“快照方法”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 CLARiiON 方法。要配置此方法，请参
见后面某一主题。

使用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方法配置策略
在策略的“快照选项”对话框中，必须在“快照资源”窗格中指定以下信息。使用
这些信息，NetBackup 可以在执行 SnapView 克隆备份时按正确的顺序依次使用各
克隆 LUN。在备份中使用了所有克隆 LUN 后，NetBackup 会自动确定哪个克隆是
最旧的。NetBackup 终止最旧的克隆，以便将其重新用于当前的备份。
使用 EMC CLARiiON Snapview 克隆方法配置策略

1

获取以下源和克隆 LUN 的信息：
■

阵列序列号（在 EMC Navisphere Web 界面中，右键单击阵列名称，然后
选择“属性”）。

■

包含主数据的源 LUN 的唯一 ID。

■

用于快照的目标 LUN 的唯一 ID。

请参见第 151 页的“获取每个源 LUN 和克隆 LUN 的设备标识符”。
或者咨询您的阵列管理员。

2

如下所述，将这些值复制并粘贴（或键入）到 NetBackup 策略的“添加快照资
源”对话框中的相应字段。
策略的“备份选择”指定为其创建备份快照的一组（一个或多个）源 LUN。对
于在策略的“备份选择”列表中指定的每个源 LUN，都可以采用下面的过程。
请参见第 154 页的“配置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方法”。

配置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方法
使用以下过程可配置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方法。
配置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方法

1

在“快照选项”对话框上选择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后，单击
“添加”。

2

在“添加快照资源”对话框中，在“阵列序列号”字段中输入阵列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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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源设备”字段中输入源 LUN 的唯一 ID。

4

在“快照设备”字段中输入克隆 LUN 的唯一 ID。要输入多个 ID，请在各 ID
之间用分号隔开。
对于“即时恢复备份”，快照设备条目决定了快照的保留位置和顺序。
请参见第 88 页的““快照资源”窗格”。

EMC_CLARiiON_Snapview_Snapshot 方法
在策略的“快照选项”对话框中，可以设置 EMC_CLARiiON_Snapview_Snapshot
方法的“最多快照数 (仅限即时恢复)”参数。最大值为 8。
请参见第 88 页的““最多快照数”参数”。

常见 CLARiiON 阵列配置问题
请注意关于 CLARiiON 阵列的以下几点：
不要使用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方法和
EMC_CLARiiON_Snapview_Snapshot 方法来备份同一个源 LUN。当尝试从
EMC_CLARiiON_Snapview_Snapshot 快照执行回滚还原时，如果与源 LUN 关联
的克隆当前已同步，则还原将失败。

关于 EMC Symmetrix 阵列
后面各主题包含使用 EMC Symmetrix 阵列的快照备份的背景信息和配置任务。在
运行备份之前，必须先完成这些任务。

EMC Symmetrix DMX 软件要求
表 9-4 显示了所需的 EMC 软件。
表 9-4

EMC Symmetrix 所需的软件

软件

安装位置

版本

EMC Solutions Enabler

NetBackup 客户端

关于测试配置中使用的版本，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Symantec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网址为：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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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安装位置

版本

Symmetrix Solutions
Enabler 许可证

NetBackup 客户端

关于测试配置中使用的版本，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Symantec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网址为：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克隆仿真标志可能导致快照失败
在以下情况下，克隆仿真标志可能会导致快照失败：
■

操作系统为 Windows。

■

使用 EMC DMX 阵列。

■

在创建 BCV 关系时将克隆仿真标志设置为 TRUE。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EnableCloneEmulation Windows 注册表项未设置为 TRUE，
快照可能会失败。为了使快照成功，请将该项设置为 TRUE。
可以在以下位置找到此注册表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EMC\ShadowCopy
注册表详细信息：
■

名称：EnableCloneEmulation

■

类型：REG_SZ

可能的值包括：
■

TRUE：启用 Symmetrix 阵列克隆仿真。

■

FALSE：禁用 Symmetrix 阵列克隆仿真。

EMC 快照操作失败
如果 EnforceStrictBCVPolicy 注册表项未设置为 TRUE，则快照失败。为了使快照
成功，请将该项设置为 TRUE。此注册表项位于以下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EMC\ShadowCopy

注册表详细信息：
■

名称：EnforceStrictBCVPolicy

■

类型：REG_SZ

可能的值包括：
■

TRUE：表示 EMC VSS 提供程序强制实施严格的 BCV 循环策略，其中仅当
BCV 当前不属于快照时才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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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SE：表示 EMC VSS 提供程序不会强制实施 BCV 循环策略，而使 VSS 请
求方强制实施。

支持 EMC Symmetrix 与卷影复制服务一起使用
要将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与卷影复制服务一起使用，请向 EMC Corporation
获取必需的软件及版本。EMC 以软件包形式提供这些软件，以确保软件组件处于正
确的级别，并能正常运行。

使用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的前提条件
使用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组前，请注意以下前提条件：
■

必须在阵列管理员分配源设备和目标设备后，您才能创建 NetBackup 策略。请
从阵列管理员那里获取设备标识符。

■

阵列管理员必须为所有 NetBackup 客户端分配一个 gatekeeper 设备和一个
VCMDB（卷配置管理数据库）。存储服务器也应配置相应数量的 gatekeeper
设备。
注意：Gatekeeper 设备对于 UNIX 客户端不是必需的。
VCMDB 是一个虚拟 LUN 数据库，其中记录对客户端可见的那些 LUN。
Gatekeeper 是一种小型磁盘，DMX 用它在客户端与阵列之间传递命令。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以使用 EMC Symmetrix
使用以下过程可将 NetBackup 客户端配置为使用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
将 NetBackup 客户端配置为使用 EMC Symmetrix 磁盘阵列

1

在要用于监视设备的 Windows 主机上，安装 EMC Solutions Enabler 和
gatekeeper 设备。一般来说，不会为 NetBackup 生产客户端分配 gatekeeper
设备，而是通过一台远程主机对 NetBackup 生产客户端进行监视。
UNIX 客户端不需要 EMC Solutions Enabler。Gatekeeper 设备对于 UNIX 客
户端不是必需的。

2

使用 symlmf 命令注册 EMC 许可证密钥。

3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中发现 HBA，以使 NetBackup 客户端可以在阵列中执行
LUN 屏蔽操作。
要发现主机 HBA，请运行以下 Solutions Enabler SYMCLI 命令：
symmask.exe discover hba

输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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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metrix ID
: 000292603831
Device Masking Status : Success
Identifier
---------------2100001b3212c04f

Type
----Fibre

User-generated Name
--------------------------------2100001b3212c04f/2100001b3212c04f

Symmetrix ID
: 000492600276
Device Masking Status : Success
Identifier
---------------2100001b3212c04f

Type
----Fibre

User-generated Name
--------------------------------2100001b3212c04f/2100001b3212c04f

如果输出中未出现 Symmetrix ID，则说明存在连通性问题。
如果该命令失败，则必须先解决问题，然后才能执行进一步的阵列配置。 此问
题可能是由于（但不一定限于）以下原因所致：
■

未安装 Solutions Enabler 界面。

■

NetBackup 客户端可能未正确分区，因而看不到阵列。

有关更多故障排除信息，请查阅阵列的随附文档。

关于将 NetBackup 配置为可以访问 Symmetrix 阵列
无需为 Symmetrix 配置阵列凭据。NetBackup 与阵列之间的所有通信都通过 SYMCLI
进行。如果有多个 Symmetrix 阵列连接到 NetBackup 客户端，则 NetBackup 会自
动向正确的 Symmetrix 发送 SYMCLI 命令。

关于 EMC_TimeFinder_Mirror 的配置
EMC_TimeFinder_Mirror 方法使用 Symmetrix Business Continuance Volume（业
务连续卷，BCV），以允许 NetBackup 执行镜像备份。对于此方法，假定 Snapshot
Client 源设备是 STD 设备，并假定目标快照资源是 BCV 设备。BCV 设备通常由
EMC 技术代表创建。EMC_TimeFinder_Mirror 方法要求源设备或标准设备 (STD)
与快照设备 (BCV) 完全同步（已确立）。BCV 设备只有在确实已存在的情况下，
才能同步和用于 NetBackup 备份。

完全同步 STD/BCV 镜像对
确保每个目标 (BCV) 磁盘都与其源 (STD) 完全同步。实现此同步的一种方法如下。

158

为磁盘阵列配置快照方法
关于 EMC Symmetrix 阵列

完全同步 STD/BCV 镜像对

1

创建一个临时文件，其中只包含以空格隔开的源设备 ID 和目标设备 ID（一个
临时文件中只能有一个源/目标对）。
例如，如果源 (STD) 设备 ID 是 0050，目标 (BCV) 设备 ID 是 0060，则临时
文件中应包含以下内容：
0050 0060

2

使用 symmir 命令来完全建立镜像对。
symmir -sid 000187910258 establish -f temp_file -full

镜像对一旦同步，便可用于 NetBackup 策略。同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例
如，8GB STD/BCV 对可能需要 5 到 10 分钟的时间才能进入同步状态。

3

检查镜像对的状态：
symmir -sid 000187910258 query -file temp_file

确保 temp_file 名称与上面使用的 temp_file 名称相匹配。

4

在输出中，在 State 列下查找 Synchronized。当镜像对进入同步状态时，即
可用于备份。

关于 EMC_TimeFinder_Clone 的配置
EMC_TimeFinder_Clone 方法将 Symmetrix 标准设备 (STD) 用作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源设备，并将 TimeFinder Clone 副本用作快照设备。任何
Symmetrix STD 或 BCV 设备均可用作 EMC_TimeFinder_Clone 方法的快照资源。
此方法不要求在备份之前在主设备与辅助设备之间建立克隆关系。NetBackup 自动
在 Symmetrix 复制会话的上下文中管理主/从克隆关系。

在执行即时点回滚之前验证是否已完成克隆
NetBackup 在阵列上启动克隆创建过程。对于大型源设备，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
能完成克隆创建过程。但是，Symmetrix 阵列会使新克隆立即可用于正常还原。通
过此可用性，即使尚未完全创建克隆，只要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将作业标记为完
成，就可还原单个文件或目录。
虽然您可以在克隆完全复制之前还原个别文件或目录，但无法执行即时点回滚。要
使即时点回滚能够成功，必须先完成克隆创建过程。
如果即时点回滚在克隆完成之前已开始，则还原会失败，并且不会在活动监视器中
显示失败通知。在这种情况下，bpfis 日志中会包含 Invalid clone state,
cannot restore from device-ID to device-ID（无效克隆状态，无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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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ID 还原到 device-ID）消息，其中第一个设备 ID 是源，第二个设备 ID 是克
隆。
在执行即时点回滚之前验证是否已完成克隆

1

创建一个临时文件，其中只包含以空格隔开的源设备 ID 和目标设备 ID
例如，如果源设备 ID 是 0050，目标（克隆）设备 ID 是 0060，则该临时文件
应包含以下内容：
0050 0060

2

用 symclone 命令检查克隆的状态。例如：
symclone -sid 58 query -file /tmp/0050_0060.txt

其中 58 是以 58 结尾的 Symmetrix ID（如 000187910258）的简写形
式，/tmp/0050_0060.txt 是临时文件。

3

在输出中，在 State 列下查找 Copied。当克隆对处于 copied 状态时，即可用
于即时点回滚。

关于 EMC_TimeFinder_Snap 的配置
EMC_TimeFinder_Snap 方法使用 Symmetrix 虚拟设备 (VDEV)，以允许 NetBackup
执行写时复制快照备份。此方法不要求在备份之前，在主设备与 VDEV 设备之间建
立源/快照关系。NetBackup 自动管理源/快照关系。
VDEV 设备只有在已存在的情况下，才能用于 NetBackup 备份。虚拟设备通常由
EMC 技术代表创建。

配置 EMC_TimeFinder 方法的策略
对于 EMC TimeFinder 阵列方法（EMC_TimeFinder_Snap、
EMC_TimeFinder_Clone、EMC_TimeFinder_Mirror），应遵循以下说明。
提供了有关设置 NetBackup 策略的帮助信息。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Snapshot Client 策略”。
配置 EMC_TimeFinder 方法的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策略“属性”选项卡上的“执行快照备份”
框。

2

单击“ 选项”选项以显示“快照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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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快照方法”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 TimeFinder 方法。
在保存设备池的“值”字段中，输入一个值。也可以使用默认池。
当针对所有操作使用默认池时，设备空间会迅速被占用，备份可能会失败。但
是，当使用一个单独的池配置策略时，备份失败的可能性会减少。

4

在策略的“快照选项”对话框中，必须指定以下信息：
■

Symmetrix ID。

■

创建 TimeFinder_Mirror、Clone 或 Snapshot 的快照资源的唯一 ID。

■

在其中创建镜像、克隆或快照的目标设备的唯一 ID。

使用这些信息，NetBackup 可以在执行备份时按正确的顺序依次使用快照、克
隆或镜像。在备份中使用了所有快照、克隆或镜像后，NetBackup 会自动确定
哪个快照、克隆或镜像是最旧的。NetBackup 使最旧的快照、克隆或镜像失
效，以使其可以重复用于当前的备份。

5

请从阵列管理员那里获取这些值。

6

将这些值复制并粘贴（或键入）到 NetBackup 策略的“添加快照资源”对话框
中的相应字段。过程如下：

7

在“快照选项”对话框上选择 EMC_TimeFinder 方法后，单击“添加”。

8

在“添加快照资源”对话框中，在“阵列序列号”字段中输入 Symmetrix ID。

9

在“源设备”字段中输入源设备的唯一 ID。

10 在“快照设备”字段中输入目标设备的唯一 ID。
要输入多个 ID，请在各 ID 之间用分号隔开。ID 应该是一个四位的值。
■

对于 EMC_TimeFinder_Mirror，目标设备是 BCV 设备。

■

对于 EMC_TimeFinder_Snap，目标设备是 VDEV 设备。

■

对于 EMC_TimeFinder_Clone，目标设备是被分配以用作克隆的 STD 设
备。

11 完全按源设备 ID 和目标设备 ID 在 Symmetrix 上的显示形式输入它们。
例如，如果设备 4c 显示为 004C，则应将其输入为 004C（大小写无关紧要）。
可使用 symdev show 命令来确定设备 ID 在 Symmetrix 上的显示形式。有关该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SymCLI 文档。
对于“即时恢复备份”，快照设备条目决定了快照的保留位置和顺序。
请参见第 88 页的““快照资源”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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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HP EVA 阵列
后面几节介绍受支持的 HP 阵列的配置步骤。在运行备份之前，必须先完成这些步
骤。

与 HP EVA 阵列一起使用的前提条件
请注意关于本节中的任务的以下前提条件。如需更多帮助，请咨询阵列管理员。
■

将主机 (HBA) 添加到 EVA 阵列。所有 NetBackup 主客户端和所有备用客户端
都必须添加到 EVA 阵列。您可以使用 SSSU for HP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实用程序或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Web 接口。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考 HP EVA 文档。
EVA 阵列要求在向阵列中添加主机条目时，使用 NetBackup 客户端的全球端口
名称（不是全球节点名称）。

UNIX 的 HP EVA 软件要求
表 9-5 显示了所需的 HP 软件。
表 9-5
软件

HP EVA 所需的软件

安装位置

SSSU for HP
NetBackup 客户端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CLI)

版本
关于测试配置中使用的版本，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Symantec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网址为：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HP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Web 界面

HP Command View
EVA 服务器

关于测试配置中使用的版本，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Symantec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网址为：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HP EVA 的已安装软件的图示
图 9-3 显示了 NetBackup 客户端和 HP EVA Command View 服务器上用于 UNIX
的软件组件，并指出了各个组件的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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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NetBackup 客户端和 HP EVA 上的软件组件

UNIX 客户端
HP EVA 阵列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创建
快照
SSSU CLI

HP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还原
数据
向阵列注册主机
创建快照或还原

HP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服务器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Web 界面

Symantec 对 VSS 快照和 HP EVA 的支持
Symantec 有一个开放性支持策略适用于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的 VSS 快
照。如果供应商支持 Windows 平台的 VSS 提供程序，Symantec 将为本地快照、
备用客户端、FlashBackup 本地快照和 FlashBackup 备用客户端方法提供支持。要
将 HP EVA 磁盘阵列与 VSS 一起使用，请向 HP Corporation 获取必需的软件及版
本。HP 将这些软件以软件包形式提供，以确保软件组件处于正确的级别，并能正
常运行。
请注意，VSS 提供程序的开放式支持策略不适用于即时恢复。要将 VSS 与
NetBackup 即时恢复功能一起使用，请参考 NetBackup 7.x Snapshot Client 兼容
性列表，以了解 NetBackup 为实现阵列的即时恢复所支持的组件。可从以下 URL
获取该兼容性列表：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26901

使用 SSSU 5.0 验证从客户端到阵列的连接
NetBackup 通过 SSSU for HP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实用程序或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Web 接口与阵列进行通信。要验证是否已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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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CLI 以及 NetBackup 是否可以与阵列通信，请在每个 NetBackup 客户端上使用
以下过程。
使用 SSSU 5.0 验证从客户端到阵列的连接

1

连接到磁盘阵列主机：
/opt/hp/sssu/sssu_sunos

输出示例：
SSSU for HP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5.0 [v5.0.12]

2

登录到磁盘阵列主机：
NoSystemSelected> select manager manager_host
user=manager_username password=manager_password

3

验证能否看到由主机管理的 EVA 阵列：
NoSystemSelected> ls cell

输出示例：
Systems available on this Manager:
HPEVA4000
VRTS.EVA.ROS

请参见第 165 页的“排除 SSSU 过程中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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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SSU 6.0 验证从客户端到阵列的连接

1

连接到磁盘阵列主机：
/opt/hp/sssu/sssu_sunos

输出示例：
SSSU for HP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Version: 6.0
Build: 34

2

在出现提示时，登录到磁盘阵列主机：
Manager:disk array host name
Username:username
Password:password

3

验证能否看到由主机管理的 EVA 阵列：
NoSystemSelected> ls cell

输出示例：
Systems available on this Manager:
hpeva_2200nc07

请参见第 165 页的“排除 SSSU 过程中的故障”。

排除 SSSU 过程中的故障
如果 SSSU 命令失败，必须先解决问题，然后才能执行进一步的阵列配置。此问题
的可能原因有：
■

未安装 SSSU for HP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实用程序。

■

SSSU for HP StorageWorks Command View EVA 实用程序不是受支持的版本。

■

阵列管理器凭据无效。

有关更多故障排除信息，请查阅 EMC Storage Scripting System Reference 手册。

策略验证由于 SSSU 命令而失败
当 SSSU CLI 未在预期的路径中提供时，策略验证失败。日志会显示以下消息
Unable to locate the CLI tool /opt/hp/sssu/ at path sssu_hpux，

该错误消息的原因是该 CLI 路径与默认 CLI 路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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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复策略验证，请将以下条目添加到 hpevafi.conf 文件中：
[CLI_TOOL_INFO]
"FILEPATH"="<SSSU CLI path>"
"FILENAME"="<SSSU CLI tool file name>"

例如，对于 HP 平台，路径是：
/usr/openv/lib/vxfi/configfiles/hpevafi.conf

条目是：
[CLI_TOOL_INFO]
"FILEPATH"="/opt/hp/sssu"
"FILENAME"="sssu_hpux_parisc"

在您将这些输入手动添加到 hpevafi.conf 文件后，验证将会成功。

将 NetBackup 配置为可以访问 EVA 阵列
必须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配置登录凭据，以使 NetBackup 客户端可以访问阵
列，具体过程如下。
将 NetBackup 配置为可以访问阵列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磁盘阵
列主机”节点。

2

右键单击“磁盘阵列主机”窗格，然后选择“新建磁盘阵列主机”。

3

输入要用来访问阵列管理服务的主机名。对于某些阵列，阵列管理服务在单独
的主机上运行；而对于其他阵列，该服务在阵列本身上运行。

4

在“磁盘阵列主机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 HP EVA。

5

输入阵列管理服务的用户名和密码。

6

清除（取消选中）“使用端口号连接”框。

为 HP EVA 阵列方法配置 NetBackup 策略
提供了有关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设置 NetBackup 策略的帮助信息。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Snapshot Client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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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HP EVA 阵列方法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策略“属性”选项卡上的“执行快照备份”
框。

2

单击“ 选项”选项以显示“快照选项”对话框。

3

在“快照方法”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 HP EVA 方法。

4

可以设置“最多快照数 (仅限即时恢复)”参数。每个源设备最多可以有 16 个
快照或 vsnap。
请参见第 88 页的““最多快照数”参数”。

HP EVA 限制
请注意以下阵列配置限制。实质上，您不能对一个给定的源磁盘使用两种或多种
EVA 快照方法。
表 9-6
阵列

限制

VSnap

请注意以下限制：
■

■
■

快照

不能从 VSnap 或快照执行回滚还原。只能通过克隆执行
回滚。

请注意以下限制：
■

■
■

SnapClone

只要存在 VSnap，就不能创建源设备的快照或克隆，除
非先删除现有的 VSnap。
任何 VDisk 最多可以有 16 个 VSnap。

只要存在快照，就不能创建源设备的 VSnap 或克隆，除
非先删除现有的快照。
任何 VDisk 最多可以有 16 个快照。
不能从 VSnap 或快照执行回滚还原。只能通过克隆执行
回滚。

可以为 VDisk 创建任意数量的克隆，前提是磁盘组中有足够
的磁盘空间。

关于 IBM DS6000 和 DS8000 阵列
以下几节介绍使用 IBM DS6000 和 DS8000 阵列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备
份的背景信息和配置任务。在运行备份之前，必须先完成这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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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DS6000 和 DS8000 的软件需求
以下 IBM 软件是必需的。
表 9-7

