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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Symantec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Symantec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DLO) 可为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统称为桌面）提供自动文件保护.无论计算机
是连接到网络上还是处于脱机状态，DLO 都可以提供保护.当桌面未连接到网络上时，文件被备份到桌面上的用户数据
文件夹中.当计算机重新连接到网络上时，文件便从本地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备份到指定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
拥有多台计算机的用户可在其计算机之间同步数据，因此在他们的所有计算机上都可以得到最新的文件版本.

注意: 此产品旨在为桌面用户数据提供文件级保护，而不是提供对整个系统的备份.

DLO 中的新增功能
Symantec DLO 7.0 是统一版本的 Backup Exec (BE)-DLO 和 NetBackup (NBU)-DLO。Symantec DLO 7.0 提供部分 BEDLO 新增功能和部分 NBU-DLO 新增功能。
本节简要介绍此版本中包含的新功能。

远程安装 Desktop Agent
DLO 支持从管理控制台远程安装 DLO Agent.可在远程桌面计算机上同时安装多个 DLO 代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远程安装 Desktop Agent 与远程安装 DLO Maintenance Server.

远程安装 Maintenance Server
DLO 支持从管理控制台远程安装 Maintenance Server 以管理存储位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远程安装 Desktop Agent 与远程安装 DLO Maintenance Server.

远程 DLO 数据库
DLO 支持在安装服务器组件期间安装远程 DLO 数据库，以便将 DLO 数据库推送到远程 SQL 数据库服务器中.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远程数据库安装.

Symantec LiveUpdate
会使用 Symantec Live Update 将所选安全修补程序从 DLO 7.0 发送至 DLO 管理服务器.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使用 LiveUpdate 更新 Symantec DLO.
群集支持

DLO 支持 DLO 管理服务器的 MSCS 群集，从而可提供故障转移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关于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和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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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化支持
DLO 7.0 提供了对 11 种语言的本地化支持，包括：英语、日语、韩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葡萄牙
语、俄语、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
注意：NBU DLO 6.1 MP5、MP5A 和 DLO 6.2 未提供本地化支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5 页“根据台式机用户使用的语言，转换应设置为其中一个 mst 文件：”。
BackupExec (BE)-DLO 迁移
DLO 7.0 支持 BE-DLO 迁移到 Symantec DLO 7.0。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46 页的“BackupExec (BE)-DLO 迁
移”。
列出 DLO Desktop Agent 的命令行选项
DLO 7.0 提供新命令行选项，列出连接到 DLO Administration Console 的所有 Desktop Agent 机器。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第 184 页的“-ListMachines 命令”。

安装之前
安装 DLO 前，应该考虑以下几点：

预安装注意事项
项目

说明

域和 Active

DLO 管理服务器和 DLO 存储位置必须位于 Windows 域或 Active Directory 内.运行 Desktop

Directory

Agent 的计算机可以位于 Windows 域或 Active Directory 的外部，但它们必须向域或目录验证身
份后才能访问 DLO 管理服务器或存储位置.

服务器负载

DLO 可被视为网络文件服务器.用于 DLO 的理想服务器应具有快速的网络连接和快速的磁盘组.对
于 DLO 文件服务器而言，CPU 并不像其他因素那样重要.
能够成功备份到一个 DLO 安装的 Desktop Agent 的数目取决于许多因素.对 DLO 的多客户机测试
发现，如果同时挂接到运行 Windows 2000 Advanced Server 的 DLO 服务器上的客户机超过 400
个，则当分页池内存用完时，文件操作可能开始失败.所以，在 Windows 2000 中使用 DLO 时，
不建议将 DLO 配置为同时运行 400 个以上的备份操作.在 Windows 2003 中运行 DLO 时不必遵
循此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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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验证

DLO 管理控制台
DLO 管理控制台可由任何在安装有 DLO 的 DLO 管理服务器上具有完全管理权限的用户来管理.
该用户的帐户必须是域帐户，并且必须有权在任何用于存储位置或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远程服
务器上创建网络共享和管理网络共享及目录的权限.这通常是使用域管理员帐户完成的，或者可以
通过为承载 DLO 资源的服务器授予标准域帐户的本地管理权限来完成.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关
于管理员帐户.
Desktop Agent
DLO 要求使用域帐户.每个 Desktop Agent 用户必须使用域帐户登录到 DLO 中.如果有用户使用本
地帐户登录，他们仍可以使用 DLO，但他们必须具有域凭证以向 DLO 验证身份.

数据库选择

默认情况下，DLO 将安装自己本身的 SQL Express 2005 实例.DLO 也可以手动配置为使用现有
的 SQL Express 2005、SQL Server 2000、SQL Server 2005 或 MSDE 2000 实例.必须使用本地
数据库实例.不支持远程实例.

注意: 如果使用现有的数据库实例，则必须启用命名管道.如果 DLO 安装了自己的 SQL
Express 实例，命名管道将自动启用.

下面是这些服务器选件的优缺点：

SQL Express 2005
优点



免费提供



SQL Express 应当能满足大部分需求，除非您为每个 DLO 管理服务器备份 1000 个以上的
Desktop Agent.

缺点



数据库限定于单一的处理器，导致负载时到数据库的 I/O 较慢.



SQL Express 的最大表大小为 4 GB，但是 DLO 不太可能达到此限制.

SQL Server
优点



允许超过 1000 个 Desktop Agent 的合理伸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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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rver 中包括数据库工具.

缺点



成本较高，但是您不需要为每个 Desktop Agent 购买 SQL Server 客户机许可证.

MSDE



免费提供



MSDE 应当能满足大部分需求，除非您为每个 DLO 管理服务器备份 1000 个以上的 Desktop
Agent.

缺点

时间同步



同时连接到数据库的数量受到限制，导致负载时到数据库的 I/O 较慢.



MSDE 最大表大小为 2 GB，但是 DLO 不太可能达到此限制.

运行 DLO 管理控制台或 Desktop Agent 的所有计算机应当设置为通用时间.这可以通过在网络上
配置 Windows Time Synchronization 服务来完成.有关其他信息，请访问 Web 站点
www.microsoft.com.

防火墙

DLO 设计用于在防火墙环境下工作.为使 DLO 在防火墙环境下正常运行，网络文件共享在建立远
程连接（如 VPN）后必须可见.如果不允许文件共享，DLO 将无法向（或从）网络用户数据文件
夹中传输文件.台式机文件仍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受到保护，并在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可访问
时进行传输.

DLO 管理控制 DLO 支持 2.7 和 2.8 版本的 MDAC，但 MDAC 2.8 是默认版本，如果之前未进行安装，则
台的 MDAC 支 会在 DLO 的安装过程中一起安装.安装 MDAC 2.8 后，必须重新启动系统，并且必须由计算
持

机管理员完成此安装过程.如果安装 MDAC 2.8 后由非管理员用户首次登录，则进程会生成
很多错误.要在已安装 MDAC 2.7 的情况下避免这些错误，或者如果您不希望安装 MDAC
2.8，您可以在 DLO 安装集中修改 setup.ini 文件的 CmdLine 值（添加
REQUIREDMDACVERSION=“2.7”），从而强制系统使用 MDAC 2.7.
示例：
CmdLine=REQUIREDMDACVERSION=“2.7” /l*v %TEMP%\DLOConsoleInstall.log

Desktop Agent Desktop Agent 支持 2.7 和 2.8 版本的 MDAC，但 MDAC 2.8 是默认版本，如果之前未进行安
的 MDAC 支持

装，则会在 Desktop Agent 的安装过程中一起安装.安装 MDAC 2.8 后，必须重新启动系统，并且
必须由计算机管理员完成此安装过程.如果安装 MDAC 2.8 后由非管理员用户首次登录，则进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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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很多错误.要在已安装 MDAC 2.7 的情况下避免这些错误，您可以在 Desktop Agent 安装集中
修改 setup.ini 文件的 CmdLine 值（添加 REQUIREDMDACVERSION=“2.7”），从而强制系统使
用 MDAC 2.7.
示例：
CmdLine=/qf DEFAULTMEDIASERVER=“SERVERNAME” DLODBINSTANCENAME=“DLO”
LAUNCHCLIENT=“1” REQUIREDMDACVERSION=“2.7” /l*v “%TEMP%\DLOAgentInstall.log”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的工作机制
DLO 由以下组件构成：



DLO 管理控制台



DLO 数据库



DLO Maintenance Service



Desktop and Laptop Agent (Desktop Agent)

Desktop Agent 在台式机上安装并运行.
从 DLO 管理控制台中，管理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为用户组或计算机组创建配置文件.配置文件使您可以控制桌面用户与 Desktop Agent 的交互级别，定义能够备份的文件
的类型，设置备份计划，以及配置 Desktop Agent 的其他设置.



创建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是网络上存储受保护桌面中的数据的位置.



创建自动用户分配.自动用户分配确定在用户安装 Desktop Agent 时分配给用户的存储位置和配置文件.

注意: 如果将用户手动添加到 DLO 中，则不会使用自动用户分配.



将用户手动添加到 DLO 中.您可以不使用自动用户分配，而是将用户手动添加到 DLO 中并给其分配配置文件和存储位置.
当已经存在用于用户数据存储的网络共享时，这种方法尤其有用.可以逐个添加用户，也可以通过从列表中导入用户的方
式同时添加多个用户.



从管理控制台中查看历史记录日志文件,接收警报以及将文件恢复到桌面.

Desktop Agent 驻留在您希望保护的台式机和便携式计算机上.根据管理员对分配给用户的配置文件的配置，桌面用户
与 Desktop Agent 的交互级别有所不同.Desktop Agent 可在后台运行，为文件提供自动保护.或者，对 Desktop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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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具有完全访问权限的桌面用户可以对备份进行计划，选择要备份的文件类型，恢复文件，在不同的计算机之间同步
文件版本，以及查看他们的备份状态等.
相关主题：
配置 DLO
关于 DLO 配置文件
关于备份选择
关于 DLO 存储位置
关于自动用户分配

管理控制台的系统要求
以下是运行此版本的 DLO 管理控制台的最低系统要求.

最低系统要求
项目

说明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2003 Server family (32 位，64 位和 R2)



Microsoft Windows 2008 Server family (32 位，64 位和 R2)



Microsoft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1 或更高版本



Microsoft Windows XP 64 位专业版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Family (32 位和 64 位)



Microsoft Windows 7 family (32 位和 64 位)

Internet 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5.01 或更高版本；但建议使用 5.5 版.

处理器

Pentium 系统

内存

要求：256 MB 内存
推荐：512 MB（或更高，这样可获得更好的性能）

磁盘空间

安装 Microsoft Windows（典型安装）后需要 150 MB 硬盘空间.

其它硬件



网卡



CD-ROM 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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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支持的打印机（可选）



鼠标（推荐）

注意: 支持 Windows 域和 Active Directory.不支持其他身份验证方案，如 Novell E-Directory 和 NIS+.

安装 Symantec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安装 DLO 之前，请先阅读安装之前.本节讨论在安装 DLO 之前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注意: DLO 管理服务器必须位于某个域内.

若要安装 Desktop and Laptop 选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运行 setup.exe 以启动安装向导.

2.

单击下一步.

3.

阅读许可协议，如果接受各项条款，请选择“我接受许可协议条款”.

4.

单击下一步.

5.

从以下选项中选择安装类型：

DLO 安装设置类型
设置类型

说明

完全

安装 DLO 管理控制台、管理服务器以及维护服务器.这是最常见的选择.

控制台

只安装 DLO 管理控制台该选择通常用来在单独的计算机上安装另外的
控制台.

维护服务器

只安装 DLO 维护服务器.维护服务器支持 Delta 文件传输与存储.有关其
他信息，请参见使用 Delta 文件传输.

数据库

在系统上安装 DLO 数据库.

6.

单击“下一步”.

7.

如果想安装到不同的目录下，请单击“更改”，选择新的目录，然后再单击“确定”.

8.

单击下一步.

9.

选择任一 Symantec DLO 数据库选项：

DLO 数据库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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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类
型
本地 SQL
Express
2005

说明

DLO 数据库将被存储到位于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MSSQL$DLO 下
的一个新的本地 SQL Express 2005 实例上.

实例
现有 SQL
Server 实
例

DLO 计算机将被存储到该计算机的现有 SQL Server 2000 或 2005 实例上.从给出的列
表中选择一个实例.

注意: 如果使用现有的数据库实例，则必须启用命名管道.如果 DLO 安装了自
己的 SQL Express 2005 实例，命名管道将自动启用.

远程数据

Symantec DLO 控制台和 SQL 服务器将安装在两个不同的计算机上.安装 DLO

库安装

时，需提供安装 SQL 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DLO 数据库将安装在远程计算
机上.

注意：必须在安装 SQL 服务器的计算机上启用命名管道.

启用命名管道后，请重新启动 SQL 服务器和 SQL 服务器浏览器服务.必须使用域
管理员凭据运行这些服务.同时，还必须运行计算机浏览器服务.
10. 单击下一步.
11. 输入 Symantec DLO 许可密钥.
12. 单击下一步.
13. 输入帐户凭证，它将用来创建 DLO 存储位置与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这应该是在用来恢复备份数据的任何计算机上
都拥有本地管理员权限的域帐户.
14. 单击下一步.
15. 单击“安装”开始安装.
16. 安装完成后，单击完成.

部署 Desktop Agent

15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的工作机制

在安装 DLO 时，Desktop Agent 安装集将被放到安装目录的一个共享位置.可通过 UNC 路径访问.有几种方法可将
Desktop Agent 从 Desktop Agent 安装共享部署到台式机上.

Desktop Agent 部署方法
部署方法

说明

电子邮件

发送安装文件的超文本链接，或将安装文件作为附件包括在电子邮件中.

网页

将安装文件放在公司的 Intranet 上.

登录脚本

创建包含用于安装 Desktop Agent 的命令的文件.然后将此脚本分配到需要使用 DLO 的员工的
用户属性中.当用户登录到网络上时，这些命令会自动执行.有关登录脚本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Windows 文档.

Microsoft Systems
Management Server
(SMS)
CD-ROM

使用此自动系统可将 Desktop Agent 安装集分发到台式机，以便台式机随后启动安装.有关
SMS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文档.

如果要用 CD-ROM 来分发 Desktop Agent 安装文件，请将\\DLO Administration Server\DLO
Agent 共享的内容放到 CD-ROM 上.这样用户便可以从 CD-ROM 上运行 setup.exe.已安装的
Desktop Agent 将与 DLO 管理服务器正确关联.

相关主题：
安装 Desktop Agent

Desktop Agent 安装选项
可以对 Desktop Agent 安装进行自定义，以满足特定要求.例如，它可以以静默方式运行而不显示用户界面，也可以显
示基本用户界面或完整用户界面.该自定义以及其他自定义是通过修改 DLO Agent 安装目录中的 SETUP.INI 文件来实
现的.
自定义 Desktop Agent 安装：
1.

在 Desktop Agent 安装目录下，打开 SETUP.INI 文件进行编辑.

2.

按下表所示修改以 CmdLine= /qf 开头的值：

Desktop Agent CmdLine 安装选项
原始命令

选项

Desktop Agent 安装界

修改 /qf 项，以更改 Desktop Agent 用户在安装 Desktop Agent 期间看到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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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qf
取代了完整用户界面，并且提供了取消按钮.
/qb
显示一个基本进度对话框，并启用取消按钮.
/qb!
显示基本用户界面.没有取消按钮.
/qn
安装将为静默安装.

注意: 要进行完全静默的安装，需要在修改 SETUP.INI 文件后运行“setup.exe

/s”.

设置默认介质服务器

DEFAULTMEDIASERVER 指定 Desktop Agent 在安装后将挂接到的介质服务器.

启动 Desktop Agent

LAUNCHCLIENT 选项指定 Desktop Agent 是否应在安装后立即
启动.
要立即启动，请设置 LAUNCHCLIENT=“1”
若不要立即启动，请设置 LAUNCHCLIENT=“0”

指定所需的 MDAC 版本 DLO 默认情况下使用 MDAC 2.8.通过添加以下内容强制使用 MDAC 2.7：
REQUIREDMDACVERSION=2.7

禁止重新启动

要禁止重新启动（即使这是必需的），请添加以下内容：
REBOOT=ReallySuppress

日志记录选项

可以通过更改 l*v 变量来修改日志记录选项.

l*v ?TEMP%\DLOAgentInstall.log
打开详细日志记录并在指定位置创建一个日志文件.

注意: 有关其他 Windows Installer 日志记录选项，请参见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14852/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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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存并关闭 SETUP.INI 文件.

示例：
要进行静默安装，请按如下方式修改 SETUP.INI 文件中的 CmdLine：
原来的 CmdLine：
CmdLine=/qf DEFAULTMEDIASERVER=“Desktop3” LAUNCHCLIENT=“1” /l*v
“%TEMP%¥DLOAgentInstall.log”
修改后的 CmdLine：
CmdLine=/qn DEFAULTMEDIASERVER=“Desktop3” LAUNCHCLIENT=“1” /l*v
“%TEMP%¥DLOAgentInstall.log”
要以不包括取消安装选项的基本界面进行安装，请按以下方式编辑 SETUP.INI 文件中的 CmdLine：
原来的 CmdLine：
CmdLine=/qf DEFAULTMEDIASERVER=“Desktop3” LAUNCHCLIENT=“1” /l*v
“%TEMP%¥DLOAgentInstall.log”
修改后的 CmdLine：
CmdLine=/qb!DEFAULTMEDIASERVER=“Desktop3” LAUNCHCLIENT=“1” /l*v
“%TEMP%¥DLOAgentInstall.log”

准备 Desktop Agent 的手动推送部署
尝试执行 Desktop Agent 的手动推送部署之前，应完成以下步骤.
1.

2.

在 \\<服务器名>\DLOAgent 目录中，以下文件是必需的：



*.mst



*.cab



DLOBuildInfo.ini



*.msi

使用 cmdline 关键字中的 setup.ini 中的值作为基础来运行 msiexec 命令：

/qf DEFAULTMEDIASERVER=“<From setup.INI File>” DLODBINSTANCENAME=“<FromSetup.INI File>”
LAUNCHCLIENT=“1” REQUIREDMDACVERSION=“2.8” TRANSFORMS=“1033.mst” /l*v
“%TEMP%\DLOAgentInstall.log”
默认值如下：
默认值

项目

默认值

DEFAULTMEDIASERVER

DLO 管理服务器 名.当安装了 DLO 时分配此值.此值是安装了
DLO 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的名称.

DLODBINSTANCENAME

指定 SQL 实例名称.建议不要修改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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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CLIENT

“1”

REQUIREDMDACVERSION

“2.8”

TRANSFORMS

“1033.mst”

3.

对于静默安装，将 /qf 替换为 /qn.要以不需要用户介入，但显示安装进度的方式安装，请将 /qf 替换为 /qb.

4.

如果在使用 MDAC 2.7，则必须将 REQUIREDMDACVERSION=“2.8” 替换为 REQUIREDMDACVERSION=“2.7”.其
他值均是无效的.如果目标系统上的 MDAC 版本低于 REQUIREDMDACVERSION 值，安装将失败.

5.

应根据桌面用户所使用的语言，将 TRANSFORMS 设置为其中一个 mst 文件：

1031.mst = 德语
1033.mst = 英语
1034.mst = 西班牙语
1036.mst = 法语
1040.mst = 意大利语
1041.mst = 日语
1042.mst = 韩语
2052.mst = 中文 (PRC) (简体)
1028.mst = 中文 (繁体)
1046.mst = 巴西葡萄牙语
1049.mst = 俄语 (俄罗斯)
6.

6. 需要设置 TRANSFORMS 属性的规范，其会影响安装程序的用户界面和开始菜单快捷方式.不管所选的 transform
如何，安装的 DLO Agent 都将支持所有 8 个语言.

7.

目标系统上必须有 MSI 3.1.MSI 3.1 安装程序包括在以下位置：
\\<服务器名>\DLOAgent\WindowsInstaller-KB893803-v2-x86.exe

远程安装 Desktop Agent 与远程安装 DLO Maintenance Server
本节提供了有关远程安装 Desktop Agent 与远程安装 DLO Maintenance Server 的信息.

先决条件
要在运行 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SEP) 11.0 版本或更高版本的计算机上远程安装 DLO Agent，您必须对 SEP
进行配置，以便共享文件和打印机.默认情况下，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功能处于关闭状态.
您可以从管理员服务器将以下选项安装到远程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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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ktop Agent



DLO Maintenance Server

在远程计算机上远程安装 Desktop Agent 和 DLO Maintenance Server
1. 启动 DLO Administration Console。
2. 在工具中，选择在远程计算机上安装代理和维护服务，然后单击下一步.
3. 在安装 Agent/Maintenance Server 到远程计算机 > 选择组件中，选择以下任一组件：

 Agent - 从管理服务器将 Desktop Agent 远程安装到远程计算机.
 Maintenance - 从管理服务器将 DLO Maintenance Server 远程安装到远程计算机.
3. 单击添加.
4. 在手动输入远程计算机名称中，键入以下内容：

 名称/IP 地址 - 输入远程计算机的名称或 IP 地址.
 域名 – 输入远程计算机的域名
 浏览 – 单击浏览.在选择计算机中，选择所需的远程计算机，然后单击确定.名称/IP 地址和域名将被
更新.同
同时，还将显示远程计算机登录凭据以及所选的计算机名称和域名
5. 单击确定.
6. 在远程计算机登录凭据中，键入以下内容

 用户名称 - 输入在远程计算机上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的用户名称.
 密码 - 输入在远程计算机上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的密码.
 域名 - 将根据您在手动输入远程计算机名称中输入的域名来显示域名.
 在安装期间试图连接到附加的计算机时使用此用户名称和密码 - 如果您想在下次安装时使用相同的用
户名称和密码，请选中此选项.默认情况下，不会选中此选项.
7. 针对要远程安装选项的每台远程计算机，重复步骤 4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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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还可以导入远程计算机的 IP 地址列表。要导入列表，执行以下操作：
在安装 Agent/Maintenance Server 到远程计算机 > 远程计算机选择窗口中，单击导入计算机。
在导入远程计算机窗口中单击导入列表。
选择包含所有远程计算机 IP 地址的特定 .txt 文件。
注意：要生成包含 DLO Agent 计算机列表的 .txt 文件，运行 DLOCommandu.ext -ListMachines 命令。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84 页的“-ListMachines 命令”。
您也可以单击浏览选择远程计算机。
单击添加列表。IP 地址或计算机名称显示在计算机面板中。
单击计算机名称或 IP 地址，在以下字段中输入详细信息：
用户名：输入在远程计算机上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用户名。
密码：输入在远程计算机上具有管理员权限的帐户密码。
域名：输入在手动输入远程计算机名称中输入的相同域名。
单击确定。
9. 单击安装.
基于您所选的组件（DLO Agent 或 DLO Maintenance），将添加远程 DLO Agent 或 maintenance server.
10. 单击完成退出向导.
从列表中移除远程 DLO Agent 或 maintenance server
1. 选择远程 DLO Agent 或 maintenance server.
2. 单击移除.
3. 将出现一个确认窗口，提示您“是否要删除：<组件>”.
注意：<组件> 指示其可能是远程 DLO Agent，也可能是 Maintenance Server，具体取决于您要

删除的组件
4.

单击是.
T 组件即会从列表中删除.

使用 LiveUpdate 更新 Symantec D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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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手动安装 Symantec LiveUpdate，其可提供 Symantec DLO 的更新、升级和新版本.您可以在 Symantec DLO 中从
多个位置访问 LiveUpdate.不过，您不能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对其进行访问.
Symantec DLO 将安装最新版本的 LiveUpdate.如果检测到计算机上存在先前版本的 LiveUpdate，Symantec DLO 将
对其进行升级.您可以查看介质服务器上安装的任何修补程序和补丁程序.当 LiveUpdate 在 Symantec DLO 介质服务器
上安装更新时，它还会确定要安装 Remote DLO Agent for Windows Systems 的计算机上是否有最新的更新.您可以远
程安装或手动安装 Symantec DLO Remote Agent 的更新.
你可以使用 LiveUpdate Administrator Utility with LiveUpdate.LiveUpdate Administrator Utility 允许管理员修改
LiveUpdate，以便网络用户可以从内部服务器下载程序和病毒定义更新，而不需要通过 Internet 到 Symantec
LiveUpdate 服务器去下载.
请转至 ftp://ftp.symantec.com/public/english_us_canada/liveupdate/luadmin.pdf.

手动运行 LiveUpdate
您可随时手动运行 LiveUpdate 来检查是否存在更新.您可将 LiveUpdate 配置为在“交互”模式或“快速”模式下运行.“交互”
模式允许您自由选择所要安装的更新.“快速”模式则会自动安装所有 Symantec DLO 更新.有关如何更改 LiveUpdate 模
式的信息，请参阅 LiveUpdate 文档.
注意：默认情况下，LiveUpdate 被配置为“交互”模式.如果您将其更改为“快速”模式，您必须取消 LiveUpdate 会话并
重新启动，之后更改才会生效.
手动运行 LiveUpdate

1.

在 DLO 控制台中，转至工具，然后单击 LiveUpdate.

2.

单击开始，应用 Symantec DLO 的更新、升级和新版本.

3.

单击取消，拒绝 Symantec DLO 的更新、升级和新版本.

安装后的任务
设置恢复密码
首次打开 DLO 管理控制台时，“恢复密码向导”也随之打开.必须使用此向导设置恢复密码，否则 DLO 将不会运行.如果
是从以前的版本进行升级，并且以前设置了恢复密码，则不会提示您设置恢复密码.DLO 将使用现有的密码.
恢复密码使您可以检索 DLO 数据库损坏时可能丢失的加密数据.
一旦设置恢复密码，则仅可以使用 DLO 命令行界面工具对其进行更改.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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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据一致性
-SetRecoveryPwd 命令
-EmergencyRestore 命令

检查数据一致性
数据一致性扫描器简化了从以前的 DLO 备份中扫描网络用户数据以检测不可恢复的备份数据的过程.它验证是否所有数
据都使用最新的用户密钥进行了加密，并确保所有数据具有正确的用于紧急恢复的恢复密钥.
Desktop Agent 升级后，它们将自动执行数据一致性检查.打开管理控制台后，它将识别尚未进行一致性检查的
Desktop Agent.如果发现任何未进行一致性检查的 Desktop Agent，将打开一个对话框，说明有一台或多台计算机尚未
经过数据一致性扫描器验证，并询问是否要对它们进行扫描.
检查数据一致性：
1.

从工具菜单中，选择向导，然后选择数据一致性扫描器.

2.

单击下一步.

3.

如果要设置高级选项，请单击高级选项.选择适当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数据一致性扫描器高级选项
项目

说明

永久删除以前隔离的 选择此复选框可以删除以前隔离的全部数据.
数据
隔离用过期密钥加密 选择此复选框可以隔离所有具有过期密钥的文件.如果未选中此选项，将扫描数据而不隔离
的

数据.数据被隔离后，Desktop Agent 将备份具有正确加密密钥的新文件版本.

数据

包括已经验证的计算 选择此复选框可以强制重新扫描所有数据，即使这些数据以前已经过验证.
机
详细输出
4.

单击“开始”.

5.

查看扫描结果.

选择此复选框可以从扫描收到详细信息.

如果扫描识别了使用过期密钥加密的数据，但是您没有选择隔离该数据，则可以在设置高级选项隔离此数据后
再次运行扫描.
6.

单击下一步.

7.

单击完成.

相关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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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恢复密码
-SetRecoveryPwd 命令
-EmergencyRestore 命令

更改 DLO Service 凭证
安装 DLO 后，您必须指定用于运行 DLO 管理服务的帐户凭证.该帐户用于创建存储位置以及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而
且对于要存储备份数据的所有计算机必须具有创建共享的权限.建议使用域 Administrator 帐户.为了在其他域创建存储
位置，必须有正确有效的信任关系.
更改 DLO Service 凭证：
1.

在工具菜单上，选择管理服务凭证.

2.

选择“更改 DLO 服务帐户信息”.

3.

按如下所示输入帐户凭证：

服务帐户信息
项目

说明

更改 DLO 服务帐户信息

选择此复选框可以更改 DLO 服务帐户信息.

用户名

键入要使用的帐户的用户名.

域名

输入该帐户的域.

密码

键入该帐户的密码.

确认密码

再次键入密码以进行确认.

关于管理员帐户
DLO 管理控制台可由任何在 DLO 管理服务器上具有完全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来管理.该用户的帐户必须是域帐户，并且
必须有权在任何用于存储位置或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远程服务器上创建网络共享和管理网络共享及目录的权限.这通
常是使用域管理员帐户完成的.
当搜索要恢复的文件或查看历史记录日志时，DLO 管理控制台会使用当前已登录用户的凭证访问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如果该用户没有正确的权限来访问某项资源，则会出现一个对话框说明此情况.如果 DLO 管理员尝试访问网络用户数
据文件夹，但他并未用具有访问该文件夹的权限的帐户进行登录，则 DLO 将提示需要提供凭证.如果输入凭证，这些
凭证将用于访问文件夹，但不会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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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权限管理
要将 DLO 配置为自动管理访问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权限，DLO 管理服务器上的管理员可以使用“DLO 管理员帐户管
理”对话框为用户创建并配置 DLO 管理员帐户.添加 DLO Administrator 帐户允许其他用户使用 DLO 控制台，而无需将
这些用户添加到 DLO 管理服务器上的管理员组中.
DLO 管理员帐户可以用下列两种方式之一进行管理：



授予单个用户对 DLO 的管理访问权

这是 DLO 帐户管理的默认配置.您可以为单个用户列表授予管理 DLO 的权限.如果使用单个用户列表，您可以指定
哪些单个用户具有完全恢复权限，哪些单个用户具有受限的恢复权限
有关配置 DLO 以使用单个 DLO 管理员列表的说明，请参见使用单个帐户列表管理 DLO 权限.



使用域组管理 DLO 管理员

可以选择指定域组以指定 DLO 管理员.如果指定域组，为其中一个域组授予完全恢复权限，为另一个组授予受限恢
复权限.域组必须已经存在或者已由域管理员创建.对于 DLO，我们建议使用 DLOFullAdmin 组和
DLOLimitedAdmin 组.完全管理员组用于授予管理员读取用户数据的权限，而受限制的管理组只提供列表访问权限，
从而可保护用户数据免受未授权的访问.
访问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时，DLO 控制台会自动检查此文件夹，以确定它是否能够读取其中的文件和数据.如果控制台
无法访问该文件夹，DLO 会使用指定的域管理员组对需要访问的文件和文件夹设置权限.通过使这些文件和文件夹成为
指定 DLO 管理组的成员，所有 DLO 管理员便可自动获得访问所需资源的权限.
有关配置 DLO 以使用域组管理 DLO 权限的说明，请参见使用域组来管理 DLO 权限.