IBM DS6000 和 DS8000 所需的软件

软件

安装位置

版本

DSCLI

默认位置

5.2.2.224 或更高版本

有关安装软件的说明，请参考 IBM 文档。

IBM 阵列预配置
IBM DS6000 和 DS8000 阵列不需要任何预配置步骤。

配置 NetBackup 以访问 IBM DS6000 或 DS8000 阵列
您必须提供允许 NetBackup 客户端访问 IBM 阵列的登录凭据。
配置 NetBackup 以访问 IBM DS6000 或 DS8000 阵列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磁盘阵
列主机”节点。

2

右键单击“磁盘阵列主机”窗格，然后选择“新建磁盘阵列主机”。

3

对于 IBM DS6000 或 DS8000 阵列，请输入主机管理控制台（存储管理器所驻
留的系统）的名称。

4

在“磁盘阵列主机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 IBM System Storage。

5

输入阵列的用户名和密码。

6

清除（取消选中）“使用端口号连接”框。

为策略中未指定的 NetBackup 主机配置阵列访问权
某些未在策略中命名为客户端的 NetBackup 主机必须显式允许访问阵列凭据。用于
处理脱离主机备份、但未包括在策略的“客户端”列表中的介质服务器就是一个示
例。
为策略中未指定的 NetBackup 主机配置阵列访问权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主机属性”>“主服务器”>，双击主服
务器的名称，然后单击“属性”>“凭据访问”。

2

单击“添加”输入客户端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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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NetBackup 配置 IBM 阵列
必须将每个 NetBackup 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都添加到 IBM 阵列中，并使阵列设备
可用于客户端。简言之，操作步骤如下：
为 NetBackup 配置 IBM 阵列

1

在 IBM 阵列上，提供 NetBackup 客户端的主机名和端口信息。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别名（IBM DS6000 或 DS8000 上）可以与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相同。

■

在 IBM DS6000 或 DS8000 存储管理器界面中，AIX 的主机类型可能不明
显。选择 IBM pSeries。

■

作为主机定义的一部分，选择 NetBackup 客户端的 WWPN。
NetBackup 客户端必须在 SAN 上正确分区，才允许在其与阵列之间进行通
信。

2

对使用阵列的每个 NetBackup 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重复步骤 1。

3

创建一个卷组，然后将其与已在阵列上定义的 NetBackup 主机相关联。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见 IBM 文档。

4

为卷组创建逻辑卷（或逻辑驱动器）。此步骤将使卷或驱动器对 NetBackup 客
户端可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IBM 文档。

使用 DSCLI 命令获取唯一 IBM 标识符
NetBackup 策略需要阵列的唯一 ID 条目。如果阵列管理员为设备提供了 LUN，则
必须将这些 LUN 转换为 NetBackup 策略“快照资源”窗格中的条目的唯一 ID。可
以通过本主题中介绍的两种方法之一获取 LUN 的唯一 ID。
主逻辑卷和快照（克隆）逻辑卷的 LUN ID 可通过 DSCLI 命令或 IBM“存储管理
器”界面从阵列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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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DSCLI 命令来获取唯一 IBM 标识符

1

通过输入以下内容来查找主机连接及其相应的卷组：
lshostconnect -dev enclosure_ID

示例：
dscli> lshostconnect -dev IBM.1750-6866123
Date/Time: December 17, 2007 4:18:02 PM IST IBM DSCLI Version: 5.2.2.224 DS:
IBM.1750-6866123
Name
ID
WWPN
HostType
Profile
portgrp volgrpID
ESSIOport
======================================================================================
oigtsol05
0000 10000000C956A9B4 Sun
SUN - Solaris
0 V11
all
oigtaix03
0022 10000000C969F60E pSeries
IBM pSeries - AIX
0 V46
all
oigtaix02
0023 10000000C94AA677 pSeries
IBM pSeries - AIX
0 V47
all

2

查找此卷组和主机中存在的卷：
showvolgrp -dev enclosure_ID
volume_group

示例：
dscli> showvolgrp -dev IBM.1750-6866123 V47
Date/Time: December 17, 2007 4:21:01 PM IST IBM DSCLI Version: 5.2.2.224 DS:
IBM.1750-6866123
Name oigtaix02
ID
V47
Type SCSI Mask
Vols 0002 0003 0004 0005 0006 0007 0008 0009 0031
Vols 所列出的值为 LUN ID。

3

查明主机上哪个设备对应于给定的逻辑卷。
输入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nbfire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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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BM“存储管理器”Web 界面来获取设备标识符

1

在存储管理器中，单击实时管理器>管理硬件>主机系统。

2

单击需要查找为其呈现的卷的主机。
此时，将显示与该主机关联的卷组。

3

单击该卷组来获取在此卷组中配置的逻辑卷的列表。
“编号”一列指示 LUN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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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IBM_DiskStorage_FlashCopy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有关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设置 NetBackup 策略的常规帮助，请参考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以下过程关注 IBM_DiskStorage_FlashCopy 方法及其参数。
为 IBM_DiskStorage_FlashCopy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策略“属性”选项卡上的“执行快照备份”
框。

2

单击“ 选项”选项以显示“快照选项”对话框。

3

在“快照方法”下拉列表中，选择 IBM_DiskStorage_FlashCopy。

4

如果需要，将“等待快速复制操作完成”设置为 1。
默认值情况下 (0)，备份不会等待 FlashCopy 操作完成。如果备份在 FlashCopy
操作完成之前开始，则在 FlashCopy 完成之前，客户端（如 Oracle）上的数
据库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设置为 1 表示 NetBackup 将在备份开始前等待
FlashCopy 完成，以避免客户端上出现任何性能问题。
请注意，设置为 1 可能致使备份运行的时间大大增加。在 FlashCopy 命令完成
之前可能无法访问主（生产）卷。

5

在“快照资源”窗格的“快照选项”对话框中，单击“添加”。
使用“快照资源”窗格中的信息，NetBackup 可以在执行 FlashCopy 克隆备份
时按正确的顺序依次使用各个克隆 LUN。在备份中使用了所有克隆 LUN 后，
NetBackup 会自动确定哪个克隆是最旧的。NetBackup 终止最旧的克隆，以便
将其重新用于当前的备份。如果该克隆代表了某一仅有备份映像副本，则
NetBackup 仍会令与该克隆相关联的备份映像失效。
请注意，策略的“备份选择”确定为其创建备份快照的一个或多个源 LUN。对
于在策略的“备份选择”列表中指定的每个源 LUN，必须在以下步骤中提供详
细信息。
请参见第 169 页的“使用 DSCLI 命令获取唯一 IBM 标识符”。

6

在“添加快照资源”对话框中，在“阵列序列号”字段中输入阵列的序列号。

7

在“源设备”字段中输入源 LUN 的唯一 ID。

8

在“快照设备”字段中输入克隆 LUN 的唯一 ID。要输入多个 ID，请在各 ID
之间用分号隔开。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在启动备份之前，必须对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取消克隆 LUN 屏蔽。

■

对于“即时恢复备份”，快照设备条目决定了快照的保留位置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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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IBM 阵列的更多参考内容
以下 IBM 文档可能会有帮助：
■

IBM System Storage DS6000 Series:Copy Services（IBM System Storage
DS8000 系列：复制服务）
http://www.redbooks.ibm.com/redpieces/abstracts/sg246782.html
http://www.redbooks.ibm.com/abstracts/sg246783.html

■

IBM System Storage DS8000 Series:Copy Services（IBM System Storage
DS8000 系列：复制服务）
http://www.redbooks.ibm.com/abstracts/sg246787.html
http://www.redbooks.ibm.com/abstracts/sg246788.html

关于 IBM DS4000 阵列
以下几节介绍使用 IBM DS4000 阵列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备份的背景信
息和配置任务。在运行备份之前，必须先完成这些任务。
表 9-8 描述了 IBM DS4000 的快照方法。
表 9-8

IBM DS4000 磁盘阵列的新快照方法

方法名称

描述

IBM_StorageManager_FlashCopy

适用于 IBM DS4000 阵列系列（4100 除外）
上的完全卷复制（克隆）快照，SMcli 版本
9.60。

阵列预配置任务
在配置 NetBackup 策略前，请确保已完成以下任务。
表 9-9 介绍了这些任务。
表 9-9
阵列管理任务

阵列预配置任务
在何处介绍

安装磁盘阵列及其软件，包括相应的许可证。 请参见您的阵列文档。
请参见第 174 页的“IBM 4000 软件要求”。
在 NetBackup 主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上安装 请参见您的 HBA 文档。
支持的 H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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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管理任务

在何处介绍

通过光纤通道交换机对客户端 HBA 进行分
区，以使阵列对主客户端和任何备用客户端
均可见。

请参见您的光纤通道文档。

在 NetBackup 主客户端和所有备用客户端上 请参见相应的安装说明文档。
安装 NetBackup 和阵列供应商快照管理软件。
在阵列中为主机连接创建并配置 Access 逻辑 请参见您的阵列文档。
驱动器。配置阵列中的逻辑驱动器，并使它
们对主机可见。

IBM 4000 软件要求
以下 IBM 软件是必需的。
表 9-10

IBM 4000 的必需软件

软件

安装位置

版本

SMclient

NetBackup 客户端上的默认位置：

9.60 或更高版本

/opt/IBM_DS4000/
SMruntime

NetBackup 客户端上的默认位置：

9.16 或更高版本

/opt/IBM_DS4000/

有关安装软件的说明，请参考 IBM 文档。

确认 NetBackup 客户端访问、区域划分以及 LUN 屏蔽
可以使用 nbfirescan 命令来确认以下几点：NetBackup 客户端可以访问阵列设备，
阵列已正确分区，并且已取消屏蔽 LUN。请注意，nbfirescan 只显示已取消屏蔽并
映射到主机的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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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 NetBackup 客户端访问、区域划分以及 LUN 屏蔽
◆

在客户端上输入以下内容：
/usr/openv/netbackup/bin/nbfirescan

此命令查询主机的 SCSI 总线，获取可见的所有 SCSI（或光纤）挂接设备。
AIX 主机上 Hitachi 和 IBM 阵列的输出示例，其后附有说明：
DevicePath
Vendor Product ID EnclosureId DeviceId [Ctl,Bus,Tgt,Lun]
------------------------------------------------------------------------/dev/hdisk8
HITACHI
OPEN-V-CM
10266
241
[00,00,144640,00]
/dev/hdisk9
HITACHI
OPEN-V
10266
840
[00,00,144640,01]
/dev/hdisk45
IBM
1814
FAStT
IBM.1814-600A0B800042212
2000000004804132760:0A:0B:80:00:42:33:6E:00:00:16:EF:48:DC:3C:1F [00,00
,327936,01]
/dev/hdisk46
IBM
1814
FAStT
IBM.1814-600A0B800042212
2000000004804132760:0A:0B:80:00:42:33:6E:00:00:16:F7:48:DC:57:F3 [00,00
,327936,02]
/dev/hdisk43
IBM
1814
FAStT
IBM.1814-600A0B800042212
2000000004804132760:0A:0B:80:00:42:33:6E:00:00:14:A4:48:AA:52:87 [00,00
,327936,03]
/dev/rdsk/c2t6d11s6 HITACHI DF600F
6484
48
[00,00,00,00]
/dev/rdsk/c2t6d10s6 HITACHI DF600F
6484
46
[00,00,00,00]
/dev/rdsk/c2t10d3s6 HITACHI OPEN-V -SUN
45027
18
[00,00,00,00]
/dev/rdsk/c2t10d0s6 HITACHI OPEN-V-CM
45027
0
[00,00,00,00]

请注意以下几点说明：
DevicePath

当它存在于客户端主机上时，表示设备的实际访问点。

EnclosureId

对于每个物理磁盘阵列此项是唯一的。

DeviceId

对于磁盘阵列中的物理磁盘或虚拟磁盘此项是唯一的。
EnclosureId/DeviceId 对包含磁盘阵列中特定物理或虚拟
磁盘的名称，该名称独立于主机。

Ctl,Bus,Tgt,LUN

控制器、总线、目标和 LUN 是从客户端主机的角度指定
特定物理或虚拟磁盘的元素。

配置 NetBackup 以访问 IBM DS4000 阵列
您必须提供允许 NetBackup 客户端访问 IBM 阵列的登录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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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NetBackup 以访问 IBM DS4000 阵列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磁盘阵
列主机”节点。

2

右键单击“磁盘阵列主机”窗格，然后选择“新建磁盘阵列主机”。

3

输入 IBM 4000 阵列的虚拟（替换）主机名。不要输入阵列的实际主机名。

4

在“磁盘阵列主机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 IBM System Storage。

5

输入阵列的用户名和正确密码。
磁盘阵列操作不要求提供实际用户名。您可以输入一个虚拟用户名。但是密码
必须有效。

6

清除（取消选中）“使用端口号连接”框。

为 NetBackup 配置 IBM 4000 阵列
必须将每个 NetBackup 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都添加到 IBM 阵列中，并使阵列设备
可用于客户端。简言之，操作步骤如下。
为 NetBackup 配置 IBM 4000 阵列

1

在 IBM 阵列上，提供 NetBackup 客户端的主机名和端口信息。请注意以下几
点：
■

定义主机和主机组。
给定的主机组必须具有一台主机，该主机上的每个 HBA 端口都必须存在主
机名。

■

IBM 4000 上的主机名称和主机组名称必须与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相同。
如果存在多个主机-HBA 端口条目，则主机名称可以不同于客户端名称。

■

在 IBM 存储管理器界面中，请选择 AIX 作为主机类型。

■

作为主机定义的一部分，选择 NetBackup 客户端的 WWPN。
NetBackup 客户端必须在 SAN 上正确分区，才允许在其与阵列之间进行通
信。

2

对使用阵列的每个 NetBackup 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重复步骤 1。

3

对于添加的每个客户端和主机组，在 LUN 7 或 31 上映射 Access 逻辑驱动器。

4

创建逻辑驱动器并将其映射到主机组。此步骤将使逻辑驱动器对 NetBackup 客
户端可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IBM 文档。

配置 IBM_StorageManager_FlashCopy 的 NetBackup 策略
有关设置 NetBackup 策略的常规帮助，请参考《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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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过程关注 IBM_StorageManager_FlashCopy 方法及其参数。
为 IBM_StorageManager_FlashCopy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策略“属性”选项卡上的“执行快照备份”
框。

2

单击“ 选项”以显示“快照选项”对话框。

3

在“快照方法”下拉列表中，选择 IBM_StorageManager_FlashCopy。

4

可以设置以下参数：
“最多快照数 (仅限即

每个源设备最多可以有 4 个快照。

时恢复)”参数
基础磁盘的存储库 %
（即时恢复时值为
100）

以主设备（基本逻辑驱动器）的百分比确定 IBM 存储库逻辑
驱动器的大小。此大小的范围为 1% 到 100%。主驱动器上发
生的写入操作越多，存储库逻辑驱动器需要的空间就越多。
如果主驱动器的大小为 500 GB，您将此参数设置为 30%，则
存储库驱动器将设置为 150 GB（500 的 30%）。
对于即时恢复备份，无论在此处输入任何值，百分比都将设置
为 100%。默认值 (0) 不表示 0%：它表示由阵列确定存储库
驱动器的大小（通常为 20%）。
有关存储库逻辑驱动器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IBM System
Storage DS4000 系列和存储管理器文档。

关于 Hitachi SMS/WMS/AMS、USP/NSC、
USP-V/VM
下面几节介绍使用 Hitachi SMS/WMS/AMS、USP/NSC 和 USP-V/VM 系列阵列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备份的背景信息和配置任务。
在运行备份之前，必须先完成这些任务。

Hitachi 阵列要求的软件
以下 Hitachi 软件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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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1

178

Hitachi 阵列所需的软件

软件

安装位置

版本

64 位的 RAID
Manager/LIB

NetBackup 客户端

01-12-03/04 或更高版本。

注意：要确定 RAID Manager 的版
本，请运行以下命令：
/usr/lib/RMLIB/bin/whatrmver
请参见第 178 页的“确定当前 RAID
Manager 的版本”。

有关安装该软件的说明，请参考 Hitachi 文档。

确定当前 RAID Manager 的版本
使用以下过程。
确定当前 RAID Manager 的版本
◆

输入以下命令：
/usr/lib/RMLIB/bin/whatrmver

输出示例：
Model :RAID-Manager/LIB/Solaris
Ver&Rev:01-12-03/04

Hitachi 的预配置
在运行备份之前，必须先配置阵列和相应的卷。请参考 Hitachi 阵列文档。
对的状态必须为 PSUS

创建卷对之后，必须拆分每个对并将其状态保留为
PSUS。
可以使用以下 CCI 命令：
pairsplit -g dg_name -d device_name -l
其中，dg_name 和 device_name 是在 CCI 配置文
件中为主设备指定的名称。

在 NetBackup 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上配 Hitachi 命令设备必须对 NetBackup 客户端及所有
置命令设备
备用客户端均可见。要配置命令设备，请参考
Hitachi 文档。

为磁盘阵列配置快照方法
关于 Hitachi SMS/WMS/AMS、USP/NSC、USP-V/VM

关于 NetBackup 与 Hitachi 阵列之间的通信
无需为 Hitachi 阵列配置阵列凭据。NetBackup 与阵列之间的所有通信都是通过命
令设备进行的。如果有多个 Hitachi 阵列连接到 NetBackup 客户端，则 NetBackup
会向正确的 Hitachi 阵列发送 NetBackup 命令。
要确定命令设备是否可见，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79 页的“确定 Hitachi 命令设备是否可见”。

确定 Hitachi 命令设备是否可见
使用以下过程可确定 Hitachi 命令设备是否可见。
确定 Hitachi 命令设备是否可见
◆

输入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nbfirescan

输出示例：
nbfirescan v4.4.2 - Copyright ©) 2005-2007 Symantec Corp.
Rescanning devices..............................................Complete.
Device count: 37
DevicePath
Vendor Product ID EnclosureId DeviceId [Ctl,Bus,Tgt,Lun]
-------------------------------------------------------------------------------------/dev/rdsk/c3t50060E801029F700d22s6 HITACHI DF600F
10816
0201
[00,00,00,00]
/dev/rdsk/c3t50060E801029F700d1s6 HITACHI DF600F-CM 10816
0003
[00,00,00,00]

该示例的最后一行显示了命令设备 (DF600F-CM)。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关于 NetBackup 与 Hitachi 阵列之间的通信”。

关于为 NetBackup 配置 Hitachi 阵列
必须将每个 NetBackup 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都添加到 Hitachi 阵列上的主机组。
请注意以下几点：
■

主机组的名称必须与主机名称相匹配或与 NetBackup 策略中指定的完全限定客
户端域名相匹配。该名称的长度不应多于 16 个字符。

■

对于主机组中的主机条目，指定每个主机的 WWNN/WWPN。

有关 hitachi 的旧式磁盘快照方法，请参见位于以下网址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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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Hitachi 阵列序列号和唯一设备标识符
NetBackup 策略需要 Hitachi 阵列的序列号以及源和克隆 LUN 的唯一 ID（设备标
识符）。请使用以下过程来获取该信息。
获取 Hitachi 阵列序列号和唯一设备标识符
◆

输入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nbfirescan

输出示例：
DevicePath
Vendor
Product ID EnclosureId DeviceId [Ctl,Bus,Tgt,Lun]
---------------------------------------------------------------------------------------------------------------------------------------------------------------------/dev/rdsk/c2t6d15s
HITACHI F600F
6484
53
[00,00,00,00]
/dev/rdsk/c2t6d14s6 HITACHI
F600F
6484
52
[00,00,00,00]

磁盘阵列 ID 为序列号，而设备 ID 为阵列的设备 ID。

为 Hitachi_ShadowImage 或 Hitachi_CopyOnWrite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有关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设置 NetBackup 策略的常规帮助，请参考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以下过程关注 Hitachi_ShadowImage 和 Hitachi_CopyOnWrite 方法及其参数。
注意：此过程中使用的术语“克隆 LUN”是指 Hitachi_ShadowImage 方法。对于
Hitachi_CopyOnWrite 方法，术语“克隆 LUN”可由“快照 LUN”替换。
为 Hitachi_ShadowImage 或 Hitachi_CopyOnWrite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策略“属性”选项卡上的“执行快照备份”
框。

2

单击“ 选项”选项以显示“快照选项”对话框。

3

在“快照方法”下拉列表中，选择 Hitachi_ShadowImage 或
Hitachi_CopyOn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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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快照资源”窗格中，单击“添加”。
使用“快照资源”窗格中的信息，NetBackup 可以在执行 ShadowImage（或
CopyOnWrite）备份时按正确的顺序依次使用各指定的 LUN。在备份中使用了
所有克隆 LUN 后，NetBackup 会自动确定哪个克隆是最旧的。NetBackup 终
止最旧的克隆，以便将其重新用于当前的备份。如果该克隆代表了某一仅有备
份映像副本，则 NetBackup 仍会令与该克隆相关联的备份映像失效。
请注意，策略的“备份选择”列表中必须指定为其创建备份快照的一个或多个
源 LUN。对于策略的“备份选择”列表中的每个源 LUN，必须提供一个序列
号和唯一 ID。
注意：如果在“快照资源”窗格中指定的快照资源与通过“备份选择”条目指
定的 LUN ID 不匹配，则 Hitachi 存储阵列插件将搜索可用的目标设备并将其用
于快照。
请参见第 180 页的“获取 Hitachi 阵列序列号和唯一设备标识符”。

5

在“添加快照资源”对话框中，在“阵列序列号”字段中输入阵列的序列号。

6

在“源设备”字段中输入源 LUN 的唯一 ID。
输入该 ID 时不得带前导零。例如，如果 LUN ID 为 0110，则在“源设备”字
段中输入 110。

7

在“快照设备”字段中，输入克隆 LUN（对于 Hitachi_ShadowImage 方法）
或快照 LUN（对于 Hitachi_CopyOnWrite）的唯一 ID。要输入多个 ID，请在
各 ID 之间用分号隔开。
该 ID 不得带前导零。例如，如果 LUN ID 为 0111，则在“快照设备”字段中
输入 111。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在启动备份之前，必须对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取消 LUN 屏蔽。