受限制的恢复
受限制恢复的功能的目的是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将数据恢复到备用位置.默认情况下，DLO 管理员无法将桌面用户的文
件恢复到另一个位置，从而提供了更高的数据安全级别.DLO 管理员可以被授予完全恢复权限，它允许管理员将数据恢
复到备用位置.如果 DLO 管理员具有受限恢复权限，则可能还有其他管理功能他们不能执行.
使用单个帐户列表管理 DLO 权限
DLO 管理服务器上的管理员可以为单个用户创建并配置 DLO 管理员帐户.可以单独配置帐户以指定完全或受限恢复权
限，详见关于管理员帐户.
另外，DLO 可以配置为使用域组进行权限管理.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使用域组来管理 DLO 权限.
配置 DLO 使用单个帐户列表进行权限管理：
1.

在 DLO 管理控制台的网络菜单上，选择 Administrator 帐户.

2.

单击“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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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消选中或确保未选中使用域组管理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访问复选框.

注意: 选中使用域组管理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访问复选框时，域组会在“Administrator 帐户管理”对话框
中列出.如果取消选中此复选框，将再次列出单个用户帐户.如果将一种帐户管理类型更改为另一种帐户管理类
型，则以前的设置将保留以备将来使用.例如，如果您具有单个 DLO 管理员的列表，后来更改配置以使用域组，
则系统将保存单个帐户列表，并在取消选中使用域组管理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访问复选框时再次使用.
4.

单击确定.

5.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6.



单击添加以添加新的 DLO 管理员帐户.继续步骤 6.



单击编辑以修改现有的 DLO 管理员帐户.继续步骤 6.



单击删除以删除现有的 DLO 管理员帐户.继续步骤 7.

按以下说明定义管理员帐户：

添加 Administrator 帐户选项
项目

说明

用户名

键入要为其指定管理权限的用户的名称.使用 DomainName¥UserName 格
式

说明

键入此 Administrator 帐户的说明.

注意

键入此管理员帐户的任何相关注释.

授予管理员完全恢复权

选中此复选框可授予此 DLO 管理员完全恢复权限（包括将桌面用户数据恢复到

限

备用位置的能力）.

注意: 允许某人（而不是拥有该数据的桌面用户）将文件恢复到另一个
位置会危及数据安全.

7.

单击确定两次.

使用域组来管理 DLO 权限
DLO 管理服务器上的管理员可以使用“DLO 管理员帐户管理”对话框为用户创建并配置 DLO 管理员帐户.管理 DLO 管
理访问权限的一个方法就是使用域组指定具有管理 DLO 权限的用户.可以指定两个组.第一个组被授予完全恢复权限.
另一个组具有受限恢复权限，详见关于管理员帐户.
另外，DLO 可以配置为使用帐户列表进行权限管理.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使用单个帐户列表管理 DLO 权限.
将 DLO 配置为使用域组进行权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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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DLO 管理控制台的“网络”菜单上，选择“Administrator 帐户”，打开“Administrator 帐户管理”对话框.

2.

单击“权限”.

3.

选中或确保选中使用域组管理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访问复选框.

注意: 选中使用域组管理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访问复选框时，域组会在“Administrator 帐户管理”对话框
中列出.如果取消选中此复选框，将再次列出单个用户帐户.如果将一种帐户管理类型更改为另一种帐户管理类
型，则以前的设置将保留以备将来使用.例如，如果您具有单个 DLO 管理员的列表，后来更改配置以使用域组，
则系统将保存单个帐户列表，并在取消选中使用域组管理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访问复选框时再次使用.
4.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选择恢复类型

恢复类型

说明

对于具有完全恢复权

要为指定域组中的 DLO 管理员授予完全恢复权限（包括将桌面用户的文件恢复到备用位

限的 DLO 管理员，使
用域组

置的能力），请输入或浏览到完全限定域组.
示例：Enterprise\DLOFullAdmins

5.

对于具有受限恢复权限

要为指定域组中的 DLO 管理员授予受限恢复权限（不包括将桌面用户的文件恢复到备用

的 DLO 管理员，使用

位置的能力），请输入或浏览到完全限定域组.

域组

示例：Enterprise\DLOLimitedAdmins

单击“确定”两次.

DLO 默认设置
当您第一次启动 DLO 时，已配置默认值.您可以调整这些默认值以满足环境的需要.默认设置可用于配置文件、备份选
择以及全局设置.就临时使用而言，您只需使用安装时设置的默认值即可安全地运行 DLO 以备份和恢复台式机和便携式
计算机.
可以更改配置文件、备份选择和全局设置的默认设置.

注意: 对全局设置的更改将立即生效，并全局应用于所有 Desktop Agent.对默认配置文件和备份选择设置的更改
仅应用于新配置文件和备份选择，不会影响现有的那些配置文件和备份选择.

更改默认配置文件设置
默认 DLO 配置文件设置可以按照下面的说明进行修改.
更改默认配置文件设置：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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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任务”窗格的工具任务下，单击选项.

3.

在“属性”窗格的新建配置文件默认值下，单击常规.

4.

按照常规配置文件属性中的说明设置相应的选项.

5.

在“属性”窗格的新建配置文件默认值下，单击用户设置.

6.

按照“配置文件用户设置”对话框中的说明设置配置文件用户设置选项.

7.

在“属性”窗格的新建配置文件默认值下，单击计划.

8.

按照“配置文件计划”对话框中的说明设置配置文件计划
选项.

9.

在“属性”窗格的新建配置文件默认值下，单击选项.

10. 按照其他配置文件选项卡选项中的说明设置配置文件选项.

更改默认备份选择设置
默认 DLO 备份选择设置可以按照下面的说明进行修改.
更改默认备份选择设置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任务”窗格的工具任务下，选择选项.

3.

在“属性”窗格的新建备份选择默认值下，单击修订版，并按照备份选择修订版控制中的说明设置备份选择修订版选项.

4.

在“属性”窗格的新建备份选择默认值下，单击选项.

5.

按照备份选择选项中的说明设置备份选择选项.

更改默认全局设置
默认 DLO 全局设置可以按照下面的说明进行修改.
更改默认全局设置

注意: 这些设置会立即应用于所有 Desktop Agent.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任务”窗格的工具任务下，选择选项.

3.

在“属性”窗格的全局设置下，单击选项.

4.

按照下面的说明设置全局选项：

全局设置选项
项目

说明

禁用
全部 Desktop

选中此复选框可禁止备份所有 Desktop Agent.

Agent
Outlook PST 文件 选中此复选框可禁止所有用户的 Microsoft Outlook PST 文件的增量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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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量备份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

Lotus Notes 电子

选中此复选框可禁止所有用户的 Lotus Notes 文件的增量备份.

邮件文件的增量备
份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以增量方式备份 Lotus Notes NSF 文件.

报告
以 PDF 格式生成
报告

以 HTML 格式生

选择以 PDF 格式生成报告选项可以以 PDF 格式运行报告（如果已安装 Adobe
Acrobat Reader）.如果未安装 Reader，报告将以 HTML 格式运行.
选择以 HTML 格式生成报告选项可以以 HTML 格式运行报告.

成报告
其他
用户登录后
Desktop Agent 延
迟启动的时间

选中此选项，并输入用户登录后延迟 Desktop Agent 启动的秒数.仅在选中此选项，并
且从启动菜单启动时，Desktop Agent 才会延迟启动.

Desktop Agent 磁 输入可用磁盘空间的百分比.如果可用的磁盘空间低于这个百分比，Desktop Agent 将
盘空间不足错误的
阈值

停止写入到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

Desktop Agent 磁 输入可用磁盘空间的百分比.如果可用的磁盘空间低于这个百分比，将发出警告.
盘空间不足警告的
阈值
Desktop Agent 配 输入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存储限制的百分比.如果可用的已分配磁盘空间百分比下降到
额不足警告的阈值

低于此百分比，将生成警告.
例如，如果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限制为 30 MB，且配额不足警告阈值设置为 10%，则
可用磁盘空间少于 3MB 时，将生成警告.

5.

在“属性”窗格的全局设置下，单击 Desktop Agent 间隔.

6.

按照以下的说明设置 Desktop Agent 间隔默认值：

Desktop Agent 间隔选项
项目

说明

再次尝试备份以前正忙的

输入 DLO 再次尝试备份以前正忙的文件前等待的分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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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前等待的时间

如果设置的等待时间较短，则 Desktop Agent 计算机将耗用更多的 CPU 时
间和磁盘 I/O 来尝试备份正忙的文件.如果设置的等待时间较长，则文件的备
份频率将降低.建议的默认设置为 5 分钟.

再次尝试备份以前失败的
文件前等待的时间

输入再次尝试备份以前备份失败的文件前需要等待的分钟数.
如果设置的等待时间较短，则 Desktop Agent 计算机将耗用更多的 CPU 时
间和磁盘 I/O 来尝试备份以前备份失败的文件.如果设置的等待时间较长，则
文件的备份频率将降低.建议的默认设置为 60
分钟.

需要保留已从备份选择中
删除的文件备份的时间

输入需要保留已从备份选择中删除的文件备份的天数.
设置较长的保留时间可使文件从备份选择中删除后，还能在服务器上保留更
长的时间.设置较短的保留时间可提供更多的备份文件夹空间，但是缩短了用
户恢复从备份选择中已删除文件的时间.建议的默认设置为 30 天.

历史记录更新的最短间隔
时间

输入两次历史记录更新之间需要等待的分钟数.
如果有许多活动，设置较短的更新间隔时间会导致计算机耗用更多的 CPU 时
间和磁盘 I/O 来更新历史记录.较长的等待时间会降低历史记录更新的频率.建
议的默认设置为 15 分钟.

发布相同警报的最短间隔
时间

输入两次发布相同警报之间需要等待的小时数.
如果有循环警报，则指定时间间隔内，循环警报仅出现一次.如果设置的间隔
时间太短，警报日志可能被多次发布的相同警报填满.建议的默认设置为 24
小时.

关闭作业日志和启动新
作业日志之间的最短间隔
时间

输入关闭作业日志和启动新作业日志之间要等待的分钟数.
如果设置较短的作业日志间隔时间，则显示更多的作业日志.建议的默认设置
为 30 分钟.

维护周期的最短间隔时间

输入两次维护周期之间需要等待的分钟数.
维护周期之间等待的时间越少，意味着需要更多的 CPU 时间和磁盘 I/O 来执
行维护.维护周期将删除废弃的文件和文件夹.建议的默认设置为 14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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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24 小时.

检查 Lotus Notes 电子邮
件文件的更改的最短间隔
时间

输入两次检查 Lotus Notes 文件的更改之间间隔的分钟数.
较短的间隔时间可导致使用更多的 CPU 时间和磁盘 I/O 来确定 Lotus Notes
文件是否已发生更改.建议的默认设置为 30 秒.

Desktop Agent 随机响应
重新启动请求的时间

输入 Desktop Agent 将随机响应重新启动请求的分钟数.
大量 Desktop Agent 重新启动时（例如，移动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时），
Desktop Agent 将在指定时间段内随机重新启动.这样可避免由于同时启动大
量 Desktop Agent 而导致 DLO 过载的可能.
建议的默认设置为 30 分钟.

7.

在“属性”窗格的“全局设置”下，单击“用户活动设置”.

8.

按如下所示设置“用户活动设置”默认值：

用户活动设置
项目

说明

启用用户活动

选中“启用用户活动限制”可以确定当用户与其台式机交互时，DLO 将如何执行任务.用户活动基于

限制

将网络带宽使

键入行为和鼠标移动.
输入当用户与台式机交互时 DLO 将使用的最大网络带宽.

用限制为
当 x 秒没有用

输入秒数，如果经过该秒数之后仍然没有用户活动，DLO 将不再限制作业.

户活动时将删
除限制
扫描器每秒扫
描的最大
项数

扫描器每秒扫描的项数限制了文件系统扫描期间每秒处理的项数.在系统非正常关闭之后或者当截
断了更改日志时，在台式机的第一次备份期间会进行文件系统扫描.该设置可降低当用户处于活动
状态时，扫描对台式机的影响.

9.

在“属性”窗格的“全局设置”下，单击“LiveUpdate”.

10. 按如下所示设置 LiveUpdate 默认值：

LiveUpdate 选项
项目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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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Desktop Agent 计划自动更 选中“启用 Desktop Agent 计划自动更新”可打开计划自动更新.
新
检查更新时

选择以下某一选项：



自动下载并安装所有可用的 Desktop Agent 更新



仅向 Desktop Agent 通知更新可用（将不会安装或下载更新）

选择以下一个项作为检查更新的频率：

频率



一次



每日



每周



每月

选择检查更新的时间.可用的具体选项取决于所选的频率.

间隔

将 DLO 配置为使用特定的端口访问数据库
您可能希望将 DLO 配置为使用特定的端口访问数据库.例如，如果某个固定端口已用于 SQL Server，从而需要将 DLO
配置为使用同一端口访问 DLO 数据库，则可能必须这样
配置.
配置 DLO 以通过特定的端口访问备用数据库：
1.

为 DLO 数据库选择一个唯一端口号，然后使用 svrnetcn.exe 设置新的端口号.

2.

从防火墙外，在运行 DLO 管理控制台的计算机上，创建以下注册表项作为 DWORD 值（如果它不存在）并将
DBUseTCP 标志设置为 1：

HKLM\Software\Symantec\Symantec DLO\AdminConsole\DBUseTCP
3.

从防火墙外，在运行 Desktop Agent 的计算机上，创建以下注册表项作为 DWORD 值（如果它不存在）并将
DBUseTCP 标志设置为 1：

HKCU\Software\Symantec\Symantec DLO\Client\DBUseTCP 或
HKLM\SOFTWARE\Symantec\Symantec DLO\Client\DBUseTCP
4.

将第 2 步和第 3 步中修改过的计算机上的 DBTcpPort 设置为在第 1 步中设置的端口号.

5.

重新启动修改过的计算机.

更新 D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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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将定期以网站下载或光盘的形式提供 DLO 更新.其中包括对 Desktop Agent 安装集的更新，但是 Desktop
Agent 的更新不会自动安装.Symantec LiveUpdate 将用来给 DLO 管理服务器以及 Desktop Agent 提供精选的安全修
补程序.

更新 DLO 管理控制台
Symantec DLO 版本 7.0 以及更高版本的默认安装目录为：

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
如果 Symantec DLO 是从以前版本升级而来的，则依然保留在原始安装目录中.早期版本的 DLO 使用如下默认安装目
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 DLO
C:¥Program Files¥Symantec¥NetBackup DLO
更新 DLO 管理控制台：
1.

按照安装 Symantec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中的说明安装 DLO 管理控制台.

2.

启动 DLO 管理控制台，并使用“恢复密码向导”设置恢复密码.在安装后首次打开 DLO 版本 6.0 或更高版本时，此向
导会自动启动.有关恢复密码向导的更多信息，请参见设置恢复密码.

3.

如果从 DLO 版本 5.0 更新，请运行“数据一致性扫描器”检测已不再使用的 DLO 备份文件，验证是否所有数据都已使
用最新的用户密钥加密，并确保所有数据具有用于紧急恢复的正确恢复密钥.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检查数据一致性.

更新 Desktop Agent
通过完全安装 或 维护包版本更新 DLO 管理服务器后，需要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更新 Desktop Agent：
1

从 Desktop Agent 计算机更新 Desktop Agent

2

使用 DLO 管理控制台的在远程计算机上安装代理和维护服务选项更新 Desktop Agent。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 26 页的“远程安装 Desktop Agent 和远程安装 DLO Maintenance Server”。
3

使用命令行界面更新 Desktop Agent

注意：命令行选项不适用于 Windows Vista 及更高版本。在此情况下，可以使用第一个或第二个选项。
从 Desktop Agent 计算机：
要手动更新 Desktop Agent，请在 Desktop Agent 计算机上运行以下命令：
\\<DLO Administration Server>¥DLOAgent¥setup.exe

从 DLO 管理控制台使用命令行界面工具：
DLO 命令行界面工具可以使用 publish 命令自动提供对 Desktop Agent 的更新.
要从 DLO 管理控制台使用命令行界面升级 Desktop Agent，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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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更新文档中的说明更新 DLO 管理服务器.

2.

在 DLO 管理服务器的命令行上，转到 DLO 安装目录.

默认安装目录：
示例 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
3.

带 update 选项运行 DLOCommandu.exe 以添加配置文件，并记下该命令运行时返回的 ID 号：
DLOCommandu -update -add -f “DLOAgent\update_7.0\DLOAgentupdate_NBU.ini”

注意: 如果配置文件已被移动或重命名，则需要在以上命令中指定完整的路径和
文件名.

示例输出：
ID=3
Name=7.0 Update
Updates Symantec DLO Desktop Agent to 7.0
Version=7.0
PromptUser=Yes
Build=7.00.25a
srcPath=\\a2symms14907\DLOAgent\update_7.0
cmdName=AutomatedAgentUpgrade.exe
cmdArgs=
cmdPath=%DOWNLOADDIR%
4.

使用 publish 命令运行 DLOCommandu.exe，以使 Desktop Agent 用户能够使用该更新.

DLOCommandu -update -publish -UI y -U UserName
DLOCommandu -update -publish -UI y -P ProfileName
其中“y”是在步骤 3 中运行“add”命令时返回的 ID 号.如果使用星号替代“UserName”或“ProfileName”，则会将更新发
布给所有用户.
执行此命令时，它将返回应用此更新的所有用户的列表.在下一次 Desktop Agent 应用程序启动时将更新用户.

注意: 有关 -update 命令和其他命令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Update 命令.
相关主题：
DLO 命令行界面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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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静默模式运行 Desktop Agent 升级
可以以静默模式升级 Desktop Agent.在静默升级过程中，将不提示用户进行下载或开始升级，但是会提示用户确认是
否确实要进行升级.
要以静默模式执行 Desktop Agent 升级，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 Desktop Agent 升级文件夹中，打开 DLOAgnetUpdate_NBU.ini 文件进行编辑.

2.

设置 PromptUser=0.

3.

保存并关闭文件.

4.

使用更新 Desktop Agent 中说明的方法之一运行升级.

从 NetBackup Professional 升级到 DLO
NetBackup Professional (NBUP) 到 Desktop Agent 的升级仅适用于运行 3.51.20 版本或更新版本的 NBUP 客户.如果
您不是运行 3.51.20 版本，则可以考虑先升级 NBUP 服务器和客户机，然后再升级到 Desktop Agent.
此机制会将 Desktop Agent 安装到目前运行 NBUP 客户机的台式机上.安装 Desktop Agent 时可以删除 NBUP 客户机，
或者保留 NBUP 客户机，并发运行这两个应用程序.这两个选项将在 NBUP 控制台中显示为独立升级，所以可以从某
些配置文件中删除 NBUP，并继续运行其他配置文件的 NBUP.
从 NBUP 到 DLO 的升级需要两个随 Desktop Agent 安装集分发的附加组件：



一个 DLO 客户机（删除 NBUP）.VPK 文件，其中包含说明和一个可执行文件，可以将系统升级到 DLO，同时删除
NBUP.



另一个 DLO 客户机（保留 NBUP）.VPK 文件，其中包含说明和一个可执行文件，可以将系统升级到 DLO 并保留 NBUP，
但是增加了 NBUP 的版本号，所以 NBUP 显示为已升级.

更改许可证密钥
要更改许可证密钥
选项 1：
1

在主菜单上选择帮助>关于 Symantec Desktop and Laptop 选项。

2

单击更改许可证密钥。

3

输入 DLO 许可证密钥。

4

单击更改。

选项 2：
1

在主菜单上选择帮助>更改许可证密钥。

2

输入 DLO 许可证密钥。

3

单击更改。

Desktop Agent 的 MDAC 版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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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 支持 2.7 和 2.8 版本的 Microsoft 数据访问组件 (MDAC)，但 MDAC 2.8 是默认版本，如果之前未进行安装，则会
在 DLO 的安装过程中一起安装.安装 MDAC 2.8 后，必须重新启动系统，并且必须由计算机管理员完成此安装过程.如
果安装 MDAC 2.8 后由非管理员用户首次登录，则进程会生成很多错误.要在已安装 MDAC 2.7 的情况下避免这些错误，
您可以修改在下面步骤 3 中创建的升级文件夹中的 package.ini 文件.在 package.ini 文件中，将
REQUIREDMDACVERSION=“2.7” 添加到 DefaultRuleXML 行.
示例：
DefaultRuleXML=<MSIPropertiesAppend>TRANSFORMS=“%%%%LANG_FILE%%%%” REBOOT=ReallySuppress
LAUNCHCLIENT=“0” REQUIREDMDACVERSION=“2.7”
</MSIPropertiesAppend><MSIPropertiesFile>setup.ini</MSIPropertiesFile>
要从 NetBackup Professional 升级到 DLO，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联系技术支持部门以获取从 NBUP 到 Desktop Agent 的升级文件.您需要的两个文件是 DLOAgent_LeaveNBP.vpk
和 DLOAgent_RemoveNBP.vpk.

2.

在 NBUP 服务器上，或在安装有 NBUP 控制台的任意计算机上启动适当的文件；DLO 客户机（保留 NBUP）.vpk
或 DLO 客户机（删除 NBUP）.vpk.此操作会将升级包上载到 NBUP 服务器.对另一个 vpk 文件重复此过程，使各个
配置文件中保留和删除 NBUP 的两个选项都可用.

3.

在 C:\Program Files\Veritas Symantec Professional\Upgrades 下创建名为 DLOAgent 的文件夹，如果没有在默认位
置安装 NBUP，请选择合适的位置创建 DLOAgent 文件夹.

4.

将 DLO 管理服务器上 DLO Agent 共享的整个内容复制到 NBUP 服务器上的 DLOAgent 文件夹中.

5.

启动 NBUP 控制台.

6.

打开配置文件属性，选择升级选项卡.选择合适的升级选项（保留 Symantec Professional 或删除 Symantec
Professional），并通过选中启用此升级复选框来启用选项.选择此升级的其他选项.

7.

针对要升级到 DLO 的每个 NBUP 配置文件，执行步骤 6.

8.

遵循升级 NBUP 的标准步骤（控制台中的“选中进行立即升级”或刷新客户机）.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Symantec
Professional 管理员指南》.

如果成功安装了 Desktop Agent，则对于保留了 Symantec Professional 的计算机，NBUP 管理控制台中的
NBUP 版本号将更改为 9.1.0.0，对于删除了 Symantec Professional 的计算机，NBUP 版本号将更改为
0.0.0.1.

在远程 SQL Server 上升级 DLO 数据库
如果现有安装是 DLO 6.1 MP4、DLO 6.1 MP5/MP5A 或 DLO 6.2，并且如果 DLO 数据库安装在远程 SQL Server
上，则按照以下过程更新 DLO 数据库。
1

卸载数据库计算机上较旧版本的 DLO 数据库组件前，确保执行正确版本的新实用工具

DLODBRegcreateU.exe（提供 x86/x64 版本）。DLODBRegcreateU.exe 创建注册表键值（字符串）
HKLM\Software\Symantex\Symantec DLO\DB\OldDLODBPath
注意：必须具有管理员权限才能运行 DLODBRegcreateU.exe 实用工具。
2

接下来卸载现有 DLO 管理服务器和 DLO 数据库组件。

3

安装过程中使用远程 DLO 数据库安装选项升级到 Symantec D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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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Exec(BE)-DLO 迁移
Symantec DLO 7.0 是 BackupExec(BE)-DLO 和 NetBackup (NBU)-DLO 的统一独立版本。BE-DLO 用户需要在系统
上安装 Symantec DLO 7.0，因为更高版本的 BE (BE 2012) 不包含 DLO 作为可选插件。
本节介绍从 BE-DLO 迁移到 Symantec DLO 7.0 的过程。
前提条件
BackupExec(BE) 客户需要安装 BE-DLO 并启用 BE DLO 选项。

将单独 BE-DLO 迁移到 Symantec DLO
本节介绍所有组件运行在同一计算机上时的迁移过程。
注意：进行迁移时，可以选择 BE SEL 数据库实例（“XYZ”）或本地 SQL 数据库实例或 Symantec DLO 提供的本地
数据库实例或任何其他预先存在的 SQL 数据库实例。迁移后您将无法从 BE 控制台启动 DLO。
从 BE-DLO 迁移到 Symantec DLO
1

在安装 BE-DLO 的计算机上运行 DLO 7.0 setup.exe 启动安装向导。

图 1-2 安装向导
2

迁移完成后，将开始清理 BE-DLO。单击确定。

图 1-3 清理消息
3

接下来显示以下消息。

图 1-4 清理进行中
4

BE-DLO 清理完成后，启动 DLO Administration Console。

Symantec DLO 管理服务器迁移完成后，检查迁移后是否保留迁移前创建的所有数据。

将 BE-DLO Agent 迁移到 Symantec DLO
您可以使用以下任一方法将 BE-DLO Agent 迁移到 Symantec DLO。
选项 1：
在工具上选择在远程计算机上安装代理和维护服务或访问安装 DLO 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并运行 setup.exe。有关详
细信息，请参阅第 26 页的“远程安装 Desktop Agent 和远程安装 DLO Maintenance Server”。
图 1-5 在远程计算机上安装代理和维护服务选项
选项 2：
使用远程台式机连接访问安装 DLO Agent 的远程计算机。运行 DLO Agent 文件夹中的 setup.exe。
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DLO Agent\setup.exe
注意：如果未迁移到 Symantec DLO 版本代理时 BE-DLO Agent 不响应配置文件文件更改，则将 BE-DLO 代理更新至
Symantec DLO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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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 DLOcommandu.exe CLI 选项将 BE-DLO Agent 迁移到 Symantec DLO Agent，以相同顺序运行以下命令：
运行 DLOcommandu.exe -ChangeDB。参阅第 168 页的“-ChangeDB 命令”。
运行 DLOcommandu.exe -Update -add。参阅第 168 页的“-Update 命令”。
运行 DLOcommandu.exe -Update -publish。参阅第 168 页的“-Update 命令”。

将分布式配置 BE-DLO 迁移到 Symantec DLO
要从分布式配置 BE-DLO 迁移到 Symantec DLO，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安装 BE-DLO 的计算机上运行 DLO 7.0 setup.exe 以启动安装向导。

2

提示选择数据库时，选择远程 DLO 数据库安装选项。

3

输入安装 BE-DLO 数据库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图 1-6 远程 DLO 数据库安装选项
注意：安装 BE 时此计算机应该已经选择作为远程数据库。否则，此迁移过程将失败。
4

迁移完成后，将开始清理 BE-DLO。

5

BE-DLO 清理完成后，启动 Symantec DLO Administration Console。

Symantec DLO 管理服务器迁移完成后，检查迁移后是否保留迁移前创建的所有数据。

将群集环境中的 BE-DLO 迁移到 Symantec DLO
要将群集环境中的 BE-DLO 迁移到 Symantec DLO 7.0，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运行 Clusconfig.exe 取消 BE-DLO 群集配置。此实用工具位于安装目录：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Clusconfig.exe.
注意：确保完成此过程，否则 Symantec DLO 安装将失败，并显示以下消息：“Symantec DLO Cannot be installed
on the same machine as the Backup Exec DLO Console is Clustered”。
2

取消群集时，确保选择数据库以将原始安装路径中存储的数据（默认 - C:\Program Files\Symantec\Backup

Exec\Data）改写为共享磁盘位置（宿主 DLO 数据库文件的位置）的数据。
注意：使用向导取消群集时，将显示两个弹出对话框：
确定是否删除共享磁盘中的数据
确认数据是否对本地节点可用
在两个对话框中均单击是。
这样将确保数据库文件复制回原始安装路径。
3

如果不选择数据库，则将 BE_DLO.mdf 和 BE_DLO.ldf 文件从共享磁盘文件夹手动复制到安装 Symantec

DLO 的新位置。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Data。
4

继续 Symantec DLO 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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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完成后，运行 BE 提供的 Clusconfig.exe 重新配置 BE 环境。

6

运行 Symantec DLO 提供的 DLOClusconfig.exe 配置 Symantec DLO 群集环境。可执行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DLOClusconfig.exe.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160 页的“在 Microsoft 群集服务器上配置 DLO”。

将群集环境的 BE-DLO 迁移到 Symantec DLO
在工具中选择在远程计算机上安装代理和维护服务，或访问基于虚拟主机名的网络共享，运行 setup.exe。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第 26 页的“远程安装 Desktop Agent 和远程安装 DLO Maintenance Server”。

使用 DLO 管理控制台
当您启动 DLO 时，会显示 Symantec DLO 管理控制台.在 DLO 管理控制台中，可以配置 DLO 并管理桌面备份和恢复
操作.
相关主题：
配置 DLO
关于 DLO 存储位置
关于 DLO 配置文件
关于自动用户分配
管理 Desktop Agent 用户

显示“任务窗格”
“任务窗格”打开时将显示在 DLO 管理控制台的左侧.可以从“任务窗格”中启动操作，这些操作因所选视图而异.
要显示“任务窗格”，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视图菜单中，验证是否选中了任务窗格，如果没有选中则请选中它.

使用 DLO“概述”视图
DLO“概述”视图提供两个选项：“入门”视图和“系统摘要”视图.

“入门”视图
“入门”视图提供帮助您设置和管理 DLO 的便捷链接.从该页中可以轻松地执行以下任务或访问与之关联的帮助：



创建配置文件



部署 Desktop Agent



创建存储位置



设置首选项和默认设置



创建自动用户分配



管理警报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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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用户

运行报告

要访问“入门”视图，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概述.

2.

单击入门选项卡.

系统摘要
“系统摘要”概述可为 DLO 管理员提供有关桌面备份的目前状态、服务器状态和警报的简短摘要.
要访问 DLO 系统摘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概述.

2.

单击系统摘要选项卡.

从“系统摘要”概述中可获得以下信息
系统摘要

项目

说明

台式机状态摘要
上次备
份结果

汇总了在受 DLO 保护的每台计算机上执行的上次操作的完成状态.提供处于以下完成状态的计算机总数：成功完成
上次作业，完成上次作业但带有错误，完成上次作业但带有警告，或者已取消上次作业.



带有错误 - 完成了上一个操作，但生成了错误.



带有警告 - 完成了上一个操作，但生成了警告.



取消 - 在执行作业期间用户取消或刷新了作业.



成功 - 成功完成作业且没有生成警告或错误，并且在执行作业期间用户未取消或刷新作业.

注意: 错误的优先级高于警告，因此如果同时出现错误和警告，上一个备份结果将显示错误.

未决作

列出 DLO 管理员已请求但尚未运行的恢复作业.

业
警报摘要
活动的

列出 DLO 管理员没有清除以及尚未由警报清理进程删除的警报.

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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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摘要
列出每台 DLO 服务器的状态.

服务器
状态

服务器状态可以是“正在运行”或“已停止”.
列出正受 DLO 保护的台式机数以及已安装的 Desktop Agent 用户的总数.如果某些用户正使用 DLO 保护多台计算

服务器
负载

机，则这两个数字可能会不相同.联机用户和脱机用户都被计算在内.

连接到不同 DLO 管理服务器上的 DLO
若要连接到另一台 DLO 管理服务器上的 DLO，用户帐户需要对该 DLO 管理服务器拥有完全管理员权限，并且还必须
是域帐户.
连接到 DLO 管理服务器上的 DLO：
1.