■

对于“即时恢复”备份，快照设备条目决定了快照的保留位置和顺序。

关于 HP-XP 阵列
以下几节介绍使用 HP-XP 系列阵列的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备份的背景信息
和配置任务。
在运行备份之前，必须先完成这些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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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XP 阵列软件要求
以下 HP-XP 软件是必需的。
表 9-12

HP-XP 阵列所需的软件

软件

安装位置

版本

64 位的 RAID
Manager/LIB

NetBackup 客户端

01-12-03/04 或更高版本

注意：要确定 RAID Manager 的版本，
请运行以下命令：
/usr/lib/RMLIB/bin/whatrmver
请参见第 178 页的“确定当前 RAID
Manager 的版本”。

有关安装软件的说明，请参考 HP-XP 文档。

HP-XP 的预配置
在运行备份之前，必须先配置阵列和相应的卷。请参考 HP-XP 阵列文档。
对的状态

创建卷对之后，必须拆分每个对并将其状态
保留为 PSUS。
可以使用以下 CCI 命令：
pairsplit -g dg_name -d device_name -l
其中，dg_name 和 device_name 是在 CCI
配置文件中为主设备指定的名称。

在 NetBackup 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上配置命 HP-XP 命令设备必须对 NetBackup 客户端及
令设备
所有备用客户端均可见。要配置命令设备，
请参考 HP-XP 文档。

关于 NetBackup 与 HP-XP 阵列之间的通信
无需为 HP-XP 阵列配置阵列凭据。NetBackup 与阵列之间的所有通信都是通过命
令设备进行的。如果有多个 HP-XP 阵列连接到 NetBackup 客户端，则 NetBackup
会向正确的 HP-XP 阵列发送 NetBackup 命令。
要确定命令设备是否可见，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83 页的“确定 HP-XP 命令设备是否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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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HP-XP 命令设备是否可见
使用以下过程可确定命令设备是否可见。
确定命令设备是否可见
◆

输入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nbfirescan

关于配置 NetBackup 的 HP-XP 阵列
必须将每个 NetBackup 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都添加到 HP-XP 阵列上的主机组。
请注意以下几点：
■

主机组的名称必须与主机名称相匹配或与 NetBackup 策略中指定的完全限定客
户端域名相匹配。该名称的长度不应多于 16 个字符。

■

对于主机组中的主机条目，指定每个主机的 WWNN/WWPN。

获取阵列序列号和唯一 HP-XP 标识符
NetBackup 策略需要 HP-XP 阵列的序列号以及源 LUN 和克隆 LUN 的唯一 ID（设
备标识符）。请使用以下过程来获取该信息。
获取阵列序列号和唯一 HP-XP 标识符
◆

输入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nbfirescan

配置 HP_XP_BusinessCopy 和 HP_XP_Snapshot 的 NetBackup 策
略
有关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设置 NetBackup 策略的一般帮助，请参考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以下过程主要介绍 HP_XP_BusinessCopy 和 HP_XP_Snapshot 方法及其参数。
注意：本过程中使用的术语“克隆 LUN”指 HP_XP_BusinessCopy 方法。对于
HP_XP_Snapshot 方法，可使用术语“快照 LUN”代替“克隆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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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HP_XP_BusinessCopy 和 HP_XP_Snapshot 的 NetBackup 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策略“属性”选项卡上的“执行快照备份”
框。

2

单击“ 选项”选项以显示“快照选项”对话框。

3

在“快照方法”下拉列表中，选择 HP_XP_BusinessCopy 或
HP_XP_Snapshot。

4

在“快照资源”窗格中，单击“添加”。
使用“快照资源”窗格中的信息，NetBackup 可以在执行 BusinessCopy（或
Snapshot）备份时按正确的顺序依次使用各指定的 LUN。在备份中使用了所
有克隆 LUN 后，NetBackup 会自动确定哪个克隆是最旧的。NetBackup 终止
最旧的克隆，以便将其重新用于当前的备份。如果该克隆代表了某一仅有备份
映像副本，则 NetBackup 仍会令与该克隆相关联的备份映像失效。
请参见第 183 页的“获取阵列序列号和唯一 HP-XP 标识符”。

5

在“添加快照资源”对话框中，在“阵列序列号”字段中输入阵列的序列号。

6

在“源设备”字段中输入源 LUN 的唯一 ID。
输入该 ID 时不得带前导零。例如，如果 LUN ID 为 0110，则在“源设备”字
段中输入 110。

7

在“快照设备”字段输入克隆 LUN（对于 HP_XP_BusinessCopy 方法）或快
照 LUN（对于 HP_XP_Snapshot）的唯一 ID。要输入多个 ID，请在各 ID 之
间用分号隔开。
该 ID 不得带前导零。例如，如果 LUN ID 为 0111，则在“快照设备”字段中
输入 111。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在启动备份之前，必须对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取消 LUN 屏蔽。

■

对于“即时恢复”备份，快照设备条目决定了快照的保留位置和顺序。

关于阵列故障排除
这些主题提供有助于解决阵列相关问题的信息。

与所有阵列相关的故障排除问题
请注意以下问题：
■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磁盘阵列方法的重要说明和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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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失败，并在 bpfis 日志中记录以下消息：
snapshot services: snapshot method analysis failed: no combos
generated: stack elements not capable of any split or quiesce.

在以下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该消息：
■

在策略中指定的源设备或目标设备有误。

■

所选磁盘阵列方法的类型有误。例如，为 EMC Symmetrix 设备选择了 EMC
CLARiiON 方法。

解决 Solaris 问题
备份在非 Leadville Solaris 系统上失败，并在 bpfis 日志中显示以下消息：
devicefi: Failed to the initialize the import node
"UDID##HP##HSV##5000-1FE1-5007-0020##6005-08B4-0010-5F49-0000-5
000-901E-0000", device could not be found.

在本例中，在备份主机上找不到 HP-EVA 快照。/kernel/drv/sd.conf 文件可能
没有足够的 lun= 条目。在 sd.conf 中为 HP-EVA 目标添加 lun= 条目，然后重新
启动系统。sd.conf 中提供了有关 LUN 条目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关于 Solaris sd.conf 文件”。

指定主机操作系统类型的故障排除
有些阵列（如 HP EVA）要求指定主机的操作系统类型。如果未设置（或者未正确
设置）操作系统类型，则可能会导致不可预测的行为。

NetBackup 和 EMC CLARiiON 阵列排除故障
请注意以下问题：
表 9-13
问题
备份失败，并在 bpfis 日志中显示以下消息：

NetBackup 和 EMC CLARiiON 阵列的问题
解释/推荐的操作

在本例中，出现此消息的原因是 LUN 1 属于尚未被提供凭
据的 CLARiiON 存储处理器。在单路径配置中，所有 LUN
emcclariionfi: Unable to find SP that owns
都必须属于一个存储处理器，并且必须至少为该存储处理
LUN 1. Verify that credentials have been
器提供凭据。也可以为两个存储处理器提供凭据，因为
supplied for the SP that owns LUN 1.
NetBackup 会自动确定应使用哪一组凭据。在多路径配置
中，应提供两个存储处理器的凭据，原因是多路径软件可
能会自动更改拥有 LUN 的存储处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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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解释/推荐的操作

备份失败，并在 bpfis 日志中显示以下消息：

必须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为 CLARiiON 阵列添加凭
据。

emcclariionfi: WARNING: Unable to import
any login credentials for any appliances.

备份失败，并在 bpfis 日志中显示以下一条或两条消息：
emcclariionfi: The host hostname was not
found in any storage groups. To import a
snapshot to host hostname, hostname must
be in a Clariion storage group.

请参见第 146 页的“将 NetBackup 配置为可以访问
CLARiiON 阵列”。
NetBackup 在 CLARiiON 的存储组中搜索导入主机（对于
本地备份，导入主机是装入源设备的主机。对于脱离主机
备份，导入主机是备用客户端）。当找到主机时，将为该
存储组分配快照设备，从而使其对可以进行备份的导入主
机可见。如果导入主机不在任何存储组中，则备份将失败。

emcclariionfi: LUN masking failed. Could
not find a storage group containing the
hostname [hostname].
备份失败，并在 bpfis 日志中显示以下消息：
emcclariionfi: No more available HLU
numbers in storage group. LUN LUN number
cannot be LUN masked at this time

无法将设备导入该主机，原因是已达到阵列中的设备可以
向该主机中导入的最大数目。应使任何不需要的备份映像
失效。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备份失败，并在 bpfis 克隆目标设备在属于源设备的克隆组中不存在。更正策略
日志中显示以下消息：
中的目标列表，或者使用 Navisphere 将目标设备添加到源
设备的克隆组中。
emcclariionfi: Could not find LUN LUN
number in clonegroup clonegroup name
两种类型的 CLARiiON 备份均失败，并在 bpfis 日志中记
录以下消息：
emcclariionfi: CLIDATA: Error: snapview
command failed emcclariionfi: CLIDATA: This
version of Core Software does not support
Snapview
备份失败，并在 bpfis 日志中显示以下消息：
execNAVISECCLI: CLI Command [CLI command]
failed with error [error number]

当 CLARiiON 阵列上未安装 Snapview 软件时，便会出现
这些消息。必须先在阵列上安装 Snapview，然后才能成功
地执行 CLARiiON 克隆或快照备份。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阵列的文档或者联系 EMC。

NetBackup 使用 naviseccli 向 CLARiiON 阵列发送命令。
如果 naviseccli 遇到错误，则会捕获该错误并将其存入
bpfis 日志。紧跟在上一行之后的几行应包含来自 naviseccli
的输出，其中指出命令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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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解释/推荐的操作

在从使用 EMC CLARiiON Snapview 克隆快照提供程序生 作为一种最佳做法，当为策略配置的其中一个克隆尚未用
成的 Windows VSS 备份进行即时点回滚之后，会割断所 于即时恢复备份时，应避免从通过 EMC CLARiiON
有克隆（从主磁盘拆分出来）
Snapview 克隆快照提供程序生成的 Windows VSS 备份执
行即时点回滚。在回滚之后，会将所有克隆置于“割断”
状态。（割断的克隆不会再与主磁盘同步）。结果，尚未
用于备份的所有克隆将不再可用于将来的即时恢复备份。
如果必须在将所有克隆用于备份之前执行即时点回滚，请
在回滚之前记录仍同步的克隆。可以在回滚之后手动重新
同步克隆。
标准策略的策略验证失败，生成以下错误消息：

使用 EMC_CLARiiON_Snapview_Snapshot 创建的标准策
略的策略验证失败，生成错误 4201。

Incorrect snapshot method configuration or
当 CLI 安装在 NetBackup 无法识别它的位置时，策略验证
snapshot method not compatible for
失败。CLI 必须安装在 /sbin/naviseccli 中。如果 CLI
protecting backup selection entries。
安装在其他位置，NetBackup 将无法识别该位置，策略验
证将会失败。
要修复策略验证，请将以下条目添加到 emcclariionfi.conf
文件中：
[CLI_TOOL_INFO]
"FILEPATH_NAVISEC_EXE"="<NAVI CLI path>"
"FILENAME"="<NAVI CLI tool file name>"
例如，对于 HP 平台，路径是：
/usr/openv/lib/vxfi/configfiles/emcclariionfi.conf
条目是：
[CLI_TOOL_INFO]
"FILEPATH_NAVISEC_EXE"="/opt/Navisphere/bin"
"FILENAME_NAVISEC_EXE"="naviseccli"

NetBackup 和 EMC Symmetrix 阵列故障排除
请注意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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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4

NetBackup 和 EMC Symmetrix 阵列的问题

问题

解释/推荐的操作

即时点回滚失败，且 bpfis 日志中出现以下消息：

请参见第 159 页的“在执行即时点回滚之前验证是否已完成
克隆”。

Invalid clone state, cannot restore from
device-ID to device-ID，其中第一个设备 ID 是源，
第二个是克隆。
如果占用了 Symmetrix 上的所有保存设备空间，则使用
EMC_TimeFinder_Snap 或 EMC_ TimeFinder_Clone 执
行的备份将失败，并在 bpfis 日志中记录以下错误：
An internal Snap or Clone error has
occurred. Please see the symapi log file

查看 symapi 日志（通常位于 UNIX 上的
/var/symapi/log），以准确地确定错误。如果日志指
出没有保存设备空间，则应当向 Symmetrix 阵列上的保存
设备池中添加保存设备。

EMC_TimeFinder_Mirror 备份失败，并在 bpfis 日志中显 此消息指示 STD-BCV 设备对处于无法创建镜像的状态。
示以下消息：
在尝试进行备份前，先验证该设备对是否已完全同步。
emcsymfi: Invalid STD-BCV pair state

请参见第 158 页的“完全同步 STD/BCV 镜像对”。

TimeFinder 备份失败，并且 bpfis 日志中显示与下面的内 设备 00A4 尚未映射到分区到主机的任何 Symmetrix 定向
容类似的消息：
器端口。所有 Symmetrix 设备（源设备和目标设备）都必
须映射到一个分区到导入主机的阵列定向器端口。对于本
device 00A4 to director/port that is not
地备份策略，导入主机是装入源设备的主机。对于脱离主
accessible to the HBA port 210000e08b86b34f
机备份策略，导入主机是备用客户端。
emcsymfi: 2 of 2 HBA WWNs assigned to
director/port combinations for accessing
device 00A4 are not accessible due to
misconfiguration of the array.
emcsymfi: Since there were no valid
mappings the device import will fail. To
resolve this issue you must reconfigure
your array 000187910258 to bind device 00A4
to director ports accessible to host.

NetBackup 和 HP EVA 阵列排除故障
表 9-15

NetBackup 和 HP EVA 阵列的问题

问题

解释/推荐的操作

备份失败，并在 bpfis 日志中记录以下警告消息：

必须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为 EVA
阵列添加凭据。

WARNING: No credentials found for HP
H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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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解释/推荐的操作

当客户端安装了 VxVM 软件时，快照作业将失败， 从客户端中卸载 VxVM 软件。
但是堆栈上未配置 Snapshot Client 备份中的基础
磁盘。 并显示以下 错误消息：
client/server handshaking failed (26)"
for HP_EVA_Snapclone FIM

请参见第 166 页的“将 NetBackup 配置为可以访问 EVA 阵列”。

故障排除 IBM DS6000 和 DS8000 阵列
本节将提供说明和推荐的操作，以及可以帮助识别问题的日志条目。
请注意以下重要事项：
■

在启动备份之前，快照设备（克隆）必须对 NetBackup 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可
见（消除掩码）。

■

对于备份和“即时恢复”回滚还原：您必须提供允许 NetBackup 客户端访问
IBM 阵列的登录凭据。对于策略中未指定的 NetBackup 主机（如备用客户端），
还必须配置 NetBackup 以使主机可以访问这些凭据。
备份虽然看似成功，但服务器上的 bprd 日志将包含如下所示的消息：
09:02:17.999 [4292.3092] <2> is_disk_client_configured:
db_cred_allowed(host1.enterprise.com, 1) failed: 227
09:02:17.999 [4292.3092] <2> read_text_file:
is_disk_client_configured(host1.enterprise.com) failed: 227
09:02:17.999 [4292.3092] <2> process_request: read_text_file
failed - status = client is not validated to use the server
(131)

在启用凭据访问前，备份或即时点回滚将失败，同时显示 NetBackup 状态 5。
请参见第 168 页的“配置 NetBackup 以访问 IBM DS6000 或 DS8000 阵列”。
请参见第 168 页的“为策略中未指定的 NetBackup 主机配置阵列访问权”。

IBM DS6000 和 DS8000 阵列的快照错误（NetBackup 状态码
156）
请注意这些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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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6

遇到快照问题（NetBackup 状态码 156）

问题

解释/推荐的操作

快照设备（克隆）对 NetBackup 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不可 在重试备份之前，需要使克隆设备对 NetBackup 客户端或
见（消除掩码）。
备用客户端可见。请联系 IBM 技术支持或参考 IBM 阵列
文档。
快照设备（克隆）在其他设备对中同时还是源设备。

重新配置源设备和克隆设备，以使此备份所需的克隆不是
另一克隆的源设备。请联系 IBM 技术支持或参考 IBM 阵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ibmtsfi.log.date
列文档。
日志中可能会出现以下消息：
CMUN03041E mkflash:Copy Services operation
failure:already a FlashCopy source
快照设备（克隆）和源设备大小不等。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ibmtsfi.log.date
日志中可能会出现以下消息：

将源设备和克隆设备重新配置为大小完全相同。请联系
IBM 技术支持或参考 IBM 阵列文档。

CMUN03049E mkflash:Copy Services operation
failure:incompatible volumes
源设备已对 FlashCopy 启用记录。

验证源设备与策略中指定的快照设备（克隆）以外的某个
设备是否存在 FlashCopy 关系。如果源设备与其他某个设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ibmtsfi.log.date
备存在 FlashCopy 关系，则删除该关系并再次启动备份。
日志中可能会出现以下消息：
CMUN03027E mkflash:FlashCopy operation
failure:action prohibited by current
FlashCopy state.Contact IBM technical
support for assistance.
未安装 IBM FlashCopy 许可证。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ibmtsfi.log.date
日志中可能会出现以下消息：

在存储子系统中安装 FlashCopy 许可证。请联系 IBM 技
术支持或参考 IBM 阵列文档。

CMUN03035E mkflash:Copy Services operation
failure:feature not installed.
FlashCopy 关系未启用记录。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ibmtsfi.log.date
日志中可能会出现以下消息：
CMUN03027E resyncflash:FlashCopy operation
failure:action prohibited by current
FlashCopy state.Contact IBM technical
support for assistance

■

确定设备对存在 FlashCopy 关系。

■

如果 FlashCopy 关系未启用记录，则删除该 FlashCopy
关系，然后重新运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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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解释/推荐的操作

不存在 FlashCopy 关系。

确定 FlashCopy 对不存在，然后重新执行备份。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ibmtsfi.log.date
日志中可能会出现以下消息：
CMUN03027E resyncflash:FlashCopy operation
failure:action prohibited by current
FlashCopy state.Contact IBM technical
support for assistance.
曾对不存在的 FlashCopy 对尝试执行重新同步操作。
增量式复制正在进行中。

允许完成后台复制或维护活动。然后重新运行备份。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ibmtsfi.log.date
日志中可能会出现以下消息：
CMUN02498E resyncflash:The storage unit is
busy.
由于以下原因可能出现此消息：
■

正在对阵列中指定的设备对进行后台复制。

■

当前正在阵列中进行某项维护活动。

IBM4000 阵列故障排除
这些章节将提供说明和推荐的操作，以及可以帮助识别问题的日志条目。

IBM4000 阵列遇到的快照错误（NetBackup 状态码 156）
下表列出了针对状态码 156 的解释和推荐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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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7
问题

针对状态码 156 的解释和推荐的操作

针对状态码 156 的描述和推荐的操作

阵列的可用空间不足。 在与基本或主逻辑驱动器相同的逻辑阵列下创建 FlashCopy 逻辑驱动器。存储子系统可能有
可用空间，但是如果逻辑阵列的空间不足，FlashCopy 操作将会失败。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 日志中可能出现以下消息：
23:44:48.007 [655588] <2> onlfi_vfms_logf:INF - snapshot services:ibmdsfi:Wed Mar 12
2008 23:44:48.007721 <Thread id - 1> FlashCopy could not be created. command [create
FlashCopyLogicalDrive baseLogicalDrive="angela_javelin_4"
userLabel="angela_javelin_4_flcp_4";].23:44:48.012 [655588] <2> onlfi_vfms_logf:INF snapshot services:ibmdsfi:FlashCopy creation failed for source volume angela_javelin_4 on
storage unit ibmds4700.
另外，/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ibmdsfi.log.date 中可能出现以下消息：
Mon Mar 31 2008 14:25:23.036588 <Pid - 1065104 / Thread id - 1> FlashCopy could not be
created. command [create FlashCopyLogicalDrive baseLogicalDrive="drive-claix11-1"
userLabel="drive-claix11-1_flcp";].Mon Mar 31 2008 14:25:23.037164 <Pid - 1065104 /
Thread id - 1> OUTPUT=[Unable to create logical drive "drive-claix11-1_flcp" using the Create
FlashCopy Logical Drive command at line 1. Error - The operation cannot complete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space on the array.The command at line 1 that caused the error is:create
FlashCopyLogicalDrive baseLogicalDrive="drive-claix11-1" userLabel="drive-claix11-1_flcp";
推荐的操作：请确保阵列有足够的可用空间用于快照。
阵列中已存在最多数量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ibmdsfi.log.date 中可能出现以下消息：
的 FlashCopy (4)。
Mon Mar 31 2008 14:25:23.036588 <Pid - 1065104 / Thread id - 1> FlashCopy could not be
created. command [create FlashCopyLogicalDrive baseLogicalDrive="drive-claix11-1"
userLabel="drive-claix11-1_flcp";].Mon Mar 31 2008 14:25:23.037164 <Pid - 1065104 /
Thread id - 1> OUTPUT=[Could not create a flashcopy logical drive using the Create
FlashCopyLogicalDrive command at line 1. Error 129 - The operation cannot complete
because the maximum number of flashcopy logical drives have been created for this base
logical drive.
推荐的操作：删除 NetBackup 未创建的所有 FlashCopy。
未为 LUN 31 或 7 中的
NetBackup 客户端或备
用客户端映射 Access
逻辑驱动器。

在 IBM DS4000 上，Access 逻辑驱动器与存储子系统通信。应当将 Access 逻辑驱动器映射
到所连接的要与存储子系统通信的所有客户端。如果未将 Access 逻辑驱动器映射到客户端，
则客户端无法与阵列通信。这样的结果是，涉及阵列的所有 NetBackup 客户端操作都将会失
败。
推荐的操作：创建并映射 Access 逻辑驱动器。请联系 IBM 技术支持或参考 IBM 阵列文档。