在 DLO 管理控制台的“网络”菜单上，单击“”“连接到 DLO 管理服务器”.

2.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连接到 DLO 管理服务器”对话框选项
项目

说明

服务器

输入要连接到的 DLO 管理服务器的名称，或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DLO 管理服务器.

登录信息

3.

用户名

输入对该 DLO 管理服务器具有管理员访问权限的帐户的用户名.

密码

键入该帐户的密码.

域

输入该帐户的域.

单击确定.

相关主题
关于管理员帐户

在 VMware ESX 4.0 上使用 DLO 管理服务器
DLO 支持 VMware ESX 服务器 4.x 上的管理服务器和 DLO 数据库。Symantec 建议在物理系统上安装维护服务器。
在 VMware 上安装维护服务器可能导致性能问题。
要获得最佳性能，Symantec 建议您将维护服务器放在以下位置：


文件服务器所在的计算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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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服务器所在的网络上

Symantec 建议存储位置位于物理系统上而不是 VMware 环境中。将存储位置放在 VMware 上可能导致性能问题。繁重
的 I/O 活动如数据迁移或报告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
确保您的虚拟环境满足所有硬件要求和 VMware 指定的建议。VMware 不支持的硬件可能导致未知问题。
例如，如果虚拟计算机硬件不支持 VMware，DLO 可能不正常工作。有关支持配置的信息，请参阅 VMware 文档。

配置 DLO
为使 DLO 能够备份用户数据，您必须按以下顺序设置下列选项：
1.

创建配置文件，它确定备份哪些文件、何时备份文件以及桌面用户与 Desktop Agent 交互的级别.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关于 DLO 配置文件.
2.

确定用户数据在网络上的存储位置.DLO 要求每个桌面用户在网络上都有一个单独的用户数据文件夹.如果使用了存
储位置，它们将自动为每个新的 Desktop Agent 用户创建一个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如果每个用户的网络数据存储文
件夹都已存在，则这些文件夹可以分别添加到 DLO，或者可以使用一个列表同时导入许多用户.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关于 DLO 存储位置和管理 Desktop Agent 用户.
3.

创建自动用户分配，将存储位置和配置文件自动分配给新用户或手动配置新用户.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关于自动用户分配.
可以使用 Desktop and Laptop 配置向导或者通过手动设置选项来设置 DLO.DLO 配置向导提供了一系列向导，可以帮
助您按正确的顺序设置 DLO.
除非未选中启动时总是显示此向导框，否则打开 DLO 管理控制台时会出现此配置向导.也可以按如下所述访问此配置
向导.
要访问配置向导，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任务”窗格的入门下，选择使用向导配置 DLO.

3.

如果希望在每次启动 DLO 管理控制台时都显示配置向导，请选中启动时总是显示此
向导.

相关主题：
关于 DLO 配置文件
关于 DLO 存储位置
关于自动用户分配
管理 Desktop Agent 用户

关于 DLO 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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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用于为特定的相似用户组自定义设置.例如，一组熟练的技术用户可能需要修改备份选择和计划的能力，而经
验较少的用户则可能需要完全自动化的备份服务.在配置文件中，可以设置以下内容：



备份文件和文件夹选择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和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存储限制



备份计划



桌面用户与 Desktop Agent 交互的级别



日志记录选项



网络带宽使用情况

除非个别用户是分配给配置文件的唯一用户，否则不能从 DLO 管理控制台修改个别 Desktop Agent 用户的设置.但是，
可以授权 Desktop Agent 用户修改自己的设置.

创建新的配置文件
可以创建新的配置文件以满足桌面用户的特定需求，以及支持现有的 IT 环境.
要创建新的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设置窗格中，单击配置文件.

3.

在“任务”窗格的设置任务下，单击新建配置文件.

4.

单击新建配置文件对话框中的常规选项卡.

5.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常规配置文件属性

项目

说明

配置文件名

键入要创建的新配置文件的名称.配置文件名称不能包含以下任何字符：

称

\"@#$%^&*()=+|/{}[]'

说明

键入配置文件的描述.

启用配置文

清除此复选框可禁用配置文件.默认情况下启用配置文件.

件
用户带宽设置
限制带宽
（KB/秒）

限制用于 DLO 数据传输的带宽是管理备份速度与备份对本地计算机、网络和服务器的影响
之间的平衡关系的一种手段.默认限制是一种保守的设置，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备份的影
响，但有很多因素都会左右这种影响，如网络速度、连接类型、备份的数据量以及向 D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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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备份的计算机总数.
如果计算机性能不受影响，但 DLO 数据传输速度很慢，则较高的带宽设置可能更合适.如果
在备份过程中计算机性能受到显著影响，则较低的值可以减小备份对计算机性能的影响，
但备份将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选择限制带宽（KB/秒）并输入具体的最大带宽设置，以控制数据发送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
夹的速率.
数据传输仅在将数据写入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时受限制，在写入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时不
受限制.在 Outlook PST 文件或 Lotus Notes NSF 文件的增量备份过程中，数据传输不受限
制.

将带宽让给
其他
程序

使 DLO 在台式机上的其他应用程序传输数据时降低网络上的数据传输速率.当其他应用程序
不使用此资源时，DLO 将自动恢复正常的数据传输
速率.
让出带宽选项将监视台式机上的网络通信量.如果 DLO 正在使用的通信量超过目前总通信量
的 90%，则不对 DLO 进行控制.DLO 通信量低于台式机上网络总通信量的 90%，且总通信
量超过连接上最大通信量的 60% 时，DLO 将控制自身仅使用连接的未使用部分.例如，如
果总使用量为 70%，DLO 将控制自身最多使用 30%.

注意: 选择此选项可以在其他网络密集型应用程序同时运行时提高系统性能.数据
传输仅在将数据写入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时受限制，在写入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时不
受限制.

存储限制
将网络用户
数据文件夹
限制为 (MB)
启用桌面用
户数据文件
夹

限制可用于存储 DLO 备份文件的网络磁盘空间并键入希望用于存储的空
间量.

允许使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
如果选中启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文件将先被复制到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然后再从桌
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复制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即使 DLO 被配置为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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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零个修订版时也是如此.
如果取消选中启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则文件将直接从原来的位置复制到网络用户数据
文件夹.
启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优点：



由于修订版既可以在本地存储也可以在网络上存储，从而提供了脱机保护.



由于文件保存在本地计算机上要比保存到网络上快，因此减少了文件保持打开以用于
备份的时间.

禁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优点：



如果本地修订版不是所需的修订版，则此选项可以防止备份文件存储在桌面用户数据
文件夹中.即使备份选择指定应该在本地存储一定数量的修订版，也不会将任何修订版
保存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



非常适合磁盘空间极为有限的桌面用户.



DLO 管理员禁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或保留在此文件夹中的修订版数设置为零时，
DLO 仍然会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创建空占位符.可以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看到
占位符，但是这些占位符不包含数据.占位符指明哪些文件和文件夹已经备份并保存至
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将桌面用户
数据文件夹
限制为

限制存储 DLO 备份文件的可用磁盘空间.

总磁盘空间的百分比 (%)
选择此选项并输入一个百分比，将用于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存储备份文件的磁盘空间
量限制为本地驱动器的百分比.

大小 (MB)
选择此选项并输入一个大小（以 MB 为单位），将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限制为特定的最大
大小.

注意: 虽然限制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可用磁盘空间可以防止台式机硬盘驱动器
过载，但如果达到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空间限制，备份仍有可能无法运行.

6.

在备份选择选项卡中，单击要应用于此配置文件的用户的备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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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对话框中可以添加、修改和删除配置文件的备份选择.当创建新的备份选择时，该备份选择可用于所有配
置文件中的选择.对某个配置文件中的备份选择所做的更改也会影响所有其他使用该备份选择的配置文件.同样，
如果删除了一个备份选择，此更改也会影响所有使用该备份选择的配置文件.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关于备份
选择.
7.

在“用户设置”选项卡中，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注意: 如果给予某个用户更改以下任意设置的能力，则新设置将仅应用于该用户，而不是应用于指定给同
一配置文件的其他用户.
“配置文件用户设置”对话框

项目

说明

Desktop Agent 显示设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以确定桌面用户与 Desktop Agent 交互的级别：

置



显示完整的界面.选择此选项可允许桌面用户访问所有 Desktop Agent 选项.



仅显示状态.选择此选项可允许桌面用户查看备份作业的状态.选择此选项
后，桌面用户不能更改 Desktop Agent 的设置，也不能访问除状态外的任
何其他选项.

桌面用户可右击系统任务栏图标打开“状态”视图或退出该
程序.



仅显示系统任务栏图标.选择此选项可在屏幕右下角的系统任务栏中显示
Desktop Agent 图标.

桌面用户可通过右击系统任务栏图标来退出程序.



不显示任何信息.选择此选项可在后台运行 Desktop Agent.桌面用户不能查
看 Desktop Agent.

允许用户

选择以下选项允许桌面用户配置 Desktop Agent 的以下功能.仅当选中上面的显
示完整的界面时，这些选项才可用.

恢复数据

选中此选项后，该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恢复他们已备份的文件.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使用 Desktop Agent 恢复文件.

添加用户定义的备份选

此选项可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创建和修改备份选择.此选项不允许用户修改由

择

配置文件中 DLO 管理员创建的备份选择.

注意: 选中此选项后，用户可以添加一个备份选择，此备份选择将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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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配置文件备份选择中排除的文件夹.防止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备份特定文件
夹的唯一方法就是取消选中此选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关于备份选择、在标准视图中修改备份选择或在“高级”视
图中修改备份选择.
修改配置文件备份选择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修改由配置文件的 DLO 管理员创建的备份选择.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关于备份选择或在“高级”视图中修改备份选择.

自定义备份选择修订版策 可以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修改修订版策略设置.如果未选中此选项，则用户无
略设置

法更改这些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备份选择的“修订版控制”对话框.

更改备份选择加密设置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打开或关闭备份文件的加密.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备份选择选项.

更改备份选择压缩设置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打开或关闭备份文件的压缩.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备份选择选项.

自定义配置文件登录设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自定义配置文件登录设置.

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设置自定义选项.

自定义配置文件电子邮件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自定义配置文件中的邮件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设置

见设置自定义选项.

移动本地用户数据文件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将本地用户数据文件夹移动到新位置.有关更多信

夹

息，请参见移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

更改清理策略设置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自定义清理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设置自定义选项.

同步文件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在他们所有运行 Desktop Agent 的计算机之间同步
数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同步桌面用户数据.

自定义本地磁盘配额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限制可用于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存储备份文件
的磁盘空间量.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设置自定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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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备份计划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修改备份文件的计划.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更改备份作业计划选项.

自定义连接策略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自定义基于连接的策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自定义连接策略.

取消计划作业或手动作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取消计划作业和手动启动的作业.计划作业将在下一

业

个计划时间再次运行.手动作业必须手动重新启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暂停或取消作业.

暂停作业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将作业暂停指定的时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暂停
或取消作业.

禁用 Desktop Agent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从系统任务栏图标禁用 Desktop Agent.这些用户还
能在禁用 Desktop Agent 后重新启用它.

脱机工作

使此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将 Desktop Agent 设置为脱机工作.有关其他信息，
请参见更改连接状态.

保存 DLO 使用的加密密

选中“保存 DLO 使用的加密密码”可允许用户在身份验证失败时自动向介质服务

码

器或存储位置进行身份验证.例如，当桌面用户使用本地帐户或跨域帐户登录
时，便会发生该情况.如果取消选中此选项，DLO 每次使用需要域凭证才能向
DLO 资源进行身份验证的帐户向 DLO 资源进行身份验证时，将提示用户输入密
码.

隐藏错误和警告

选中此选项可以防止在用户没有与 Desktop Agent 交互时显示错误和警告消息
框.

用户脱机后，以下时间
后将自动返回联机状态

用户暂停作业或禁用
Desktop Agent 后，以
下时间后将自动恢复或

输入一个时间，用户手动将 Desktop Agent 设置为脱机状态后，Desktop Agent
在经过该时间之后将自动返回联机状态.
输入一个时间，用户暂停作业或禁用 Desktop Agent 后，经过该时间之后，将
恢复作业或启用 Desktop Agent.

启用

48

配置 DLO

8.

单击计划选项卡.

9.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配置文件计划”对话框

项目

说明

运行备份
每当
文件
更改

选择此选项可在文件更改时备份文件.
在 NTFS 驱动器上，每当文件更改时都自动进行备份.对于 FAT 驱动器，必须在已更改文件的备份

时

间隔字段中输入备份间隔.

按照

选择此选项可根据自定义计划备份文件.

计划

由用

单击编辑计划，对备份计划进行配置.备份计划在步骤 10 中进行配置.
选择此选项允许桌面用户确定何时备份他们的文件.

户启
动时
注销/重新启动/关闭选项
不执行任何任务

如果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不执行任何任务，则即使有需要备份的文件，也可以继续注
销、重新启动或关闭.

注意: 如果作业已在运行中，将出现提示，询问用户是否要在作业完成后
再注销、重新启动或关闭.

提示用户运行作业

如果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提示用户运行作业，DLO 将询问是否应该在继续注销、重新
启动或关闭前运行备份.

注意: 如果作业已在运行中，将出现提示，询问是否要取消作业以继续注
销、重新启动或关闭.

立即运行作业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立即运行作业可以在继续注销、重新启动或关闭前，不进行提示
而备份等待文件.

注意: 如果作业已在运行中，将出现提示，询问是否要取消作业以继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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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重新启动或关闭.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按计划运行作业可以继续注销、重新启动或关闭并按计划备份文

按计划运行作业

件.

注意: 如果作业已在运行中，将出现提示，询问是否要取消作业以继续注
销、重新启动或关闭.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下次登录时运行作业可以不进行提示而继续注销、重新启动或关

下次登录时运行作
业

闭，并在下次登录时运行作业.

注意: 如果作业已在运行中，将出现提示，询问是否要取消作业以继续注
销、重新启动或关闭.

10. 如果在上一步中选择了编辑计划，请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备份计划”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在这些天运

选择要备份文件的日期.

行
频率
在以下时间

选择此选项可在您选定日期的指定时间运行一次备份.

运行一次
每隔以下时

选择此选项可在您选定的日期以指定的时间间隔运行备份.

间运行
从

如果选择了每隔以下时间运行，请选择要开始备份的时间间隔的开始时间.

直到

如果选择了每隔以下时间运行，请选择要开始备份的时间间隔的结束时间.

注意: 此字段指定开始备份的时间段的结束时间.如果此时一个备份正在进行，则
该备份将继续运行直到完成.

在以下周期

选择此选项可交错安排备份作业的启动时间.DLO 不是在指定的时间准时启动所有备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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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启动备份

业，而是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分配启动时间，从而更好地分配服务器和网络上的需求.

作业
11. 单击选项选项卡.
12.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注意: 可以查看 DLO 记录的诸如文件复制、文件清理、错误和警告等事件，详见在 DLO 管理控制台上
监视警报中的说明.
其他配置文件选项

项目

说明

日志文件维护
日志文件保留的最短时 指定日志文件最少保留的天数.只有达到指定的最少天数后才会删除日志文
间（天数）

件.

注意: 直到日志文件的总计大小超过所有日志文件的总计大小设置
时，才会删除日志文件（此问题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在最小天数后，超过总 输入在删除最旧的日志文件之前保留的所有日志文件的最大总计
计大小 (MB) 时删除最
旧的日志文件

大小.

注意: 如果任何日志文件都未达到日志文件保留的最短时间（天
数）设置中指定的时间，则您存储的日志文件的 MB 数可能大于指定的
数字.

日志记录选项
记录清理消息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清理操作创建日志.

为备份操作记录提示性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所有备份操作创建日志.
消息
记录警告消息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产生警告的所有操作创建日志.

邮件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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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 Outlook PST 文
件的增量备份

选中此复选框可启用 Microsoft Outlook Personal Folder (PST) 文件的增量
备份.必须启用增量备份，才能在 PST 文件处于打开状态时对其进行备份.
如果未选中此选项，在 Outlook 中配置的 PST 文件在每次保存时都将进行
完全备份（这通常在 Outlook 关闭的情况下发生）.
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时，不管在备份选择中设置多少个修订
版，都只维护一个修订版.

注意: Microsoft Outlook 必须是您的默认邮件应用程序，DLO 才能
执行 PST 文件的增量备份.

注意: 已同步的文件不能以增量方式备份.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

每 30 分钟启用 VSS

选中此复选框可对 Microsoft Outlook 个人文件夹 (PST) 文件进行 VSS 备

备份 Outlok PST 文件

份。
注意：此功能适用于 6.1 MP5 或更高版本的 DLO Agent。

启用 Lotus Notes 电子 选中此复选框可以启用 Lotus Notes 电子邮件文件的增量备份.可能还需要其
邮件文件的增量备份

他配置.请参见以增量方式备份 Lotus Notes NSF 文件.
以增量方式备份 Lotus Notes NSF 文件时，不管在备份选择中设置多少个修
订版，都只维护一个修订版.

13. 单击连接策略选项卡可禁用或限制特定连接类型的备份.
14. 单击添加.
15. 创建新的连接策略并按照以下说明进行配置：

添加/编辑连接策略
项目

说明

连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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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号连接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拨号连接，可以在使用拨号连接时限制或禁用
备份.

IP 地址范围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IP 地址范围，可以限制或禁用特定 IP 地址范围的备份.
指定您希望将连接策略应用于指定的 IP 地址范围内的计算机还是应用于指定
的 IP 地址范围以外的计算机.
选择 IPv6 或 IPv4，并输入连接策略的 IP 地址范围.

注意: 只有 Windows XP 操作系统或更新的操作系统支持 IPv6 地
址，并且不强制在 Windows 2000 上运行的 Desktop Agent 使用此类地
址.在 Windows 2000 计算机上运行的 Desktop Agent 可能需要其他使用
IPv4 地址的连接策略.

Active Directory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Active Directory，可以限制或禁用使用 Active Directory 的
备份.选择“配置”可配置 Active Directory 设置.有关配置 Active Directory 连接
策略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自定义连接策略.

Desktop Agent 行为
禁用网络备份

选择禁用网络备份可防止用户备份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备份将继续存储到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

对于大于以下大小的文 选择对于大于以下大小的文件禁用网络备份可以防止用户基于连接类型备份大
件禁用网络备份

于指定大小的文件.输入以 KB 为单位的文件大小.

将网络带宽使用限制为 选中“将网络带宽使用限制为”并输入以 KB/sec 为单位的值，将网络带宽的使
用量限制为指定值.

根据计划窗口强制策略 选中根据计划窗口强制策略可以使连接策略仅在指定时间段范围内应用.
单击计划以设置策略生效的时间范围.计划可以设置为每周运行或在特定日期
范围内运行.
16. 单击确定.

相关主题：
关于备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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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LO 管理控制台上监视警报
修改 Desktop Agent 设置

复制配置文件
创建新配置文件时，最好从配置与新配置文件所需配置相似的现有配置文件副本开始创建.然后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副本，
以满足新桌面用户组的需求.
要复制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设置窗格中，单击配置文件.

3.

右击要复制的配置文件.

4.

单击复制.

5.

键入新配置文件的名称.

6.

键入新配置文件的说明.

7.

单击确定.

修改配置文件
可以根据需要修改配置文件，以满足不断变化的用户组需求.

注意: 修改配置文件将使该配置文件的用户取消作业、加载设置、重新启动备份引擎以及扫描他们的备份选择树.

要修改配置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设置”窗格中，单击“配置文件”.

3.

在结果窗格中，选择要修改的配置文件.

4.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单击属性.

5.

根据需要修改配置文件属性.

6.

单击确定.

相关主题
创建新的配置文件

关于备份选择
备份选择指定您希望在桌面上备份的文件和文件夹.由配置文件内的 DLO 管理员创建的备份选择称为配置文件备份选择.
如果 DLO 管理员为桌面用户提供了足够的权限，则桌面用户也可以创建备份选择或修改配置文件备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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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容易地自定义备份选择，以满足各种需求.在每个备份选择内，您可以执行以下
操作：



指定要备份的路径.



选择包括或排除子文件夹、文件类型或特定文件夹.



设置备份选择中每个文件保留的修订版数，保存文件的频率以及保留备份文件多长时间的说明.



配置备份选择，仅传输文件的更改部分.



压缩或加密要传输和存储的文件.



指定源文件删除后要保留备份文件多长时间.

警告：Symantec 强烈建议您在为台式机和便携式计算机进行备份选择时要考虑硬盘空间因素.大量本地副本可能导
致 Desktop Agent 用户的计算机磁盘空间耗尽.例如：您可能需要避免选择整个驱动器进行备份或同步.

相关主题：
默认备份选择
从配置文件中删除默认备份选择
添加备份选择
定义常规备份选择属性
在备份选择中包括或从备份选择中排除文件或文件夹
修订版控制
设置备份选择选项
在备份选择中使用 DLO 宏
修改备份选择
删除备份选择

默认备份选择
DLO 默认配置为备份常用的文件和文件夹.您可以添加其他备份选择或取消使用默认备份选择.以下内容将默认进行备
份：
默认备份选择

备份选择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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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档

“我的文档”中的全部文件

收藏夹

Internet Explorer 收藏夹

Outlook PST 文件

默认位置的 PST 文件

桌面

桌面上的全部文件

Notes 文件（多用户）

用于多用户安装的 Lotus Notes 数据

Notes 归档（多用户）

用于多用户安装的 Lotus Notes 归档文件

Notes 文件（单个用户）

用于单个用户安装的 Lotus Notes 数据

Notes 归档（单个用户）

用于单个用户安装的 Lotus Notes 归档文件

我的音乐

“我的音乐”中的全部文件

我的图片

“我的图片”中的全部文件

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中的全部文件

注意: 默认备份选择假定应用程序使用默认路径.如果安装过程中使用了自定义路径或以后修改了路径，您需要自
定义备份选择以确保其正常工作.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修改备份选择.

从配置文件中删除默认备份选择
默认配置文件备份选择适合大多数的 DLO 安装.某些情况下，最好删除或替换默认的备份选择.
要从配置文件中删除默认备份选择，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设置”窗格中，单击“配置文件”.

3.

在结果窗格中，选择要修改的配置文件.

4.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单击属性.

5.

单击“备份选择”选项卡.

6.

取消选中您不想使用的备份选择.

7.

单击确定.

添加备份选择
为某个配置文件创建新的备份选择时，该配置文件的备份选择可在所有其他配置文件中用于选择.
添加备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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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设置”窗格中，单击“配置文件”.

3.

在“结果”窗格中，选择要向其添加备份选择的配置文件.

4.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单击属性.

5.

单击配置文件属性对话框中的备份选择选项卡.

6.

单击添加.

一个对话框会说明如果自定义 NTFS 权限或目录属性，如压缩或加密备份的文件或文件夹，则不会备份这些
设置.在恢复这些文件后必须重新应用这些设置.如果对 Microsoft Outlook PST 文件使用了密码，则必须在恢
复 PST 文件后重置密码.
7.

阅读显示的消息，然后单击确定.

8.

执行以下任意操作以自定义备份选择属性：

9.



要设置常规备份选择属性，包括名称、说明和要备份的文件夹，请参见定义常规备份选择属性.



要在此备份选择中包括或排除特定文件，请参见在备份选择中包括或从备份选择中排除文件或文件夹.



要设置此备份选择的修订版控制，请参见设置备份选择的修订版控制.



要设置此备份选择的 Delta 文件传输、加密和压缩选项，请参见设置备份选择选项.

单击确定两次.

定义常规备份选择属性
创建备份选择后，要在备份选择常规对话框中指定名称、说明以及要备份的路径.创建备份选择后，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名称、说明以及备份路径.
1.

2.

按照下面其中一个步骤的说明打开备份选择对话框：



添加备份选择



修改备份选择

在备份选择对话框的常规选项卡中，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备份选择“常规”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名称

为备份选择键入一个描述性名称.

说明

键入清楚的备份选择说明.此说明可以包括所选的文件夹、为其创建备份选择的用
户组或创建备份选择的目的等内容.

要备份的文件夹
键入文件夹名

选择此选项可将特定的文件夹添加到备份选择中.键入文件夹路径，包括文件夹名.
例如，要在驱动器 C 上添加名为 MyData 的文件夹，请键入 C:¥My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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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有关使用宏来定义由备份选择备份的文件夹的信息，请参见在备份
选择中使用 DLO 宏.

选择预定义文件夹

选中此选项可从提供的列表中选择预定义文件夹.

注意: 有关用于定义预定义文件夹的宏的信息，请参见在备份选择中使用
DLO 宏.

包括子文件夹
3.

选中此选项还将备份指定目录中的所有子文件夹.默认情况下选中此选项.

单击确定.

在备份选择中包括或从备份选择中排除文件或文件夹
每个备份选择都可以配置为包括所有文件和文件夹，或者包括或排除特定的文件和文件夹.此外，还可以使用通配符指
定要包括或排除的特定文件类型或文件夹.
还可以使用全局排除过滤器从所有用户的所有备份中排除文件和文件夹.默认情况下将排除某些文件类型.这些全局排除
可以在“全局排除”对话框中查看或修改.
相关主题：
DLO 默认设置
配置全局排除过滤器
要在备份选择中包括或从备份选择中排除文件或文件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2.

按照下面其中一个步骤的说明打开备份选择对话框：



添加备份选择



修改备份选择

在备份选择对话框的包括/排除选项卡中，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备份选择的“包括/排除”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包括所有文件类型

选中此选项可包括此备份选择中的所有文件类型.

仅包括和排除下面列出

选中此选项可以仅包括或排除特定的文件或文件类型.选中此选项后，将添加通配符包

的项

括以备份所有未专门排除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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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将过滤器添加到包括/排除列表中，请验证在步骤 2 中是否选中了“仅包括和排除下面列出的项”，然后单击添加包
括或添加排除.

4.

如果您选择了添加排除，将通知您以前与此排除匹配的所有备份文件都将从此备份选择中删除.单击是继续，或单击
否取消.

5.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添加包括过滤器或添加排除过滤器对话框选项
项目

说明

过滤器

键入要包括或排除的文件或文件夹名称.可以使用通配符.
例如，键入 *.mp3 可以包括或排除具有文件扩展名 .mp3 的所有文件，或键入

unimportant.txt 可以在备份选择中包括或排除具有此特定文件名的所有文件.
单击扩展名以选择包括或排除所有具有给定文件扩展名的文件的预定义过滤器.

6.

说明

键入此包括或排除过滤器的说明.

应用于

选择以下某一选项：



文件，将此过滤器应用到文件.



文件夹，将此过滤器应用到文件夹.



文件和文件夹，将此过滤器应用到文件和文件夹.

单击确定.

修订版控制
修订版是文件在特定即时点的版本.创建备份选择时要配置修订版设置.当更改和备份文件时，DLO 存储一个新修订
版.DLO 在备份选择中为所有文件存储并保留指定数量的修
订版.因为每个备份选择是单独配置的，所以每个备份选择中保留的修订版的数量可以
不同.
超过修订版数时，DLO 将删除最旧的修订版，仅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和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保留指定数量的修订
版.
您可以限制在给定的时间段内保留的修订版数.如果您在处理某个文档时经常备份它，则所有修订版可能仅相隔几分钟.
通过指定希望每 24 小时（至少间隔 120 分钟）仅保留两个修订版，可以将较旧的修订版保留更长时间.虽然某些中间
版本不保留下来，但它确实支持需要返回较早修订版这种情况.
确定要保留的修订版数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存储数据所需的存储空间量.可以通过将保留的修订版数和保护的
数据量相乘来估算备份所需的空间量.
示例 如果每个文件保留三个修订版，并有 10 MB 的数据要备份，则需要大约 30 MB 的磁盘空间，文件大小才能在各修
订版间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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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压缩可以提高空间使用率，但它会因文件类型和其他因素的不同而发生很大差异.典型的压缩比大约为 2:1，所以在
前一个示例中，最大磁盘空间使用可以减小到大约 15 MB.

文件清理
Desktop Agent 根据备份选择设置，在创建新的修订版时清理修订版.当创建新修订版
后超过限制时，将删除最早的修订版.有关修订版控制设置，请参见步骤 2.
维护清理是删除已删除文件的备份的过程.最多每隔 24 小时发生一次.维护清理在上次维护清理发生 24 小时后的第一个
备份运行期间发生.
设置备份选择的修订版控制
可以为每个备份选择指定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和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保留的修订版数，并且可以自定义这些修订版
数以满足特定用户需求.此外，还可以指定修订版之间的时间.
要设置备份选择的修订版控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2.

按照下面其中一个步骤的说明打开备份选择对话框：



添加备份选择



修改备份选择

在备份选择对话框的修订版控制选项卡中，为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和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选择适当的选项：

备份选择修订版控制
项目

说明

修订版数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

为备份选择中的每个文件键入要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保留的修订版
数.

注意: 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或 Lotus Notes NSF 文
件时，不管在备份选择中设置多少个修订版，都只维护一个修订版.

限于

选中此选项可限制在给定时间内保留的修订版数，并且可以指定以下内
容：



修订版.选择要保留的版本数.



在过去的 x 小时内.选择要在哪个时间段保留版本.



至少间隔 x 分钟.选择此备份选择中的备份之间必须间隔的最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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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当创建新修订版后超过上述限制之一时，将删除最早
的修
订版.

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为备份选择中的每个文件选择要在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保留的修订版
数.

限于

选中此选项可限制在给定时间内保留的修订版数，并且可以指定以下内
容：



修订版.选择要保留的版本数.



在过去的 x 小时内.选择要在哪个时间段保留版本.



至少间隔 x 分钟.选择此备份选择中的备份之间必须间隔的最短时间.

注意: 当创建新修订版后超过上述限制之一时，将删除最早
的修
订版.

修订版时限
废弃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超过以下

输入在多少天后，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的所有修订版将被删除

时限的所有修订版
注意: 不会废弃最新的修订版.

废弃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超过以下

输入在多少天后，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的所有修订版将被删除

时限的所有修订版
注意: 不会废弃最新的修订版.

设置备份选择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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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置 Delta 文件传输、压缩和加密选项，可以进一步自定义 DLO 备份选择.此外，您还可以指定在原始的源文件
删除后保留备份文件多长时间.
1.

2.

按照下面其中一个步骤的说明打开备份选择对话框：



添加备份选择



修改备份选择

在备份选择对话框的选项选项卡中，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备份选择选项
项目

说明

Delta 文件传

每次备份文件时，仅传输文件的更改部分并存储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此外，Delta 文件传输还

输

使用压缩.启用此选项要求您已经安装并配置好了维护服务器.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添加新的维护服
务器.

压缩

每次备份文件时，将对此备份选择中的文件进行压缩，以便通过网络传输数据，以及存储在桌面和
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
这会影响在激活此功能后创建的文件.不会压缩以前存储的文件.
Delta 文件传输也使用压缩.

加密

选择此选项可对要传输的文件进行加密，并将此备份选择中的文件以加密格式存储在网络用户数据
文件夹中.
这会影响在激活此功能后传输和存储的文件.不会加密以前存储的文件.
使用 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高级加密标准）和 128 位密钥长度.如果启用了此功
能，将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存储未加密的版本，在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存储加密的版本.通过
网络的传输被加密.

删除源文件后，请从以下位置删除备份的文件：
以下时间之

表示从桌面上删除源文件后，DLO 从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删除所有文件版本之前的天数.

后的桌面用
户数据文件
夹
以下时间之

表示从桌面上删除源文件后，DLO 从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删除所有文件版本之前的天数.

后的网络用
户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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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
3.

单击确定保存备份选择.

在备份选择中使用 DLO 宏
您可以在“备份选择”对话框的键入文件夹名字段中键入宏来自动备份特定的文件夹.有关配置键入文件夹名字段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备份选择“常规”对话框.支持以下宏：

用于备份选择的文件夹宏
备份选择宏

备份的文件夹

%LOCALFIXEDDRIVES%

所有本地固定驱动器.

注意: DLO 不用于备份可移动介质.尝试备份软盘或 CDROM 可能导致出错.

%MACHINENAME%

代表桌面用户的计算机名称.
例如：C:¥documents¥%machinename% 代表

C:¥documents¥UsersMachineName.
%CURRENTUSERNAME%

代表目前已登录用户的用户名.
例如：如果本地管理员登录到计算机，则

C:¥documents¥%currentusername% 代表
'C:¥documents¥Administrator'
%CURRENTUSERPRO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当前用户配置文件”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CURRENTUSERMYDOCS%

已登录用户的“我的文档”目录.

%CURRENTUSERFAVORITES%

已登录用户的“收藏夹”目录.

%CURRENTUSERPRINTHOOD% 已登录用户的“打印机”目录.
%CURRENTUSERNETHOOD%

已登录用户的“网络位置”目录.

%CURRENTUSERDESKTOP%

已登录用户的“桌面”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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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USERRECENT%

已登录用户的“最近的文件”目录.

%PROGRAMFILES%

Windows“Program Files”目录.例
如：%PROGRAMFILES%¥lotus¥notes¥data¥archives

%LOCALAPPDATA%

Windows 本地应用程序数据目录：

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_name>¥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

以下附加的预定义文件夹宏可在“备份选择”对话框中进行选择：

备份选择”对话框中的预定义文件夹宏

文件夹名称

预定义文件夹宏

备份的文件夹

我的文档

%CURRENTUSERMYDOCS%

已登录用户的“我的文档”目录.

桌面

%CURRENTUSERDESKTOP%

已登录用户的“桌面”目录.

收藏夹

%CURRENTUSERFAVORITES%

已登录用户的“收藏夹”目录.

PrintHood

%CURRENTUSERPRINTHOOD%

已登录用户的“打印机”目录.

NetHood

%CURRENTUSERNETHOOD%

已登录用户的“网络位置”目录.

最近

%CURRENTUSERRECENT%

已登录用户的“最近的文件”目录.

所有本地固定驱动器

%LOCALFIXEDDRIVES%

所有本地固定驱动器.

注意: 输入使用宏的路径后，将在紧随宏之后的位置自动添加一条反斜杠.例如，如果键
入 %LOCALFIXEDDRIVES%\Documents，将添加一条额外的反斜杠，在 Desktop Agent 备份选择的“高级”视图中显
示为“x:\\Documents”.它在 Desktop Agent 备份选择的“标准”视图中完全不显示.所以键入此宏的正确方法
是 %LOCALFIXEDDRIVES%Documents.它会正确解析为 x:\Documents.

修改备份选择
可以从 DLO 管理控制台修改配置文件备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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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改备份选择，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设置”窗格中，单击“配置文件”.

3.

在“结果”窗格中，单击要修改的配置文件.

4.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单击属性.

5.

单击备份选择选项卡.

6.

选择要修改的备份选择，然后单击修改.

注意:

常规选项卡中的键入文件夹名字段在此视图中以灰色显示.如果此字段中的路径长度比显示区域长，

则将光标放在路径上，过一会儿就会显示整个路径.
7.

单击确定表明您阅读了消息，该消息指出修改此备份选择将更改所有使用此选择的配置文件.

8.

按照以下主题中的说明更改备份选择：

定义常规备份选择属性
在备份选择中包括或从备份选择中排除文件或文件夹
设置备份选择的修订版控制
设置备份选择选项
9.

单击确定两次.

删除备份选择
在可以删除备份选择前，必须确保该备份选择未被任何配置文件使用.从某个配置文件中删除备份选择时，DLO 会将其
从每个配置文件中删除.
删除备份选择时，将以删除源文件的相同方式删除备份版本.将会在备份选择中指定的天数后清理它们.
删除备份选择：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设置”窗格中，单击配置文件.

3.

在“结果”窗格中，单击包含要删除的备份选择的配置文件.

4.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单击属性.

5.

在备份选择选项卡中，选择要删除的备份选择.

6.

单击删除.

7.

单击是.

相关主题：
备份选择选项

使用 Delta 文件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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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ta 文件传输功能可以启用备份数据的增量传输和存储.启用此选项后，初始备份要求传输整个文件.后续备份仅要求
传输文件已更改的部分，由此可减少带宽需求并可提高备份速度.

从 Delta 文件传输中排除文件
Delta 文件传输不限于特定程序或文件类型，但是确实可以提供排除某些文件类型的功能.为 Delta 文件传输配置了默
认排除，因为这些文件类型不能从此技术中受益.这通常是因为这些文件类型已经高度压缩.有关从 Delta 文件传输中排
除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全局排除过滤器.

脱机工作
Delta 文件传输仅用于将备份文件传输并存储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存储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的备份文件不使
用 delta 存储.如果 Desktop Agent 用户脱机工作，本地修订版将以完整形式存储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如果此用户
再次联机工作，Delta 文件传输用于将数据传输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

Delta 文件传输的要求
Delta 文件传输要求使用 DLO 维护服务器.维护服务器管理从存储位置删除以前的 delta 修订版.维护服务器仅在启用了
Delta 文件传输选项时才需要，但它会在安装 DLO 时默认进行安装.一般仅需要一个维护服务器，但是在大量安装中，
每个存储位置主机（即文件服务器）都拥有一个维护服务器可能效率会更高.
维护服务器在安装 DLO 时默认安装在 DLO 管理服务器上.如果 DLO 管理服务器也是存储位置主机，则不需要其他步
骤来配置维护服务器.

维护服务器技术信息和提示
Desktop Agent 通过命名管道使用 Windows RPC 与维护服务器进行通信.对于要发生作用的维护服务器，在 DLO 客户
机和维护服务器之间的任意一点都不能阻塞命名管道通信.
Delta 修订版的卷绕操作可能需要大量带宽.因此，维护服务器应当安装在承载存储位置的计算机上.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维护服务器不能与存储位置服务器安装在同一台计算机上.例如，维护服务器不能安装在 NAS 设
备上.这种情况下，维护服务器应当安装在与存储位置之间有高带宽连接的计算机上.
一个维护服务器可以管理一个或多个存储位置.维护服务器始终会管理与其在同一台计算机上的存储位置.维护服务器可
以配置为从 DLO 控制台管理其他存储位置主机，例如，文件服务器.维护服务器使用委派来访问远程存储位置.有关其
他信息，请参见为委派配置维护服务器.

启用备份选择的 Delta 文件传输
默认情况下，Delta 文件传输为关闭状态.可以在“备份选择选项”选项卡中选择“Delta”为给定备份选择启用 Delta 文件传
输，如 Delta 文件传输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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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维护服务器管理的文件服务器与它不在同一台目标计算机上，则维护服务器必须按照为委派配置维护服务器
中的说明配置委派.
通过更改压缩的应用程序默认设置，Delta 文件传输也可以选定作为默认压缩类型.如果默认压缩设置更改为 Delta，所
有新备份选择将默认使用 Delta 压缩.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 DLO 默认设置.

添加新的维护服务器
安装新的维护服务器后，必须将新维护服务器添加到 DLO.将维护服务器添加到 DLO 后，您可以按照重新分配文件服
务器中的说明指定其要管理的文件服
务器.
要添加新的维护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验证新的维护服务器是否已安装.

注意: 随 DLO 安装了一个默认维护服务器.选择维护服务器作为安装类型，也可以安装独立维护服务器，
如安装 Symantec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所述.
2.

在 DLO 控制台的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3.

在“任务”窗格的管理任务下，单击维护服务器.

4.

单击添加.

5.

导航至安装维护服务器的计算机.

6.

选择此计算机.

7.

单击确定.

为委派配置维护服务器
将维护服务器配置为管理其他计算机上承载的存储位置时，必须将它们配置为代表运行 Desktop Agent 的桌面用户来
访问这些位置.此配置使用 Active Directory 进行管理.

注意: 有关委派 Active Directory 管理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Microsoft 网站：
http://www.microsoft.com/technet/prodtechnol/windowsserver2003/technologies/directory/activedirectory/actdid1.msp
x

要为委派配置维护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验证是否满足以下条件：



域为 Windows 2000 或更新版本.不支持 NT 4 域.



Desktop Agent 用户的帐户和维护服务的帐户必须在同一林中.



Desktop Agent 用户和计算机帐户必须在相互信任的域中.



桌面和服务器操作系统必须是 Windows 2000 或更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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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认为委派配置了桌面用户帐户.请参见确认为委派配置了桌面用户的帐户.

3.

确认服务器处理帐户受委派信任.确认服务器处理帐户受委派信任.

确认为委派配置了桌面用户的帐户
此过程验证是否可以委派桌面代理用户的帐户.
要确认已为委派配置了桌面用户帐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域管理员帐户登录到域控制器.

2.

在任务栏上，单击开始按钮，指向程序，然后指向管理工具，再单击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

3.

在域下，单击用户文件夹.

4.

右击要委派的用户帐户，然后单击属性.

5.

单击帐户选项卡.

6.

在帐户选项列表中，确保未选中敏感帐户，不能被委派.

7.

单击确定.

确认服务器处理帐户受委派信任
此过程验证允许用于运行维护服务器处理的帐户委派客户端帐户.
要确认服务器处理帐户受委派信任，请执行以下操作：

示例：在 Windows Server 2003 计算机上
1.

使用域管理员帐户登录到域控制器.

2.

在任务栏上，单击开始按钮，指向程序，然后指向管理工具，再单击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

3.

右击计算机文件夹，然后单击属性.

4.

右击运行维护服务器的计算机，然后单击属性.

5.

在常规选项卡上，单击信任计算机作为委派.

6.

单击确定.

更改默认的维护服务器
安装 DLO 时，同时会安装维护服务器并将其设置为默认维护服务器.新存储位置在创建时会自动分配给默认维护服务器.
如果希望新存储位置默认分配至其他维护服务器，则必须更改此设置.
要更改默认维护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控制台的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任务”窗格的管理任务下，单击维护服务器.

3.

在维护服务器列表中，选中要设置为默认值的维护服务器旁边的复选框.

4.

单击确定.

单独卸载维护服务器
卸载维护服务器时，维护服务器项始终保持在管理控制台上。
必须从管理控制台手动删除维护服务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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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删除维护服务器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工具>管理维护服务器。

2

选中要删除的维护服务器的复选框。

3

单击删除。

注意：无法从管理控制台删除默认维护服务器项。
同样，从管理控制台添加维护服务器后，必须在计算机上安装维护服务器软件才能开始维护过程。

重新分配文件服务器
可以将文件服务器重新分配给另一个 DLO 可识别的维护服务器.例如，当您创建新存储位置时，它会自动分配给默认维
护服务器.您可能希望将它重新分配给其他维护服务器.
要重新分配文件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验证是否已安装并配置好新的维护服务器.

2.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3.

在“任务”窗格的管理任务下，单击维护服务器.

4.

选择当前管理此文件服务器的维护服务器.

5.

单击编辑.

6.

选择要重新分配的文件服务器.

7.

单击重新分配.

8.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新的维护服务器.

9.

单击确定三次.

关于 DLO 存储位置
存储位置仅仅是网络计算机上自动创建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位置.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将每个用户的数据存储
在两个位置.首先，数据被存储在用户计算机上的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以便在计算机与网络断开连接时仍可提供保
护及恢复数据功能.然后，数据又被存储在网络上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这提供了额外的保护级别，使文件可以在服
务器被备份时备份到辅助介质上.
当使用自动用户分配自动将用户添加到 DLO 时，会在自动用户分配中指定的存储位置创建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如果已
存在用于桌面用户的网络共享，则可以在手动将用户添加到 DLO 时将网络共享指定为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如果现有的
网络共享被用作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则不使用存储位置.
DLO 支持将隐藏共享（例如“Share$”）作为 NTFS 卷上的存储位置或者 FAT32 卷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但是不能使
用 DLO 管理控制台创建这些共享.必须手动创建和配置这些共享.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将隐藏共享作为存储位置.

受支持的存储位置配置
下表汇总了受支持的 DLO 存储位置配置：

存储位置配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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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受支持

DLO 管理服务器平台.

X

Windows 2000 NAS/SAK NAS 设备

X

本地 DLO 管理服务器直接挂接的存储

X

SAN

X

Windows 网络可访问的 NAS 设备（Quantum、Network Appliance 等）

X

尽管不建议使用 FAT 和 FAT32，但支持 FAT、FAT32 和 NTFS 分区作为存储位

X

不受支持

置.NTFS 是存储位置的首选文件系统
NetWare 3.1x、4.x 或 E 目录存储位置

X

UNIX 系统上的 UNIX 文件系统或 SAMBA 共享

X

将隐藏共享作为存储位置
DLO 支持将隐藏共享（例如“Share$”）用作 NTFS 卷上的存储位置或者 FAT32 卷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但是必须手
动创建和配置这些共享.不能使用 DLO 管理控制台创建它们.隐藏共享不能作为基于 FAT 的存储位置.
应使用以下权限：
隐藏共享的权限设置

驱动器类型

用户或组

权限

NTFS 卷上的共享权限
管理员

允许完全控制、更改、读取

任何人

允许完全控制、更改、读取

NTFS 卷上的安全权限
管理员

完全控制

任何人

允许读取和执行
允许列出文件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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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读取
特别安全权限或高级

允许遍历文件夹/执行文件

设置

允许列出文件夹/读取数据
允许读取属性
允许读取扩展属性
允许读取权限

NTFS 卷上的高级安全权限
管理员

允许完全控制

任何人

允许遍历文件夹/执行文件
允许列出文件夹/读取数据
允许读取属性
允许读取扩展属性
允许读取权限

FAT 卷上的共享权限
管理员

允许完全控制、更改、读取

拥有者

允许完全控制、更改、读取

完全管理组

允许完全控制、更改、读取

有限管理组

允许读取

创建 DLO 存储位置
一个存储位置只能由一个 DLO 管理服务器使用.如果将多个 DLO 管理服务器设置为使用同一个存储位置，但该存储位
置已从一个管理服务器中删除，则另外一个管理服务器将不再能访问此位置.
存储位置必须位于 Windows 域或 Active Directory 内.运行 Desktop Agent 的计算机可以位于 Windows 域或 Active
Directory 的外部，但它们必须向域或目录验证身份后才能访问 DLO 管理服务器或存储位置.系统会在启动 Desktop
Agent 时提示用户提供域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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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始文件驻留在 NTFS 卷上，则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和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也应为 NTFS.如果原始文件在 NTFS
上，而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或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在 FAT 或 FAT32 卷上，则在“恢复”和“恢复搜索”屏幕中可能会出现
重复的条目.如果确实出现了重复的条目，可以选择其中一个文件进行恢复.
存储位置一旦创建便无法修改，但是，如果还没有为其分配用户或自动用户分配，则可以将其删除.可以将用户移到新
的存储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将 Desktop Agent 用户移到新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注意: 如果在创建存储位置时收到错误，请验证名为 MSSQL$DLO 的服务的登录帐户是否有足够的权限为存储位
置创建目录和更改权限.使用 Windows 服务控制面板更改 MSSQL$DLO 实例的登录帐户.如果您在安装 DLO 时指定域
帐户，则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创建 DLO 存储位置：

注意: 创建存储位置后，无法对其进行修改.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文件服务器.

3.

在“任务”窗格的设置任务下，单击新建存储位置.

4.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新建存储位置”对话框
项目

说明

计算机名称

键入计算机名称，或者浏览到要在其上创建存储位置的计算机.

路径

键入或浏览到计算机上要在其中创建存储位置的位置.

注意: 存储位置应位于和 DLO 管理服务器相同的域内或在一个信任 DLO 管理服务器
域的域内.

存储位置名称

键入新存储位置的名称.名称中不能包含以下任何字符：\"@#$%^&*()=+|/{}[]'

摘要

摘要字段自动显示为分配给该存储位置的新用户创建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位置和格式.网络
用户数据文件夹自动在存储位置中
创建.
DLO 使用 %USERDOMAIN% 和 %USERNAME% 变量确定分配给存储位置的每个用户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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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路径.DLO 使用用户的域和用户名，为该用户创建唯一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名.如果用户
的登录凭证不允许访问存储位置，系统将提示用户输入其他域凭证.
网络管理员可以访问此文件夹，但是不能配置变量.
5.

单击确定.

为 DLO 存储位置配置远程 Windows 共享或 NAS 设备
可以在远程 Windows 共享或挂接到网络的存储设备上创建 DLO 存储位置.

情况 1
当 DLO 管理服务对远程系统具有完全管理员权限时创建存储位置
1.

验证已安装了 DLO 5.1 MP1 或更高版本.

2.

确保用于 DLO 服务的帐户凭证对远程存储位置或 NAS 设备具有完全管理员权限.

3.

确保希望用于 DLO 的卷在远程存储位置或 NAS 设备上已被分配了驱动器盘符.

注意: 有关共享的创建和命名的说明，请参见硬件供应商文档.
4.

按照《DLO 管理员指南》中的说明创建新的存储位置.使用浏览功能找到计算机上要在其中创建存储位置的位置.这
样可确保该路径和 DLO 服务帐户有效.

情况 2
DLO 管理服务并不作为管理员级别用户运行，但 DLO 管理组已被分配了对现有共享的适当权限级别.
如何在使用非管理员用户的情况下配置存储位置：
1.

将 DLO 配置为使用现有的域组，以自动管理对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访问，如关于管理员帐户中所述.选中“自动授
予 DLO 管理员访问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权限”复选框，并提供所需的域组.提供两个组：一个组包含完全权限的
DLO 管理员，另一个组包含权限受限的 DLO 管理员.

2.

从“管理员帐户管理”对话框中，向帐户管理器添加适当的域用户帐户.如果用户将具有完全管理员权限，请选中“添加
管理员帐户”对话框中的“授予管理员完全恢复权限”复选框.除了其他用户外，务必为“DLO 管理服务”授予完全恢复权
限.

3.

使用管理员或与管理员权限相当的用户在远程存储位置创建一个文件夹.

4.

共享该新文件夹.确保“Everyone”具有对共享的完全访问权限.

5.

修改文件夹的安全权限，使得完全权限的 DLO 管理员组具有对文件夹的完全控制，并且权限受限的 DLO 管理员组
具有文件夹的修改控制.

6.

使用 DLO 控制台创建一个新的存储位置.指定刚创建的文件夹的计算机名称、驱动器和路径以及共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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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在创建存储位置期间的任何时候都不要使用浏览按钮，否则会导致创建过程
失败.
7.

完成必填字段之后，单击“确定”

8.

当 DLO 管理服务对承载 DLO 存储位置的服务器没有完全管理员权限时手动创建的存
储位置无法从 DLO 管理控制台中删除.尝试那样做会导致发生错误.手动删除存储
位置：
a.

移动或删除存储位置中的所有用户.

b.

从服务器中手动删除存储位置共享和文件夹.

c.

从 DLO 管理控制台中删除存储位置.

删除 DLO 存储位置
必须先删除或重新分配使用 DLO 存储位置的用户和自动用户分配，才能删除该存储位置.从设置视图中选择用户或自动
用户分配时，将列出与用户或自动用户分配相关联的存储
位置.

注意: 如果存储位置是使用远程计算机上的现有共享创建的，且 DLO 对此计算机不具有完全权限，则无法从管理
控制台删除存储位置.要删除存储位置，首先要删除存储位置共享，然后才能从管理控制台删除存储位置.

删除存储位置：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文件服务器旁边的“+”以展开文件服务器列表.

3.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存储位置所在的文件服务器.

4.

在“结果”窗格中，单击要删除的存储位置.

5.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单击删除.

6.

单击是.

相关主题：
管理 Desktop Agent 用户
修改自动用户分配
删除自动用户分配

关于自动用户分配
自动用户分配是在桌面上首次运行 Desktop Agent 时所应用的指示.自动用户分配为 DLO 自动配置的每个用户分配一
个配置文件和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如果需要，稍后可以从 DLO 管理控制台上更改这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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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用户是手动添加到 DLO，则由 DLO 管理员选择存储位置和配置文件.不会使用自动用户分配.有关更多
信息，请参见管理 Desktop Agent 用户.

自动用户分配基于桌面用户的域和组，或使用 Active Directory 设置分配给桌面用户.由于用户可能与多个自动用户分
配的条件匹配，因此自动用户分配按优先级排列.首次运行 Desktop Agent 时，从最高优先级分配开始，对照自动用户
分配的域和组凭证，检查 Desktop Agent 用户的域和组凭证.当找到匹配项时，匹配的自动用户分配中指定的共享和配
置文件被分配给新用户.
修改自动用户分配对已经配置的用户没有影响.只有那些用自动用户分配配置的新用户才使用新设置.
有关修改自动用户分配优先级的信息，请参见更改自动用户分配的优先级.

创建自动用户分配
自动用户分配基于 Desktop Agent 用户的域和组设置或 Active Directory 设置分配给 Desktop Agent 用户.自动用户分
配决定分配给用户的存储位置和配置文件.
要创建新的自动用户分配，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单击“选择”窗格中，单击自动用户分配.

3.

在“任务”窗格的“设置任务”下，单击“新建用户分配”.

4.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新建自动用户分配”对话框选项

项目

说明

用户分配
用户分配名称

键入自动用户分配的名称.自动用户分配名称中不能包含以下字符：
\"@#$%^&*()=+|/{}[]'

使用域和组分配

选择此选项可以基于 Desktop Agent 用户的域和组匹配 Desktop Agent 用户和
自动用户分配.

域

选择要应用此自动用户分配的域.

组

选择要应用此自动用户分配的组.

使用 Active Directory

选择此选项可以基于 Active Directory 设置匹配 Desktop Agent 用户和自动用

分配

户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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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单击“配置”按钮，使用 Active Directory 来配置用户分配.有关配置 Active
Directory 设置的信息，请参见下面的步骤 5.

存储位置/配置文件

5.

存储位置

选择要分配给所选域和组中的用户的存储位置.

配置文件

选择要分配给所选域和组中的用户的配置文件.

如果您在步骤 4 中选择使用 Active Directory 来配置用户分配，请按照下面的说明配置 Active Directory 设置，然后
单击确定：

“Active Directory 对象”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对象

对于自动用户分配，唯一的选项为用户.

在 LDAP 目录中

键入或浏览至 LDAP 目录.

注意: 选择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帐户时，必须选择存放用户帐户的特定目录.务必
不要选择用户组目录.浏览到或键入为其创建该规则的特定用户帐户目录的准确路径.

此目录中的所有对象 选择此选项可以将连接策略应用到指定目录下的所有对象.
仅此目录下匹配以下 选择此选项可以将连接策略仅应用到指定目录下匹配所输入条件的对象.
条件的对象

6.

属性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属性或键入自定义属性.

条件

选择适当的条件.可用的选项包括 =、<、<> 以及 >.

值

键入值以完成要用于确定匹配的条件.可以使用通配符指定该值.

单击确定.

修改自动用户分配
修改自动用户分配仅影响在修改后添加到该分配中的用户.现有的 Desktop Agent 用户不受影响.
可以从 DLO 管理控制台的设置视图中修改现有 Desktop Agent 用户的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修改 Desktop
Agent 用户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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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修改自动用户分配，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单击“选择”窗格中，单击自动用户分配.

3.

在“结果”窗格中，选择要修改的自动用户分配.

4.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选择属性.

5.

修改自动用户分配属性.

更改自动用户分配的优先级
当您创建自动用户分配时，DLO 会为其分配一个优先级，以便在用户属于多个域和组时，可以很清楚将使用哪个自动
用户分配.最近创建的自动用户分配具有最低优先级.可以更改自动用户分配的优先级.
更改自动用户分配的优先级：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单击“选择”窗格中，单击自动用户分配.

3.

在“结果”窗格中，选择要更改其优先级的自动用户分配.

4.

在“任务”窗格的“设置任务”下，选择“上移优先级”或“下移优先级”.

查看自动用户分配属性
查看自动用户分配：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单击“选择”窗格中，单击自动用户分配.

3.

在“结果”窗格中，选择一个自动用户分配.

4.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选择属性.

删除自动用户分配
可以删除那些不再需要的自动用户分配.
要删除自动用户分配，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单击“选择”窗格中，单击自动用户分配.

3.

单击要删除的自动用户分配.

4.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单击删除.

5.

单击是.

相关主题：
关于自动用户分配
“新建自动用户分配”对话框选项
修改自动用户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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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自动用户分配的优先级
将 Desktop Agent 用户移到新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修改 Desktop Agent 用户属性

配置全局排除过滤器
通过 DLO 全局排除选件可以指定您要从所有备份中排除的文件属性或您不希望通过 Delta 文件传输进行压缩、加密或
备份的文件属性.您还可以排除电子邮件附件或来自备份的特定电子邮件文件夹.全局排除适用于所有 Desktop Agent
用户（备份至配置了排除的 DLO 管理服务器）的配置文件备份选择和用户创建的备份选择.
排除的文件显示在 Desktop Agent 高级视图的包括/排除选项卡上和 DLO 管理控制台上配置文件备份选择的包括/排除
选项卡上.为全局排除列表配置的项目不能用于选择列表上的选择.

警告 添加全局排除将导致删除所有与此全局排除匹配的以前的备份.

要配置全局排除，请参见以下步骤：
指定要从所有备份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
指定要从所有备份中排除的电子邮件
指定要从压缩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
指定要从加密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
指定要从 Delta 文件传输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
使用 DLO 宏定义全局排除

指定要从所有备份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
文件和文件夹全局排除用于指定要从所有用户的所有备份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或文件和文件夹类型.
要指定从所有备份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管理控制台的工具菜单上，选择全局排除.

2.

选择文件/文件夹选项卡.将列出默认的文件/文件夹全局排除.

3.

要排除大于特定大小的所有文件，请选中“排除所有文件大于”复选框，并输入以 KB 为单位的大小.

4.

要排除某个指定日期前修改的所有文件，请选中排除所有在此日期前修改的文件复选框，并输入一个日期.

5.

要添加新文件/文件夹全局排除，请单击添加并按以下说明配置：

“添加全局排除过滤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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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说明

过滤器

过滤器决定全局排除将从备份中排除的文件或文件夹.键入要排除的文件的文件名、通配符或
宏.
示例：

通配符：*.tmp
文件名：pagefile.sys
宏：%WINDIR%

注意: 如果使用通配符，则必须使用星号 (*) 通配符.例如，*.tmp 返回所有带 .tmp 扩
展名的结果，而 .tmp 只返回明确命名为 .tmp 的文件.

说明

键入全局排除的说明.

应用于

指出该全局排除是应用于文件、文件夹还是同时应用于文件和文件夹.

6.

单击确定.

7.

要编辑全局排除过滤器，请单击“编辑”并按照上面步骤 5 中的说明进行配置.

8.

要删除全局排除过滤器，请单击要删除的过滤器然后单击删除.单击是删除过滤器，或单击否取消.

9.

单击确定.

指定要从所有备份中排除的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全局排除用于指定要从所有用户的所有备份中排除的电子邮件类型.

注意: Lotus Notes 电子邮件不能按附件的大小或类型进行过滤.此条件不适用于基于 VSS 的 PST 备份。

要指定从所有备份中排除的电子邮件附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管理控制台的工具菜单上，选择全局排除.

2.

选择“电子邮件”选项卡.

3.

要从所有备份附件中排除大于特定大小的备份附件，请选中排除所有附件大于复选框，并输入以 KB 为单位的大小.
此功能不适用于 Lotus Notes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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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从所有备份邮件中排除在某个指定日期前接收的所有邮件，请选中“排除所有在此日期前接收的邮件”复选框，并输
入一个日期.

5.

要添加新电子邮件全局排除，请单击添加并按以下说明配置：
“添加全局电子邮件排除过滤器”对话框

项目

说明

附件文件类型

此过滤器决定全局排除将从备份中排除的附件文件类型.

注意: Lotus Notes 电子邮件不能按附件类型进行过滤.

过滤器可以是文件名或通配符.
示例：

通配符：*.tmp
文件名：pagefile.sys

注意: 如果使用通配符，则必须使用星号 (*) 通配符.例如，*.tmp 返回所
有带 .tmp 扩展名的结果，而 .tmp 只返回明确命名为 .tmp 的文件.

邮件文件夹名

键入您要从备份中排除的邮件文件夹的名称.

说明

键入全局排除的说明.

6.

单击确定.

7.

要编辑全局电子邮件过滤器，请单击您要更改的过滤器.单击编辑并按照上面“添加全局电子邮件排除过滤器”对话框
表中的说明进行配置.

8.

要删除全局电子邮件过滤器，请单击要删除的过滤器然后单击删除.单击是删除过滤器，或单击否取消.

9.

单击确定.

指定要从压缩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
压缩文件全局排除用于指定要从所有用户的压缩中排除的文件或文件夹类型.
要指定从压缩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管理控制台的工具菜单上，选择全局排除.

2.

要从压缩中排除文件或文件夹，请选择压缩文件选项卡.列出了默认的压缩文件全局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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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从压缩中排除大于特定大小的所有文件，请选中“排除所有文件大于”复选框，并输入以 KB 为单位的大小.

4.

要添加新压缩文件全局排除，请单击添加并按以下说明配置：

“添加全局压缩排除过滤器”对话框
项目

说明

过滤器

过滤器确定全局排除将从压缩中排除的文件或文件夹.过滤器可以是文件名、通配符或
者宏.
示例：

通配符：*.tmp
文件名：pagefile.sys
宏：%WINDIR%

注意: 如果使用通配符，则必须使用星号 (*) 通配符.例如，*.tmp 返回所有
带 .tmp 扩展名的结果，而 .tmp 只返回明确命名为 .tmp 的文件.

说明

键入全局排除的说明.

应用于

指出该全局排除是应用于文件、文件夹还是同时应用于文件和文件夹.

5.

单击确定.

6.

要编辑全局排除过滤器，请单击您要更改的过滤器.单击编辑并按照上面“添加全局压缩排除过滤器”对话框表中的说
明进行配置.

7.

要删除全局排除过滤器，请单击要删除的过滤器然后单击删除.单击是删除过滤器，或单击否取消.

8.

单击确定.

指定要从加密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
加密文件全局排除用于指定从所有用户的加密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或文件和文件夹
类型.
要配置加密文件全局排除，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管理控制台的工具菜单上，选择全局排除.