DAR 驱动程序无法正常 推荐的操作：请确保在 AIX 主机上安装了 RDAC 软件包。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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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IBM System Storage DS4000 的更多参考内容
以下 IBM 文档可能会有帮助：
■

IBM System Storage DS4000 Series and Storage Manager（《IBM System
Storage DS4000 系列和存储管理器》）
http://www.redbooks.ibm.com/abstracts/sg247010.html

■

IBM System Storage DS Storage Manager Version 10.30:Copy Services User’s
Guide（《IBM System Storage DS 存储管理器版本 10.30：复制服务用户指
南》）
http://www.filibeto.org/unix/aix/lib/hardware/ds4800/copy-services-ug-gc53113600.pdf

■

IBM System Storage DS4000 Storage Manager Version 9 Installation and
Support Guide（《IBM System Storage DS4000 存储服务器版本 9 安装和支持
指南》）

Hitachi 阵列故障排除
本节将提供说明和推荐的操作，以及可以帮助识别问题的日志条目。
请注意以下重要事项：
■

要求安装RAID Manager 01-12-03/04 或更高版本。
请参见第 178 页的“确定当前 RAID Manager 的版本”。

■

在启动备份之前，快照设备（克隆 LUN 或快照 LUN）必须对 NetBackup 客户
端或备用客户端可见（取消屏蔽）。

■

对于 NetBackup 策略的“快照资源”配置，以不带前导零的十进制形式指定设
备 ID。
例如，如果源设备 ID 为 0100 而快照设备 ID 为 0101，则在“快照资源”对话
框中输入 100 和 101。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为 Hitachi_ShadowImage 或 Hitachi_CopyOnWrite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Hitachi 阵列的 NetBackup 策略验证失败
请注意这些可能的解释：
表 9-18
问题

NetBackup 策略验证失败
解释/推荐的操作

在
确保安装了 RMLIB 64 位库。从 6.5.x 系统升级（需要 32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hitachi.log.<date> 位 RMLIB）到 7.1 系统时以及安装全新的 7.1 系统时，此
要求适用。
日志中查找以下错误：
Library RMLIB init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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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解释/推荐的操作

Hitachi 命令设备未消除掩码。

请参考有关创建和消除命令设备掩码的 Hitachi 文档。

请参见下一行中的示例日志消息。
Hitachi 命令设备会取消屏蔽，但它对客户端不可见，或者 确保命令设备可由操作系统识别，并确保在策略的“快照
在策略的“快照资源”中指定的磁盘阵列 ID 无效。
资源”中正确输入磁盘阵列 ID。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hitachi.log.<date> 要确定命令设备能否由操作系统识别，请尝试执行以下设
日志中可能包含与以下内容相似的消息：
备发现命令：
Fri Mar 21 2008 16:26:46.431046 <Pid - 9477
/ Thread id - 1> Entering Function
delayedInit [110,
providers/hitachi/hitachi_plugin.cpp] Fri
Mar 21 2008 16:26:49.173893 <Pid - 9477 /
Thread id - 1> <Device
name="/dev/rdsk/c4t50060E801029F700d2s6"
udid="UDID##HITACHI##HDS##75040816##3"
bus="0" target="0" lun="0" vendor="HITACHI"
product="DF600F-CM" /> Fri Mar 21 2008
16:26:49.174493 <Pid - 9477 / Thread id 1> Exiting Function delayedInit [110,
providers/hitachi/hitachi_plugin.cpp]

devfsadm
cfgadm -al
磁盘阵列 ID 对应的日志消息中将包括一个如下所示的条
目：
c3t50060E801029F700d28
<HITACHI-DF600F-CM-0000 cyl 52 alt 2 hd 50
sec 768>
这表明设备是可见的（为 c3t50060E801029F700d28）。

如果 delayedInit 消息并不包含至少一个磁盘阵列 ID
条目（该条目是在策略的“快照资源”中输入的），则命
令设备不会取消屏蔽或者对 NetBackup 客户端（主机）不
可见。
策略的快照方法与为快照设备指定的 LUN 类型之间有不匹 指定正确的快照方法或快照设备。
配之处。例如，如果选择 Hitachi_ShadowImage 方法，但
为快照设备指定快照 LUN 而非克隆 LUN，则会出现错误。
请参见下一项目符号列表中的示例日志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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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解释/推荐的操作

没有为在 NetBackup 策略的“快照资源”中指定的源设备 为在策略的“快照资源”中指定的源设备和快照设备设置
和快照设备创建磁盘对。
磁盘对（主磁盘和辅助磁盘）。请参考 Hitachi 文档。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hitachi.log.<date>
日志中可能包含与以下内容相似的消息。
如果快照方法为 Hitachi_CopyOnWrite：
Fri Mar 21 2008 16:26:49.173893 <Pid - 9477
/ Thread id - 1> HITACHI_FIM_SNAPSHOT not
supported for 10
如果快照方法为 Hitachi_ShadowImage：
Fri Mar 21 2008 16:26:49.173893 <Pid - 9477
/ Thread id - 1> HITACHI_FIM_SHADOW_IMAGE
not supported for 10
在策略的“快照资源”中，源设备或快照设备的设备标识 推荐的操作：确保在策略的“快照资源”中正确输入标识
符无效。
符。指定不带前导零的源和快照 ID。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hitachi.log.<date>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为 Hitachi_ShadowImage 或
Hitachi_CopyOnWrite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日志中可能包含与以下内容相似的消息：
Fri Mar 21 2008 16:26:49.173893 <Pid - 9477
/ Thread id - 1> getrminfo failed.Fri Mar
21 2008 16:26:49.173893 <Pid - 9477 /
Thread id - 1> operation failed with error
number <> with message <msg>'.
上面的消息可能指示策略的“快照资源”中的设备 ID 不正
确或不存在。例如，如果指定的快照设备 ID 不存在：
Mon May 12 2008 21:32:32.088876 <Pid - 8040
/ Thread id - 1> getrminfo is called for
'9999'.Mon May 12 2008 21:32:32.089736 <Pid
- 8040 / Thread id - 1> getrminfo
failed.Mon May 12 2008 21:32:32.090003 <Pid
- 8040 / Thread id - 1> operation failed
with error number '-1' with message
'[EL_CMDRJE] An order of the control
command rejected.'.
RAID Manager 库 libsvrrm.so 软件未安装在
/usr/lib/ 目录下。

推荐的操作：在 /usr/lib/ 目录下安装 RAID Manager
软件包。请参见 Hitachi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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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解释/推荐的操作

RAID Manager 库 libsvrrm.so 的安装版本不受支持。 推荐的操作：在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hitachi.log.<date>
日志中查找 Library RMLIB version 消息。
请参见第 178 页的“确定当前 RAID Manager 的版本”。

Hitachi 阵列的备份、还原或映像失效失败
下表列出了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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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9
问题

备份、还原或映像失效失败
解释/推荐的操作
这些消息指示实例号不可用。实例号管理逻辑可能存在问
题。
■

■

删除以下文件。
/usr/openv/lib/vxfi/cachefiles/hitachi/
UDID##HITACHI##HDS##enclosure id##*
其中，enclosure id 是在策略的“快照资源”中指定的
阵列序列号。
收集相应的 Hitachi 日志并与 Symantec 的 NetBackup
客户支持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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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出现了涉及 Hitachi 实例号的问题。例如，Hitachi 快照提
供程序未收到命令设备的实例号。连接到阵列需要使用该
实例号。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hitachi.log.<date>
日志中包含以下消息：
Couldn't get instance no failed with
message ....
该日志中可能还包含以下消息：
Fri Mar 21 2008 16:26:49.818233 <Pid - 9477
/ Thread id - 1> Entering Function
attachCmd [156,
providers/hitachi/hitachi_rmlibintf.cpp]
Fri Mar 21 2008 16:26:49.173893 <Pid - 9477
/ Thread id - 1> attachcmddev is called
with cmd dev /dev/dsk/c1t0d0s2 and instance
number 0. Fri Mar 21 2008 16:26:49.818308
<Pid - 9477 / Thread id - 1> Exiting
Function attachCmd [156,
providers/hitachi/hitachi_rmlibintf.cpp]
Attachcmddev 消息应列出 Hitachi 命令设备（对应于在策
略中指定的磁盘阵列 ID）和实例号。如果消息中未包括
Hitachi 命令设备，则说明尚未收到实例号。每个命令设备
允许数量有限的实例号。如果最多进程数正在使用同一命
令设备，则无法获取更多实例号。这种情况可能表明 Hitachi
提供程序的实例号管理逻辑存在问题。
另请注意以下可能出现的消息：
Fri Mar 21 2008 16:26:49.818233 <Pid - 9477
/ Thread id - 1> Entering Function
attachCmd [156,
providers/hitachi/hitachi_rmlibintf.cpp]
Fri Mar 21 2008 16:26:49.173893 <Pid - 9477
/ Thread id - 1> Couldn't get instance no
failed with message '%s'.Fri Mar 21 2008
16:26:49.818308 <Pid - 9477 / Thread id 1> Exiting Function attachCmd [156,
providers/hitachi/hitachi_rmlibintf.cpp]
另一示例消息如下所示：
Fri Mar 21 2008 16:26:49.173893 <Pid - 9477
/ Thread id - 1> Couldn't get instance no

解释/推荐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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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解释/推荐的操作

failed with message 'Instance No Exhausted,
couln't reclaim giving up'
源设备的默认阵列控制器与快照设备的控制器不相同。使 推荐的操作：确保克隆（或快照）设备与源设备具有相同
的默认控制器。请参见 Hitachi 文档。
用“存储导航器”界面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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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
复制方法的说明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方法的磁盘要求

■

关于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方法的指令

■

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方法的存储单元

■

防止在第三方复制备份上进行多路复用

■

原始分区备份

■

增加所有客户端的客户端读取超时值

■

有关脱离主机数据移动器备份的详细信息

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方法的磁盘要求
对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备份方法，客户端的数据必须在一个
或多个符合以下条件的磁盘上。
■

磁盘必须是 SCSI 或光纤通道设备。

■

磁盘必须对 NetBackup 客户端和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可见。磁盘必须通过光
纤通道 SAN 或具有双端口 SCSI 连接的磁盘阵列来进行连接。

■

为响应序列号查询（序列化），磁盘必须能够返回其 SCSI 序列号。或者，磁盘
必须支持 SCSI 查询页代码 83。

关于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方法的说明
关于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方法的指令

关于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方法的指令
策略的“备份选择”列表不得包含 ALL_LOCAL_DRIVES 条目（VMware 除外）。

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方法的存储单元
请注意以下几点：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第三方复制设备备份方法不支持 Any_available。

■

第三方复制设备方法不支持磁盘存储单元。

防止在第三方复制备份上进行多路复用
第三方复制设备备份方法与多路复用（两个或更多个并行备份作业向同一存储设备
写入）不兼容。要防止在第三方复制备份上进行多路复用，必须将“每个驱动器的
最多复用路数”设置为 1。这是在“添加新的存储单元”或“更改存储单元”对话
框中设置的。
防止在第三方复制备份上进行多路复用
◆

在“添加新的存储单元”或“更改存储单元”对话框中，将“每个驱动器的最
多复用路数”设置为 1。

原始分区备份
对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方法，请不要将“块设备”指定为要备份
的原始分区。对于这两种备份方法，NetBackup 不支持块设备。应改为将原始分区
指定为“字符设备”。
示例：
Solaris: /dev/rdsk/c1t3d0s3
HP: /dev/rdsk/c1t0d0

增加所有客户端的客户端读取超时值
对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方法，可能有必要增加客户端读取超时值。在某些环境
中，NetBackup 需要的读取时间可能比默认值所允许的读取时间长。如果客户端读
取超时值不够大，则备份可能会失败，并显示状态 13“文件读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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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所有客户端的客户端读取超时值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转至“主机属性”>“主服务器”> 双击主服务
器 >“属性”>“超时”。

2

增大客户端读取超时值。

3

重试备份。

有关脱离主机数据移动器备份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文档中关于脱离主机数据移动器备份的部分：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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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和还原过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执行备份

■

关于执行还原

■

关于从 FlashBackup 备份中还原

■

在群集文件系统中进行还原（仅限 UNIX 上的 VxFS）

■

即时恢复还原功能

■

从即时恢复快照还原单个文件的说明

■

关于还原的配置

■

关于从磁盘快照还原

关于执行备份
Snapshot Client 策略可以使用下列备份类型。
自动备份

备份客户端数据的最便捷的途径是配置一个策略，然后设置
日程表来实现自动、无人值守的备份。要使用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必须按照本指南中相应配置章节的说明来
启用快照备份。要为自动备份添加新的日程表或更改现有的
日程表，可以遵循《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的准
则。

手动备份

管理员可以使用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管理界面来执行策
略的备份。要使用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必须按照本
指南中相应配置章节的说明来启用快照备份。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以了解有关执行
手动备份的说明。

备份和还原过程
关于执行还原

用户控制的备份和存档

用户可从 NetBackup 客户端上执行 Snapshot Client 备份。
NetBackup 管理员必须配置一个带有日程表的相应快照策略。
请参见《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快速入门指南》，以
了解有关执行用户控制的备份和存档的说明。

关于执行还原
可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来还原单个文件、目录、卷或原始分区。请参见
《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快速入门指南》 以了解有关执行还原的说明。后面
各主题包含还原注意事项以及专用于某些 Snapshot Client 组件的处理过程。

关于从 FlashBackup 备份中还原
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可以从 FlashBackup 备份中还原单个目录或文件
（或整个原始分区）。该过程与《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快速入门指南》中
介绍的从常规备份进行还原的过程相同。
注意：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将 UNIX 客户端的策略类型设置为
FlashBackup，将 Windows 客户端的策略类型设置为 FlashBackup-Windows。
在开始还原之前，请注意以下事项：
■

FlashBackup（或 FlashBackup-Windows）备份既支持单个文件还原又支持原
始分区还原。可以从同一个备份执行两种还原类型中的任何一种。要还原单个
文件，请在“还原文件”选项卡上选择“正常备份”；要还原整个原始分区，
请选择“原始分区备份”。

■

您必须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具有管理员权限，才能还原原始分区。

■

只有从完全备份中才能还原整个原始分区。FlashBackup 增量式备份仅支持单
个文件的还原。

■

请在还原之前确保原始分区的设备文件已存在。

■

对于原始分区还原，必须选择重写选项。必须存在设备文件并且将重写磁盘分
区。

■

要还原数量庞大的文件（当单个文件还原需要的时间太长时），可以执行原始
分区还原：请将还原重定向到大小相同的另一个原始分区，然后将各个文件复
制到原始文件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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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Backup 和 UNIX 客户端还原注意事项
对于 UNIX 客户端，请注意以下事项：
■

要还原整个原始分区，请确保该分区“未”装入而且“未”在使用中（因此，
不能将原始分区还原到根分区，也不能还原到安装了 NetBackup 的分区）。如
果某一数据库使用该分区，请关闭该数据库。分区必须与其备份时的大小相同，
否则，可能会出现不可预知的还原结果。

■

在 vxFS 文件系统的原始分区还原完成后，通常要求在运行文件系统一致性检查
(fsck) 后才能装入该文件系统。

FlashBackup 和 Windows 客户端还原注意事项
请注意以下针对 Windows 客户端的限制：
■

对于原始分区还原，必须选择重写选项。在还原过程中，必须存在设备文件并
且将重写磁盘分区。

■

对于原始分区还原，请确保该分区“已”装入（已指定为一个驱动器盘符），
但“未”在使用中（因此，不能将原始分区还原到根分区，也不能还原到安装
了 NetBackup 的分区）。如果某一数据库使用该分区，请关闭该数据库。分区
必须与其备份时的大小相同，否则，可能会出现不可预知的还原结果。

■

对于原始分区还原，需要确保所选驱动器盘符的格式与 FlashBackup-Windows
策略中指定的格式相同（如 \\.\E:）。如果选择 E:\，则还原将失败。

在群集文件系统中进行还原（仅限 UNIX 上的 VxFS）
在群集文件系统中还原大量文件（例如 100,000 个或更多）时，如果在本地主机上
装入该文件系统，则还原将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还原完成后，即可以共享装入的
形式来装入文件系统。
在群集文件系统中还原大量文件

1

请停止使用该文件系统的所有应用程序（在所有节点上）。

2

卸载文件系统。

3

在本地装入文件系统。

4

执行还原。

5

再次共享已装入的文件系统，并重新启动应用程序（如果存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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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恢复还原功能
可以采用与正常备份相同的方法从即时恢复备份中还原文件。在《NetBackup 备
份、存档和还原入门指南》中对还原过程进行了说明。
此外，还要注意几种专用于即时恢复的还原功能，需要对这些功能进行特殊说明。
块级还原（针对 VxFS_Checkpoint 快照）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关于即时恢复：块级还原”。

文件提升（针对 VxFS_Checkpoint 或
NAS_Snapshot 快照）

请参见第 207 页的“关于即时恢复：文件提升”。

用于 Windows 的快速文件重同步（针对
VxVM 和 FlashSnap 快照）

请参见第 208 页的“关于即时恢复：快速文件
重同步（仅限 Windows 客户端）”。

回滚（针对 VxFS_Checkpoint、VxVM、
请参见第 209 页的“关于即时恢复：即时点回
VSS、FlashSnap 或 NAS_Snapshot 快照、 滚”。
OST_FIM 和磁盘阵列方法）

关于即时恢复：块级还原
如果使用 VxFS_Checkpoint 方法创建即时恢复快照，则可通过块级还原来更快地
完成对大型文件的恢复。只有已更改的块才会从快照中移动到客户端的主文件集
中。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块级还原需要 VxFS 文件系统。

■

仅在将文件还原到客户端上的原始位置，并且用于备份的快照方法为
VxFS_Checkpoint 时，块级还原才可用。

■

如果用于备份的快照方法是 VxFS_Checkpoint，而且要还原的文件位于 Oracle
数据库中，则块级还原将自动启用。

提供了有关激活和停用块级还原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06 页的“激活和停用块级还原”。

激活和停用块级还原
激活块级还原
◆

在客户端上创建以下（空）文件：
/usr/openv/netbackup/PFI_BLI_RESTORE

创建该文件后，所有后续的客户端数据的还原都将使用块级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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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块级还原
◆

删除（或重命名）PFI_BLI_RESTORE 文件。
当激活块级还原时，还原中的所有文件都将使用块级还原。块级还原也许并不
适合于所有文件。在还原大量的“小型”文件时，可能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因
为必须首先映射这些文件。

关于即时恢复：文件提升
如果使用 VxFS_Checkpoint 或 NAS_Snapshot 在 UNIX 上创建即时恢复快照，则
通过文件提升可以更快地恢复自备份以来发生大量更改的大型文件。通过使用最少
的 I/O 开销来恢复文件，文件提升可对单个文件的还原进行优化。

有关文件提升的注意事项
只能提升常规文件，不能提升文件链接或目录。
请注意关于 VxFS_Checkpoint 的以下几点：
■

文件提升需要 VxFS File System 4.0 版或更高版本。

■

只能从使用 VxFS_Checkpoint 方法创建的最后一个即时恢复快照进行文件提
升。

■

只有将文件还原到原始客户端上的原始位置时，才能使用文件提升。

请注意关于 NAS_Snapshot 的以下几点：
■

只有还原到原始客户端上的原始卷时，才能使用文件提升。

■

也可以从较早的快照中进行文件提升，但文件提升开始后，所有新建的 NAS 快
照将被删除。

■

文件系统的要求取决于 NAS 供应商。

■

有关特定于 NAS 供应商的更多要求，请参见 NetBackup for NDMP Supported
OS and NAS Appliance Information（《NetBackup for NDMP 支持的操作系统
和 NAS Appliance 信息》）联机文档。该文档可以从以下网址访问：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31885

关于文件提升
文件提升过程与 NetBackup 的标准还原过程相同。
请参见《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快速入门指南》。
在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时，无需任何特殊的设置或选择。
如果满足要求，则 NetBackup 将自动对文件尝试使用文件提升。
请参见第 207 页的“有关文件提升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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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文件还原将按照标准方式进行，不使用文件提升。所有文件数据被从快照复
制到主文件系统。NetBackup 进度日志会指示已提升了多少文件，以及有多少无法
提升的文件使用了 tar 方式进行还原。

关于即时恢复：快速文件重同步（仅限 Windows 客户端）
如果使用 VxVM 或 FlashSnap 在 Windows 上创建即时恢复快照，则通过快速文件
重同步可以更快地恢复自备份以来发生大量更改的大型文件。（快速文件重同步是
一种文件提升类型）。只有已更改的块才会从快照中移动到客户端的主文件集中。

有关快速文件重同步 (FFR) 的注意事项
请注意以下几点：
■

FFR 需要 Storage Foundations for Windows 4.1 或更高版本以及获得许可的
FlashSnap Option。

■

只能从使用 VxVM 或 FlashSnap 方法创建的即时恢复快照中进行 FFR。

■

只有还原到原始客户端上的原始位置时 FFR 才可用。

■

必须选中“重写现有文件”选项。

关于快速文件重同步 (FFR) 和要还原的文件的说明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原始文件必须存在于客户端上，并且将被还原所重写。

■

原始文件和快照文件的名称和创建时间必须完全相同。

■

文件大小必须超过 20 MB 并且为 NTFS 格式。

■

文件一定不能被压缩或加密。

■

原始文件或快照文件上不能有打开的句柄。

关于使用快速文件重同步
还原单个文件的快速文件重同步过程与 NetBackup 的标准还原过程相同。请参考
《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快速入门指南》。在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
面时，无需任何特殊的设置或选择。

在 NetBackup 使用快速文件重同步时
如果满足要求，则 NetBackup 会首先自动尝试快速文件重同步。
请参见第 208 页的“有关快速文件重同步 (FFR) 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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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无法对文件使用快速文件重同步，则不应用快速文件重同步，而直接按照标准
方式还原该文件。也就是说，将所有文件数据从快照复制到主文件系统。NetBackup
进度日志会指示已重同步了多少个文件，以及有多少无法重同步的文件使用了 tar
方式进行还原。

关于即时恢复：即时点回滚
还可以用最少的 I/O 开销来还原整个文件系统或卷的快照。这种还原的类型称为“即
时点回滚”。快照中的所有数据都将还原；回滚时无法进行单个文件的还原。

有关回滚的注意事项
请注意以下事项。
警告：回滚会删除在要还原的快照的创建日期之后创建的所有文件。 回滚会将文件
系统或卷返回到给定即时点。 在此之后产生的所有数据更改或快照都将丢失。
■

只能从为“即时恢复”启用的和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创建的备份执行回滚：
VxFS_Checkpoint、VxVM、FlashSnap、NAS_Snapshot 或磁盘阵列方法。

■

如果备份是使用 EMC_TimeFinder_Clone method 方法创建的并且未完全创建
克隆，则回滚不会成功。
在执行回滚前验证克隆是否完成：
请参见第 159 页的“在执行即时点回滚之前验证是否已完成克隆”。

■

对于使用 VxFS_Checkpoint 方法创建的备份，回滚需要 VxFS 文件系统 4.0 或
更高版本以及 Disk Layout 6。对于 NAS_Snapshot，对文件系统的要求视 NAS
供应商而定。

■

回滚会删除所有 VxFS_Checkpoint 快照或 NAS_Snapshot 快照（及其目录库信
息），这些快照是在要还原的快照的创建日期“之后”创建的。

■

如果装入了主文件系统并且快照位于磁盘阵列上，则回滚会尝试卸载该文件系
统。 如果卸载成功，则主设备上的任何 I/O 将被强行停止。 为了安全起见，确
保回滚前在主设备上不会发生任何 I/O。
如果卸载主文件系统的尝试失败，则回滚不会成功。 应停止设备上的 I/O 并重
试回滚。 例如，如果终端会话已通过 cd 命令访问了该文件系统，则更改为文件
系统外的目录，然后重试回滚。

■

仅当将文件系统或卷还原到客户端上的原始位置时才可以使用回滚。

■

在文件系统回滚开始时，NetBackup 会验证主文件系统是否包含制作快照之后
创建的文件。 如果包含此类文件，则回滚将中止。

■

从 OST_FIM 类型的快照回滚只能从第一个副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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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从 OST_FIM 类型的快照进行的回滚，请参考《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南》。

执行快照回滚
以下过程需要 root 访问权限 (UNIX) 或管理员权限 (Windows)。
执行快照回滚 (UNIX)

1

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usr/openv/netbackup/bin/jbpSA &

2

单击“还原文件”选项卡。

3

单击“操作”>“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以指定服务器、源客户端、策略
类型和目标客户端。

4

对于“还原类型”，请选择“即时点回滚”。
“浏览目录”字段将呈灰显状态，并且以根目录 (/) 作为默认值。
“备份历史记录”窗口中显示所有日期（用户不能设置范围）的即时恢复备
份。

5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映像，然后单击“确定”。
“还原文件”选项卡的“目录结构”窗格中将显示该映像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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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根级别或装入点（文件系统或卷），但不能选择更低级别上的文件
夹或文件。

6

在“目录结构”列表中，单击根节点或根节点下面的一个装入点旁边的复选
框。
可以选择文件系统或卷，但不能选择此级别以下的组件。

7

单击“还原”选项。
唯一可用的目标选项是“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原始位置”。

8

对于文件系统，可以通过选中“跳过验证并强制回滚”选项来跳过文件验证。
警告：“只有”确定要用快照来替换位于原始位置中的所有文件时，才能单击
“跳过验证并强制回滚”。回滚会删除在要还原的快照的创建日期之后创建的
所有文件。
如果未选中“跳过验证并强制回滚”，则 NetBackup 将对文件系统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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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09 页的“有关回滚的注意事项”。
如果检查没有通过，则回滚将中止，同时“任务进度”选项卡将指示因文件验
证失败而无法执行回滚。
过程的其余部分与正常还原完全相同，如《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快速
入门指南》 和帮助中所述。
执行快照回滚 (Windows)

1

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单击“开始”>“程序”> Symantec 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

2

从“选择还原内容”下拉菜单中，选择“从即时点回滚还原”。

3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以指定服务器、源客
户端、策略类型和目标客户端。

4

在 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单击要还原的备份映像。
“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仅显示所有日期（用户不能设置日期范围）的
即时恢复备份。

您可以选择根级别或装入点（文件系统或卷），但不能选择更低级别上的文件
夹或文件。

5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单击根节点或根节点下面的一个装入点旁边的复选
框。
可以选择文件系统或卷，但不能选择此级别以下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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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操作”>“开始还原标记的文件”。
唯一的目标选项是“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原始位置”。

7

对于文件系统，可以通过选中“跳过验证并强制回滚”选项来跳过文件验证。
警告：“只有”确定要用快照来替换位于原始位置中的所有文件时，才能单击
“跳过验证并强制回滚”。回滚会删除在要还原的快照的创建日期之后创建的
所有文件。
如果未选中“跳过验证并强制回滚”，则 NetBackup 将对文件系统进行检查。
请参见第 209 页的“有关回滚的注意事项”。
如果检查没有通过，则回滚将中止，同时“进度日志”中将指示因文件验证失
败而无法执行回滚。
过程的其余部分与正常还原完全相同，如《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快速
入门指南》中所述。

从即时恢复快照还原单个文件的说明
以下各项与从即时恢复快照还原单个文件相关：
■

当您从用于即时恢复脱离主机备用客户端备份的快照还原文件时：
NetBackup 会查阅备用客户端上的排除列表，即使当它将文件还原到主客户端
时亦然。 如果备用客户端上的排除列表与主客户端上的排除列表不同，则不会
将备用客户端上的排除列表中列出的任何文件还原到主客户端。
例如，如果备用客户端的排除列表中包含 *.jpg 条目，而主客户端备份中包含一
部分 .jpg 文件，则可以选择这些 .jpg 文件进行还原，但实际上它们并不会被还
原。若要还原文件，您必须更改备用客户端上的排除列表。

■

当您从用于即时恢复备份（本地或脱离主机备用客户端）的快照还原文件时：
如果在发生备份后更改排除列表，则在还原期间 NetBackup 只考虑最新版本的
排除列表。 当前排除列表中列出的任何文件都不会被还原。并且，如上一项目
中所注，备用客户端上的排除列表优先于主客户端上的排除列表。
例如：如果当前版本的排除列表包含 *.jpg 条目，而备份中包括一部分 .jpg 文
件，则可以选择这些 .jpg 文件进行还原，但实际上它们并不会被还原。若要还
原文件，您必须更改主（或备用）客户端上的排除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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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于普通的备份（不基于快照），不会备份排除列表中包括的任何文件。
但是，对于基于快照的备份，快照中会包括所有文件。仅当从快照创建存储单
元备份时，才会查阅排除列表。如果快照在备份之后被保留（适用于即时恢复
功能），且在还原时可用，则 NetBackup 将从快照还原文件。 由于快照中的所
有文件都可用（包括从存储单元备份中排除的那些文件），因此 NetBackup 没
有正确地查阅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上的当前排除列表。 还原期间，排除列表中
的所有文件都会跳过。
此问题将在以后的 NetBackup 版本中解决。

关于还原的配置
可以采用几种方式来还原 Snapshot Client 备份，具体取决于现有的配置。

关于通过 LAN 进行还原
数据可以从存储设备还原到介质服务器，也可通过 LAN 从介质服务器还原到客户
端。这种还原也可用于普通的（非 Snapshot Client）备份。
图 11-1

通过 LAN 进行还原
LAN/WAN
介质
服务器

客户端

SCSI

客户端
磁盘

SCSI

存储

下表介绍图中所示的阶段。
阶段

操作

第 1 阶段

介质服务器从本地存储读取数据。

第 2 阶段

介质服务器通过 LAN 将数据发送到客户端。

第 3 阶段

客户端将数据还原到磁盘（磁盘可以本地连接到 SAN 或在 SAN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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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过 SAN 还原到一个既充当客户端服务器又充当介质服务器的
主机
此种类型的还原需要使用服务器的 bp.conf 文件中的
FORCE_RESTORE_MEDIA_SERVER 选项。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以了解有关
FORCE_RESTORE_MEDIA_SERVER 选项的详细信息。
通过 SAN 进行还原

图 11-2

LAN/WAN

介质
服务器

客户端/介质
服务器

SAN

SAN 上的
客户端磁盘

存储

下表介绍图中所示的阶段。
阶段

操作

第 1 阶段

客户端/介质服务器通过 SAN 从磁带读取数据。

第 2 阶段

客户端将数据还原到磁盘（磁盘可以本地连接到 SAN 或在 SAN 上）。
（要求在 bp.conf 文件中使用 FORCE_RESTORE_MEDIA_SERVER
选项。）

关于直接从快照还原
如果为备份打开了“备份后保留快照”选项，通过从快照还原单个文件或还原整个
快照，可以从镜像磁盘还原数据。必须从命令提示符完成此类还原。可以使用复制
命令，如 UNIX cp。
请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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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执行此类型的还原。

■

此类还原不是“即时恢复”功能。

请参见第 216 页的“关于从磁盘快照还原”。
可以通过 OpsCenter GUI 还原单个文件。如果为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时
选择了“从快照编制索引”或“从快照备份”操作，则可以进行还原。

关于从磁盘快照还原
如果“备份后保留快照”参数设置为“是”，则在备份完成后将快照保留在镜像磁
盘中。通过命令行，可直接从磁盘还原个别文件或整个快照，而不是从磁带还原。
注意：除非备份是使用“即时恢复”功能创建的，否则无法通过“备份、存档和还
原”界面从快照中执行还原。必须通过命令行手动执行还原。

关于在 UNIX 上还原
下列过程适用于 UNIX。

在 UNIX 上还原单个文件
要还原单个文件，请定位并装入快照文件系统。使用系统命令（如 cp 和 ftp）按如
下方式从该文件系统复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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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NIX 上还原单个文件

1

要列出当前快照的标识符，请使用带有 query 选项的 bpfis 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bpfis query

这将返回当前所有快照的 ID (FIS IDs)。例如：
INF - BACKUP START 3629
INF - FIS IDs: 1036458302
INF - EXIT STATUS 0: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2

对于每个快照标识符，请再次输入 bpfis query，以指定快照 ID：
/usr/openv/netbackup/bin/bpfis query -id 1036458302

这将返回原始文件系统（快照源）的路径和快照文件系统的路径。例如：
INF
INF
INF
INF
INF

-

BACKUP START 3629
Snapshot image host : ricopico
Snapshot image owner: GENERIC
Time created
: Mon Oct 7 19:35:38 2002
REMAP FILE BACKUP /mnt/ufscon USING
/tmp/_vrts_frzn_img_26808/mnt/ufscon

OPTIONS:ALT_PATH_PREFIX=/tmp/_vrts_frzn_img_26808,FITYPE=MIRROR,
MNTPOINT=/mnt/ufscon,FSTYPE=ufs
INF - EXIT STATUS 0: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在本例中，主文件系统为 /mnt/ufscon，快照文件系统为
/tmp/_vrts_frzn_img_26808/mnt/ufscon。

3

将文件从已装入的快照文件系统复制到原始文件系统。

在 UNIX 上还原整个快照
根据硬件配置以及策略使用的快照方法，可以通过几种方式从磁盘快照恢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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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快照方法为 FlashSnap 时还原整个快照

1

卸载快照源（原始文件系统）和位于备用客户端上的快照文件系统：
umount original_file_system
umount snapshot_image_file_system

定位文件系统：
请参见第 216 页的“在 UNIX 上还原单个文件”。

2

逐出备用客户端上的快照：
■

查找 VxVM 磁盘组：
vxdg list

磁盘组名称的格式如下所示：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如果 vxdg list 未显示磁盘组，则该磁盘组可能已被逐出。通过输入以下
命令，您可以发现所有磁盘组（包括已逐出的磁盘组）：
vxdisk -o alldgs list

括号中的磁盘组不在本地系统导入。
■

逐出 VxVM 磁盘组：
vxdg deport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3

在主（原始）客户端上导入并加入 VxVM 磁盘组：
vxdg import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vxrecover -g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m
vxdg join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diskgroup

4

启动卷，并使用 -o resyncfromreplica 选项对快照卷进行快照合并，如下所
示：

vxvol -g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start SNAP_diskgroup_volume
vxassist -g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o resyncfromreplica
snapback SNAP_diskgroup_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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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 EMC、Hitachi 或 HP 磁盘阵列上创建了快照时，还原整个辅助磁盘
◆

则可以使用硬件级还原将整个镜像或辅助磁盘还原到主磁盘，但要格外小心。
如果磁盘被多个文件系统或 VxVM 卷共享，则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请
阅读以下内容：
警告：如果多个文件系统或多个 VxVM 卷共享主磁盘，则硬件级别磁盘还原
（如通过 symmir -restore 命令）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硬件级还原用镜像
磁盘的内容重写整个主磁盘。
如果尝试还原共享同一磁盘的其中“某个”文件系统的快照或其中“某个”VxVM
卷的快照，此重写可能会成为问题。共享该磁盘的其他文件系统或卷可能包含
较早的数据，这些数据是不需要再写入主磁盘中的。进行硬件级磁盘还原时，
较早的数据将替换主磁盘上的较新数据。

关于在 Windows 上还原
下列过程适用于 Windows。

在 Windows 上还原单个文件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Windows 上还原单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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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上还原单个文件

1

要列出当前快照的标识符，请使用带有 query 选项的 bpfis 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bpfis query

这将返回当前所有快照的 ID (FIS IDs)。例如：
INF - BACKUP START 3629
INF - FIS IDs: 1036458302
INF - EXIT STATUS 0: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2

对于每个快照标识符，请再次输入 bpfis query，以指定快照 ID：
/usr/openv/netbackup/bin/bpfis query -id 1036458302

这将返回代表快照卷的路径或原始文件系统（快照源）和 GUID（全局唯一标
识符）。例如：
INF
INF
INF
INF
INF

-

BACKUP START 2708
Snapshot method: FlashSnap
Snapshot image host : tire
Snapshot image owner : NBU
Time created
: Sat Oct 25 15:26:04 2003

INF - REMAP FILE BACKUP H:\ USING
\\?\Volume{54aa666f-0547-11d8-b023-00065bde58d1}\
OPTIONS:ALT_PATH_PREFIX=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
Temp\_vrts_frzn_img_2408,FITYPE=MIRROR,MNTPOINT=H:\,FSTYPE=NTFS
INF - EXIT STATUS 0: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在本示例中，快照文件系统是 H:\，GUID 是
\\?\Volume{54aa666f-0547-11d8-b023-00065bde58d1}\。

3

从快照卷还原单个文件：
■

将 GUID 装入空的 NTFS 目录：
mountvol C:\Temp\Mount
\\?\Volume{54aa666f-0547-11d8-b023-00065bde58d1}\

■

将要还原的文件从临时快照装入点（在本例中，是 C:\Temp\Mount）复制
到主卷中。

220

备份和还原过程
关于从磁盘快照还原

在 Windows 上还原整个快照
如果快照方法是 FlashSnap，则以下过程适用。
在 Windows 上还原整个快照

1

逐出备用客户端上的快照：
■

查找 VxVM 磁盘组：
vxdg list

磁盘组名称的格式如下所示：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

逐出 VxVM 磁盘组：
vxdg -g split_diskgroup deport

2

在主（原始）客户端上导入并加入 VxVM 磁盘组：
vxassist rescan
vxdg -g split_diskgroup import
vxdg -g split_diskgroup -n diskgroup join

3

要对快照卷进行快照合并，请使用 -o resyncfromreplica 选项：

vxassist -o resyncfromreplica snapback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iskgroup\snap_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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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收集信息和检查日志

■

用于 UNIX 平台的日志记录目录

■

用于 Windows 平台的日志记录文件夹

■

客户支持部门联系信息

■

最新的修补程序和更新

■

快照提供程序信息

■

Snapshot Client 的重要注意事项

■

Snapshot Client 安装问题

■

FlashBackup 和状态码 13

■

从 Windows VSS 写入器保护的 FlashBackup 即时恢复快照文件还原单个文件
时失败

■

标识并删除遗留的快照

■

删除 VxVM 卷克隆

■

从快照进行的备用客户端还原和备份失败

■

从快照还原失败，状态码为 2800

■

原始分区还原失败，并显示消息“FlashBackup-Windows 策略还原错误”

■

快照创建失败，并显示错误 156

■

快照失败，并显示错误 20

■

快照作业失败且快照命令无法识别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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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照创建失败，并显示错误 4220

■

在同一主机的多个装入点上装入同一卷时，快照创建将失败

■

基于快照的备份和还原失败

■

多个快照作业失败，代码为 156 或 1541。

■

有多个备份选择时，FlashBackup 策略将失败 [Cache =]

■

部分备份失败，并显示“快照遇到错误 156”

■

文件系统的备份验证失败并显示错误 223

■

如果指定的 CIFS 共享路径包含正斜线，则策略验证失败

■

通配符备份的 NDMP 快照策略失败，并显示错误 4201

■

使用 bpfis 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

使用 HP-UX 11.31 的限制

关于收集信息和检查日志
通过创建日志记录目录，重现问题，然后检查日志，您自己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有关 NetBackup 日志的深入描述，请参考《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有关 NetBackup 作业状态码的说明，请参考《NetBackup 状态码参考指南》。

用于 UNIX 平台的日志记录目录
如果存在请参见第 224 页的表 12-1。 中显示的目录，则会将 Snapshot Client 备份
消息写入这些目录。
请注意以下几点：
■

要创建详细日志信息，请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客户端上的 bp.conf 文件中
放入 VERBOSE 条目。或者，在“主服务器属性”和“客户端属性”下的“日
志记录”对话框中，将“全局日志记录级别”设置为较高的值。

■

这些目录最终可能需要大量的磁盘空间。完成故障排除后请将它们删除，并从
bp.conf 文件中删除 VERBOSE 选项。或者，将“全局日志记录级别”重置为
较低的值。

■

有关 NAS_Snapshot 的消息，可以在位于 /usr/openv/logs 的 ndmp 统一日志
（创建者 ID 151）中找到。

■

bpfis 日志目录包含 bpfis 和 ostfi（OST 插件）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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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备份的 UNIX 日志记录目录
在备份过程中，Snapshot Client 消息会被记录到以下目录。使用 755 访问模式创
建这些目录，以便 NetBackup 可以写入这些日志。
可以使用 /usr/openv/netbackup/logs/mklogdir 脚本创建这些目录。
表 12-1

用于备份的 UNIX 日志记录目录

日志目录的路径

创建目录的位置

/usr/openv/netbackup/logs/bpbrm 如果即时恢复备份设置为“仅快照”，则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创建目录；否则在介质服务
器上创建目录
/usr/openv/netbackup/logs/bptm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usr/openv/netbackup/logs/bpbkar NetBackup 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 NetBackup 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
/usr/openv/netbackup/logs/bppfi NetBackup 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

用于还原的 UNIX 日志记录目录
在还原过程中，Snapshot Client 消息会被记录到主服务器上的以下目录。使用 755
访问模式创建这些目录。
表 12-2
日志目录的路径

用于还原的 UNIX 日志记录目录
创建目录的位置

/usr/openv/netbackup/logs/bprestore NetBackup 主服务器
/usr/openv/netbackup/logs/bprd NetBackup 主服务器
/usr/openv/netbackup/logs/bpbrm 如果即时恢复备份设置为“仅快照”，则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创建目录；否则在介质服务
器上创建目录
/usr/openv/netbackup/logs/bptm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snapctl 驱动程序消息
snapctl 驱动程序的消息与其他内核消息都记录在客户端的 /var/adm/messages

文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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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Windows 平台的日志记录文件夹
在备份过程中，Snapshot Client 消息被写入请参见第 225 页的表 12-3。 中列出的
文件夹中（如果该文件夹存在）。可使用以下命令来创建这些文件夹：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mklogdir.bat

日志的默认路径如下：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logs

由于可以在安装中设置不同的路径，本主题中列出的路径为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注意：要创建详细的日志，请在“主服务器属性”和“客户端属性”的“日志记
录”对话框中，将“全局日志记录级别”设置为较高的值。
日志文件夹最终可能需要大量的磁盘空间。在完成故障排除后，请删除这些文件
夹，并将主服务器和客户端的日志记录级别设置为较低的值。

用于备份的 Windows 日志记录文件夹
在备份过程中，Snapshot Client 消息被记录到以下文件夹。
有关 NAS_Snapshot 的消息，可以在位于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的 ndmp
统一日志（创建者 ID 151）中找到。
表 12-3

用于备份的 Windows 日志记录文件夹

日志目录的路径

创建文件夹的位置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brm 如果即时恢复备份设置为“仅快照”，则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创建目录；否则在介质服务
器上创建目录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tm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pfi NetBackup 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bkar NetBackup 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fis NetBackup 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

用于还原的 Windows 日志记录文件夹
在还原过程中，Snapshot Client 消息会被记录到主服务器上的以下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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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用于还原的 Windows 日志记录文件夹

日志目录的路径

创建文件夹的位置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restore NetBackup 主服务器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rd NetBackup 主服务器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brm 如果即时恢复备份设置为“仅快照”，则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创建目录；否则在介质服务
器上创建目录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tm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除了本主题中说明的方法，您还可以使用日志记录助理（位于 NetBackup 管理控制
台中）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有关日志记录助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在 NetBackup Windows 客户端上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1