2.

要从加密中排除文件或文件夹，请选择加密文件选项卡.列出了默认的加密文件全局排除.

3.

要从加密中排除大于特定大小的文件，请选中排除所有文件大于复选框，并输入以 KB 为单位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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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添加新的加密文件全局排除，请单击添加并按以下说明配置：
“添加全局加密排除过滤器”对话框

项目

说明

过滤器

此过滤器确定全局排除将从加密中排除的文件或文件夹.过滤器可以是文件名、通配符或者宏.
示例：

通配符：*.tmp
文件名：pagefile.sys
宏：%WINDIR%

注意: 如果使用通配符，则必须使用星号 (*) 通配符.例如，*.tmp 返回所有带 .tmp 扩展名的结
果，而 .tmp 只返回明确命名为 .tmp 的文件.

说明

键入全局排除的说明.

应用于

指出该全局排除是应用于文件、文件夹还是同时应用于文件和文件夹.

5.

单击确定.

6.

要编辑全局加密排除过滤器，请单击您要更改的过滤器.单击编辑并按照上面“添加全局加密排除过滤器”对话框表中
的说明进行配置.

7.

要删除全局加密排除过滤器，请单击要删除的过滤器然后单击删除.单击是删除过滤器，或单击否取消.

8.

单击确定.

指定要从 Delta 文件传输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
Delta 文件传输全局排除用于指定从所有用户的 Delta 文件传输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或文件和文件夹类型.
要指定从 Delta 文件传输中排除的文件和文件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管理控制台的工具菜单上，选择全局排除.

2.

要从 Delta 文件传输中排除文件或文件夹，请选择 Delta 文件传输选项卡.列出了默认的 Delta 文件传输全局排除.默
认从 Delta 文件传输中排除的文件类型通常是不能从此技术中受益的文件类型.

注意: 使用 Delta 文件传输备份的文件和文件夹同时也进行标准压缩.如果文件属于使用 Delta 文件传输
的备份选择，但是被全局排除过滤器从 Delta 文件传输中排除，则仍然对此文件进行标准压缩，除非此文件同
时被另一个全局排除过滤器从标准压缩中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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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从 Delta 文件传输中排除大于特定大小的文件，请选中排除所有文件大于复选框，并输入以 KB 为单位的大小.

4.

要从 Delta 文件传输中排除小于特定大小的文件，请选中排除所有文件小于复选框，并输入以 KB 为单位的大小.

5.

要添加新的 Delta 文件传输全局排除，请单击添加并按以下说明进行配置：

“添加全局 Delta 文件传输排除过滤器”对话框

项目

说明

过滤器

此过滤器确定全局排除将从 Delta 文件传输中排除的文件或文件夹.过滤器可
以是文件名、通配符或者宏.
示例：

通配符：*.tmp
文件名：pagefile.sys
宏：%WINDIR%

注意: 如果使用通配符，则必须使用星号 (*) 通配符.例如，*.tmp 返
回所有带 .tmp 扩展名的结果，而 .tmp 只返回明确命名为 .tmp 的文件.

说明

键入全局排除的说明.

应用于

指出该全局排除是应用于文件、文件夹还是同时应用于文件和文件夹.

6.

单击确定.

7.

要编辑全局 Delta 文件传输排除过滤器，请单击您要更改的过滤器.单击编辑并按照上面“添加全局 Delta 文件传输排
除过滤器”对话框表中的说明进行配置.

8.

要删除全局 Delta 文件传输排除过滤器，请单击要删除的过滤器，然后单击“删除”.单击是删除过滤器，或单击否取
消.

9.

单击确定.

相关主题：
使用 Delta 文件传输

排除始终打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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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行 Windows XP 和 Windows 2000 的台式机上，以下文件夹和文件类型通常始终是打开的，从而使 DLO 无法将其
备份.将这些文件添加到“全局排除”列表或“备份选择”排除列表中可防止将其始终列在 Desktop Agent 上的未决文件列表
中.



C:\Windows\System32\Config



注册表管理单元和日志（包括 *.DAT.LOG、*.LOG 和文件系统、SECURITY、默认值、SAM 和软件）



C:\Windows\System32\wbem



*.EVT



*.LOG（具体是 STI_Trace.log、WIADEBUG.LOG、WIASERVC.LOG）



*.DAT（具体是 NTUSER.DAT、USRCLASS.DAT）

相关主题：
关于备份选择
配置全局排除过滤器

使用 DLO 宏定义全局排除
以下宏通常用于使用全局排除选项排除文件，但也可以在备份选择中使用.

全局排除宏
宏

文件夹

%TEMP%

已登录用户的“temp”目录.

%WINDIR%

Windows 目录.
例如：C:¥Windows 或 C:¥Winnt

%WEBTEMP%

已登录用户的 Web 高速缓存.

%RECYCLED%

回收站

%SYSTEM%

Windows 系统目录.
例如 : C:¥Windows¥system 或 C:¥Winnt¥system

Symantec DLO 防火墙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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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防火墙，Symantec DLO 可能具有特殊端口要求。防火墙有时候影响管理服务器和防火墙外的远程系统之间的
系统通信。
Symantec DLO 使用以下端口：
表 2-29 Symantec DLO 端口

对防火墙使用 Symantec DLO
使用“远程安装代理和维护服务器”选项时以下 TCP 防火墙端口应该打开。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6 页的“远程安
装 Desktop Agent 和远程安装 DLO Maintenance Server”。
表 2-30 防火墙端口
13782
13720
13782
13724
13721
13701
13702
13705
13706
13709
13711
13713
13714
13715
13716
13717
13718
13719
13723
13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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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Desktop Agent 用户
DLO 管理员从 DLO 管理控制台管理 Desktop Agent 用户.通过此界面，用户或用户组可以手动添加到 DLO 中、被启
用或禁用、移到新的网络共享或为其分配一个不同的配置文件.
Desktop Agent 用户通过两种方式添加到 DLO 中：或者使用自动用户分配自动添加，或者从 DLO 管理控制台中手动
添加.
相关主题：
关于自动用户分配
将一个桌面用户添加到 DLO
导入多个具有现有网络存储的桌面用户
查看 Desktop Agent 用户列表
修改 Desktop Agent 用户属性
对桌面用户启用或禁用 DLO 访问
从 DLO 中删除用户
将 Desktop Agent 用户移到新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手动创建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如果桌面用户备份已存在网络共享，则可以将网络共享添加到 DLO 中用作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或者创建新的网络共
享并将其添加到 DLO 中以用于同样的目的.要创建或使用现有网络共享作为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此文件夹必须具有
适合的安全属性.
要手动创建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并设置安全属性，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将要存储备份文件的计算机上创建或定位一个网络共享.

2.

右击在步骤 1 中创建的共享，然后选择属性.

3.

单击共享选项卡.

4.

确保选中了共享此文件夹.

5.

单击权限.

6.

为用户 Everyone 选择以下权限：完全控制、更改、读取.

7.

单击确定.

8.

单击安全选项卡.

9.

单击高级.

10. 确保未选中从父项继承那些可以应用到子对象的权限项目复选框.
11. 添加 Administrator 和 Everyone 并赋予他们完全控制权限.
12. 在此共享中，为将使用此存储位置的每个用户创建数据文件夹，或验证数据文件夹已存在.
13. 右击用户的数据文件夹.
14. 选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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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选择安全.
16. 确保未选中从父项继承那些可以应用到子对象的权限项目复选框.
17. 将要分配到用户数据文件夹的管理员和用户添加到共享权限列表.
18. 为管理员和用户设置完全权限.

将一个桌面用户添加到 DLO
可以手动配置桌面用户，而不是使用自动用户分配进行配置（请参见关于自动用户分配）.这样可以使用那些专门用于
存储特定用户的备份数据的现有网络文件夹.这些网络文件夹成为 DLO 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将一个桌面用户添加到 DLO 后，将手动添加用户数据文件夹，因此不需要存储位置，但是如果将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放在此位置比较好，则可以使用存储位置.
手动添加桌面用户后，当该桌面用户首次运行 Desktop Agent 时，将应用您分配的设置（用户数据文件夹和配置文
件）.
添加一个桌面用户：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用户.

3.

在“任务”窗格的“用户任务”下，单击“新建用户”.

4.

按如下说明设置相应的选项：
新用户属性

项目

说明

启用用

选择此选项可允许此用户使用 Desktop Agent，而清除此选项可禁止用户使用 Desktop Agent.

户
用户

浏览到用户名或以 DomainName\UserName 的形式键入用户名.

配置文

选择要分配给该用户的配置文件.

件
用户数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据文件
夹
网络用
户数据
文件夹

选择此选项并键入现有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用来存储该桌面用户的备份文件）的路径，或者浏览到该
文件夹.该文件夹必须是一个现有的文件夹，并且必须根据贵公司的需要设置该文件夹的安全属性.例
如，确定哪些用户可以访问该文件夹.

注意: 当现有的网络共享用作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时，不需要存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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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位

选择此选项可选择一个现有的存储位置.新用户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将放在此存储位置中.

置

导入多个具有现有网络存储的桌面用户
如果要配置多个已经具有现有网络数据存储位置的新桌面用户，可以使用逗号分隔值 (CSV) 文件导入用户列表.此功能
不能用于导入现有 Desktop Agent 用户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该文件必须使用以下格式并且包含每个用户的以下信息：
用户名, 域, 配置文件, 用户数据文件夹
示例 JSmith,enterprise,Default,¥¥Server1¥Userdata¥jsmith
从文件中导入多个桌面用户：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用户.

3.

在“任务”窗格的用户任务下，单击使用向导导入用户.

4.

按照向导提示进行操作.

修改 Desktop Agent 用户属性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用户.

用户在“结果”窗格中列出.
3.

选择要修改的用户.

4.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选择属性.

5.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用户属性

项目

说明

启用用户

选择此选项可允许此用户使用 Desktop Agent，而清除此选项可禁止用户使用 Desktop Agent.

用户

用户的名称.无法编辑该字段.

配置文件

选择应用于该用户的配置文件.

网络用户数据

这是要存储用户的备份文件的位置.此位置不能修改.要将用户移到新位置，请参见将 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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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夹

Agent 用户移到新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对桌面用户启用或禁用 DLO 访问
使用此选项可以允许或阻止用户使用 Desktop Agent.
要对桌面用户启用或禁用 DLO 访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用户.用户在“结果”窗格中列出.

3.

选择要修改的用户.

4.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选择属性.

5.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清除启用用户复选框可以防止桌面用户使用 Desktop Agent 备份数据.



选中启用用户复选框可以允许桌面用户使用 Desktop Agent 备份数据.

从 DLO 中删除用户
如果要从 DLO 数据库中永久删除某个用户，可以从 DLO 中删除该用户的条目.在从 DLO 管理控制台数据库删除用户
之前，应该先从该用户的桌面上卸载 Desktop Agent.否则，如果该用户运行 Desktop Agent 并且 DLO 中存在匹配的用
户分配，则将自动重新添加该用户.如果无法从用户的计算机中卸载 Desktop Agent，请禁用该用户（请参见对桌面用
户启用或禁用 DLO 访问）.
从 DLO 数据库中删除用户：
1.

从用户的计算机中卸载 Desktop Agent.

2.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3.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用户.

4.

单击要删除的一个或多个用户.

5.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单击删除.

6.

要删除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存储的数据，请选中删除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存储的数据.

如果选择此选项，则删除的将是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而不是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的备份数据.从台式机
中卸载 Desktop Agent 时，将提供一个用于删除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选项.
7.

单击是或全是删除用户.

注意: 如果从 DLO 管理控制台中删除用户之前没有先从用户的桌面上卸载 Desktop Agent，则该用户的
计算机上的 Desktop Agent 将自动关闭.

将 Desktop Agent 用户移到新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将 Desktop Agent 用户移到新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时，每个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的内容被移到新目录中.新目录可
以是现有的存储位置，也可以是网络上的其他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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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移动到了 UNC 位置（如 \\myserver\userdata\username），而非现有存储位置，则新位置的
权限可能需要修改.本地管理员组及文件的所有者必须具有读取和更改此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权限，而且应删除
Everyone 组.
有关使用网络上的现有目录作为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其他信息，请参见手动创建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成功移动数据后，原有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的数据将被删除.后续备份将存储在每个用户的新位置中.
要将一个或多个 Desktop Agent 用户移动到新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传输完成后，每个受影响的 Desktop Agent 将关闭，然后在 30 分钟内自动重新
启动.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用户.

3.

选择要移动的一个或多个用户.

4.

在“任务”窗格的用户任务下，单击移动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5.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移动用户

项目

说明

用户

列出一个或多个选定用户的域和用户名.

从

列出当前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位置.

目标
将用户数据文件夹移到 选择此选项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现有的存储位置.将在新存储位置为每个移动的用户
现有的存储位置

创建新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将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内 选择此选项可指定新的存储位置.在提供的框中键入路径，或者单击浏览并导航到新位置.
容移到备用位置
6.

将在新存储位置为每个移动的用户创建新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单击开始开始数据传输.

将桌面用户迁移到新计算机上
桌面用户收到新计算机时，可以使用 DLO 将用户数据迁移到此新计算机上.DLO 通过使用恢复进程在新计算机上分段
用户的备份数据来完成此任务.用户登录时，数据会恢复到它在原来的计算机上占据的同一位置.用户登录后，且不需要
连接到 DLO 管理服务器时，数据会自动进行最后恢复.
要将桌面用户迁移到新计算机上，请执行以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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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从 DLO 管理控制台恢复文件和文件夹中的说明恢复用户
数据.

2.

在步骤 8 中，选择在备用计算机上为新的 DLO 安装分段用户数据. .将在新计算机上分段数据.

分段数据的所有者登录到新计算机上时，DLO 会将分段数据移动到它在原来的计算机上占据的相同位置，这
样就完成了数据迁移过程.

查看 Desktop Agent 用户列表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用户，在“结果”窗格中列出用户.

管理台式机
从 DLO 管理控制台可以轻松管理台式机.您可以从控制台查看并修改计算机属性，也可
以从控制台启用、禁用或删除计算机.此外，可以在一台或多台选定的计算机上运行即时备份.

修改计算机属性
可以从 DLO 管理控制台查看并修改计算机属性.计算机属性基于为台式机所有者分配的
配置文件.如果在配置文件中为桌面用户指定了足够的权限，则该用户也可以更改计算机属性.
要查看并修改计算机属性，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计算机.

3.

右击要更改其属性的计算机，然后单击属性.

4.

要修改该计算机的备份计划，请单击计划选项卡.

5.

按照以下说明配置计划：

“配置文件计划”对话框

项目

说明

使用配置文件计划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此选项可以使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计划选项.

注意: 如果选择了此选项，则无法修改计划选项卡上的其他设置.

使用自定义计划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此选项可指定与配置文件计划不同的自定义计划.

运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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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文件更改时

选择此选项可在文件更改时备份文件.
在 NTFS 驱动器上，每当文件更改时都自动进行备份.对于 FAT 驱动器，必须在已
更改文件的备份间隔字段中输入备份间隔.

按照计划

选择此选项可根据自定义计划备份文件.
单击编辑计划，对备份计划进行配置.备份计划在创建新的配置文件. 的步骤 10 中
进行配置.

手动

选择此选项可以要求 DLO 管理员或桌面用户手动启动备份.

登录/注销选项
登录时自动运行作业 选择此选项可在桌面用户登录到计算机后开始备份.
注销时自动运行作业 选择此选项可在桌面用户从计算机注销后开始备份.
6.

要修改计算机选项，请单击选项选项卡，然后按以下说明配置计算机选项：

其他配置文件选项

项目

说明

使用配置文件选项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此选项可以使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设置.

注意: 如果选择了此选项，则无法修改选项选项卡上的其他设置.

使用自定义选项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此选项可指定与配置文件选项不同的设置.

注意: 必须选择此选项才能访问选项选项卡上的其他设置.

将我的电脑上的磁盘空间
使用限制为

选择此复选框可以限制台式机上磁盘空间的使用.
要将使用限制为驱动器空间的一定百分比，请选择 %，并键入要使用的驱动器空
间的最大百分比.
要将使用限制为特定大小，请选择 MB 并键入在本地驱动器上要使用的最大 MB.

日志文件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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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文件保留的最短时间

键入日志文件最少保留的天数.只有达到指定的最少天数后才会删除日志文件.

（天数）
注意: 直到日志文件的总计大小超过所有日志文件的总计大小设置时，
才会删除日志文件（此问题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在最小天数后，超过总计
大小 (MB) 时删除最旧的
日志文件

键入在删除最旧的日志文件之前保留的所有日志文件的最大总计
大小.

注意: 如果任何日志文件都未达到日志文件保留的最短时间（天数）设
置中指定的时间，则您存储的日志文件的 MB 数可能大于指定的数字.

日志记录选项
记录清理消息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清理操作创建日志.

为备份操作记录提示性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所有备份操作创建日志.

消息
记录警告消息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产生警告的所有操作创建日志.

邮件选项
启用 Outlook PST 文件的 选中此复选框可启用 Microsoft Outlook Personal Folder (PST) 文件的增量备份.
增量备份

必须启用增量备份，才能在 PST 文件处于打开状态时对其进行备份.
如果未选中此选项，在 Outlook 中配置的 PST 文件在每次保存时都将进行完全
备份（这通常在 Outlook 关闭的情况下发生）.
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时，不管在备份选择中设置多少个修订版，都
只维护一个修订版.

注意: 如果 Outlook 不是默认的邮件应用程序，则 DLO 无法执行
Outlook PST 文件的增量备份.

恢复 Microsoft Outlook PST 文件时，恢复后的 PST 文件与原始 PST 文件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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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详见恢复 Microsoft Outlook 个人文件夹文件中的说明.

注意: 已同步的文件不能以增量方式备份.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

启用 Lotus Notes 电子邮
件文件的增量备份

选中此复选框可以启用 Lotus Notes 电子邮件文件的增量备份.可能还需要其他配
置.请参见以增量方式备份 Lotus Notes NSF 文件.
以增量方式备份 Lotus Notes NSF 文件时，不管在备份选择中设置多少个修订
版，都只维护一个修订版.

7.

要查看计算机备份文件夹，请单击备份文件夹选项卡.

8.

要修改计算机备份选择，请单击备份选择选项卡.

请参见添加备份选择.配置文件备份选择未列出，可以按照修改备份选择中的说明直接在配置文件中修改.
9.

要查看计算机计划的同步选定内容，请单击同步的选定内容选项卡.

同步的选定内容只能从管理控制台查看.这些内容按照同步桌面用户数据中的说明在 Desktop Agent 上配置.
10. 要查看并修改连接策略，请单击连接策略选项卡.

配置文件定义的连接策略只能在配置文件中修改.请参见自定义连接策略.

启用或禁用台式机
禁用计算机后，Desktop Agent 仍将保留在台式机上.Desktop Agent 可用于恢复文件和查看历史记录，但备份被禁用并
且用户不能修改 Desktop Agent 设置.
启用或禁用台式机：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计算机.

3.

在“结果”窗格中，选择一台或多台要启用或禁用的计算机.

4.

右击选定的计算机，然后单击启用以允许 Desktop Agent 在选定的计算机上运行，或者单击禁用以禁止 Desktop
Agent 在选定的计算机上运行.

从 DLO 中删除台式机
从 DLO 中删除台式机，将会导致从 DLO 数据库中删除该计算机并删除备份文件.此功能最常用于不再使用的台式机.
删除计算机不会禁用 Desktop Agent 软件.如果 Desktop Agent 执行后续备份，该计算机条目将重新添加到 DLO.为防
止从计算机进一步备份，请禁用计算机而不是删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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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DLO 中删除台式机：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计算机.

3.

在“结果”窗格中，选择一台或多台要删除的计算机.

4.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单击删除.

5.

如果系统询问是否要删除每台选定的计算机以及所有备份文件，请单击是.

从管理控制台备份桌面
DLO 管理控制台可用于在一台或多台台式机上运行即时备份.这将允许管理员以手动或计划模式强制运行计算机备份.
在台式机上运行即时备份：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选择”窗格中，单击计算机.

3.

在“结果”窗格中，选择一台或多台要运行即时备份的计算机.

4.

在“任务”窗格的计算机任务下，单击立即运行备份.

设置中断窗口
DLO 可以配置为针对选定的文件服务器或针对特定维护服务器管理的文件服务器，在特定时间停止备份.此任务可以通
过配置中断窗口来完成.为选定资源配置中断窗口后，存储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备份在指定的期间内将暂停.
中断窗口特定于创建这些时限时所针对的资源.要对两种不同的资源使用相同的计划，必须对它们单独配置.
要为网络资源配置中断窗口，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任务”窗格的工具任务下，单击中断窗口.

3.

从文件服务器列表中，选择要配置中断窗口的网络资源.

4.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5.



要编辑现有的计划，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计划.



要创建新计划，请单击“新建”.

按照以下说明配置计划：

中断窗口计划

项目

说明

启用计划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计划.

发生

选择计划发生的频率.选项包括在特定日期和每周.

开始于

输入中断窗口的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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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特定日期的中断窗口，请输入中断窗口开始的日期.
对于每周中断窗口，选择中断窗口在一周中的星期几开始.

结束于

输入中断窗口的结束时间.
对于特定日期的中断窗口，请输入中断窗口结束的日期.
对于每周中断窗口，选择中断窗口在一周中的星期几结束.

6.

单击确定.

删除中断窗口计划
要删除中断窗口计划，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设置.

2.

在“任务”窗格的工具任务下，单击中断窗口.

3.

在计划下，选择要删除的计划.

4.

单击删除.

5.

单击确定>.

从 DLO 管理控制台恢复文件和文件夹
管理员可以从 DLO 管理控制台将文件和文件夹恢复到台式机.

注意: DLO 可以在台式机重新启动时，通过分段要恢复的文件来覆盖正在使用的文件.使用此功能要求当前登录的
台式机用户对于该台式机具有管理权限.或者，可以通过先关闭正使用文件的应用程序来恢复文件，或将文件恢复到备
用位置.

从 DLO 管理控制台恢复文件和文件夹：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恢复.

2.

在计算机窗格中，单击存储要恢复的数据来自的台式机.

3.

在备份文件夹窗格树视图中，选择包含要恢复的文件的文件夹.

4.

要恢复整个文件夹，请在备份文件夹窗格中选中该文件夹.

5.

要恢复特定的文件，请在文件版本窗格中选中相应的文件.

6.

如果文件有多个版本，请选中要恢复的文件版本的单选按钮.

注意:

当桌面用户删除原始文件时，备份文件一直保留到被文件清理过程删除为止.如果删除了原始文件，

但备份文件仍可用，则“恢复”视图内表示该文件的图标中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小“x”，表示原始文件已被删除.有
关其他信息，请参见文件清理.
7.

在“任务”窗格的恢复任务下，单击恢复文件，打开“恢复”对话框.

8.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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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对话框

项目

说明

恢复目标
恢复到原始计算机

选择此选项可将所选的文件或文件夹恢复到最初备份它们的计算机.

注意: 将文件或文件夹恢复到最初的台式机时，作业被提交给 Desktop Agent，并
在 Desktop Agent 连接到 DLO 管理服务器时运行.如果台式机当前位于网络中，此作业
可能会立即运行；如果台式机未连接到网络，作业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未决状态.

恢复到原始文件

选择此选项可将文件或文件夹恢复到它原来的位置.

夹
将恢复重定向到
备用文件夹

选择此选项可将文件或文件夹恢复到原始台式机上的不同
位置.
单击浏览浏览到希望将文件恢复到的文件夹.

恢复到备用计算机

选择此选项可将所选项恢复到网络上或其他计算机的（不是最初备份它们的计算机）本地驱
动器中.

注意: 将文件或文件夹恢复到备用计算机上的文件夹时，DLO 会立即从网络用户数
据文件夹处理恢复作业.该作业不排队等待委派到 Desktop Agent.

将恢复重定向到

选择此选项可以将数据恢复到备用计算机上的选定文件夹中.

备用计算机上的
文件夹
在备用计算机上
为新的 DLO 安装
分段用户数据
保留文件夹结构

选择此选项可以将用户数据迁移到新计算机上.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将桌面用户迁移到新计
算机上.

选中该框可恢复数据，同时保留其原始目录结构不变.如果清除此选项，则所有数据（包括子
目录中的数据）都恢复到指定路径中的单个文件夹.

恢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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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件已经存
在：

选择不覆盖可取消恢复目标文件夹中已存在的文件.
选择提示可在覆盖目标文件夹中已存在的文件前提示您.
选择覆盖可在不提示的情况下覆盖目标文件夹中已存在的
文件.

恢复已删除的文件

选择此选项可以恢复原始文件已删除的文件.

保留恢复文件的安

选择“保留恢复文件的安全属性”可以保留恢复文件的安全信息.

全属性

如果源文件的安全性与目标位置的安全性有冲突，可能需要取消选中此复选框才能成功恢复
文件.取消选中此选项将导致从恢复文件中删除安全信息.

9.

单击确定.

注意: 如果自定义了 NTFS 权限或目录属性（如文件或文件夹的压缩或加密），必须在恢复后重新应用
这些设置.如果对 PST 文件使用了密码，则必须在恢复 PST 文件后重置密码.
10. 在恢复摘要对话框中，检查选定的恢复设置，并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打印以打印恢复摘要的副本.



单击恢复继续恢复.

11. 当恢复作业完成时，单击确定.

搜索要恢复的文件和文件夹
搜索要恢复的桌面文件和文件夹：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恢复.

2.

在计算机窗格中，单击要在其上搜索要恢复的文件的台式机.

3.

在“任务”窗格的恢复任务下，单击搜索要恢复的文件.

4.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搜索”对话框选项

项目

说明

搜索文件名中具有此文字的文件名 键入要查找的文件或文件夹名称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允许使用通配符项，例如
*proj.doc.

修改时间

选择此选项可搜索在特定时间段内修改的文件，然后选择时间段.

今天

选择此选项可以搜索在当前日历日期中修改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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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周内

选择此选项可以搜索在过去一个日历周内修改的文件

介于

选择此选项可搜索在某个日期范围内修改过的文件.

以下类型

选中此复选框可从提供的列表中选择文件类型.

以下大小

选中此复选框，然后按如下说明输入信息：

5.

单击搜索.

6.

在“结果”窗格中，选中要恢复的项目.



从第一个下拉菜单的等于、至少或至多中选择.



键入文件大小.



选择 KB、MB 或 GB.

有时，“恢复搜索”视图会包括同一文件的重复项.出现这种情况时，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文件进行恢复，得到的结
果是相同的.
7.

单击恢复.

8.

按照从 DLO 管理控制台恢复文件和文件夹中的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9.

单击确定.

如何恢复 DLO 服务器和用户数据
DLO 在两个主要位置存储信息：DLO 管理服务器和文件服务器.DLO 管理服务器存储配置数据库，而文件服务器存储
用户数据.讨论了以下的恢复方案：



使用 DLO 紧急恢复功能来恢复单个用户的数据



不使用 DLO 紧急恢复功能来恢复单个用户的数据



恢复损坏的 DLO 管理服务器



恢复损坏的文件服务器

本文假定 DLO 管理服务器和文件服务器定期备份到另一个磁盘、磁带或其他介质.另外请注意，对于许多 DLO 安装，
DLO 管理服务器和文件服务器在同一台计算机上.

关于加密用户数据
DLO 使用用户特定的随机生成的加密密钥来加密用户数据.加密密钥存储在 DLO 管理服务器上的 DLO 配置数据库中.
加密密钥同时以加密形式存储在文件服务器上，下节内容中有详细说明.

关于 DLO 紧急恢复和恢复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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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 的紧急恢复功能用于在配置数据库丢失的情况下，从文件服务器恢复 Desktop Agent 用户数据.紧急恢复也可以简
化已经从 DLO 控制台中删除的用户恢复用户数据的任务.要使用紧急恢复功能，必须在数据库丢失前或删除用户前先
建立恢复密码.如果是从其他介质恢复用户数据，那么必须使用备份用户数据时有效的恢复密码来恢复数据.
首次启动 DLO 控制台时会建立恢复密码.对于旧版本的 DLO，必须使用 DLO 命令行界面手动建立恢复密码.恢复密码
用于加密每个用户的加密密钥，这样密钥就可以安全存储在文件服务器上.紧急恢复功能将提示管理员输入恢复密码，
用于解密用户的加密密钥.然后使用加密密钥来解密用户的数据.如果还未建立恢复密码，则不能使用紧急恢复功能来恢
复加密的用户数据.

更改恢复密码
如果必须更改恢复密码，管理员必须注意，以前的恢复密码对于文件服务器上以前的备份仍然有效.
仅出于安全原因的要求（如密码泄密）才应当更改恢复密码.如果可能的话，永远不要更改恢复密码.更改或建立恢复密
码对于恢复现有用户数据始终没有帮助.事实上，它可能使恢复现有用户数据变得更困难：更改恢复密码可能造成同时
有多个恢复密码在使用.
例如，如果在安装 DLO 时建立了名为“pwd1”的恢复密码.每个用户的加密密钥使用存储在文件服务器上的恢复密码进
行加密.备份文件服务器时，备份副本全部使用恢复密码“pwd1”.如果后来将恢复密码更改为“pwd2”，则文件服务器上的
用户加密密钥将更改为使用新恢复密码进行加密.文件服务器的后续备份将使用恢复密码“pwd2”.现在，存在使用“pwd1”
和“pwd2”作为恢复密码的两种文件服务器备份.使用紧急恢复功能时，管理员必须使用在文件服务器备份时有效的恢复
密码.

从 DLO 控制台删除用户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使用 DLO 控制台删除用户时，将删除与此用户有关的所有数据.包括配置数据（存储在 DLO 管理服务器上）和用户数
据（存储在文件服务器上）.恢复已删除用户的数据的方法取决于是否已建立恢复密码.

使用 DLO 紧急恢复功能来恢复单个用户的数据
如果可以从文件服务器的备份中恢复用户数据，并且备份前已建立恢复密码，则可以使用紧急恢复功能恢复已删除用户
的数据.请参见关于 DLO 紧急恢复和恢复密码部分，以了解有关恢复密码的更多信息.
要使用 DLO 紧急恢复功能来恢复单个用户的数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将用户数据恢复到它在文件服务器上的原始位置或恢复到其他任何临时位置.

2.

使用 DLO 命令行界面将数据恢复到 DLO.

dlocommandu -emergencyrestore <usersharepath> -w <RecoveryPassword> -ap <destination-path>

不使用 DLO 紧急恢复功能来恢复单个用户的数据
如果未建立恢复密码或恢复密码已丢失，则恢复已删除用户的数据要求 DLO 管理服务器和文件服务器都恢复到用户删
除前的单一即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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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文件服务器和 DLO 管理服务器都设置为脱机.

2.

备份文件服务器和 DLO 管理服务器.确保备份中包括 DLO 配置数据库和全部用户数据.一旦数据恢复后，此备份用于
将 DLO 恢复到其当前状态.如果有任何 DLO 数据未备份，则 DLO 不可能恢复到当前状态.