创建 VxMS 日志目录：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vxms

注意：VxMS 文件夹必须存在，然后才能进行日志记录。

注意：如果您已运行 NetBackup mklogdir.bat 命令，则 VxMS 日志目录已存
在。

2

在 Windows 注册表中，请在以下位置创建 DWORD 注册表项 VXMS_VERBOSE：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Veritas > NetBackup >
CurrentVersion > Con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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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配置日志记录级别，请将 VXMS_VERBOSE 的数值设置为 0 或更大的值。值越
大，生成的日志越详细。
0

无日志记录。

1

错误日志记录。

2

级别 1 + 警告消息。

3

级别 2 + 提示性消息。

4

和级别 3 相同。

5

非常详细（包括级别 1）+ 辅助证据文件（.mmf、.dump、VDDK 日志、.xml
和 .rvpmem）。
您可以为 VDDK 消息设置日志记录级别。

6

仅 VIX（VMware 虚拟机元数据）转储。

7

仅 VHD（Hyper-V 虚拟机元数据）转储。

>7

完全详细 + 级别 5 + 级别 6 + 级别 7。

注意：高于 5 的日志级别无法在日志记录助理中进行设置。

注意： 高于 5 的日志级别应仅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使用。在该级别，日志文件
和元数据转储对磁盘空间和主机性能可能具有极高的要求。

4

更改日志位置：
■

打开 regedit 并转到以下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 > SOFTWARE > Veritas > NetBackup >
CurrentVersion

■

创建字符串值为 (REG_SZ) 的注册表项 vxmslogdir。对于该字符串值，请
指定现有文件夹的完整路径。

注意：您可以在 VxMS 日志文件夹上使用 NTFS 压缩来压缩日志大小。新日志
将仅以压缩格式编写。

注意：如果更改了 VxMS 日志位置，则日志记录助理将无法收集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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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tBackup UNIX 或 Linux 客户端上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1

创建 VxMS 日志目录：
/usr/openv/netbackup/logs/vxms

注意：VxMS 目录必须存在，然后才能进行日志记录。

注意：如果您已运行 NetBackup mklogdir 命令，则 VxMS 日志目录已存在。

2

将以下条目添加到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中：
VXMS_VERBOSE= 数值 0 或更大的值

以下过程包含日志记录级别表：
请参见第 226 页的“在 NetBackup Windows 客户端上配置 VxMS 日志记录”。

3

要更改日志位置，请在 bp.conf 文件中输入以下条目：
vxmslogdir= 新日志位置的路径

注意：如果更改了 VxMS 日志位置，则日志记录助理将无法收集日志。

客户支持部门联系信息
在拨打客户支持电话前，请尽可能多地收集日志信息。请确保准备好以下信息：
■

NetBackup 版本

■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以及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客户端的操
作系统版本

■

记录下失败的操作是否曾成功执行过，以及问题是否反复出现

■

日志信息

最新的修补程序和更新
对于其他 Symantec 产品（例如，Veritas File System 和 Volume Manager，或
Storage Foundation），请安装这些产品的最新修补程序和更新。安装最新的软件
可以修复许多问题。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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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接收到 FlashSnap 备用客户端备份上的状态码 156，且客户端数据是在 Storage
Foundations for Windows 4.1 中配置的，请注意：要备份的卷可能不会显示在备用
客户端上。即使已在主客户端上拆分了磁盘组，且磁盘已逐出到备用客户端上，也
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形。现已知道安装最新的 Storage Foundation 修补程序可纠正此
问题。

快照提供程序信息
尽管 NetBackup 自行与快照提供程序通信（未配置提供程序），但有时 NetBackup
日志仍按名称引用提供程序。明确所使用的提供程序有助于理解快照进程以及更正
问题。

Snapshot Client 的重要注意事项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备份作业或还原作业运行缓慢，请确认网络接口卡 (NIC) 设置为全双工。半
双工通常会导致性能降低。如想获得查看和重置特定主机或设备的双工模式方
面的帮助，请参考制造商提供的文档。可以按《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中
的说明使用 ifconfig（或 ipconfig）命令查看和重置双工模式。

■

快照作业和还原作业详细信息中估计的文件计数存在不一致。在快照作业详细
信息中，“估计的文件数”字段显示“ ”（空），而在还原作业详细信息中，
“估计的文件数”字段显示值 1。

■

如果您使用的是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则包含客户端数据
的磁盘必须是 SCSI 或光纤通道设备。

■

对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包含客户端数据的磁盘对于客
户端和介质服务器必须是可见的。磁盘可以通过 SCSI 或光纤通道连接。

■

对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磁盘必须支持序列化或支持
SCSI 查询页代码 83。

■

对于第三方复制设备或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必须为策略指定特定的存储单
元或存储单元组。不要选择 Any_available。提供了配置说明：
请参见第 44 页的“配置 Snapshot Client 策略”。

■

mover.conf.storage_unit_name 文件名中的 storage_unit_name 部分必须与

为策略定义的存储单元名称（如 nut-4mm-robot-tl4-0）完全匹配。
提供了有关创建 mover.conf.storage_unit_name 文件的帮助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
置》）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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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mover.conf.policy_name 文件名中的 policy_name 部分必须与第三方复
制设备要关联的策略的名称匹配。
■

对于旧式磁盘阵列方法（TimeFinder、ShadowImage 或 BusinessCopy），客
户端数据必须驻留在设备组中。数据必须位于主磁盘上，且与镜像磁盘同步。
可能还需要得到磁盘阵列供应商的帮助。
有关旧式阵列方法的磁盘配置要求的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

如果“备份后保留快照”选项从“是”更改为“否”，在重新运行备份前，必
须手动删除为该策略创建的最新快照。可使用 bpfis 命令删除快照。请参考
bpfis 的手册页。

■

在第三方复制设备备份过程中，如果磁带性能很低，请增加缓冲区大小。要执
行此操作，请在介质服务器上创建以下文件之一：

/usr/openv/netbackup/db/config/SIZE_DATA_BUFFERS_TPC.policy_name
/usr/openv/netbackup/db/config/SIZE_DATA_BUFFERS_TPC.storage_unit_name
/usr/openv/netbackup/db/config/SIZE_DATA_BUFFERS_TPC

默认情况下，对于第三方复制备份，数据缓冲区的大小为 65536 字节 (64K)。
要增加该值，请在 SIZE_DATA_BUFFERS_TPC 文件中输入一个更大的整数。
为了获取 96K 的缓冲区，请在文件中输入 98304。如果该值不是 1024 的整数
倍，则从文件中读取的值将向上舍入为 1024 的整数倍。
如果没有其他文件名类型存在，则不带扩展名 (SIZE_DATA_BUFFERS_TPC)
的文件名将作为默认值用于所有第三方复制备份。带有 .policy_name 扩展名的
SIZE_DATA_BUFFERS_TPC 文件适用于命名策略所运行的备
份。.storage_unit_name 扩展名适用于使用命名存储单元的备份。如果以上多
个文件适用于某个给定的备份，则按以下顺序选择缓冲区的值：
SIZE_DATA_BUFFERS_TPC.policy_name
SIZE_DATA_BUFFERS_TPC.storage_unit_name
SIZE_DATA_BUFFERS_TPC
一旦找到了这些文件之一，就会使用它的值。与执行策略的名称相匹配的
.policy_name 文件将覆盖 .storage_unit_name 文件和无扩展名的文件中的
值。.storage_unit_name 文件将覆盖无扩展名的文件中的值。
可以设置特定的第三方复制设备可支持的最大缓冲区大小。
如果第三方复制设备无法处理为备份设置的缓冲区大小，则不会使用该第三方
复制设备。
■

Replication Director 是使用 OpenStorage 应用程序管理快照复制的功能。快照
存储在合作公司的存储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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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Replication Director 使用 NetApp DataFabric Manager
服务器进行数据移动，而不使用介质服务器。

Snapshot Client 安装问题
如果在安装过程中收到以下信息：
/usr/openv/netbackup/bin/version not found.
Add-On Product Installation Aborted.

在安装基本 NetBackup 软件之前，您需要尝试安装 Snapshot Client 软件。

FlashBackup 和状态码 13
状态 13 可能由下列任何情况导致：

FlashBackup 缓存分区空间可能已用完
在此情况下，缓存分区的大小可能不足以满足备份需求。
如果缓存分区已满，则以下类似消息将出现在系统日志中：
WARNING: sn_alloccache: cache /dev/vx/rdsk/flash1dg/f full - all
snaps using this cache are now unusable
WARNING: sn_failsnap: snapshot id 5 failed error 28

指定一个更大的缓存分区，或在“备份选择”列表中指定额外的缓存分区。
请参见第 78 页的“对缓存分区的要求”。

删除无效快照 (Solaris)
在 Solaris 中，如果缓存分区空间已用完，无效快照可能会占用缓存分区上的空间。
无效的快照是指那些未被 FlashBackup 自动删除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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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无效快照 (Solaris)

1

执行以下操作以确定在 Solaris 客户端上是否有无效的快照：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list

2

请对每个列出的快照执行以下操作，以确保 bpbkar 进程与之关联：
ps -eaf |grep ident

其中，ident 是由 snaplist 命令显示的快照进程 ID。

3

输入以下命令以删除未与 bpbkar 进程关联的快照：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off snapn

其中，snapn 是由 snaplist 命令显示的快照 ID。

从 Windows VSS 写入器保护的 FlashBackup 即时恢
复快照文件还原单个文件时失败
从 Windows VSS 写入器保护的 FlashBackup 即时恢复快照文件执行单个文件恢复
时，恢复成功完成，但文件并未还原。
当文件受 VSS 写入器保护时，应当在 VSS 写入器的参与下执行备份和还原。如果
在没有 VSS 写入器的参与下对 FlashBackup 拍摄 VSS 快照，文件中的数据可能不
一致。此文件不应用于从磁带或快照还原。
保护此文件的适当方式是通过指定的 Shadow Copy Component 文件列表指令备份
文件。在这种情况下，系统通过 VSS 写入器拍摄 VSS 快照。

标识并删除遗留的快照
除非“备份后保留快照”参数设置为“是”，否则，NetBackup 通常会在 Snapshot
Client 备份完成后删除快照。然而，在发生某些系统错误（例如系统崩溃或备份异
常终止）后，就可能不会删除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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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并删除遗留的快照

1

使用带有 query 选项的 bpfis 命令列出当前快照。根据备份的类型，在客户端
或备用客户端上输入以下内容：
/usr/openv/netbackup/bin/bpfis query

此命令将返回当前所有快照的 ID (FIS IDs)。例如：
INF - BACKUP START 3629
INF - FIS IDs: 1036458302
INF - EXIT STATUS 0: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在本示例中，快照 ID 为 1036458302。

2

如果 bpfis 输出显示了此快照的 ID，请按以下方法将它删除：
bpfis delete -id snapshot_id

如果 bpfis 删除了快照，则可跳过本步骤的其余部分。

3

Solaris、HP、AIX、Linux：如果 bpfis 无法删除快照，请在没有备份运行时，
输入以下命令（在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上）：
df -k

此命令将显示所有装入的文件系统，包括装入的文件系统上的所有快照。
如果当前快照备份正在运行，则不应删除该快照。在备份完成后，NetBackup
将删除此快照。
下面是由 df -k 列出的两个快照：
/dev/dsk/c1t3d2s4 1048800 73076 914742 8% /tmp/_vrts_frzn_img__wil_vxfs_1299000
/dev/vx/dsk/clone_qes_clone/ufs 38383 21678 12867 63% /tmp/_vrts_frzn_img
__mix_ufs_1299000

快照将以如下格式显示：
/tmp/_vrts_frzn_img__filesystemname_pid

4

Solaris、HP、AIX、Linux：卸载不需要的快照文件系统（在客户端或备用客户
端上进行，这取决于备份的类型）。
下一步取决于快照的类型。

5

对于 nbu_snap（仅限 Solaris）：
■

请输入以下命令以显示遗留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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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list
■

要删除遗留的快照，请输入：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off snap1 ... snapn

我们还提供了有关 snaplist 和 snapoff 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46 页的“关于管理 nbu_snap”。

6

对于 VxVM（Solaris、HP、AIX、Linux）和 VVR（Solaris 和 HP）：
在 VxVM 的客户端上和 VVR 的备用客户端上，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以下命令以显示未同步的镜像磁盘：
vxprint -g diskgroup

■

输入以下命令以重新同步镜像磁盘：
vxassist -g diskgroup -v volume snapback

7

对于 VxVM (Windows)：
■

输入以下命令以显示未同步的镜像磁盘：
vxdg -g diskgroup dginfo

■

输入以下命令以重新同步镜像磁盘：

vxassist snapback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iskgroup\snap_volume

8

对于 VxFS_Checkpoint（Solaris、HP、AIX、Linux）：
■

请输入以下 VxFS 命令以显示检查点名称：
/usr/lib/fs/vxfs/fsckptadm list /file_system

注意： file_system 是已备份的主文件系统的装入点，而不是上一步中卸载
的快照文件系统的装入点。
例如，如果已卸载的快照文件系统如下：
/tmp/_vrts_frzn_img__vm2_1765

则应该在 fsckptadm list 命令中指定的原始文件系统如下：
/v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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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条目：
/usr/lib/fs/vxfs/fsckptadm list /vm2

输出：
/vm2
NBU+2004.04.02.10h53m22s:
ctime
=
mtime
=
flags
=

Fri Apr 02 10:53:23 2004
Fri Apr 02 10:53:23 2004
removable

在本例中，检查点名称是 NBU+2004.04.02.10h53m22s。
■

输入以下命令以删除检查点：
/usr/lib/fs/vxfs/fsckptadm remove name_of_checkpoint /file_system

例如：
/usr/lib/fs/vxfs/fsckptadm remove NBU+2004.04.02.10h53m22s /vm2
■

如果无法删除检查点，请将其卸载 (umount)，然后重试下列操作：
/usr/lib/fs/vxfs/fsckptadm remove name_of_checkpoint /file_system

■

9

有关删除 VxFS 克隆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指南中针对 NetBackup
状态码 156 的推荐操作：《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对于 TimeFinder、ShadowImage、BusinessCopy（仅限 Solaris 或 HP）：
根据备份的类型，在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上执行以下操作：
■

发现和删除任何 VxVM 克隆：
请参见第 237 页的“删除 VxVM 卷克隆”。

■

输入以下命令以重新同步镜像磁盘：
对于 EMC 阵列 (TimeFinder)：
symmir -g device_group establish LdevName

其中 LdevName 是标准设备的逻辑设备名称。对于 Hitachi 和 HP 阵列
（ShadowImage、BusinessCopy）：
pairresync -g groupname -d dev_name

有关 EMC、Hitachi 和 HP 阵列以及重新同步磁盘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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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于 VxFS_Snapshot（仅限 Solaris 或 HP）：
使用上一步中的装入文件系统，按照以下方式卸载快照：
umount -F vxfs /tmp/_vrts_frzn_img__filesystemname_pid

11 对于 FlashSnap（Solaris、HP、AIX、Linux）：
根据备份的类型，在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上执行以下操作：
■

查找 VxVM 磁盘组：
vxdg list

■

磁盘组名称的格式如下所示：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如果 vxdg list 未显示磁盘组，则该磁盘组可能已被逐出。 通过输入以下
命令，您可以发现所有磁盘组（包括已逐出的磁盘组）：
vxdisk -o alldgs list

括号中的磁盘组不在本地系统导入。
■

逐出 VxVM 磁盘组：
vxdg deport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

在主（原始）客户端上，导入并加入 VxVM 磁盘组：
vxdg import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vxrecover -g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m
vxdg join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diskgroup

■

在主（原始）客户端上，启动卷并对快照卷进行快照合并：
vxvol -g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start SNAP-diskgroup_volume
vxassist snapback SNAP-diskgroup_volume

示例：
在本例中，chime 是主客户端，rico 是备用客户端。 1hddg 是 chime 上的
原始磁盘组的名称。
chime_lhddg 是在 rico 上导入的拆分组，必须将其重新加入主 chime 上
的原始组。
在备用客户端 rico 上，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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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dg deport chime_lhddg

在主客户端 chime 上，输入：
vxdg import chime_lhddg
vxrecover -g chime_lhddg -m
vxdg join chime_lhddg lhddg
vxvol start SNAP-lhddg-vol01
vxassist snapback SNAP-lhddg-vol01

12 对于 FlashSnap (Windows)：
■

查找 VxVM 磁盘组：
vxdg list

■

磁盘组名称的格式如下所示：
SPLIT-primaryhost_diskgroup

■

逐出 VxVM 磁盘组：
vxdg -g split_diskgroup deport

■

在主（原始）客户端上，导入并加入 VxVM 磁盘组：
vxassist rescan
vxdg -g split_diskgroup import
vxdg -g split_diskgroup -n diskgroup join

■

在主（原始）客户端上，对快照卷进行快照合并：

vxassist snapback \Device\HarddiskDmVolumes\diskgroup\snap_volume

删除 VxVM 卷克隆
VxVM 卷克隆是一种可能需要手动删除的快照形式。有关磁盘克隆的描述，请参见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Configuration（《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置》）
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1377
严重的系统中断（例如系统崩溃或意外重新启动）可能妨碍 NetBackup 删除克隆。
如果未删除克隆，随后的客户端数据的备份将失败。查看
/usr/openv/netbackup/logs/bpfis 日志，以查找类似下面的文本：

237

故障排除
删除 VxVM 卷克隆

19:13:07.686 [14981] <2> onlfi_vfms_logf: INF - do_cmd:
Command failed with status=20:
/usr/openv/netbackup/bin/bpdgclone -g wil_test -n vol01 -f /var/tmp/HDSTFCAAs7aOqD
</dev/null >/var/tmp/VfMSAAAq7aOqD 2>/var/tmp/VfMSBAAr7aOqD
19:13:07.687 [14981] <2> onlfi_vfms_logf: INF --- Dumping file /var/tmp/VfMSAAAq7aOqD (stdout):
19:13:07.687 [14981] <2> onlfi_vfms_logf: INF --- End of file /var/tmp/VfMSAAAq7aOqD
19:13:07.687 [14981] <2> onlfi_vfms_logf: INF --- Dumping file /var/tmp/VfMSBAAr7aOqD (stderr):
19:13:07.687 [14981] <2> onlfi_vfms_logf: INF - clone group and volume already exists
19:13:07.688 [14981] <2> onlfi_vfms_logf: INF - --- End of file /var/tmp/VfMSBAAr7aOqD

此时，必须使用带有 -c 选项的 bpdgclone 命令删除克隆。然后，将镜像磁盘与主
磁盘重新同步。
根据备份的类型，应该在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上运行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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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VxVM 卷克隆

1

在没有备份运行时，使用下列 VxVM 命令列出所有克隆。
vxdg list

如果使用特定于阵列的快照方法配置的备份正在运行，则该备份的克隆将出现
在 vxdg 输出中。不要删除此克隆；NetBackup 将在备份完成后删除此克隆。
vxdg 输出示例：
NAME
STATE
ID
rootdg
enabled 983299491.1025.turnip
VolMgr
enabled 995995264.8366.turnip
wil_test_clone enabled 1010532924.21462.turnip
wil_test
enabled 983815798.1417.turnip

在本例中，名称后缀表明已为快照备份创建了 wil_test_clone，该备份是使
用特定于阵列的快照方法配置的。如果备份失败，并具有与本示例所包含内容
类似的日志条目，则必须手动删除克隆。

2

要删除该克隆，请输入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bpdgclone -g disk_group -n volume -c clone

对于前一示例，应输入：
/usr/openv/netbackup/bin/bpdgclone -g wil_test -n vol01 -c wil_test_clone

其中 wil_test 是磁盘组的名称，vol01 是 VxVM 卷的名称，wil_test_clone
是克隆的名称。请使用卷管理器的 vxprint 命令显示卷名称和其他卷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bpdgclone 手册页。
有关 vxprint 和其他卷管理器命令的帮助，请参考《Veritas Volume Manager
管理指南》。

3

要验证克隆是否已删除，请重新输入 vxdg list。
输出示例：
NAME
rootdg
VolMgr
wil_test

STATE
enabled
enabled
enabled

克隆不再出现在列表中。

ID
983299491.1025.turnip
995995264.8366.turnip
983815798.1417.turn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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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快照进行的备用客户端还原和备份失败
当此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上的 Veritas Volume Manager (VxVM) 版本不同时，从快
照进行的备用还原将失败。不同版本的 VxVM 还会导致从快照操作进行的备份失
败，并显示错误 4213。
要从快照操作成功执行备用客户端还原和备份，请确认此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上的
VxVM 版本相同。
将 NetBackup 客户端升级为同一版本的 VxVM。

从快照还原失败，状态码为 2800
从快照还原失败，状态码为 2800，并显示“标准策略还原错误”消息。进度日志
显示 no files matched in the given data range。如果您选择的路径不同于备份选择
中提到的路径，则还原失败。
例如，假定 vol6 和 vol7 是分别在 /mnt/vol6 和 /mnt/vol7 上装入的卷。这些装
入点在备份选择中指定。在还原期间，如果您仅选择 /mnt（备份选择中提到的路径
的父目录），则还原失败，状态码为 2800。
要从快照副本成功还原，必须选择在“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提到的原始路径，该路
径是 /mnt/vol6 和 /mnt/vol7 或者子目录或文件。

原始分区还原失败，并显示消息
“FlashBackup-Windows 策略还原错误”
将原始分区设置为从快照副本还原时，还原作业失败，并显示错误：
FlashBackup-Windows 策略还原错误。
仅支持从快照副本进行单个文件还原。不支持从快照副本进行 FlashBackup Windows
策略的原始分区还原。
需要还原原始分区时，请使用快照的存储单元副本（第二个副本）。您必须将存储
单元副本设置为主副本。