3.

将用户数据恢复到文件服务器.如果可能的话，仅恢复被恢复的用户的数据.如果不确定，则可以恢复文件服务器上的
整个卷，但是要事先在步骤 2 中执行准备措施以确保整个卷已备份.

4.

将配置数据库恢复到 DLO 管理服务器.默认数据库路径为 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Data.
5.

重新启动 DLO 管理服务器平台.

6.

使用 DLO 控制台恢复用户的数据.选择“恢复到备用计算机”，将数据恢复到临时
位置.

7.

将文件服务器和 DLO 管理服务器恢复到其最近的状态.

恢复损坏的 DLO 管理服务器
恢复损坏的 DLO 管理服务器有两种情况.

情况 1
DLO 管理服务器上的非系统磁盘出错或损坏.
情况 1 的恢复步骤如下：
1.

恢复或更换出错的磁盘

2.

从备份副本恢复整个磁盘

3.

重新启动计算机

情况 2
DLO 管理服务器的系统硬盘驱动器出错，或 DLO 管理服务器计算机需要更换为新计算机，那么恢复步骤如下：
情况 2 的恢复步骤如下：
1.

为计算机安装操作系统软件.确保使用与出错的 DLO 管理服务器相同的计算机名称.

2.

在新的 DLO 管理服务器上安装 DLO.确保使用的 DLO 与出错的 DLO 管理服务器上所安装的 DLO 版本相同.

3.

恢复 DLO 数据库文件，覆盖 DLO 安装时创建的数据库文件.默认数据库路径为 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Data.
4.

重新启动计算机

恢复损坏的文件服务器
如果是文件服务器上的非系统磁盘出错或损坏，恢复步骤如下：
1.

恢复或更换出错的磁盘

2.

从备份副本恢复整个磁盘

3.

重新启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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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文件服务器的系统硬盘驱动器出错，或文件服务器需要更换为新计算机，那么恢复步骤如下：
1.

为计算机安装操作系统软件.确保使用与出错的文件服务器相同的计算机名称.

2.

如果该文件服务器安装了 DLO 维护服务器，那么要在此计算机上安装 DLO 维护服务器.确保使用的 DLO 与出错的
文件服务器上所安装的 DLO 版本相同.

3.

恢复 DLO 文件数据.

监视 DLO 作业历史记录
使用 DLO 管理控制台上的“历史记录”视图可以查看有关 Desktop Agent 作业状态的信息.这些作业包括备份、恢复、同
步和移动用户作业.历史记录日志由每个运行 Desktop Agent 的台式机生成，可以在 DLO 管理控制台或 Desktop
Agent 控制台中查看.您可以过滤历史记录日志，不显示旧的或不太重要的日志，或仅显示备份或恢复作业日志.

查看 DLO 作业历史记录
默认情况下，历史记录日志在作业运行时和上次更新后的一个小时后更新.但是，如果作业的状态发生改变，历史记录
日志会立即更新以反映新的状态.
在 DLO 管理控制台中显示“历史记录”视图：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视图包括计算机历史记录和显示的每个台式机的作业历史记录.“历史记录”窗格显示所有使用 Desktop
Agent 备份的台式机，并提供以下摘要信息：

“计算机历史记录”窗格
项目

说明

用户

登录到生成消息的台式机上的用户的用户名.

计算机

生成该消息的台式机的名称.

上次备份结果

已完成备份的结果，例如，“成功”、“警告”、“失败”、“取消”.
有关可能的备份结果的说明，请参见台式机状态摘要.

配置文件

登录到台式机上的桌面用户所属的配置文件名称.
有关配置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关于 DLO 配置文件.

备份模式

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备份模式.备份模式包括：



连续.只要文件更改就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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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根据计划进行备份.



手动.由桌面用户启动时进行备份.

桌面数据文件夹大小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当前大小.

网络数据文件夹大小

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当前大小.

网络数据文件夹路径

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位置.

“作业历史记录”窗格显示以下信息：

“作业历史记录”窗格
项目

说明

开始时间

作业的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作业的结束时间.

操作

此作业中执行的操作，例如，备份或恢复.

状态

作业的当前状态，例如“活动”、“完成”、“完成但有错误”、“完成但有警告”、“取消”、或“失败”.

受保护的文件（桌面）

在作业期间复制到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文件总数.

受保护的大小（桌面）

在作业期间复制到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数据的字节总数.

受保护的文件（网络）

在作业期间复制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文件总数.

受保护的大小（网络）

在作业期间复制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数据的字节总数.

错误

作业期间生成的错误数（如果有错误）.

设置作业历史记录视图过滤器
可以对作业历史记录视图进行过滤，以便仅显示要查看的作业类型.可以按类型、作业期间收到的警报或者按作业运行
的时间段过滤作业.
设置作业历史记录视图过滤器：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历史记录.

2.

单击要查看其历史记录的台式机.

3.

在“任务”窗格的作业历史记录视图过滤器下，单击以下选项之一：

“历史记录”视图中的“已查看的作业类型”

103

监视 DLO 作业历史记录

项目

说明

列出所有作业 列出在所选台式机上运行的所有作业的历史记录日志.这些历史记录日志可能包括备份、同步、恢复
或移动用户作业.

仅列出备份作 仅列出在所选台式机上运行的备份作业的历史记录日志.
业
仅列出恢复作 仅列出在所选台式机上运行的恢复作业的历史记录日志.
业
4.

通过选择以下一项或多项，根据收到的警报过滤作业历史记录日志：

根据收到的警报过滤作业历史记录的选择项

5.

项目

说明

显示成功作业

列出所选台式机上的所有成功作业的历史记录日志.

显示带警告的作业

列出所选台式机上所有生成警告的作业的历史记录日志.

显示带错误的作业

列出所选台式机上所有生成错误的作业的历史记录日志.

显示取消的作业

列出所选台式机上所有被取消的作业的历史记录日志.

通过选择以下某项，选择要显示的过滤器的时间段：

要查看的作业历史记录的时间段

项目

说明

显示过去 24 小时

列出在过去 24 小时内生成并满足所有其他过滤条件的历史记录
日志.

显示过去 7 天

列出在过去 7 天内生成并满足所有其他过滤条件的历史记录日志.

全部显示

列出同时满足所有其他过滤条件的历史记录日志.

查看历史记录日志
列出台式机上每个作业的历史记录日志.可以在 DLO 管理控制台的“历史记录”视图中查看它们.
在 DLO 管理控制台中查看历史记录日志：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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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历史记录窗格中，选择要查看其历史记录日志的计算机.

3.

在作业历史记录窗格中，单击要查看的日志.

4.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单击“查看历史记录日志文件”以显示包含此作业的所有日志消息的日志文件查看器.

5.

要过滤结果，请按以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日志文件查看器过滤选项

项目

说明

搜索日志项
所有日志

选择此选项可在日志文件查看器中显示所有日志项.

文件
当前日志

选择此选项可以仅搜索当前日志文件的那些日志项.

文件
时间戳为

选中此复选框可仅搜索指定时间段内的那些日志项.选项包括：
今天 - 只显示今天创建的日志文件.
在过去一周内 - 显示在过去一周内创建的所有日志文件.
日期之间 - 显示在输入的日期之间创建的所有日志文件.

以下类型

文件名包
含

选中此复选框可仅显示指定类型的日志.可用的选择因日志文件的不同而异，可能包括以下选择：



备份



恢复



移动用户



维护

选中此复选框可以输入文件名或文件名类型.支持通配符项.
例如：*gold.doc

注意: 如果使用通配符，则必须使用“*”通配符.例如，*.tmp 返回所有带 .tmp 扩展名的结
果，而 .tmp 只返回明确命名为 .tmp 的文件.

限制搜索
为

选中此选项可以限制显示的日志文件为以下日志文件项类型之一：



仅信息项



仅错误和警告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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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错误项



仅警告项



仅本地数据文件夹项



仅本地数据文件夹错误项



仅网络数据文件夹项



仅网络数据文件夹错误项

6.

单击搜索.

7.

双击日志项以查看其他详细信息.

8.

单击关闭.

搜索历史记录日志
可以使用日志文件查看器方便地搜索历史记录日志文件.这样您就可以只显示那些您感兴趣的作业列表.
使用 DLO 管理控制台搜索日志文件：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历史记录.

2.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单击“搜索日志文件”以显示日志文件查看器.

3.

按照步骤 5 中的说明设置过滤选项.

4.

单击搜索.

5.

双击日志项以查看其他详细信息.

6.

单击关闭.

在 DLO 管理控制台上监视警报
当系统需要管理员注意时，DLO 中会显示警报.警报通过显示作业的信息，可帮助 DLO 管理员了解 DLO 作业的当前
状况.
可以生成警报以提供常规信息，警报也可以响应问题.由于问题而生成警报时，该警报会包含有关问题的信息，有时还
会包括解决问题的建议.
DLO 管理员可以选择显示所有警报，也可以限制显示的警报类型.
活动警报显示系统中为活动状态并且需要操作员响应的警报.警报历史记录显示已响应的警报或已从系统中自动清除的
警报.
此外，屏幕底部的状态栏还会显示警报图标.状态栏中显示的图标表示“活动警报”列表中最严重的警报类型.因此，如果
当前的或最新的警报不是最严重的，则状态栏中的图标不会与警报列表中最新警报的图标相匹配.
Desktop Agent 对警报进行过滤，以便尽量减少 DLO 的负载. 默认情况下，在 24 小时内每种类型的警报只有一个.例
如，在 24 小时内从运行 Desktop Agent 的台式机上只能看到一个“本地磁盘不足条件”警报.

注意: 不能过滤“备份/恢复完成”警报.如果启用了这些警报，每次备份或恢复作业完成时都会生成这些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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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指定天数的活动警报被清除并移到警报历史记录中.如果历史记录中的警报被清除的天数超过指定的天数，它们将
被删除..
如果手动清除警报，它将被移到警报历史记录中.手动删除警报会永久地删除它.
可以将 DLO 设置为发生警报时通知收件人.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配置警报通知.
以下是警报类型的说明：

警报分类
警报类型

说明

信息

通知您发生了预期的操作，例如成功完成备份或恢复作业.

警告

通知您潜在的问题.例如，如果在给定的时间段内台式机上的备份操作没有完成，或者当接近磁盘配额限制
时，则会生成警报.
通知您应用程序或其数据当前有危险或者有潜在的危险.例如，如果备份未能完成，或者台式机超过了它的磁

错误

盘配额限制，则会生成错误.

下表列出了可能的警报：

DLO 警报
类型

名称

说明

备份作业以出现错误而结束

备份作业已结束，但是生成了错误.

恢复作业以出现错误而结束

恢复作业已结束，但是生成了错误.

错误

文件服务器上发生了错误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磁盘空间已 包含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卷已满.没有足够的可用磁盘
满

空间来备份当前文件.该文件将直接复制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已达到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存储 当尝试将新版本添加到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时，达到了指定的磁盘存储限制.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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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目录名称或卷标识法不正 指明需要注意的存储系统问题或被 SRM 软件拒绝的文件名.如果是后者，这
确.

些文件应当添加到 DLO 全局排除列表中.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配置全局排
除过滤器.

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磁盘空间已满 包含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卷已满.没有足够的可用磁盘空间来备份当前文
件.

已达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存储 当尝试将新版本添加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时，达到了指定的磁盘存储限制.
限制
无法配置 Desktop Agent

已连接新用户，但由于未知原因，无法正确配置.

暂停备份并提醒管理员节流失败

因节流失败备份作业已经暂停。

备份作业以出现警告而结束

备份作业已结束，但是生成了警告.

恢复作业以出现警告而结束

恢复作业已结束，但是生成了警告.

恢复作业在 1 小时内还未

已提交恢复作业，但是 1 小时过去了，此恢复作业还未

警告

结束

恢复作业在 12 小时内还未结束

结束.
已提交恢复作业，但是 12 小时过去了，此恢复作业还未
结束.

恢复作业在 24 小时内还未结束

已提交恢复作业，但是 24 小时过去了，此恢复作业还未
结束.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已接近其存储 用户的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已存储的备份数据量接近指定的大小限制.
上限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磁盘空间不 包含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卷的磁盘空间不足.
足
试用期每日提示

此提示指定 Symantec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试用期剩余的天数.

试用期已满

DLO 试用期已过.要继续使用 DLO，需要许可证.

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接近存储限制 用户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已存储的备份数据量接近指定的大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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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磁盘空间不 包含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卷的磁盘空间不足.
足
14 天之内没有备份

台式机已 14 天没有进行备份.

28 天之内没有备份

台式机已 28 天没有进行备份.

7 天之内没有备份

台式机已 7 天没有进行备份.

没有匹配的自动用户分配

新用户已连接，但是找不到匹配的自动用户分配.

备份作业已结束

备份作业已成功结束.

恢复作业已排队

已从 DLO 管理服务器启动恢复作业.

恢复作业已结束

恢复作业已成功结束.

PST 文件被跳过，因为未在

台式机上的 PST 文件未进行备份，因为它未在 Microsoft Outlook 中配置.

信息

Outlook 中配置
用户已配置

新用户已连接并配置成功.

配置警报
要配置警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警报.

2.

在“任务”窗格的警报任务下，单击配置警报.

3.

选择要接收的警报，并清除不希望接收的警报的复选框.

4.

要在所选警报生成后为收件人发送通知，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必须先为通知配置警报，然后选择收件人.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配置警报通知和配置通知的收件
人.

5.



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警报.要选择多个警报，请单击一项，然后按住 <Ctrl> 或 <Shift> 键并同时单击其他项.



选中为收件人发送所选警报的通知复选框.



单击属性.



选择要接收警报通知的收件人.



单击确定.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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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DLO 警报
从 DLO 管理控制台的“警报”视图中，可以查看警报的子集、清除警报以及将警报移到历史记录日志中.
查看 DLO 警报：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警报.

2.

选择活动警报查看活动警报，或选择警报历史记录查看已经清除的警报.

注意: 指定天数前的警报将被清除并移到警报历史记录中.
3.

要按类型过滤警报，请从“活动警报视图过滤器”或“警报历史记录视图过滤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选项，如下所述：
活动警报视图过滤器

项目

说明

显示错误

列出所选视图的错误警报.

显示警告

列出所选视图的警告警报.

显示信息

列出所选视图的信息警报.

4.

要查看警报的属性，请在活动警报或警报历史记录列表中右击该警报.

5.

如果日志文件与警报关联，则会提供日志文件的链接.单击此链接查看日志文件.

6.

单击“关闭”以关闭“警报信息”对话框.

清除 DLO 警报
默认情况下，警报被设置为在指定时间后移到警报历史记录中；不过，有些警报可能频繁出现并填充活动警报窗格.在
系统自动移动这些警报之前，您可能想将它们清除到警报历史记录窗格中.
要清除 DLO 警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LO 导航栏上，单击“警报”.

2.

如果需要，按查看 DLO 警报：中的说明过滤“警报”视图.

3.

从警报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清除的警报.

4.

在“任务”窗格的警报任务下，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选择响应仅清除选定的警报.



选择全部响应“确定”，将所有警报状态更改为已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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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警报通知
DLO 有几种方法可以通知警报：



SMTP



MAPI



Lotus Notes 电子邮件



寻呼机



打印机



NetSend

要使用通知，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配置要用来通知收件人的方法.“打印机”和“网送”通知方法不需要预先配置.



配置收件人.收件人是个人、计算机控制台、打印机或组.它们可以配置为使用一种或多种通知方法.



向警报或作业分配要通知的收件人.

配置警报通知方法
DLO 可以配置为使用以下方法通知个人有关指定的警报：



SMTP 电子邮件通知.请参见配置用于通知的 SMTP 电子邮件.



MAPI 电子邮件通知.请参见配置用于通知的 MAPI 电子邮件.



VIM (Lotus Notes) 电子邮件通知.请参见配置用于通知的 VIM 电子邮件.



寻呼机通知.请参见为警报通知配置寻呼机.

配置用于通知的 SMTP 电子邮件
您必须拥有与 SMTP 兼容的电子邮件系统（如 POP3 邮件服务器）才能使用 SMTP 通知方法接收警报通知消息.
要配置 SMTP 电子邮件通知方法，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电子邮件和寻呼机通知.

2.

单击 SMTP 配置选项卡.

3.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SMTP 配置”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此通知方法.

SMTP 邮件服务器

键入您拥有有效用户帐户的 SMTP 邮件服务器的名称.DLO 不会检查该服务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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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或电子邮件地址的有效性.

SMTP 端口

默认为标准 SMTP 端口.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必更改默认设置.

发件人姓名

键入发送通知消息的用户的姓名.

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 键入发送通知消息的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
电子邮件地址应该包含向邮件服务器标识该用户的名称，接着是符号 (@) 和邮件
服务器的主机名及域名.例如，john.smith@company.com.

启用 SMTP 身份验

选中此复选框可启用 SNMP 身份验证.

证

4.

SMTP 服务器登录

键入 SMTP 服务器登录凭证.

发件人密码

键入该登录用户的密码.

确认密码

再次键入密码以确认.

单击确定.

相关主题：
配置通知的收件人
配置用于通知的 MAPI 电子邮件
您必须拥有与 MAPI 兼容的电子邮件系统（如 Microsoft Exchange）才能使用 MAPI 通知方法接收警报通知消息.

注意: 如果在安装 DLO 后安装 Outlook，为了启用 MAPI 电子邮件通知并保存 MAPI 配置设置，必须停止并重新
启动 DLO 管理服务.

配置 MAPI 警报通知：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电子邮件和寻呼机通知.

2.

单击 MAPI 配置选项卡.

3.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MAPI 配置”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此通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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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服务器

键入 Exchange 服务器的名称.必须使用 DLO 服务帐户能够访问的 Exchange 服务器.

名称
发件人邮箱
名

键入发送通知消息的邮箱，例如，John Smith.该名称出现在邮件的“发件人”字段中，它不需要完整
的地址.

注意: DLO 服务必须在对用于 MAPI 通知的 Exchange 邮箱具有权限的域帐户下运行，
才能保存 MAPI 配置设置.

4.

单击确定.

相关主题：
配置通知的收件人
配置用于通知的 VIM 电子邮件
必须拥有与 VIM (Lotus Notes) 兼容的电子邮件系统才能使用 VIM 通知方法接收警报通知消息.
配置 VIM 警报通知：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电子邮件和寻呼机通知.

2.

单击 VIM 配置选项卡.

3.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VIM 配置”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此通知方法.

Notes 客户端目录

键入 Notes 客户端所在目录的路径.

邮件密码

键入使您能连接到 Notes 客户端的密码.

确认邮件密码

重新键入使您能连接到 Notes 客户端的密码.

4.

单击确定.

相关主题：
配置通知的收件人
为警报通知配置寻呼机
可以将 DLO 配置为用警报通知消息寻呼您.必须在系统中设置调制解调器才能使用寻呼机通知方法.为使寻呼机通知正
常工作，必须确保正在使用的调制解调器可以与寻呼服务正常通信.设置寻呼机通知之前，请与您的寻呼服务联系，以
了解有关与寻呼服务一起使用的调制解调器的推荐品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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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电子邮件和寻呼机通知.

2.

单击寻呼机配置选项卡.

3.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4.

项目

说明

启用

选中“启用”以激活此警报通知方法.

选择用于发送寻呼的调制解调器

从列表中选择调制解调器.只有 Windows 识别的调制解调器才会出现在列表中.

单击确定.

配置通知的收件人
收件人是具有预定义通知方法的个人、计算机控制台、打印机或组.收件人配置包括选择通知方法和定义通知限制.为收
件人创建各项后，您可以将收件人分配给警报或作业.以下收件人类型可配置为接收通知：



个人.具有通知的预定义方法（如 SMTP、MAPI 或 VIM 电子邮件或寻呼机）的个人.在您能为收件人启用通知方法之前，
必须先配置该方法.



SNMP 陷阱.SNMP 陷阱被发送到配置为接收它们的计算机.



网送.用作通知收件人的计算机.



打印机.通知可以发送到的特定打印机.



组.由一个或多个收件人组成的组，包括个人收件人、网送收件人和其他组.

相关主题：
配置警报通知

配置用于个人收件人的 SMTP 邮件
如果您已经配置了 SMTP 通知方法，则可以将个人收件人配置为接收 SMTP 电子邮件通知消息.
为个人收件人配置 SMTP 邮件：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收件人.

2.

单击新建.

3.

单击个人.

4.

单击确定.

5.

在名称字段中，键入要配置的收件人的姓名.

6.

单击 SMTP 邮件选项卡.

7.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SMTP 邮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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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说明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收件人激活此通知方法.

地址

键入要将通知消息发送到的个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例如，john.smith@company.com.

测试

允许您对收件人的通知配置进行测试.

限制发送通知的数目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

在 x 分钟内

对于生成的所有警报，请键入可以在指定分钟数内发送给收件人的通知总数.发送了指定数目的通知

最多通知我 x
次
在 x 分钟后
重置通知限
制

后，在到达指定的分钟数前不会再发送更多通知.可以设置的最大分钟数为 1440，即一天的分钟数.

选中此复选框可输入在重置通知限制之前必须达到的分钟数.达到该时间限制后，已发送的通知数被
重置为零.

限制可发送通知的时间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并配置收件人可接收通知的时间
长度.

计划
8.

允许您选择可将通知发送给收件人的日期和时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为收件人计划通知.

单击确定.

配置用于个人收件人的 MAPI 邮件
如果您已经配置了 MAPI 通知方法，则可以将个人收件人配置为接收 MAPI 电子邮件通知消息.
为个人收件人配置 MAPI 邮件：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收件人.

2.

单击新建.

3.

单击个人.

4.

单击确定.

5.

在名称字段中，键入要配置的收件人的姓名.

6.

单击 MAPI 邮件选项卡.

7.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MAPI 邮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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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说明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收件人激活此通知方法.

邮箱

键入要将通知消息发送到的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或邮箱名称.例如，
john.smith@company.com 或 John Smith.

测试

允许您对收件人的通知配置进行测试.

限制发送通知的数目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

在 x 分钟

对于生成的所有警报，请键入在指定分钟数内发送给收件人的最大通知数.发送了

内最多通
知我 x 次

指定数目的通知后，在到达指定的分钟数前不会再发送更多通知.可以设置的最大
分钟数为 1440，即一天的分钟数.

在 x 分钟
后重置通
知限制

选中此复选框可输入在重置通知限制之前必须达到的分钟数.达到该时间限制后，
已发送的通知数被重置为零.

限制可发送通知的时间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并配置收件人可接收通知的时间
长度.

计划

允许您选择可将通知发送给收件人的日期和时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为收件人
计划通知.

8.

单击确定.

为个人收件人配置 VIM 邮件
如果您已经配置了 VIM 通知方法，则可以将个人收件人配置为接收 VIM 电子邮件通知
消息.
为个人收件人配置 VIM 邮件：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收件人.

2.

单击新建.

3.

单击个人.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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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名称字段中，键入要配置的收件人的姓名.

6.

单击 VIM 邮件选项卡.

7.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VIM 邮件”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收件人激活此通知方法.

地址

键入要将通知消息发送到的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例如，JohnSmith@company.com.

测试

允许您对收件人的通知配置进行测试.

限制发送通知的数目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

在 x 分钟内最 对于生成的所有警报，请键入在指定分钟数内发送给收件人的通知总数.发送了指定数目的通知后，
多通知我 x 次

在到达指定的分钟数前不会再发送更多通知.可以设置的最大分钟数为 1440，即一天的分
钟数.

在 x 分钟后重 选中此复选框可输入在重置通知限制之前必须达到的分钟数.达到该时间限制后，已发送的通知数被
置通知限制

重置为零.

限制可发送通知的时间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并配置收件人可接收通知的时间
长度.

计划

允许您选择可将通知发送给收件人的日期和时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为收件人计划通知.

为个人收件人配置寻呼机
如果您已经配置了寻呼机通知方法，则可以将个人收件人配置为接收来自寻呼机的通知
消息.
为个人收件人配置寻呼机：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收件人.

2.

单击新建，然后单击个人.

3.

单击确定.

4.

在名称字段中，键入要配置的收件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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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寻呼机选项卡.

6.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寻呼机”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为收件人激活此通知方法.

长途电话

键入访问寻呼服务提供商的调制解调器所需的区号和电话号码.此寻呼服务号码可能和您输入
的手动发送寻呼的号码不同.

国家/地区名

输入寻呼机所在的国家/地区的名称和国家/地区代码.

称和代码
寻呼机 PIN

键入寻呼服务提供商提供的寻呼机标识码.如果您使用 TAP 服务，则将获得一个 PIN，在大
多数情况下，该号码是寻呼机电话号码的后七位数字.

高级寻呼机设置选项
高级

允许您配置寻呼机的其他设置.有关这些选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高级寻呼机信息”对话框.

测试

允许您对收件人的通知配置进行测试.

限制发送通知的数目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

在 x 分钟内

对于生成的所有警报，请键入在指定分钟数内发送给收件人的通知总数.发送了指定数目的通

最多通知我 x
次

知后，在到达指定的分钟数前不会再发送更多通知.可以设置的最大分钟数为 1440，即一天
的分
钟数.

在 x 分钟后
重置通知限
制

选中此复选框可输入在重置通知限制之前必须达到的分钟数.达到该时间限制后，已发送的通
知数被重置为零.

限制可发送通知的时间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并配置收件人可接收通知的时间
长度.

118

配置警报通知

计划
7.

允许您选择可将通知发送给收件人的日期和时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为收件人计划通知.

单击高级以配置高级寻呼机设置选项，并按如下方式选择适当的选项：

“高级寻呼机信息”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寻呼机配置
密码

如果需要，请键入寻呼机的密码.

消息长度

键入您想对信息使用的最多字符数.该数字由寻呼服务提供商确定.

重试次数

键入您想要寻呼服务提供商重试寻呼的次数.该数字由寻呼服务提供商确定.

寻呼机类型
数字

如果您配置的寻呼机只接受数字，则选择该选项.

字母和数字

如果您配置的寻呼机接受字母和数字，则选择该选项.

调制解调器配置
调制解调器波特率 选择调制解调器的速度.显示的速度受寻呼服务限制；请选择适当的速度，而不管调制解调器速
度是多少.

数据位、奇偶效验 选择通信协议.大多数情况下，应该使用 Windows 默认值.
和
停止位
8.

单击确定保存 ì 高级寻呼机信息对话框中的设置，然后单击确定保存寻呼机配置设置.

配置 SNMP 陷阱收件人
要将 SNMP 陷阱配置为收件人，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收件人.

2.

单击新建.

3.

单击 SNMP 陷阱.

4.

单击确定.

5.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SMTP 邮件”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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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说明

名称

键入 SNMP 陷阱收件人的名称.

主机

键入 SNMP 主机计算机的名称.

端口

输入 SNMP 端口号.默认 SNMP 端口为 162.

限制发送通知的数目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

在 x 分钟内最

对于生成的所有警报，请键入在指定分钟数内发送给收件人的通知总数.发送了指定数目的通知

多通知我 x 次

后，在到达指定的分钟数前不会再发送更多通知.可以设置的最大分钟数为 1440，即一天的分
钟数.

在 x 分钟后重
置通知限制

选中此复选框可输入在重置通知限制之前必须达到的分钟数.达到该时间限制后，已发送的通知数
被重置为零.

限制可发送通知的时间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并配置收件人可接收通知的时间
长度.

计划
6.

单击确定.

7.

单击关闭.

允许您选择可将通知发送给收件人的日期和时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为收件人计划通知.

配置网送收件人
可以将网送配置为向目标计算机或用户发送通知消息.

注意: 如果目标计算机上安装了 Internet 弹出式广告阻止软件，则不会显示网送通知消息.

配置网送收件人：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收件人.

2.

单击新建，然后单击网送.

3.

单击确定.

4.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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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送收件人属性”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名称

键入要为其配置通知的收件人的名称.

目标计算机

键入将通知发送到的计算机或用户的名称.应该输入计算机而不是用户，因为如果用户从网络中

或用户名称

注销，“网送”消息将失败.

注意: 如果目标计算机上安装了 Internet 弹出式广告阻止软件，则不会显示网送通知
消息.

所有计算机

选中所有计算机复选框可将通知发送给网络中的所有计算机.

测试

允许您对收件人的通知配置进行测试.

限制发送通知的数目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

在 x 分钟内

对于生成的所有警报，请键入在指定分钟数内发送给收件人的通知总数.发送了指定数目的通知

最多通知我

x次

后，在到达指定的分钟数前不会再发送更多通知.可以设置的最大分钟数为 1440，即一天的分
钟数.

在 x 分钟后
重置通知限
制

选中此复选框可输入在重置通知限制之前必须达到的分钟数.达到该时间限制后，已发送的通知
数被重置为零.

限制可发送通知的时间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并配置收件人可接收通知的时间
长度.

计划
5.

允许您选择可将通知发送给收件人的日期和时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为收件人计划通知.

单击确定.

配置打印机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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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为收件人选择已安装的打印机作为通知方法；但是 DLO 不支持传真打印机设备.只能选择使用与 DLO 服务帐户
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配置的打印机.
配置打印机收件人：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收件人.

2.

单击新建，然后单击打印机.

3.

单击确定.

4.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打印机收件人属性”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名称

键入要为其配置通知的收件人.不能使用传真打印机设备来接收通知.

目标打印机

选择通知消息将发送到的打印机的名称.

测试

允许您对收件人的通知配置进行测试.

限制发送通知的数目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

在 x 分钟内

对于生成的所有警报，请键入在指定分钟数内发送给收件人的通知总数.发送了指定数目的

最多通知我

x次

通知后，在到达指定的分钟数前不会再发送更多通知.可以设置的最大分钟数为 1440，即一
天的分
钟数.

在 x 分钟后
重置通知限
制

选中此复选框可输入在重置通知限制之前必须达到的分钟数.达到该时间限制后，已发送的
通知数被重置为零.

限制可发送通知的时间
启用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该选项，并配置收件人可接收通知的时间
长度.

计划

允许您选择可将通知发送给收件人的日期和时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为收件人计划通知.

配置组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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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是通过添加收件人作为组成员来配置的.组包含一个或多个收件人，并且每个收件人都能接收通知消息.组成员可以是
个人、计算机、打印机或其他组的组合.
配置组收件人：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收件人.

2.

单击新建，然后单击组.

3.

单击确定.

4.

在组名称字段中，键入要为其配置通知的组的名称.

5.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6.

项目

说明

向组中添加成员

从全部收件人列表中选择收件人，然后单击添加将他们移动到组成员列表中.

从组中删除成员

从组成员列表中选择收件人，然后单击删除将他们移动到全部接收人列表中.

单击确定.

可以将新组添加到其他组中

为收件人计划通知
在收件人配置过程中，可以启用限制可发送通知的时间选项来选择一周中哪一天或哪几天的什么时间收件人可以接收通
知消息.配置收件人后，可以通过编辑收件人通知属性来修改计划.
有关收件人配置过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配置通知的收件人.
要为收件人配置通知计划，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收件人属性”对话框的限制可发送通知的时间组框下，单击启用激活此选项.