快照创建失败，并显示错误 156
当多个卷装入到同一装入点时，快照创建失败。假设 /vol/gvol1 和 /vol/gvol2
在 /mnt 上装入。在这里，卷 gvol1 和 gvol2 都在同一装入点 /mnt 上装入。当运
行备份策略以执行快照备份时，由于两个卷都在同一装入点上装入，因此快照创建
失败，并显示错误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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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下快照创建失败的原因是，操作系统装入表中有多个条目与同一装入点对
应，NetBackup 不支持这种配置。
Symantec 建议您在不同的装入点上装入每个卷。
快照创建可能由于多个原因而失败。上述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快照失败，并显示错误 20
当备份选择中的装入点包含符号链接时，快照创建将失败。快照失败的原因是
NetBackup 不支持将符号链接作为策略备份选择中的装入点。
例如，考虑两个目录结构：/dir1/dir2 和 /dir3/dir4，并且 ln -s /dir1/dir2
/dir3/dir4 是符号链接。
如果将路径 /dir1/dir2/dir4 用作备份选择中的装入点，策略验证将跳过此装入
点并成功完成。然后，如果用户为策略运行手动备份，快照将失败，并显示错误
20。

快照作业失败且快照命令无法识别卷名称
如果卷名超过 15 个字符，快照作业会失败。
创建和命名卷时，会将一个前缀或后缀添加到卷名中。 如果卷名包含 15 个以上的
字符，则加上前缀或后缀可能会使卷名超出 27 个字符的限制。 运行命令 vxassist
snapshot 时，该命令无法识别冗长的快照卷名，且因此快照作业将失败。
例如，如果主卷名为 PFItest123456789vol，且向该名称添加了前缀 00043c8aaa，
那么该卷名就超出了限制。 命令 vxassist snapshot 不会识别名称
PFItest123456789vol_00043c8aaa，快照作业将失败。
Symantec 建议将主卷名限制为最多 15 个字符来创建 VxVM 镜像快照。

快照创建失败，并显示错误 4220
由于分区问题，创建快照失败。如果未正确执行分区，则目标设备/LUN 不会正常
响应。
要成功创建快照，请验证是否已对主机正确执行分区，以及 FC/scsi 适配器是否正
常响应。
例如，对于 AIX，可以使用以下步骤验证分区：

241

故障排除
在同一主机的多个装入点上装入同一卷时，快照创建将失败

验证分区是否正确

1

在 /usr/sbin/lsdev -C -c adapter -Sa -F 'name' 中检查主机上的 FC/scsci
适配器
输出应为：
fcs0
fcs1

2

在 /usr/lib/methods/cfgefc -l fcs0 中检查 FC SCSI I/O 控制器。
输出应为
输出：

3

在 /usr/lib/methods/cfgefscsi -l fscsi0 中检查使用 FC SCSI I/O 控制
器重新扫描设备所用的时间。
输出应为：
<disk list>
real 2m2.123s 执行该命令的实际时钟时间
user 0m0.047s 用户模式下命令的 CPU 周期时间。
sys 0m0.024s 内核模式下命令的 CPU 周期时间。

注意：如果总时间大于 155 秒，快照将失败，并显示错误 4220。

在同一主机的多个装入点上装入同一卷时，快照创建
将失败
在同一主机的多个装入点上装入同一卷时，快照创建将失败。
例如，在装入点 /sample1 on f3170-7-15:/vol/sample1
rsize=32768,wsize=32768,NFSv3,dev=4000033 和 /test1 on
f3170-7-15:/vol/sample1 rsize=32768,wsize=32768,NFSv3,dev=4000034 上

装入卷 f3170-7-15:/vol/sample1 时，快照创建将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
mount: f3170-7-15:/vol/sample1 is not mounted on /test1

在此版本中不支持由 OST_FIM 的两种不同装入点装入的 NFS 共享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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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快照的备份和还原失败
如果 NetBackup 策略中列出的备份选择包含装入点或装入设备中的任何空间，则基
于快照的备份和还原失败。例如，
装入点中不应包含空格
块设备示例：/dev/dg/vol 在 /mnt point 上装入
NFS 示例：Filer:/vol/datavol 在 /nfs mnt 上装入
装入设备中不应包含空格
块设备示例：/dev/dg/vol 数据在 /mntpoint 上装入
NFS 示例：Filer:/vol/data 卷在 /nfsmnt 上装入

多个快照作业失败，代码为 156 或 1541。
频繁启动的多个快照作业失败，代码为 156 或 1541。
当管理员手动（或使用脚本）频繁启动多个快照作业时，可能会出现这些错误。
（例如，每 5 秒钟启动一个快照作业）。
同时，多个循环进程将开始。这些进程处理同一目录库信息，其中包括有关现有快
照的信息。由于这些进程同时处理相同的信息，因此，可能会出现不一致问题。其
中一些进程会删除快照并更新目录库，而其他进程会继续引用过时的信息。这样，
快照作业就可能会以状态码 156（遇到快照错误）、状态码 1541（快照创建失败）
或以其他无法预料的错误结束。
对于预定的快照作业，不会出现此行为，因为 NetBackup 将控制作业的执行。

有多个备份选择时，FlashBackup 策略将失败 [Cache
=]
当在同一策略中指定多个备份选择时，使用 VxFS_Snapshot 创建的 FlashBackup
策略将失败。
VxFS_Snapshot 只能用于备份一个文件系统。如果使用同一个策略备份多个文件系
统，则该备份将失败。
确保为每个文件系统创建一个单独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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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备份失败，并显示“快照遇到错误 156”
当在策略中指定的 NetBackup 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位于同一台主机上时，可能出现
部分备份失败。理想情况下，脱离主机备份功能将备份处理工作转移到备用客户
端。备用客户端将客户端数据发送到存储设备。
当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位于同一台主机上时，脱离主机备份就会失去作用。客户端
负载增加，备份会失败。
注意：不支持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位于同一台主机上。

文件系统的备份验证失败并显示错误 223
Hitachi 硬件快照备份失败并显示状态 223 和错误消息“无法用 ShadowImage 方法
创建快照”。
检查 Storage Foundation 版本，它必须是 5.0MP3 RP3 HF9 或更高版本。Red Hat
Linux 4 平台仅支持 5.0MP3 RP3 HF9 或更高版本。

如果指定的 CIFS 共享路径包含正斜线，则策略验证
失败
如果由于 Snapshot Client 备份不支持包含正斜线的路径而导致备份选择中指定的
CIFS 共享路径失败，则策略验证失败。例如，不支持 OST_FIM 的路径
\\NASFiler1/dataShare1 和 VSS FIM 的 C:\backup/testdir。
Symantec 建议您在指定备份选择时使用反斜线。例如，\\NASFiler1\dataShare1
和 C:\backup\testdir 是有效路径。

通配符备份的 NDMP 快照策略失败，并显示错误 4201
在映像失效后运行策略时，通配符备份的 NDMP 策略失败。在此方案中，该策略具
有特定的保留期限，映像将在此保留期限后失效。如果在指定的保留期限之后立即
进行备份，该备份将自动失败。DFM 将花费一些时间来删除与快照相关的现有信
息，由此导致的快照创建冲突将使该备份失败。
要成功进行备份，请在一段时间后运行备份作业。

使用 bpfis 日志进行故障排除
要查看故障排除信息，NetBackup bpfis 日志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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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24 页的“用于备份的 UNIX 日志记录目录”。
请参见第 225 页的“用于备份的 Windows 日志记录文件夹”。

使用 HP-UX 11.31 的限制
HP-UX 11.31 允许其他设备对主机可见的同一 SCSI 路径中存在新设备。 在快照进
程期间，删除旧快照并创建新快照后，新快照将出现在旧快照所在的同一 SCSI 路
径中。这会导致在 HP-UX 系统内发生冲突，并且它会记录一条错误消息。
使用已安装 HP-UX 11iv3 的计算机上安装的 NetBackup 7.5 创建快照期间，Syslog
错误消息类似于以下内容：
class : lunpath, instance 15
Evpd inquiry page 83h/80h failed or the current page 83h/80h
data do not match the previous known page 83h/80h data on
LUN id 0x0 probed beneath the target path (class = tgtpath,
instance = 4) The lun path is (class = lunpath, instance 15).
Run 'scsimgr replace_wwid' command to validate the change
class : lunpath, instance 15
Evpd inquiry page 83h/80h failed or the current page 83h/80h
data do not match the previous known page 83h/80h data on
LUN id 0x0 probed beneath the target path (class = tgtpath,
instance = 4) The lun path is (class = lunpath, instance 15).
Run 'scsimgr replace_wwid' command to validate the change
class : lunpath, instance 15
An attempt to probe existing LUN id 0x4007000000000000 failed
with errno of 14.
0/3/1/0.0x50001fe150070028.0x4007000000000000 eslpt
0/3/1/0.1.27.0.0.0.7 sdisk
64000/0xfa00/0x69 esdisk

如果在使用 NetBackup 进行备份期间，HP-UX 11iv3 主机的管理员看到日志消息，
应忽略这些消息。

245

附录

A

管理 nbu_snap (Solaris)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 nbu_snap

关于管理 nbu_snap
本主题介绍的命令用于管理使用 nbu_snap 方法创建的快照。本主题仅适用于 Solaris
系统。

用于 nbu_snap 的缓存
在以下情形中，NetBackup 将使用 nbu_snap 方法来创建写时复制快照（仅限 Solaris
系统）：
■

在“快照选项”对话框中为备份配置了 nbu_snap 方法。

■

启动备份时，NetBackup 的自动选择机制选择了 nbu_snap 方法。

■

此客户端存在于 FlashBackup 策略中，并且没有配置快照方法（在“策略”显
示中没有选中“执行快照备份”）。

在所有情形中，都必须为快照指定一个原始分区作为缓存。任意多个并行 nbu_snap
备份都可以使用同一缓存。但是，缓存必须足够大，以容纳在快照处于活动状态时
由用户操作更改的所有文件系统块的副本。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原始分区缓存可从三个位置中的任何一处来指定。
请参见第 111 页的“输入缓存”。

关于确定缓存大小
缓存分区所需的空间大小取决于在快照处于活动状态时用户写入操作的数量。所需
缓存大小与文件系统的大小无关。用户操作越多，缓存空间就应当越大。可以使用
snaplist 和 snapcachelist 命令来确定所需的缓存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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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09 页的“确定缓存分区的大小”。
如果由于缓存不足而溢出，则无法读取所有使用该缓存的快照，读取这些快照的备
份操作也将失败。

关于终止 nbu_snap
在 Snapshot Client 备份完成后，NetBackup 通常会删除快照。然而，在发生某些
系统故障（例如系统崩溃或备份异常终止）后，就可能不会删除快照。
使用 snapoff 命令来终止备份作业没有终止的 nbu_snap 快照。
请参见第 250 页的“snapoff 命令”。
请参见第 232 页的“标识并删除遗留的快照”。

nbu_snap 命令
以下命令与 nbu_snap 快照方法相关。

snapon 命令
snapon 启动一个 nbu_snap 快照（写时复制）。
以 root 身份执行此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on snapshot_source cache

其中：
■

snapshot_source 是装入了客户端文件系统（要创建快照的文件系统）的分区。

■

cache 是要用作写时复制缓存的原始分区。

示例 1：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on /var /dev/rdsk/c2t0d0s3

示例 2：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on /dev/vx/rdsk/omo/tcp1
/dev/vx/rdsk/omo/sncache

将在磁盘上创建快照，在使用 snapoff 命令将其删除或重新启动系统之前，该快照
将保持活动状态。

snaplist 命令
snaplist 显示在 nbu_snap 快照过程中发生的客户端写入操作的数量。将显示当前
所有活动的快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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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root 身份执行此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list

信息将按以下格式显示：
id
9

16

17

ident
6730
device
cache
7857
device
cache
7908
device
cache

size
cached
minblk
2097152
2560
0
= /dev/vx/rdsk/omaha/tcp1
= /dev/vx/rdsk/omaha/sncache
2097152
128
0
= /dev/vx/rdsk/omaha/vol01
= /dev/vx/rdsk/omaha/sncache
20971520
4224
0
= /dev/vx/rdsk/omaha/vol03
= /dev/vx/rdsk/zetab/cache

err time
0
05/29/03 07:52:18

0

05/29/03 12:16:00

0

05/29/03 12:17:38

如果当前没有活动的快照，则不会返回任何输出。
对输出的描述：
id

快照 ID。snapoff 命令使用此 ID 终止快照。

ident

快照的唯一数字标识符。Ident 是创建快照的进程的 pid。

size

客户端的快照源的大小（以 512 字节的块为单位）。快照源是装入了客
户端文件系统（要备份的文件系统）的分区。

注意：size 不能用作快照所需缓存大小的可靠指标。所需的缓存大小
是由创建快照过程中的用户写入操作决定的。请参见该输出中的 cached
列。
cached

在快照进行过程中，客户端文件系统中由用户操作更改的块数（块大小
为 512 字节）。在更改之前，这些块会复制到缓存分区中。由于用户操
作导致的缓存的块数越多，所需的缓存分区就越大。然而，缓存中还需
要一些未在此 cached 值中显示出来的额外开销。要查看特定缓存分区
中使用的空间总和，请使用 snapcachelist 命令。

minblk

在装入文件系统的分区中，minblk 显示：被监视在快照处于活动状态
时是否存在写入操作的最小编号块。仅 FlashBackup 策略使用 minblk。

err

错误代码；0 表示没有错误。如果快照遇到了错误，则 err 为非零值，
并且快照不可访问。它可使用 snapoff 和快照 ID 来终止。错误代码
在 /usr/include/sys/errno.h 中标识。此外，还可在
/var/adm/messages 中找到错误消息。

time

快照开始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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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包含要备份的客户端文件系统数据的原始分区（快照源）。

cache

由写时复制快照进程用作缓存的原始分区。确保该分区足够大，以便存
储在备份期间可能由用户操作更改的所有块。
要确定在特定缓存分区中，所有活动快照使用的空间大小总和，请使用
snapcachelist 命令。

snapcachelist 命令
snapcachelist 显示所有当前用作 nbu_snap 缓存的分区的信息。该命令显示缓存的
用量。
注意：snaplist 和 snapcachelist 也可用来监视由 NetBackup 策略启动的 nbu_snap
快照。请注意，一旦备份完成，NetBackup 就会删除快照。结果是，snaplist 和
snapcachelist 命令将不再返回任何输出。
以 root 身份执行此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cachelist

如果当前没有活动的快照，则不会返回任何输出。
输出的格式为：
device
/dev/rdsk/c0t4d0s0

free
238528

busy
264472

对输出的描述：
device

用作缓存的原始分区。

free

缓存分区中未使用的 512 字节块的数量。

busy

快照为活动状态时客户端数据中更改的 512 字节块的数量。更改之前，
这些块将由 nbu_snap 写时复制进程复制到缓存分区中。对于每个列出
的缓存设备，busy 显示缓存中使用的空间总和。
在为 nbu_snap 缓存设置原始分区时，可将该值作为调整大小的一个参
考指标。当缓存已满时，对客户端数据再进行任何更改都将导致写时复
制失败：快照不再可读或可写。对客户端数据的读或写将继续（即，用
户操作不受影响）。但出现故障的快照不会自动终止，必须使用
snapoff 来终止。

snapstat 命令
snapstat 显示有关快照驱动程序的诊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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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root 身份执行此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stat

snapoff 命令
snapoff 终止 nbu_snap 快照。
以 root 身份执行此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driver/snapoff snap1 ... snapn

其中 snapx 是每个要被终止的写时复制进程的数字 ID。（使用 snaplist 显示活动
快照的 ID）。
如果 snapoff 成功，将显示以下格式的消息：
snapshot 1 disabled
snapshot 2 disabled
...
snapshot n disabled

如果 snapoff 失败，将显示说明性消息。错误代码在 /usr/include/sys/errno.h
中标识。
警告：请不要在备份处于活动状态时终止快照：可能会导致备份映像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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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操作概述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快照操作简介

■

快照创建之前和之后的操作

■

关于使系统处于静默状态

■

关于使数据库应用程序处于静默状态

■

关于使堆栈处于静默状态

■

文件系统静默

■

卷管理器数据缓存

■

写时复制的工作原理

快照操作简介
本主题提供了有关快照操作和写时复制快照的背景信息。
在创建快照前，有一些 NetBackup 可在快照创建过程之前和之后执行的操作。这些
操作之后创建的快照包含真正的数据。写时复制 (COW) 是对某一时刻存在的数据
进行详细记录的快照类型。
有关创建和备份快照时所涉及的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的示意图，请参考《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快照创建之前和之后的操作
NetBackup 在快照创建之前执行几个重要功能。没有预处理过程，就无法保证快照
的完整性，备份数据就可能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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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快照创建之前和之后的操作

步骤

操作

步骤 1

备份过程要求数据库处于静默状态。

步骤 2

数据库应用程序静默（必须等待事务完成）。

步骤 3

锁定和刷新文件系统。

步骤 4

创建快照。

步骤 5

将文件系统解锁。

步骤 6

释放（取消静默）应用程序。

步骤 7

备份快照。

步骤 8

（可选：）删除快照。

注意：表 B-1 中的步骤 1、2 和 6 仅适用于数据库，如需要 NetBackup for Oracle
Snapshot Client 的数据库。

关于使系统处于静默状态
要备份的数据必须在事务处理过程中保持一致或完整，这样才能创建有用的快照。
事务是指一个单独的数据操作，例如在医疗数据库中更新患者的记录，或是为新患
者创建记录。这样的事务由多个 I/O 请求（搜索、复制、发送、写入等等）组成。
在事务的 I/O 请求完成之前，数据是不一致的，可能不适于备份。
事务会影响所有级别的存储管理堆栈（文件系统、卷管理器等等）。当请求传递至
堆栈的下一个级别时，事务将生成更多的事务。例如，在文件系统中，来自数据库
应用程序的 I/O 请求构成一个事务，该事务可能被拆分成许多磁盘引用。所有这些
磁盘引用必须完整，才能完成原始请求。因此，快照的创建必须与任何可能影响数
据事务一致性的应用程序或进程保持协调一致。
这种协调方式就叫作“静默”（字面意思是保持安静或进入静止状态）。“静默”
会牵涉到暂停数据库应用程序或进程，直到数据处于事务一致性为止。应用程序和
存储管理堆栈必须全部处于静默状态，这样才能创建有用的快照。

关于使数据库应用程序处于静默状态
多数数据库应用程序仅在特定的某个时刻才处于事务一致性。有时，只有将数据库
应用程序关闭之后，它们才能一致。由于很多数据库应用程序必须始终可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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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很多应用程序可以按照固定间隔或在响应外部事件时达到事务一致性。这个过
程被称为“应用程序静默”，本节将对其进行介绍。
使数据库应用程序处于静默的过程中，会向接收数据库发送一个外部信号或消息。
作为回应，数据库会完成当前的一个事务或一组事务，并在事务完成后通知快照使
用者。然后，数据库会等待可继续正常操作的指示。当数据库指示它已进入事务一
致性状态，创建快照的最后几个步骤才会继续进行。
一经创建完快照后，会向等待中的数据库发送另一个信号，以继续正常操作。该过
程称为“解除”应用程序的静默状态。
静默或取消静默的对话框

图 B-1
数据库应用程序

快照使用者 (NetBackup)

1 静默。

2 完成事务。
3 确认静默。
4 使堆栈处于静默状态，

... 处于静默模式……

触发快照。

5

解除静默状态。

6 解除静默模式。
继续处理。

关于使堆栈处于静默状态
存储管理堆栈是软件元素的一种分层布局。来自数据库应用程序的 I/O 请求会从一
个元素传递到另一个元素，直到移动数据的硬件请求到达存储网络为止。每个堆栈
元素会执行多种功能，某些功能会将 I/O 请求作为事务处理，以确保它们能完成。
在创建快照之前，必须使堆栈处于静默状态（实现事务一致性）。
由于文件系统是应用程序的前端界面，用于管理文件和 I/O，因此文件系统静默对
于实现堆栈静默来说很关键。

文件系统静默
静默文件系统包括以下要点中列出的两个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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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发出新的 I/O 请求，这被称为“锁定文件系统”。

■

“刷新”文件系统缓存（将缓存的数据写回磁盘）。系统必须结束所有未完成
的应用程序 I/O，并通知未完成的元数据更新已完成。

卷管理器数据缓存
如同在文件系统中一样，可能必须刷新和禁用卷管理器的数据缓存，直到创建完快
照为止。如果启用了卷管理器缓存，在创建快照时，一致的映像所需的数据就可能
会滞留在卷管理器缓存中而不是驻留在磁盘上。

写时复制的工作原理
写时复制快照是对某一时刻存在的数据的详细记录。与镜像不同，写时复制不是数
据的副本，而是数据的特殊帐户。
写时复制过程的工作原理如下：当需要一个快照时，所有未完成的事务或是对源数
据的更改都允许继续完成，但新的更改会被暂时停止。源会即刻处于空闲状态（实
现静默）。一旦激活写时复制，新的事务或是对源数据的更改（写入）将允许进
行。但是，写时复制过程会短暂地中断或阻止对任何特定数据块的第一次写入请
求。在阻止这些请求时，它会将受写入请求影响的那些块复制到缓存中，并记录这
些缓存块。换句话说，它会达到每个要首次更改的源块。随后，它将块的当前数据
复制到缓存，并记录缓存的块的位置和标识。然后，这些被中断的写入操作才被允
许在源块中进行
图 B-2 显示了写时复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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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时复制过程

图 B-2

第 1 阶段
s0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c0

c1

c2

c3

c4

s5

s6

s7

s8

s9

s10

源数据
第 2 阶段
s0

写入已延迟
写时复制过程的结果

第 3 阶段
.

缓存

第 4 阶段

缓存块记录：
s4 = c0
s7 = c1
s8 = c2

第 5 阶段
s0

s1

s2

s3

s4

源数据，在写时复制过程之后进行修改

下表列出了图中描述的阶段：
阶段

操作

第 1 阶段

冻结源数据的映像；激活写时复制。

第 2 阶段

写时复制过程保留对 s4、s7、s8 的新写入请求（请参见箭头）。

第 3 阶段

写时复制过程将块 s4、s7 和 s8 的内容写入缓存。无论快照期间在源
中对这些块进行多少次更改，这些块只写入缓存一次。

第 4 阶段

写时复制过程会保留缓存写入数的记录。

第 5 阶段

现在，允许执行写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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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时复制的直接结果如下：产生要更改的源块的缓存副本（阶段 3）和这些缓存块
存储位置的记录（阶段 4）。
写时复制并不产生源的副本。它创建已更改块的缓存副本并记录它们的位置。备份
过程在写时复制过程的控制下引用源数据或缓存数据。
图 B-3 显示了备份写时复制快照的过程。
备份写时复制快照

图 B-3
写时复制快照
的备份：

第 1 阶段

源数据，在写时复制过程之后
进行修改

源

s0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5

s6

s7

s8

s9

s10

s6

s7

s8

s9

s10

缓存
第 2 阶段

第 3 阶段

c0

s0

c1

s1

c2

s2

c3

s3

s4

s4

缓存
第 4 阶段

c0

c1

c2

c3

s4

备份继续按写时复制的指示读取
源或缓存。

第 5 阶段

备份映像
第 6 阶段

s0

s1

s2

s3

s4

s5

下表列出了图中描述的阶段：
阶段

操作

第 1 阶段

备份从 s0、s1、s2、s3 中读取源数据。

第 2 阶段

在 s4 中，写时复制指示备份读取 c0，而不是 s4。

第 3 阶段

接下来，备份从源中读取 s5 和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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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操作

第 4 阶段

在 s7 和 s8 中，写时复制指示备份读取 c1、c2，而不是 s7、s8。

第 5 阶段

备份继续按写时复制的指示读取源或缓存。

第 6 阶段

当备份完成时，备份数据与最初的源相同。

如本示意图所示，通过将数据的未更改部分与缓存结合起来就能获得一个准确的备
份映像。开始备份快照时，备份应用程序将复制源数据（阶段 1），直到遇到自写
时复制过程开始以来已发生更改的块为止。写时复制会通知备份跳过该更改的块，
并将缓存（原始）副本读入其位置（阶段 2）。备份应用程序继续复制源数据（阶
段 3），直到遇到另一个发生更改的块为止。按照写时复制过程的指示再次读取缓
存（阶段 4）。当备份完成后，它便成为激活写时复制那一时刻源的精确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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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Snapshot Client 选项”按钮 51
“备份选择”列表中的通配符 47
“策略”对话框 45, 73
“更改策略”对话框 52, 61
“快照选项”对话框 51–52
“快照资源”窗格 88, 154
156 状态码 229
3pc.conf 文件 37

A
Active Directory 71, 123
和 FlashBackup 71
AIX
和 VxFS 39
介质服务器, 限制 33
ALL_LOCAL_DRIVES 条目 32, 47, 91, 201
Any_available 存储单元 50
APP_NBU_VVR 120
安装
Snapshot Client 的 40

B
BLIB 44
bp.conf 文件 223
bpbkar
进程 232
日志 224
bpbrm 日志 224
bpdgclone 命令 239
bpfis
命令 217, 220, 233
日志 224
bprd 日志 224
bprestore 日志 224
bptm 日志 224
BusinessCopy 方法 230
包括列表 76

备份
保留期限
NAS_Snapshot 121
本地 21, 28
存档
还原 210
代理 16, 34
技术（概述） 18
脚本 61
日志 224–225
手动 203
脱离主机
配置 46, 48
前提条件 200
用户控制的 204
原始分区 48, 201
支持的类型 75
自动 203
备份保留级别 89
备份代理 48
备份的保留级别 89
备份后保留快照 57, 232
从映像还原 215–216
备份前同步镜像 59
备份选择列表 47
ALL_LOCAL_DRIVES 条目 32, 47, 91, 201
FlashBackup 76
符号链接 66
和即时恢复 91
块与字符设备 201
指令 79
备用客户端
已定义 33
备用客户端备份 17, 22, 49, 74
测试设置 117, 120, 123
和 FlashSnap 117
和 VVR 120
和拆分镜像 24
介绍 23
配置 62
限制 63
要求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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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系统帐户 105
本地主机
网络配置 28
本地主机备份方法
网络配置 21
标识描述符 51

C
CACHE= 指令 77, 79, 112
CLARiiON
在回滚之后割断（拆分）克隆 187
CommandCentral 51
cp 命令 216
CVM
关于支持 124
启用 vxvm 或 FlashSnap 快照 125
远程执行 VxVM 命令 125
操作系统
修补程序 31
策略
存储单元 50
对于 NAS 快照 106
如何选择类型 45
查询快照 217, 220, 233
查询页代码 83 33, 200, 229
差异式选项（用于 VSS 的快照属性） 59
拆分镜像备份（备用客户端） 24
磁带
提高性能 230
磁盘
SCSI 与 IDE 229
还原快照自 216
可见性 229
磁盘存储单元 50, 201
磁盘还原
警告 219
磁盘快照
还原自 215–216
磁盘阵列
和即时点回滚 209
磁盘阵列方法
EMC CLARiiON 阵列 142
Hitachi 177
HP EVA 162
HP-XP 181
IBM DS4000 173
IBM DS6000 和 DS8000 167
故障排除 184
验证 NetBackup 可以访问阵列 136

验证 VSS 能否创建快照 140
用于 EMC 磁盘组的 VSS 差异式快照 139
磁盘阵列快照方法
HBA 135
Solaris sd.conf 135
持久性目标绑定 135
动态多路径 134
关于 126
管理员的任务 131
即时恢复 128
类型 128
列表 129
说明 128
特定于操作系统的配置 134
优点 127
在群集中使用 128
磁盘组
克隆 237
在 VxVM 中共享 108, 117
存储单元 50
数据移动器的限制 50, 201
存储单元组 50
存储检查点 31, 55, 71, 90
磁盘布局 83
确定磁盘使用情况 36
已定义 36
存储检查点的磁盘布局 83
存储设备 43
存档 204
存档位
增量式备份 63

D
DB2 83
DCO plex 117
DSCLI 168
导入磁盘组 118–119
第三方复制 22
和存储单元 50
和多路复用 33, 201
设备配置 48, 50
已定义 34
第三方复制设备 37
和存储单元 50, 201
已定义 36
第三方复制设备脱离主机备份 74
第三个镜像 (vxvm) 115
堆栈静默 253
对 NetBackup 的系统要求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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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NetBackup 的要求 31
多个副本（保管库） 33
多个数据流 66
配置 66
多卷系统 (VxFS) 32, 112, 115
多路复用 33, 201

E
EMC CLARiiON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53
设备标识符 151
EMC CLARiiON 存储组 147
EMC CLARiiON 克隆组 149
EMC CLARiiON 软件要求 143
EMC CLARiiON 阵列 142
EMC Symmetrix 155
Solutions Enabler 155, 157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 157
软件要求 155
EMC TimeFinder 快照 139
测试 142
EMC_CLARiiON_SnapView_Clone 147
EMC_CLARiiON_SnapView_Snapshot 152
保留的 LUN 池 153
EMC_TimeFinder_Clone 159
和回滚 159, 209
EMC_TimeFinder_Mirror 158
EMC_TimeFinder_Snap 160

方法
选择快照 52
选择脱离主机备份 46, 48
访问时间未更新 67
分区
Windows 71
符号链接 66
复制
测试备用客户端备份的设置 120
对于备用客户端备份 120
复制管理器（参见第三方复制） 36
复制主机 27

G
gatekeeper 设备 157
get_license_key 40
GID 63
根
指定为快照源 66
供应商（最新相关信息） 37
共享磁盘组 (VxVM) 108, 117
故障排除 223
磁盘阵列方法 184
要创建的目录 223
管理员帐户和 NAS_Snapshot 105
光纤通道
已定义 34
支持的类型 34

F

H

FFR（快速文件重同步） 90, 206, 208
FlashBackup 246
备份选择 76
功能 70
和 VxFS_Checkpoint 112
还原 204
设备文件名 75
实际设备名称 76
要备份的文件 75–76
FlashSnap 方法 31, 53, 90, 208
从磁盘映像还原 218, 221
和状态 156 229
与 VxVM 共享磁盘组 117
逐出磁盘 117
准备进行备用客户端备份 117
FORCE_RESTORE_MEDIA_SERVER 选项 215
fsck（在进行 vxfs 系统的原始分区还原之后） 205
fsckptadm 命令 36, 234

Hitachi 磁盘阵列 177
nbfirescan 179
RAID Manager 的版本 178
对的状态 178
获取标识符 180
配置 NetBackup 179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80
软件要求 178
Hitachi_CopyOnWrite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80
Hitachi_ShadowImage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80
HOMRCF 130
HP 79
HP EVA
VDisk 167
VSnap 167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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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要求 162
HP EVA 磁盘阵列 162
HP_XP 磁盘阵列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83
HP_XP_BusinessCopy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83
HP_XP_Snapshot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83
HP-XP 磁盘阵列 181
nbfirescan 182
对的状态 182
获取标识符 183
配置 NetBackup 182
软件要求 182
还原 204
NAS_Snapshot 105
Oracle 文件 206
re. 设备文件 204
从 EMC_TimeFinder_Clone 159, 209
从 FlashBackup 204
从磁盘映像 215–216
和 fsck 205
块级还原 206
配置 214
日志 224–225
使用 vxvm 或 FlashSnap 进行 FFR 90, 206, 208
文件提升 17, 207–208
硬件级 219
原始分区 204
重写选项 204
环（光纤通道） 34
缓存 56
object 94, 115
大小 246
定义 34
分区 79
分区空间用完 231
刷新以便执行静默 254
要求 109
溢出 247
指定原始分区 109
恢复过程 232, 247
回滚 206, 209
VSS 和磁盘阵列凭据 138
导致割断（拆分）克隆 187
和克隆创建 159, 209

I
I/O 组件
支持的 71
IBC 发送/接收超时（秒） 57
IBC 消息 120
IBM DS4000 磁盘阵列 173
nbfirescan 175
SMclient 174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76
确认 NetBackup 客户端可以访问 175
软件要求 174
为 NetBackup 配置 176
IBM DS6000 和 DS8000 磁盘阵列 167
IBM_DiskStorage_FlashCopy 172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72
软件要求 167
为 NetBackup 配置阵列 169
IBM_DiskStorage_FlashCopy 172
IBM_StorageManager_FlashCopy 173
配置 NetBackup 策略 176
IDE 与 SCSI 229

J
jbpSA 210
激活块级还原 206
即时点快照 18
即时恢复 18
“快照资源”窗格 88
“日程表”选项卡 91
磁盘阵列快照方法 128
和 HP EVA 快照方法 130
仅限快照 89
卷名限制 84, 93, 115
快速文件重同步 90, 206, 208
删除快照 87
已定义 35
在策略中选择 89
即时快照 56, 94–95, 115–116
加密 44
检查点
VxFS 文件系统 112
删除 (VxFS) 234
检查日志 223
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原始位置 211, 213
交换式结构 34
脚本
在备份前/后运行 61
解除静默状态 253
介质多路复用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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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服务器（请参见“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48,
50
仅创建快照
在“日程表”选项卡上 89, 91
禁用快照 68
静默 252, 254
镜像 19
VxVM 快照 36, 115
访问时间 67
概述 19
快速重同步 116
循环 87
已定义 35
与写时复制比较 21
准备 93
镜像的重同步 116
卷
集 (VxVM) 83
已定义 36
卷影复制服务（参见 VSS） 64, 122

K
克隆
VxVM 磁盘组 237
删除 234, 237
在回滚之后割断（拆分） 187
克隆专用 LUN (CLARiiON) 148
克隆组 (CLARiiON) 149
客户端读取超时 201
客户端列表 76
客户端上的 bppfi 日志 224
客户端数据
脱离主机的备份的前提条件 200
客户支持 228
跨装入点（禁用） 66
块级还原 206
如何激活 206
限制 206
块级增量式备份 44
块设备文件（对于字符） 201
快速镜像重同步 116
快速文件重同步（在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4.1 中） 90, 206, 208
快速重同步 34, 36, 90, 117
快照 18
ID 217, 220, 233
从磁盘还原 216–217, 220
即时 94
禁用 68

镜像 (VxVM) 115
镜像（创建） 117, 119
镜像的访问时间 67
卷（创建） 118–119
控制循环 88
命名格式
NAS 快照 107
配置 52, 89
删除 87, 233, 247
选择方法 52
循环 87
已定义 36
预处理用于 251
源
已定义 36
用于符号链接 66
在 Solaris 客户端上
故障排除 232
状态文件 42
自动选择 51
快照操作概述 251
快照卷
已定义 36
快照属性（用于 VSS） 59
快照提供程序 15
扩展复制命令 17, 22, 36, 50
扩展盘区
已定义 34

L
Linux
和 VxFS 39
logs 223
ls 命令 36
LVM 71
链接（在备份选择列表中） 66
流
允许多个数据 79
路径名长度 47, 66
逻辑卷（作为原始分区） 109

M
mklogdir 脚本 224
mklogdir.bat 225
modprobe.conf 文件 (Linux) 136
mover.conf 文件 37
和 AIX 33
mover.conf 文件的 storage_unit_name 版本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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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S 32, 112, 115
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 67
每个驱动器的最多复用路数 66
内核消息 224
内联磁带副本（保管库） 33

N
NAS
脱离主机备份 22
NAS 文件服务器
作为备份代理 50
NAS_Snapshot 18, 90–91, 121, 206
备份保留期限 121
对于 NetBackup 的访问 105
名称 107
日志记录信息 223, 225
授权 104
说明
要求 104
NAS_Snapshot 方法 54
naviseccli 145, 151
Navisphere 143
nbfirescan 136
NBU_CACHE 94
nbu_snap 方法 54, 108, 246
与 VxVM 共享磁盘组 108
NDMP 18
访问 Web 信息 37
授权 104
NDMP V4 90
NDMP 快照 121
ndmp 统一日志 (VxUL) 223, 225
NDMP 协议版本 105
NDMP 主机
作为备份代理 50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14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22, 35
和存储单元 50, 201
网络示意图 30
选择 48, 50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105
NEW_STREAM 指令 79
NIC 卡和全双工 229

O
Open File Backup
禁用 68
许可证 38

Oracle 31
OST_FIM 方法 54

P
pairresync 命令 235
pairsplit (Hitachi) 178
pairsplit (HP-XP) 182
PFI_BLI_RESTORE 文件（用于块级还原） 206–207
plex 选项（用于 VSS 的快照属性） 59
policy_name（在 mover.conf 文件上） 230
排除列表 71, 76
排除列表的特例 71
配置
备份选择 76
过程 45, 52, 89
客户端列表 76
快照参数 56
前提条件 43
支持的数据类型 71
自动方法 51
配置快照策略 44
平台要求 31
凭据
磁盘阵列
回滚和 VSS 138

Q
群集卷管理器. 请参见 CVM

R
RAID 5 115
Replication Director 22, 31, 54, 231
resyncfromreplica 选项 218, 221
RMAN 35
RSM 数据库 71, 123
日程表选项卡
即时恢复 91
日志 224–225
为 UNIX 创建 224
为 Windows 创建 225
日志记录
VxMS 226
要创建的目录 223
软件选项（用于 VSS 的提供程序类型） 59

S
SAN 32, 200
已定义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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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I E4 目标描述符 51
SCSI 查询页代码 83 33, 200, 229
SCSI 序列化 33, 200, 229
SCSI 与 IDE 229
ShadowImage 方法 230
SIZE_DATA_BUFFERS 230
snapcachelist 命令 249
snapctl 71
概述 246
驱动程序日志 224
snaplist 命令 233, 247
snapoff 命令 234, 250
snapon 命令 247
snapshot
VxVM 即时 56
备份到本地存储 28
备份到本地存储设备 21
概述 18
镜像
已定义 19
镜像 (VxVM) 36, 115
删除 232–233
写时复制与镜像（如何选择） 21
自动选择 53, 64, 89
Snapshot Client 18
安装 40
访问 Web 信息 37
Snapshot Options dialog 64
snapstat 命令 249
Solaris
版本要求 31
Solaris sd.conf
磁盘阵列方法 135
SSSU for HP StorageWorks 162
Standard 策略
还原 204
STD/BCV 镜像对
EMC_TimeFinder_Mirror 158
symclone 159
symmir 158
symmir 命令 235
symsnap 142
System State 71
删除
克隆 237
快照 87, 232, 247
一个克隆 237
设备
序列化 33, 200, 229

设备配置向导 43
设备文件名 (FlashBackup) 76
时间戳
增量式备份 63
实际设备文件名 75–76
手动备份 203
术语 33
术语表 33
数据更改对象 94
数据库文件 (Windows) 71, 123
数据一致性（静默） 252
数据移动器 37
网络挂接存储 50
数据移动器（参见第三方复制） 36
刷新文件系统 254
双工模式和性能 229
锁定文件系统 254

T
TimeFinder 方法 230
tpconfig 105
提供程序 15, 229
提供程序类型（用于 VSS） 58
提升
文件 17, 207–208
通过 Web 访问最新的 Snapshot Client 信息 37
通用命名约定 (UNC) 107
同步磁盘 235
统一日志记录 223, 225
脱离主机备份 46, 48
NAS 22
磁盘类型（SCSI 与 IDE） 229
概述 22
和多路复用 201
前提条件 200
使用数据移动器 37
原始分区 201

U
UFS 文件系统 36, 54, 108
UID 63
umount 命令 218, 235
UNSET 指令 79, 81
UNSET_ALL 指令 79, 81

V
VCMDB（卷配置管理数据库） 157
Veritas Federated Mapping Services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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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Volume Manager 115
VERITAS Volume Manager 56
Veritas Volume Manager 群集. 请参见 CVM
Veritas Volume Replication 90
VMware 49, 54
ALL_LOCAL_DRIVES 47, 91
vshadow.exe 140
VSP 方法 54
VSS
磁盘阵列凭据和回滚 138
VSS 方法 55, 122
VSS 快照方法 90
VVR 31, 90
VVR 方法 28, 55, 120
准备进行备用客户端备份 120
vxassist 94–96, 115, 117, 119, 234
vxassist snapstart 93
vxdg list 命令 239
vxdg 命令 93, 118–119, 218, 221
vxdisk 命令 218
VxFS 的 DLL 修补程序 31
VxFS 的修补程序 31
VxFS 多卷文件系统 32, 112, 115
VxFS 克隆
删除 234
VxFS 文件系统 31, 54, 71, 108
和 AIX
Linux 39
还原 205
库例程的修补程序 31
VxFS_Checkpoint 方法 55, 71, 90, 112, 206–207
VxFS_Snapshot 方法 55, 114
vxibc 命令 121
vxmake 95
VxMS 35–36
VxMS 日志记录 226
vxprint 94, 96, 234
vxprint 命令 234
vxrecover 命令 218
vxsnap 96
VxVM
磁盘组的克隆 237
共享磁盘组 108, 117
和 RAID 5 115
即时快照 56, 95, 116
镜像 115
为即时恢复做准备 93
卷管理器 31, 115
卷集 83

卷名限制 84, 93, 115
所需版本 53, 63, 114, 130
提供程序
使用 VSS 59
vxvm 方法 56, 90, 114–115, 208
vxvol 94, 115, 117

W
whatrmver 178
Windows
open file backup 38
操作系统分区 71
系统数据库文件 71, 123
Windows 卷影复制服务 122
外围设备（Web 上的最新信息） 37
完整空间即时快照 56, 95, 116
网络挂接存储 22
网络挂接存储（数据移动器） 50
网络接口卡 229
文件列表（请参见备份选择列表） 47
文件路径名（最大长度） 47, 66
文件提升 17, 206–208
文件系统
多卷 32, 112, 115
静默 253
已定义 35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83
物理设备（作为原始分区） 109

X
系统保护的文件 123
系统保护的文件和 FlashBackup 71
系统选项（用于 VSS 的提供程序类型） 59
系统状态 123
限制 32, 71
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 66
消息文件 224
写时复制
概述 19, 254
已定义 34
卸载
检查点 235
快照 218
性能
增加磁带 230
修补程序 31, 229
虚拟机代理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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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密钥
安装 40
序列号 33, 200, 229
序列化 33, 200, 229
循环 87
快照的 88
压缩 44

Y
页代码 83 33, 200, 229
遗留的快照 232, 247
异常终止 232, 247
映射
已定义 35
硬件级磁盘还原 219
硬件选项（用于 VSS 的提供程序类型） 59
用户控制的
备份 204
存档 204
用于 Oracle 的数据库版本 31
用于 Windows 路径名的 UNC 107
用于故障排除的目录 223
用于快照的参数 56
用于日志的 VERBOSE 设置 223
优化空间快照 56, 94, 115–116
支持的快照方法 116
原始分区 76, 78
VxFS_Checkpoint 不支持 112
备份 48
还原 204
在 vxfs 还原之后需要 fsck 205
块与字符设备 201
已定义 35
指定用于缓存 109
作为快照源 66
远程快照（请参见备用客户端备份） 23
允许多个数据流 66

Z
在后台重新同步镜像 59
增量式备份
存档位和时间戳 63
支持的
平台 39
数据类型 71
支持的备份类型 75
支持的平台 39
支持网站 37

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 44
执行快照备份 246
指令
对于脚本 61
指令（“备份选择”列表） 79
终端服务数据库 71, 123
终止 232, 247
仲裁环 34
重写
原始分区还原 204
重新同步
磁盘 235
逐出
磁盘组 117–118
快照 218, 221
主客户端与备用客户端 23
注册表 71, 123
和 FlashBackup 71
状态 13
且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脱离主机 201
状态码 156 229
状态文件 42
字符设备文件（对于块） 109, 201
自动备份 203
自动快照选择 51, 53, 64, 89
自动选项（用于 VSS 的提供程序类型） 58
最大路径名长度 47, 66
最多快照数（仅限即时恢复） 58, 88, 96,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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