注意: 要访问“收件人属性”对话框，请在“工具”菜单中单击收件人.单击新建创建一个新收件人，或者选择
现有的收件人，然后单击属性.
2.

单击计划.

3.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

计划通知

项目

说明

包括工作日

清除包括工作日复选框以排除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 8 点到下午 6 点.

包括平日晚上

清除包括周日晚复选框以排除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 6 点到上午 8 点.

包括周末

清除包括周末复选框以排除星期六和星期日，每天 24 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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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可以选择包括工作日、包括周日晚或包括周末的任何组合，或单击图表中的任一小时以选择或清
除该小时.
4.

单击确定.

编辑收件人通知属性
您可以随时编辑收件人通知属性并更改收件人信息，如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或计划.
编辑收件人通知属性：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收件人.

2.

选择要编辑的收件人.

3.

单击“属性”.

4.

编辑所选收件人的属性.

可以编辑除名称字段中的收件人名称之外的任何属性.要修改收件人名称，必须创建一个新收件人，然后删除
旧的收件人.
5.

单击确定.

编辑收件人通知方法
配置收件人后，您可以配置新的通知方法或编辑现有的通知方法.
编辑通知方法：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收件人.

2.

选择要编辑的收件人并单击属性.

3.

编辑以下类型的通知方法的通知属性：

4.



SMTP 配置.请参见“SMTP 配置”对话框.



MAPI 配置.请参见“MAPI 配置”对话框.



VIM 配置.请参见“VIM 配置”对话框.



寻呼机配置.单击启用以激活或清除通知方法，然后从已配置的调制解调器列表中选择一个调制解调器.

单击确定.

删除收件人
可以删除不想接收通知消息的收件人；但是，一旦删除将使该收件人被永久删除.如果想保留某个收件人，但不希望该
收件人收到通知，请清除收件人属性中的启用复选框.
删除收件人：
1.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收件人.

2.

选择要删除的收件人，然后单击删除.

3.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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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以在配置完新收件人后启动作业或编辑收件人属性，或从属性窗格中选择其他选项.

DLO 报告
DLO 提供了各种标准报告，用于显示有关 DLO 操作的详细信息.生成报告时，您可以为希望在报告中包括的数据指定
过滤器参数或时间范围.如果检测到 Adobe Acrobat，则会以 Adobe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PDF) 格式显示报告.
如果未检测到 Adobe Acrobat，则会使用 HTML 格式显示报告.PDF 报告和 HTML 报告都可保存并打印出来.
查看可用报告的列表：



下面的报告可从报告视图中获得：

DLO 报告
报告名称

说明

活动的警报

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当前所有活动警报列表.

按计算机列出活动警报

按计算机名称排序的当前所有活动警报列表.

按用户列出活动警报

按 Desktop Agent 用户名字母顺序排序的所有计算机的当前所有活动警报列表.

警报历史记录

按时间排序的过去所有计算机已经发送警报的列表.

按计算机列出的警报历史 按计算机名称排序的过去所有计算机已经发送警报的列表.
记录
按用户列出警报历史记录 按 Desktop Agent 用户名排序的过去所有计算机已经发送警报的列表.
失败的备份

以时间顺序排序的上次备份失败的计算机列表.

按计算机列出的失败的备 按计算机名称列出的上次备份失败的计算机列表.
份
注意: 由于只将最后的备份结果存储在 DLO 数据库中，因此只能报告每台台式机
的最后备份结果，而不能报告失败作业的完整历史记录.

按用户列出失败的备份

按 Desktop Agent 用户名列出的上次备份失败的计算机列表.

注意: 由于只将最后的备份结果存储在 DLO 数据库中，因此只能报告每台台式机
的最后备份结果，而不能报告失败作业的完整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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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间顺序排序的所有 Desktop Agent 计算机上次备份状态的

上次备份状态

列表.

按计算机列出上次备份状 以计算机名称排序的所有 Desktop Agent 计算机上次备份状态的列表.
态
按用户列出上次备份状态 以 Desktop Agent 用户名排序的所有 Desktop Agent 计算机上次备份状态的列表.
相关主题：
查看报告属性
运行报告

运行报告
运行报告时，可以指定过滤条件以确定将包括在报告中的项.生成报告后，只有与所输入条件匹配的项才会出现在报告
中.如果没有输入任何条件，则所有可用的项都将包括在报告中.
运行报告：
1.

在导航栏上单击“报告”.

2.

在报告窗格中，选择要运行的报告.

3.

在“任务”窗格的报告任务下，单击立即运行报告.

4.

从以下可用参数中为要包括在报告中的数据选择适当的参数：

报告过滤器

项目

说明

计算机

选择此选项可创建特定计算机的报告，然后输入台式机的名称.

用户

选择此复选框可创建特定桌面用户的报告，然后输入用户的姓名.

天数

选择此选项可创建特定天数的报告，然后输入天数.

5.

单击确定运行报告.在关闭前可打印或保存报告.

6.

单击确定关闭报告.

查看报告属性
报告属性提供有关每个报告的信息摘要.可以查看这些属性，但不能编辑它们.
查看报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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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导航栏上单击报告.

2.

在报告窗格中，选择要查看其属性的报告.

3.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单击属性.

“报告”对话框提供以下信息：
报告属性

4.

项目

说明

标题

报告的名称.

说明

报告中包括的数据类型.

类别

报告的分类.可用的报告类别包括：



警报



上次备份状态



失败的作业

作者

报告的创建者.

主题

为其创建报告的产品的版本.

关键字

对报告进行分类所使用的主要信息.

文件名

报告模板的文件名.

文件大小

报告模板的大小.

创建日期

报告安装到系统中的日期.

单击确定.

备份和恢复 DLO 文件服务器与数据库
可以使用 Symantec 来备份 DLO 存储位置、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以及 DLO 数据库.
若要备份 Desktop Agent 用户数据，请创建一个备份作业，并在备份选择中包含存储位置或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若要
从 Symantec 恢复 Desktop Agent 用户数据，请将数据从 Symantec 恢复至存储位置或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然后再
使用 DLO 管理控制台将数据恢复到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
若要备份 DLO 数据库，请按 DLO 数据库维护所述使用 -backup 命令创建数据库的副本，然后再在 Symantec 中创
建一个备份作业来备份数据库的该副本.使用 -restore 命令来恢复特定备份文件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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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和群集
在服务器群集中，Symantec DLO 可保护本地磁盘和共享磁盘上的数据.此外，Symantec DLO 还可保护被配置为虚拟
服务器应用程序的 Microsoft SQL 和 Exchange 数据库，因为它们有一个 IP 地址资源和一个网络名称资源，且会以唯
一的服务器名称（虚拟服务器名称）显示在网络上.

群集服务器可为用户提供应用程序和数据的高可用性.在群集服务器中，网络中连接有多个服务器（节点）.每个节点均
可通过所运行的群集软件来访问共享磁盘.如果某个节点不可用，群集资源即会迁移至可用的节点（故障转移）.共享磁
盘和虚拟服务器将保持可用.在故障转移期间，您只会经历短暂的服务中断.

在 Microsoft 群集服务器上安装 DLO 的要求
以下为在 Microsoft 群集上安装 DLO 管理服务器的先决条件：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Enterprise、Windows Server 2008 和 Windows Server 2008 R2

Enterprise 上的 DLO 支持两节点群集.



可在 Windows Server 2003、2008 和 2008 R2 多数节点配置上安装 DLO 群集.不过，为使 DLO 能

够在各节点之间共享数据库文件，配置中必须存在一个共享磁盘.



当向群集中安装管理 DLO 服务器时，控制节点和指定的故障转移节点必须处于联机状态.



安装期间，需要指定管理 DLO 服务器虚拟服务器的唯一 IP 地址和唯一网络名称.



在群集节点上安装 DLO 期间，运行安装的节点必须拥有共享磁盘.



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使用 DLO 服务的域管理员帐户.如果群集中的节点使用 DLO 且具有不同的帐

户，请将服务更改为使用域管理员帐户.

在 Microsoft 群集服务器上配置 DLO
要在 Microsoft 群集服务器上配置 DLO，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所有节点上安装 DLO.

2.

转至开始 > 程序 > Symantec Symantec > Symantec DLO > DLOCluster Configuration Utility.

3.

在 Symantec 群集配置向导中，单击下一步来创建和配置新的 Symantec DLO 群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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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群集组信息中，键入以下内容：
a.

在键入 Symantec DLO 群集组的唯一名称，或使用默认名称中 - 输入所需名称或使用 Symantec
DLO（默认名称）.

b.

在选择此节点的网卡，或使用默认网卡中 - 选择公用选项.

注意：将选择专用选项以便在内部使用群集.
c.

单击更改选择驱动器.

注意：不支持 MSCS Quorum 驱动器 <磁盘>.
d.

在更改应用程序数据的位置中，选择 Symantec DLO 应用程序数据的新位置，然后单击下一
步.更改后的位置将显示在群集组信息窗口中.

5.

单击下一步.

6.

在虚拟服务器信息中，键入以下内容：
a.

在 Symantec DLO 虚拟服务器的名称，或使用默认名称中 - 输入所需服务器名称或使用 DLOVRS
（默认名称）.

b.

在键入 Symantec DLO 虚拟服务器的 IP 地址中- 输入虚拟 IP 地址.

c.

在键入 Symantec DLO 虚拟服务器的子网掩码中 - 输入子网掩码.

d.

单击下一步.

7.

在添加或移除节点中，单击添加，向 Symantec DLO 群集组中添加节点.

8.

单击下一步.

9.

在准备配置群集中，单击配置以配置群集.
成功配置完群集后，会显示以下画面.

10. 在汇总中，将显示对群集配置所做更改的汇总.
11. 单击完成退出向导.

对 DLO 取消群集
对 Symantec DLO 取消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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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至开始 > 程序 > Symantec Symantec > Symantec DLO > DLOCluster Configuration Utility.



在 Symantec 群集配置向导中，单击下一步.



在添加或移除节点中，选择必须从群集中移除的节点，然后单击移除.



所选节点将移动至未在 Symantec DLO 群集组中的节点.



单击下一步.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提示您“您已选择移除所有节点.是否要从共享驱动器中移除数据？”.



单击是.将显示一条警告消息，提示您“是否要在移除群集组后使得共享驱动器中的数据可供此本地节点使用？”



单击是.



在准备配置群集中，单击配置以将设置应用至群集配置.
成功移除群集后，会显示以下画面.



在汇总中，将显示对群集配置所做更改的汇总.



单击完成退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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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 命令行界面管理工具
DLO 提供了许多功能强大的命令行系统工具来管理 DLO 服务器操作，如以下各节所述：



DLO 命令语法



命令的详细信息

DLO 命令语法
DLO 命令行界面命令从安装目录运行，使用 DLOCommandu 命令执行.

注意: Symantec DLO 版本 7.0 以及更高版本的默认安装目录为：

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
如果 Symantec DLO 是从以前版本升级而来的，则依然保留在原始安装目录中.早期版本的 DLO 使用如下默认安装目
录：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 DLO
C:\Program Files\Symantec\NetBackup DLO

DLOCommandu 会按以下形式执行：

DLOCommandu [remote-server-options] command [command-options-and-arguments]
[log-file-option]
远程服务器选项
远程服务器选项使您可以指定要在其上运行命令的远程服务器的名称.如果需要，还可以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远程服务器选项如下：

远程服务器选项
选项

说明

-C<computer>

远程计算机名，默认为本地计算机

-N <user>

完全限定的用户名，例如，Enterprise¥GFord.默认值为当前用户

-W <password>

用户密码（如果指定了 -n）

命令的详细信息
有关可用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AssignSL 命令



-EnableUser 命令



-ChangeDB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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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Test 命令



-ListProfile 命令



-ListSL 命令



-ListUser 命令



-LogFile 命令



-Update 命令



-EmergencyRestore 命令



-SetRecoveryPwd 命令



-NotifyClients 命令



-InactiveAccounts 命令



-MigrateUser 命令



-ListMachines 命令

-AssignSL 命令
-AssignSL 命令用于在现有存储位置不可用时为现有用户分配新的存储位置.新的存储位置必须由同一 DLO 管理服务
器管理

警告 如果可访问现有存储位置，则使用“移动用户”命令将用户移动到新存储位置.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将 Desktop
Agent 用户移到新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可根据用户帐户名、配置文件名称、配置文件 ID、存储位置、存储位置 ID 和文件服务器将 Desktop Agent 用户分
配到新的存储位置.
正在移动的 Desktop Agent 将被禁用，直到通知 DLO 管理服务器移动操作已完成.
语法：
DLOCommandu -assignsl -NI [-A | -F | -P | -PI | -S | -SI | -U ]

注意: 配置文件、存储位置和用户名中允许使用通配符匹配 (*).
如果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冒号，则必须用引号将名称括起来.

命令选项：
-AssignSL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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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NI <newSLID>

-NI 选项用于指定新存储位置的名称.

-A

向所有用户分配新的存储位置.

-F <file server>

向存储位置位于指定文件服务器的用户分配新的存储位置.

-P <profile name>

为具有指定配置文件的用户分配新的存储位置.

-PI <profile id>

为具有给定的配置文件 ID 的用户分配新的存储位置.

-S <SL name>

为具有指定存储位置的用户分配新的存储位置.

-SI <SL id>

为具有给定存储位置 ID 的用户分配新的存储位置.

-U <user>

仅为指定用户帐户分配新的存储位置.

示例：
DLOCommandu -assignsl -NI DLO_SL02 -A
DLOCommandu -assignsl -NI DLO_SL03 -U mmouse
-EnableUser 命令
-EnableUser 命令用于启用或禁用用户.可以按全部、文件服务器（所有存储位置）、配置文件名称、配置文件 ID、
存储位置名称、存储位置 ID 或用户名启用或禁用用户.
如果要从 DLO 管理服务器上强制刷新台式机，请使用此命令.
语法：
DLOCommandu -assignsl -NI [-A | -F | -P | -PI | -S | -SI | -U ]

注意: 配置文件、存储位置和用户名中允许使用通配符匹配 (*).
如果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冒号，则必须用引号将名称括起来.

命令选项：
-EnableUser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A

启用或禁用 DLO 管理服务器上的所有用户.

-E | -D

启用或禁用用户帐户.默认值为启用用户（即 -E）.

-F <file server>

启用或禁用存储位置位于指定文件服务器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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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rofile name>

启用或禁用具有指定配置文件名的用户.

-PI <profile id>

启用或禁用分配到指定配置文件的用户.

-S <SL name>

启用或禁用分配到指定存储位置的用户.

-SI <SL id>

启用或禁用指定存储位置的用户.

-U <user>

仅启用或禁用具有指定用户名的用户.

示例：
DLOCommandu -enableuser -E -A
DLOCommandu -enableuser -D -U mmouse
-ChangeDB 命令
此命令是用来改变现有的数据库到另一个 DLO 数据库。
语法：
DLOCommandu –ChangeDB –DBServer <DB Server Name> -DBInstance <DB Instance Name> DBName <DLO Database Name> -DBDataFile <DLO data file name> -DBLogFile <DLO log file>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DBServer

新的数据库服务器的名称

–DBInstance

数据库实例的名称。
注：指定“，”在一个空数据库实例的情况下。

–DBName

数据库的名称。默认值是地政处

–DBDataFile

数据库文件的名称。默认值是 DLO.mdf

–DBLogFile

日志文件的名称。默认值是 DLO_log.ldf

-ChangeServer 命令
-ChangeServer 命令用于将用户重新分配给另一台 DLO 管理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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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桌面用户必须备份到由该用户所分配到的同一 DLO 管理服务器管理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如果新 DLO 管理服务
器上的匹配自动用户分配可用，系统将自动为用户分配配置文件和存储位置.如果匹配自动用户分配不可用，则可以手
动配置用户.
将 Desktop Agent 用户从一个 DLO 管理服务器重新分配到另一个服务器时，不移动用户的当前配置文件设置和现有
备份文件.它们将保留在原来的文件服务器上.
语法：
DLOCommandu -ChangeServer -M <DLO Administration Server> [ -A | -F <file server> | -P <profile
name> | -PI <profile id> | -S <SL name> | -SI <SL id> | -SP <SL path> | -U <user> ]

注意: 配置文件、存储位置和用户名中允许使用通配符匹配 (*).
如果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冒号，则必须用引号将名称括起来.

命令选项：
-ChangeServer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A

切换所有用户（默认值）.

-F <file server>

切换存储位置位于指定文件服务器的用户.

-M <DLO 管理服务器>

新的 DLO 管理服务器名称.

-P <profile name>

根据配置文件名称切换用户.

-PI <profile id>

根据配置文件 ID 切换用户.

-S <SL name>

根据存储位置名称切换用户.

-SI <SL id>

根据存储位置 ID 切换用户.

-SP <SL path>

根据存储位置路径切换用户.

-U <user>

根据用户名切换用户.

示例：
DLOCommandu -ChangeServer -M sunshine -P Desktop*
DLOCommandu -ChangeServer -M sunshine -SP ¥¥moonlight¥EngDept
DLOCommandu -ChangeServer -M sunshine -SP ¥¥moonlight¥EngDept¥Enterprise-MNoel
-KeyTest 命令
-KeyTest 命令扫描网络用户数据以识别无法用当前加密密钥恢复的加密数据.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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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Commandu -KeyTest
命令选项：
下列选项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
-KeyTest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f

-f 选项可强制为所有用户运行完全扫描.即使数据已经过验证.

-quar -quar 选项可隔离遇到的任何无法恢复的数据.无法使用当前加密密钥恢复的数据隔离在用户的网络用户数据文
件夹的 .dloquarantine 文件夹中.如果未指定此选项，将扫描和报告这些数据，但不会隔离它们.

-

-purge 选项可删除任何以前隔离的数据.

purge
示例：
检查以前尚未经过验证的无法恢复的数据，或者由旧版本的 Desktop Agent 备份的数

DLOCommandu -

据：

keytest

扫描所有数据（即使数据以前已经过验证）以标识无法恢复的数据.隔离无法恢复的数据. DLOCommandu -

keytest -f -quar
-ListProfile 命令
-ListProfile 命令用于列出 Desktop Agent 用户的配置文件.
语法：
DLOCommandu -listprofile [ -A | -P ]

注意: 配置文件、存储位置和用户名中允许使用通配符匹配 (*).
如果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冒号，则必须用引号将名称括起来.

命令选项：
-ListProfile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A

列出所有配置文件的设置（默认值）.

-P <profile name>

仅列出指定配置文件的设置.

示例：
DLOCommandu -listprofile -A

136

DLO 命令行界面管理工具

DLOCommandu -listprofile -P yourprofile
-ListSL 命令
-ListSL 命令用于列出 DLO 存储位置.

语法：
DLOCommandu -listsl [ -A | -F | -S ]

注意: 配置文件、存储位置和用户名中允许使用通配符匹配 (*).
如果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冒号，则必须用引号将名称括起来.

命令选项：
-ListUser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A

列出所有存储位置（默认值）

-F <file server>

列出指定服务器的存储位置

-S <SL name>

仅列出指定的存储位置

示例：
DLOCommandu -listsl -A
DLOCommandu -listsl -F yourserver
DLOCommandu -listsl -S yourSL
-ListUser 命令
-ListUser 命令可用于按照所有、文件服务器、配置文件名称、配置文件 ID、存储位置名称、存储位置 ID 或用户名
列出用户设置.
语法：
DLOCommandu -listuser -assignsl -NI [-A | -F | -P | -PI | -S | -SI | -U ]

注意: 配置文件、存储位置和用户名中允许使用通配符匹配 (*).
如果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冒号，则必须用引号将名称括起来.

命令选项：

-ListUser 命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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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A

列出所有用户的设置（默认）

-F <file server>

列出存储位置在指定文件服务器上的用户的设置

-P <profile name>

按配置文件名称列出用户设置

-PI <profile id>

按配置文件 ID 列出用户设置

-S <SL name>

按存储位置名称列出用户设置

-SI <SL id>

按存储位置 ID 列出用户设置

-U <user>

按用户名列出用户设置

示例：
DLOCommandu -listuser -A
DLOCommandu -listuser -P yourprofile
DLOCommandu -listuser -U mmouse
DLOCommandu -listuser -U m*
-LogFile 命令
LogFile 选项允许管理员更改日志文件的路径或名称.而且，由于每条命令都会覆盖日志文件，因此为了跟踪所有事件
（日志），必须更改下一个日志文件的路径/名称才能保留较早版本.
默认路径是安装路径下的“¥Logs”文件夹：

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Logs
如果 DLO 是从以前版本升级而来的，将使用原来的目录结构.以前版本中“¥Logs”文件夹的默认路径为：

C:¥Program Files¥VERITAS¥Symantec DLO¥Logs

语法：
-LogFile <path¥file>

注意: 配置文件、存储位置和用户名中允许使用通配符匹配 (*).
如果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冒号，则必须用引号将名称括起来.

命令选项：
-LogFile 命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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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说明

<路径>

指定新日志文件的路径

<文件>

指定新日志文件的文件名

示例：
DLOCommandu -logfile test.log
DLOCommandu -logfile“c:¥test.log”
-Update 命令
-Update 命令用于列出、添加、删除以及发布 Desktop Agent 更新.有关更新 Desktop Agent 软件的详细信息，请
参见更新 DLO.
语法：
DLOCommandu -update [ -list | -add | -remove | -publish ]
子命令：
使用以下命令可以列出、添加、删除或发布更新.有关每个命令的可用选项的说明，请参见命令选项：.
-Update SubCommands

子命令

说明

-List [-A|-UI <update id>]

列出以前使用的更新的设置.

-Add F <file name>

将“更新定义文件”添加到更新列表中，并给它分配一个唯一的更新 ID 号.使用 publish 命令发布更新时要使用更新 ID 号.

-Remove [-UI <update id>|-A]

从更新列表中删除一个或多个文件.

-Publish [-R] UI <update id> [P

使用户可以使用指定的更新.可以使用以下选项标识用户：

<profile name>|PI <profile id>|U
<user>]

-P 配置文件名
-PI 配置文件 RecordID.要获得配置文件 RecordID，请运行 -listprofile 命令.
-U 用户名

命令选项：
-Update 命令和子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A

全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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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ile name>

指定包含更新记录的文本文件

-U <user name>

指定完全限定的用户名，如 Enterprise\JFord

-P <profile name>

指定配置文件名称

-PI <profile id>

指定配置文件记录 ID

-R

指定为取消发布

-UI <update id>

指定更新记录 ID

注意: 配置文件、存储位置和用户名中允许使用通配符匹配 (*).
如果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冒号，则必须用引号将名称括起来.

示例：



列出已发布的更新：

列出所有已发布的更新的设置.

DLOCommandu -update -list -A
列出特定更新的详细信息：

DLOCommandu -update -list -UI <updateID>


将文件添加到更新列表，然后为其指定 ID 号

准备要发布的更新文件并为其指定一个唯一的记录 ID 号.执行以下命令时将返回记录 ID 号：

DLOCommandu -update -add -f cntlfile.txt


发布更新，使其在 Desktop Agent 中可用

使用户可以使用更新.可以指定所有用户、特定用户还是配置文件中的用户可以使用此更新.还可以使用通配符来指
定配置文件和用户名.
针对配置文件发布更新：

DLOCommandu -update -publish -UI <updateID> -P <profile name>
DLOCommandu -update -publish -UI 63 -P yourprofile
针对特定用户发布更新：

DLOCommandu -update -list -UI <updateID> -U <us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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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所有用户发布更新：

DLOCommandu -update -list -UI <updateID> -U *


从更新列表中删除文件

从更新列表中删除文件.如果此文件以前已发布，则删除前必须先取消发布.
取消发布：

DLOCommandu -update -publish -R -UI 33
删除：

DLOCommandu -update -remove -UI 3
-EmergencyRestore 命令
-Emergency Restore 命令可使用 DLO 管理员的恢复密码来恢复在 DLO 数据库损坏时可能变得不可用的用户数据.
必须知道恢复密码才能执行此命令.数据将以原始数据结构恢复到指定位置，但不会再对其进行加密.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设置恢复密码.
语法：
DLOCommandu EmergencyRestore <usersharepath> -W <recovery password> -AP <destination
path>

命令选项：
-EmergencyRestore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usersharepath>

指定用户共享目录的完整路径

-W <recovery password>

指定恢复密码

-AP <destination path>

指定将数据恢复到的路径

-SetRecoveryPwd 命令
使用 -SetRecoveryPwd 命令可以更改恢复密码，利用恢复密码可检索 DLO 数据库损坏时可能丢失的加密数据.SetRecoveryPwd 命令现在可更新现有用户及新用户的密码.
一旦设置恢复密码，则仅可以使用 DLO 命令行界面工具对其进行更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设置恢复密码.

语法：
DLOCommandu SetRecoveryPwd <pass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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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fyClients 命令
-NotifyClients 命令强制 Desktop Agent 立即刷新配置文件设置，如果 Desktop Agent 处于脱机状态，则下次连接后刷
新配置文件设置.

语法：
DLOCommandu -notifyclients
-InactiveAccounts 命令
-InactiveAccounts 命令用于列出并删除在指定天数内没有使用的帐户.

列出不活动的帐户：
dlocommandu -inactiveaccounts -list -days <#days>
此命令将返回不活动帐户的列表.此列表包括以下信息，用于删除特定的帐户：



计算机名称



计算机 ID



域\用户名



userID

删除特定的不活动帐户：
dlocommandu inactiveaccounts -delete U <domain¥user name> -M <computer name> -days
<#days>
dlocommandu inactiveaccounts -delete UI <userID> -MI <computer ID> -days <#days>
其中 -U 和 -M 用于按名称删除用户和计算机，-UI 和 -MI 用于按 ID 删除用户和计
算机.
删除在指定天数内不活动的所有帐户：
dlocommandu -inactiveaccounts -delete -a <#days>
-RenameDomain 命令
-RenameDomain 命令在重命名 Windows NT 域之后使用.运行 RenameDomain 命令可更改每个 Desktop Agent 用户
的记录以反映新域名，并更改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路径.它还将更改通知给每个 Desktop Agent.
语法：
DLOCommandu -RenameDomain <OldDomainName> <NewDomainName>
-RenameMS 命令
-RenameMS 命令在重命名 DLO 管理服务器之后使用.运行 RenameMS 命令可更新安装共享、存储位置路径以及网络
用户数据文件夹路径.它还将更改通知给每个 Desktop Agent.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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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Commandu -RenameMS <OldServerName> <NewServerName>
-LimitAdminTo 命令
-LimitAdminTo 命令用于将 DLO 的管理限制为指定组或用户.
语法：
DLOCommandu -LimitAdminTo -NAU <domain¥NewAdminName>
DLOCommandu -LimitAdminTo -NAU <domain¥NewAdminGroup>
命令选项
-LimitAdminTo 命令选项
选项

说明

-NAU

-NAU 选项用于添加新的 DLO 管理员，或者添加 DLO 管理员组.

-DAU

-DAU 选项用于删除 DLO 管理员或 DLO 管理员组.

-L

-L 选项列出当前的所有 DLO 管理员
和组.

-IOProfile 命令
IOProfile 命令可将配置文件从一个 DLO 管理服务器导出，然后再导入到另一个 DLO 管理服务器中.还提供了一个用于
导入全局设置的选项.

注意: 导入配置文件时，最初并未被分配任何用户，因此不会立刻产生影响.导入全局设置后，这些设置会立即应
用于分配给服务器的所有 Desktop Agent 用户.



导出配置文件：

DLOCommandu -C <主服务器名称> -IOProfile -DBF <导出文件名> -E <配置文件名>
上述命令将请求的命名配置文件 (-E) 从指定服务器 (-C) 导出到命名文件 (-DBF).如果配置文件位于运行命令的服务
器上，则不必使用 -C 选项来指定主服务器名称.



导入配置文件：

DLOCommandu -C <服务器名> -IOProfile -DBF <导出文件名>
上述命令将给定文件 (-DBF) 中的配置文件导入到命名服务器 (-C).



如果除了配置文件，还要导入 DLO 管理员帐户管理的控制台设置，请按如下所示使用 IPRCS 选项：

DLOCommandu -C <服务器名> -IOProfile -DBF <导出文件名> -IPRG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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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除了配置文件，还要导入全局设置，请按如下所示使用 IPRGS 选项：

DLOCommandu -C <服务器名> -IOProfile -DBF <导出文件名> -IPRGS

-Report 命令
此命令可生成并保存其中一个预先定义的 DLO 报告.要生成报告，您必须指定与报告相关联的 .rdl 文件的名称.
要获得所有可用报告及其对应 .rdl 文件名的列表，请使用第 183 页中的“-ListReport 命令”，或使用在从 DLO 控制台用
户界面选择 “报告”>“报告名称”>“属性”后显示的文件名.
所有过滤器条件和用于存储报告的输出路径都是可选的.
报告格式也是可选的.默认情况下，生成的报告将保存为 PDF 格式.此命令不使用 DLO 全局设置中的默认报告格式.
语法
DLOCommandu -Report -RDL <RDL 文件名称> [-O <输出路径>] [-FC <计算机名称>] [-FU <用户名称>] [-FD <天数>]
[-T <PDF | HTML | XML | XLS>]
命令选项
–EnableUser 选项
选项

说明
与所需报告关联的 .rdl 文件的名称.报告模板以“报告定义语言”(Report Definition Language,

-RDL <RDL 文件名称>

RDL) 加以指定.
必须指定 RDL 文件名.
所生成报告的存储路径.

-O <输出路径>
如果未指定路径，报告将存储在当前目录中.
-FC <计算机名称>

用于指定计算机名称的过滤器.

-FU <用户名称>

用于指定用户名称的过滤器.

-FD <天数>

用于指定天数的过滤器.

-T <PDF 或 HTML 或

报告的格式.

XML 或 XLS>

如果未指定报告格式，将使用 PDF 格式.

示例

144

DLO 命令行界面管理工具

DLOCommandU -Report -RDL DLOactiveevents_en.rdl -FD 3 -FC MyDesktop -O C:\DLOReports -T PDF
此示例命令将为名为 MyDesktop 的计算机生成过去 3 天活动警报 PDF 格式的报告，并会将其存储在 'C:\DLOReports'
文件夹中.
为了具有唯一的报告标识，所生成报告的名称为 .rdl 文件名后加时间戳.时间戳中包含年、月、日、小时和分钟.

本例中，如果在 2007 年 7 月 25 日 10.28 AM 执行此命令，则会在文件夹 C:\DLOReports 中生成名为
DLOactiveevents_en_200725071028.pdf 的报告文件.

-ListReport 命令
此命令可列出 DLO 中可用的所有报告以及相应 RDL 文件的名称.该命令不接受任何选项.
可使用此命令来确定用作 -report 命令输入的 RDL 文件名.
语法
DLOCommandu -ListReport

-MigrateDomain 命令
此命令用于将用户从旧域迁移到受信任的新域。
语法：
DLOCommandu -MigrateDomain -OD <OldDomainName> -ND <NewDomainName> -U <UserName>
命令选项
表 4-15 -MigrateDomain 命令选项
-OD

旧域的名称。

-ND

新域的名称。

-U

用户的名称，带有或不带有通配符。

-MigrateSL 命令
此命令可将现有 DLO 用户的 NUDF 从一个存储位置迁移至另一个位置.用户及其数据将被移动至新的存储位置.存储位
置可以是 CIFS，也可以是任何备用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迁移的 Desktop Agent 将被禁用，直到系统通知 DLO 管理服务器移动已完成为止.在迁移期间，用户可以将数据离线
备份到本地用户数据文件夹 (LUDF)，且只能恢复 LUDF 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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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命令还可监控和报告迁移进度（迁移状态报告）.该命令可将操作更新和进度记录到日志文件中，还可在命令窗口中
显示日志文件.
如果迁移中断，可重新启动工具来完成迁移，不会丢失任何数据.
迁移成功后，用户将被启用，其配置文件将进行更新以指向新的存储位置.不会从旧存储位置删除用户数据.要从旧存储
位置删除用户数据，需通过手动操作来完成.
可根据用户帐号名称、配置文件名称、配置文件 ID、存储位置、存储位置 ID 或文件服务器名称过滤器选项将 Desktop
Agent 用户迁移至新的网络存储位置.
必须指定新的网络存储位置（-NI 或 -NP 选项）和七个迁移过滤器选项中的其中一个选项.
语法
DLOCommandu -MigrateSL [-NI | -NP] [-A | -F | -P | -PI | -S | -SI | -U]
命令选项
–EnableUser 选项
选项

说明

–NI

新网络存储位置的 ID.

–NP

新网络存储位置的完全限定路径.

–A

迁移所有用户.

–F <文件服务器>

仅迁移指定文件服务器上存储位置中的用户.

–P <配置文件名称>

仅迁移具有指定配置文件名称的用户.

–PI <配置文件 id>

仅迁移具有指定配置文件 ID 的用户.

–S <SL 名称>

仅迁移指定存储位置名称中的用户.

–SI <SL id>

仅迁移指定存储位置 ID 中的用户.

–U <用户>

仅迁移指定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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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配置文件、存储位置和用户名称中允许使用通配符 (*).
如果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冒号，则需要为名称加引号.
示例
DLOCommandu -MigrateSL -NI DLO_SL02 -A
DLOCommandu -MigrateSL -NI DLO_SL03 -U mmouse
迁移状态报告
将为每个迁移操作生成一个状态报告.此报告位于 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Logs 中.下面的示例显示
了一个示例报告.
迁移状态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要迁移的用户总数

:<用户总数>

已迁移的用户总数

:<已迁移用户数>

剩余用户总数

:<剩余用户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成功:<成功数> 已取消:<已取消数> 失败:<失败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用户名称
源 SL
目标 SL
开始时间

:<域\用户名称>
:<旧 NUDF>
:<新 NUDF>
:<开始日期时间>
:<结束日期时间>

结束时间
源上的文件
目标上的文件
源上的字节
目标上的字节

:<源上的文件数>
:<目标上的文件数>
:<源上的总字节数>
:<目标上的总字节数>

迁移结果 :<迁移结果，如果操作失败，会显示详细的错误消息>

-ChangeProfile 命令
此命令用于更改分配给用户的配置文件.这里，可以为多个用户分配同一个配置文件.
语法
DLOCommandu -ChangeProfile -NP|-NPI [-A|-F|-P|-PI|-S |-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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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配置文件、存储位置和用户名称中允许使用通配符 (*).
如果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冒号，则需要为名称加引号.

命令选项
–ChangeProfile 选项
选项

说明

–NI <新 SL ID>

新存储位置 ID

–NP <新 SL 路径>

新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完全限定 UNC 路径

–A

迁移所有用户

–F <文件服务器>

迁移具有指定文件服务器上存储位置的用户

–P <配置文件名称>

迁移具有指定配置文件的用户

–PI <配置文件 id>

迁移具有指定配置文件 ID 的用户

–S <SL 名称>

迁移具有指定存储位置的用户

–SI <SL id>

迁移具有指定存储位置 ID 的用户

–U <用户>

迁移指定用户

-UF<文本文件路径>

迁移指定文本文件中列出的用户.

示例
DLOCommandu -ChangeProfile -NP newprof -A
-MigrateUserSL 命令
此命令用于将 NUDF 迁移到新存储位置.
语法
DLOCommandu -MigrateUserSL [-NI <新 SL id>|-NP <新 SL 路径>] [-A|-F <文件服务器>|-P <配置文件名称>|-PI <配
置文件 id>|-S <SL 名称>|-SI <SL id>|-U <用户>|-UF <文本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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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注意：配置文件、存储位置和用户名称中允许使用通配符 (*).

如果名称中包含空格或冒号，则需要为名称加引号.

命令选项
–-MigrateUserSL 选项
选项

说明

–NI <新 SL ID>

要分配的新配置文件

–NP <新 SL 路径>

要（按 ID）分配的新配置文件

–A

所有用户

–F <文件服务器>

具有指定文件服务器上存储位置的用户

–P <配置文件名称>

具有指定配置文件的用户

–PI <配置文件 id>

具有指定配置文件 ID 的用户

–S <SL 名称>

具有指定存储位置的用户

–SI <SL id>

具有指定存储位置 ID 的用户

–U <用户>

仅限指定的用户帐户

示例
DLOCommandu -MigrateUserSL -NI 12 -A
-MigrateUser 命令
此命令用于将用户迁移到新的存储位置。
语法：
DLOCommandu -MigrateUser [-A|-F <file server>|-P <profile name>|-PI <profile id>|-S <SL name>|-SI <SL id>|-U
<user>|-UF <text file path>]
注意：配置文件、存储位置和用户名中允许使用通配符“*”。如果名称包含空格或冒号，名称周围需要引号。要获得所
有存储位置列表，请使用 -ListSL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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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选项
MigrateUser 命令选项
-M <media server>

新介质服务器名称

-A

迁移所有用户

-F <file server>

迁移具有指定文件服务器上存储位置的用户

-P <profile name>

迁移具有指定配置文件的用户

-PI <profile id>

迁移具有给定配置文件 id 的用户

-S <SL name>

迁移具有给定存储位置的用户

-SI <SL id>

迁移具有给定存储位置 id 的用户

-U <user>

仅迁移指定用户

-UF <text file path>

迁移给定文本文件中列出的用户。

目标数据库可选参数
-DB server <DB server>

默认：和 media server 相同

-DBInstance <DB instance>默认：DLO
-DBName <DB name>

默认：DLO

-DBDataFile <DB data file>默认：DLO.mdf
-DBLogFile <DB log file> 默认：DLO_log.mdf
注意：对 -DBInstance 选项，指定“”表示空实例。
-ListMachines 命令
此命令列出连接到 DLO 管理控制台的所有 DLO Agent 计算机。
语法：
DLOCommandu -ListMachines
计算机列表显示在命令提示符处。要将列表存储在文件中，运行命令时提供一个文件名。
DLOCommandu -ListMachines <file path>
示例 DLOCommandu -ListMachines > C:\MachineList.txt

DLO 命令行接口数据库与许可工具
DLO 提供许多命令行系统工具，供您执行配置和维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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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 命令行界面数据库与许可工具命令从安装目录运行，使用 DLODBUtils 命令执行.

注意: Symantec DLO 版本 7.0 以及更高版本的默认 DLO 管理控制台安装目录为：

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
如果 Symantec DLO 是从以前版本升级而来的，将使用原来的目录结构.以前版本的默认安装目录为 C:\Program

Files\Symantec\NetBackup DLO.
命令选项
命令行选项允许您在利用命令行工具执行维护或管理功能时设置特定参数.

服务器

-server <computername>
使用该命令指定 DLO 命令行功能将在哪台计算机上发挥工作.必须在指定计算机上拥有足够的权限才能远程执行功能.
示例 DLODBUtils -server server1 -backup

详细

-verbose
使用该命令打开详细模式，并在执行 DLO 命令行操作时显示更多的详细信息.
示例 DLODBUtils -verbose -backup

DLO 数据库维护
以下命令执行数据库维护功能.命令选项 中汇总的选项可与这些命令一道使用.

检查数据库

-check
该命令对 DLO 数据库进行一致性检查.如果发现任何一致性问题，请运行“修复数据库”命令.请参见修复数据库.

备份数据库

-backup -dir <backup directory>
备份命令允许您将 DLO 数据库备份到指定目录下.
示例 DLODBUtils -backup -dir "c:¥backups¥DLODatabase"

I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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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R 命令复制和恢复 DLO 智能灾难恢复 (IDR) MSDE 数据库文件.

-setupidr
制作 MSDE 数据库文件的副本.
示例 DLODBUtils -setupidr

-idr
恢复利用 -setupidr 命令保存的 MSDE 数据库文件.执行该命令后必须重新启动计算机，所做的更改才能生效.
示例 DLODBUtils -idr

恢复数据库

-restore -databasefile
该命令允许您从特定备份文件恢复数据库.
示例 DLODBUtils -restore -databasefile "c:¥backup¥DLO.bak"

注意: 运行 -restore 命令需要对数据库进行独占访问.

日常维护
使用如下命令进行日常维护.命令选项 中汇总的选项可与这些命令一道使用.

压缩数据库

-compact
允许您通过删除数据库中未使用的空间来缩小数据库.
示例 DLODBUtils -compact

重建索引

-rebuildindex
重建 DLO 数据库的索引.
示例 DLODBUtils -rebuildindex

修复数据库

-repair
修复 DLO 数据库
示例 DLODBUtils -repair

清理警报
-groomalerts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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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早于指定天数的警报.
示例 DLODBUtils -groomalerts 5

数据库管理
挂接数据库
挂接命令使得 DLO 数据库可供数据库引擎使用.

注意: 运行 -attach 命令需要对数据库进行独占访问.运行该命令之前应先停止 DLO 管理服务，在运行该命令之后
再重新启动该服务.

-attach -datafile <database file name> -logfile <database log file name>
示例 DLODBUtils -attach -datafile "c:¥backup¥DLO.mdf" -logfile "c:¥backup¥DLO.ldf"

分离数据库
注意: 运行 -detach 命令需要对数据库进行独占访问.运行该命令之前应先停止 DLO 管理服务，在运行该命令之
后再重新启动该服务.

使用分离命令来分离数据库.
示例 DLODBUtils -detach

许可证管理
这些命令行工具允许通过命令行实现许可证管理.

列出许可证

-list
列出当前 DLO 许可证.
示例 DLOLicenseCLI.exe -list

添加许可证

-add <license key>
添加指定的许可证密钥.
示例 DLOLicenseCLI.exe -add <license key>

删除许可证

-delete <license key>
删除指定的许可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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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DLOLicenseCLI.exe -delete <license key>

DLO 记录命令行界面工具
DLO 提供命令行系统工具，允许对所有 DLO 二进制文件实现不同记录级别。
DLO 记录命令行界面工具命令从安装目录运行，使用 DLOLoggingu 命令执行。
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DLOLoggingu.exe
语法
DLOLoggingu -E <DLO component Executable name> [Options [-L| -LS]]
注意：在分布式 DLO 环境中，DLO 记录命令行工具将部署在安装了各个 DLO 组件的每台计算机上。

DLOLoggingu 选项
-E

此选项用于指定启用记录的 DLO 组件可执行文件名。示例 要启用 DLO 控制台组件记录，
指定 DLOConsoleu.exe 作为 -E 选项的参数。
DLOLoggingu -E "DLOConsoleu.exe"
注意：必须指定 DLO 组件的可执行文件名。否则将不执行命令。

-L

此选项用于指定启用记录的记录级别。使用 -L 选项指定以下参数。
详细 (V)：在此级别下，打印所有错误、警告、跟踪和功能输入/退出跟踪。
常见 (C)：在此级别下，仅将错误、跟踪和警告打印到日志文件。
禁用 (D)：在此级别下，所有警告和错误不打印到日志文件。如果命令行中未指定记录，该值设为默
认值。
如果不为此选项指定任何参数，则默认记录级别设置为禁用，即“D”。
示例：DLOLoggingu -E "DLOConsoleu.exe"

-LS

此选项允许指定日志文件的大小。
注意：使用此选项指定的值对所有启用记录的 DLO 组件是共用的。该值不会对单独 DLO 组件设置
日志大小。
如果首次运行此实用工具时不指定日志大小，则默认日志大小视为 10 MB。
示例：DLOLoggingu -E "DLOConsoleu.exe" -L "V"
设置日志大小后，该值保持不变直到再次使用此选项明确更改日志大小。

注意：运行 DLOLoggingu 命令后，要使新更改生效，请确保重新启动启用记录的 DLO 控制台、DLO 客户端和 DLO 服
务。
示例
要对 DLO 管理服务启用详细记录，运行命令：
DLOLOggingu -E "DLOAdminsvcu.exe" -L "V" -LS "20"
执行此命令后，重新启动 DLO 管理服务使新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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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Desktop Agent
Desktop Agent 是 Symantec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的组件，它通过将数据备份到桌面的本地驱动器和网络上的
存储位置，来保护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统称为桌面）上的文件.Desktop Agent 的初始配置由 DLO 管理员完成.如果
DLO 管理员对您的配置文件进行了设置，使您可以查看整个 Desktop Agent 并修改设置，那么您就可以执行以下操
作：恢复文件，在多个桌面之间同步文件，配置备份选择，设置计划，查看历史记录，等等.
您的配置文件决定了您与 Desktop Agent 之间的交互级别.管理员还可以将 Desktop Agent 配置为不带用户界面运行、
以全功能的用户界面运行，或者介于这两者之间运行.

Desktop Agent 的功能和优点
Desktop Agent 提供以下功能：



数据保护.桌面上所选的文件将自动复制到桌面的本地驱动器及网络上的用户数据文件夹中.Desktop Agent 可以被配置为
不需要用户交互.无论桌面联机还是脱机，都将自动保护文件.DLO 管理服务器 通过备份 DLO 文件服务器上的网络用户数
据文件夹进一步保护数据.



数据可用性.如果多个位置的多个桌面在每个桌面上使用相同的登录凭证，则用户可以访问这些桌面中的数据.如果用户在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至少保存了一个文件修订版，即使当桌面处于脱机状态时，用户也还可以恢复以前的文件修订版.



同步.用相同的登录凭证访问多台计算机的用户可将文件夹配置为在每台计算机上同步.当在一台计算机上更改同步文件时，
更新的文件将被复制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以及配置用于同步的所有其他计算机上的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

Desktop Agent 的系统要求
以下是运行此版本的 Desktop Agent 的最低系统要求.
最低系统要求

项目

说明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2000
Microsoft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1 (SP1) 或更高版本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x64 版本

注意: 任何服务器操作系统（包括 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Storage Server 2003 和 Windows 2000 Server）都不支持 Desktop Agent.
处理器

Pentium 系统

内存

要求：256 MB 内存
推荐：512 MB（或更多，这样可获得更好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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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浏览器

Internet Explorer 5.01 或更高版本；但建议使用 5.5 版.

磁盘空间

安装 Microsoft Windows（典型安装）后需要 25 MB 硬盘空间.启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
夹后可能需要更多的空间.
网络接口卡或虚拟网络适配卡.

其它硬件

安装 Desktop Agent
DLO 管理员决定由谁来安装 Desktop Agent.此人可以是管理员，也可以是桌面用户.安装 Desktop Agent 需要管理员
权限.将 Desktop Agent 安装到桌面后，登录到该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Desktop Agent.登录的用户只能访问与其登
录帐户关联的 DLO 备份文件.
运行 DLO 管理控制台或 Desktop Agent 的所有计算机应当设置为通用时间.这可以通过在网络上配置 Windows Time
Synchronization 服务来完成.有关其他信息，请访问 Web 站点 www.microsoft.com.

注意: 您必须对要在其上安装 Desktop Agent 的桌面具有管理权限.如果在安装期间需要重新启动该台式机，则必
须再次使用同一管理员登录信息才能使安装成功完成.

要安装 Desktop Agent，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要安装 Desktop Agent 的桌面上，浏览到存储 Desktop Agent 安装文件的网络服务器.默认位置为 ¥¥<DLO

Administration Server name>¥DLOAgent.如果不能确定位置，请与管理员联系.
2.

双击 setup.exe 文件.

3.

在“欢迎”屏幕上，单击下一步.

4.

阅读许可协议，然后单击我接受该许可协议中的条款.

5.

单击下一步.

6.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a.

要更改将在其中安装 Desktop Agent 的桌面本地驱动器上的位置，请单击“更改”，输入备用位置，然后单击
“确定”.

b.

要在默认位置安装 Desktop Agent，请继续执行步骤 7.
默认安装位置为 C:¥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DLO¥DLO.

7.

单击下一步.

8.

单击安装.

9.

单击“完成”安装 Desktop Agent.

配置 Desktop Agent
配置 Desktop Agent 时可使用以下主题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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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 DLO 管理服务器



在台式机上使用本地帐户



对 Desktop Agent 使用备用凭证



重置对话框和帐户信息



更改连接状态



禁用 Desktop Agent



启用 Desktop Agent

连接到 DLO 管理服务器
在普通操作过程中，Desktop Agent 与 DLO 管理服务器上的 DLO 数据库和服务通信.使用 Desktop Agent 时，必须使
用域帐户连接到 DLO 管理服务器.

注意: 如果用一组凭证连接到 DLO 管理服务器，然后尝试使用具有另一组凭证的 DLO 连接到该服务器，则身份
验证可能失败.重新启动计算机以重新连接.

Desktop Agent 有可用的新消息时，Desktop Agent 会收到有关此新消息的通知，然后对其进行检索.设置或同步文件
更改时，或者有可用的软件更新时，会发生这种情况.Desktop Agent 与 DLO 管理服务器彼此并不直接连接.

警告 如果试图使用共享名称中的字符连接服务器，而本地系统代码页上没有该（这些）字符，连接将会失败.代码页将
字符代码分别映射到每个字符，并且通常专用于某种语言或某组语言.

在台式机上使用本地帐户
您可以使用本地帐户登录到桌面上.如果使用本地帐户登录到桌面上，Desktop Agent 将提示您输入域帐户的用户名和
密码.
在运行 Desktop Agent 的桌面上使用本地帐户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个本地帐户只能使用一组域凭证.如果您在台式机或便携式计算机上使用多个本地帐户，则应该或者对其他帐户禁用
DLO，或者对每个帐户分别使用唯一的域凭证.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要用备用凭证登录或禁用帐户，请执行以下操作：.
示例 如果您通常以“myusername”身份登录到台式机，则应该有一个与此帐户一起使用的用于 DLO 的域帐户.如果
您偶尔也以“administrator”身份登录，则当您登录到此帐户时可以禁用 DLO.或者，您可以在以“administrator”身份登
录时提供一组唯一的域凭证以用于 DLO.



同一台式机的多个用户都可以使用 DLO，但必须为台式机提供唯一的凭证，并提供唯一的域凭证以与 Desktop Agent 进
行连接.



DLO 不支持 Windows XP 的快速用户切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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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题：
对 Desktop Agent 使用备用凭证

对 Desktop Agent 使用备用凭证
默认情况下，Desktop Agent 使用的帐户是登录帐户，但如果指定了备用帐户（如跨域连接时），这也可以是备用帐户.
如果 Desktop Agent 不识别您使用的登录凭证，您可以为 Desktop Agent 操作指定备用凭证，并保存此帐户信息以用
于将来的会话.如果愿意，您可以对 Desktop Agent 操作禁用某个帐户，以便 Desktop Agent 在您用当前正被使用的帐
户登录时不会运行.此对话框允许您保存此帐户信息以用于将来的连接.

注意: 如果以前建立了与 DLO 管理服务器的网络连接，但它与 Desktop Agent 使用的帐户不相符，Desktop
Agent 会尝试作为 Desktop Agent 用户重新连接.如果失败，将显示以下错误消息：“不允许同一个用户使用多个用户名
建立与服务器或共享资源的多个连接.断开以前与服务器或共享资源的所有连接，然后重试.”Desktop Agent 使用的帐
户在默认情况下是登录帐户，但也可以使用其他（例如为跨域连接）指定的帐户.

使用备用凭证跨域工作
在没有信任关系的跨域配置中，如果多个用户在运行相同的 Desktop Agent，每个用户必须提供 DLO 管理服务器域内
唯一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不同的用户使用相同的凭证，DLO 会显示说明一条该用户已连接到 DLO 管理服务器的错误
信息.

注意: 有关重置已对 Desktop Agent 操作禁用的帐户的信息，请参见重置对话框和帐户信息：.

要用备用凭证登录或禁用帐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当您用 Desktop Agent 不识别的帐户登录到台式机时，将出现“备用凭证”对话框.

2.

按如下所述指定 Desktop Agent 登录选项：

备用凭证
项目

说明

使用此帐户

选择此选项可允许 Desktop Agent 在您使用当前登录所使用的帐户时运行.

用户名称

为授权执行 Desktop Agent 操作的帐户输入用户名.

密码

为用于 Desktop Agent 操作的帐户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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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于 Desktop Agent 操作的帐户键入域.

域

保存我的密码 选中此选项可使 DLO 保存该密码，并在以后当身份验证失败时，使用该密码自动对介质服务器或
存储位置进行身份验证.

注意: 仅当 DLO 管理员启用了此选项时，此选项才会显示.在新部署的 Desktop Agent
上，此选项直到 Desktop Agent 第二次连接到介质服务器时才显示.

禁用此帐户
3.

选择此选项可防止 Desktop Agent 在您使用当前登录所使用的帐户时运行.

单击确定.

重置对话框和帐户信息
在使用 DLO 时，通过选中“不再显示此消息”复选框可隐藏对话框.可重置这些对话框，使其再次显示出来.如果清除了
密码和帐户信息，当需要这些信息来访问资源时，Desktop Agent 将提示您提供它们.
重置对话框和帐户信息：
1.

在工具菜单中单击选项.

2.

如果要重置由“不再显示此消息”复选框隐藏的任何消息对话框，请单击“重置对话框”.

3.

当系统提示是否要重置对话框时，单击是.

4.

如果要清除 Desktop Agent 存储的任何密码和帐户信息，请单击“重置帐户”.

5.

当系统提示是否要清除帐户时，单击是.

6.

单击确定.

更改连接状态
如果您正在使用 Desktop Agent，您的连接状态将显示在 Desktop Agent 控制台的右下角.如果 Desktop Agent 处于脱
机模式，将发生以下情况，直到您选择再次联机工作：



文件不能传输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未决的文件保留在未决文件列表中，状态为“未决的网络”.



作业日志不能复制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



警报并不传送给 DLO 管理服务器.
要更改您的连接状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 Desktop Agent 右下角的连接状态.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单击脱机工作，将 Desktop Agent 设置为脱机模式.



单击联机工作，将 Desktop Agent 设置为联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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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假定网络连接可用，DLO 管理员可设置一个最长时间，在此时间后，Desktop Agent 将自动
返回到联机模式.

禁用 Desktop Agent
如果您的配置文件允许，您可以禁用 Desktop Agent.
要禁用 Desktop Agent，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Windows 的系统任务栏中，右击 Desktop Agent 图标.

2.

单击“禁用”.如果您没有权限执行此操作，此选项将为灰显.

启用 Desktop Agent
如果已禁用 Desktop Agent，且您的配置文件允许，您可以重新启用 Desktop Agent.
要启用 Desktop Agent，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Windows 的系统任务栏中，右击 Desktop Agent 图标.

2.

单击“启用”.如果您没有权限执行此操作，此选项将为灰显.

关于 Desktop Agent 控制台
Desktop Agent 控制台是 Desktop Agent 的用户界面.对 Desktop Agent 控制台的访问受 DLO 管理员控制.DLO 管理
员可能从以下项中选择：
显示完整的界面.使桌面用户能够访问所有 Desktop Agent 选项.
仅显示状态.使桌面用户能够查看备份作业的状态，但他们无法更改 Desktop Agent 的设置或访问除“状态”之外的其他
选项.桌面用户可右击系统任务栏图标打开“状态”视图或退出该程序.
仅显示系统任务栏图标.桌面用户仅可在屏幕右下角的系统任务栏中看到 Desktop Agent 图标.桌面用户可通过右击系统
任务栏图标来退出程序.
不显示任何信息.Desktop Agent 在后台运行.桌面用户不能查看 Desktop Agent.
Desktop Agent 控制台具有以下组件：
Desktop Agent 控制台功能
项目

说明

菜单栏

菜单栏在屏幕顶部横向显示.要显示菜单，请单击菜单名称.直到从控制台屏幕上选择某项时，某些菜单项才可
用.

160

关于 Desktop Agent 控制台

任务栏

任务栏显示在 Desktop Agent 控制台的左侧.要隐藏任务栏，请从视图菜单中选择任务栏.操作从任务栏中启
动，这些操作因所选视图而异.

“视图”菜单

“视图”菜单显示在任务栏中，可用于导航到以下视图：

状态

提供作业状态、列出未决的作业并汇总最近的备份活动.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查看 Desktop Agent 状态.

备份选择

使您能够定义由 Desktop Agent 保护的数据.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使用 Desktop Agent 备份数据.

同步的选定

使您能够将 Desktop Agent 配置为在多台计算机上维护用户所选的文件和文件夹，以便用户始终可以使用最

内容

新的备份版本.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同步桌面用户数据.

恢复

使用户能够恢复备份数据以及搜索备份文件.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使用 Desktop Agent 恢复文件.

历史记录

显示 Desktop Agent 错误、警告和提示性消息.

“任务”菜单

操作将从“任务”菜单启动.这些操作因所选视图而异.

工具菜单
选项

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重置被不再显示此消息复选框隐藏的对话框.



清除 Desktop Agent 存储的密码和帐户信息.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重置对话框和帐户信息.

注意: 要确保在使用 Desktop Agent 时随时获得最新的状态和设置，请从任务菜单中单击刷新.

使用 Desktop Agent 备份数据
使用 Desktop Agent 备份数据时，数据被传输到桌面的本地驱动器上的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然后，数据再传输到由 DLO
管理员分配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通常也由 Symantec 备份，以提供额外的保护级别.

警告 如果试图使用共享名称中的字符连接服务器，而本地系统代码页上没有该（这些）字符，连接将会失败.代码页将
字符代码分别映射到每个字符，并且通常专用于某种语言或某组语言.

有关备份和恢复 Microsoft Outlook PST 文件的信息，请参见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和恢复 Microsoft
Outlook 个人文件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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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备份选择视图中选择要保护的文件.备份选择最初是由管理员分配的，但如果 DLO 管理员设置了您的配置文件，使
您能够查看整个 Desktop Agent 并修改设置，那么您就可以选择备份选择.
脱机工作时，您可以更改 Desktop Agent 设置和备份选择.将存储这些设置，一直到您再次联机工作，然后自动传输这
些设置.如果管理员所做的更改与 Desktop Agent 所做的更改冲突，则使用管理员所做的更改.
可以使用两种视图查看和修改备份选择：标准和高级.标准视图列出本地驱动器的内容，允许您选择要备份的文件和文
件夹.它还使用默认备份选择设置来添加新的选择.高级视图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配置选项.
一个备份选择由以下内容组成：



一个文件夹或文件夹列表



将文件包括到备份中或从备份中排除文件的条件



对保留的文件修订版数的限制



用于压缩、备份文件删除和加密的设置

管理修订版
修订版是文件在特定即时点的版本.当更改和备份文件时，DLO 存储一个新修订版.DLO 在备份选择中为所有文件存储
并保留指定数量的修订版.由于每个备份选择都是单独配置的，因此每个备份选择中保留的修订版的数量可以不同.
超过修订版数时，DLO 删除最旧的修订版，仅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和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保留指定数量的修订版.
您可以限制 DLO 在给定的时段内保留的修订版数.如果您在处理某个文档时经常备份它，则所有修订版可能仅相隔几分
钟.通过指定希望每 24 小时（至少间隔 120 分钟）仅保留两个修订版，可以将较旧的版本保留更长时间.虽然某些中间
版本不保留下来，但它确实支持需要返回较早修订版这种情况.
确定要保留的修订版数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存储数据所需的存储空间量.可以通过将保留的修订版数和保护的
数据量相乘来估算备份所需的空间量.
示例 如果每个文件保留三个修订版，并有 10 MB 的数据要备份，则需要大约 30 MB 的磁盘空间.

虽然压缩可以提高空间使用率，但它会因文件类型和其他因素的不同而发生很大差异.

备用流备份
DLO 现在可保护文件的所有备用流，包括安全流.如果文件的新版本仅包含备用流数据修改，则新版本会替换旧版本，
而不会影响修订版计数.
相关主题：
在标准视图中修改备份选择
在“高级”视图中添加备份选择
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
恢复 Microsoft Outlook 个人文件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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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备用数据流恢复文件

文件清理
Desktop Agent 根据备份选择设置，在创建新的修订版时清理修订版.当创建新修订版后超过限制时，将删除最早的修
订版.
维护清理就是清理已删除的文件.最多每隔 24 小时发生一次.维护清理在上次维护清理发生 24 小时后的第一个备份运行
期间发生.

在标准视图中修改备份选择
备份选择标准视图提供可以选择进行备份的驱动器、文件夹和文件的列表.

注意: 配置文件备份选择是由 DLO 管理员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选择.在标准视图中不能修改配置文件备份选择.只
能修改在 Desktop Agent 上创建的备份选择.配置文件备份选择在标准视图中以灰色复选框显示.如果管理员已授予您
足够的权限，则可以在高级视图中修改配置文件备份选择.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在“高级”视图中修改备份选择.

在标准视图中创建新的备份选择时，将使用默认备份选择设置.使用标准视图向备份选择中添加新的子文件夹和文件时，
这些新的备份选择将具有与主文件夹相同的设置.
在“Desktop Agent”备份选择的“标准”视图中，文件和文件夹显示在树视图中用户可选择或取消选择它们以进行备份的位
置.如果文件或文件夹旁边的复选框灰显，则说明管理员定义了该选项，并且仅当管理员在配置文件定义中授予了相应
权限时，用户才可对该选项进行更改.如果文件或文件夹旁的复选框中出现红色的“X”，则表明管理员从所有备份中排除
了这一项，因而无法选择.
在备份选择标准视图中修改备份选择：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备份选择.

2.

单击标准视图.

3.

选择要备份的文件夹和文件.

单击加号 (+) 可以展开选择，单击减号 (-) 可以折叠选择.

注意: 要随时返回到上次保存的设置，请单击取消更改.
4.

单击保存更改保存新的设置，或者单击取消更改返回到上次保存的设置.

单击“保存”后，先前取消选中的备份选择将被视为已删除的备份选择，不再进行备份.在经过备份选择设置中指
定的天数后，此选择的备份文件将被删除.已删除的备份选择的源文件不会被 Desktop Agent 删除.
选中的（以前未选中的）文件夹将被添加到此桌面的备份选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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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视图中添加备份选择
要在“备份选择”高级视图中添加备份选择，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备份选择.

2.

单击高级视图.

3.

单击添加.

4.

在备份选择对话框的常规选项卡中，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备份选择“常规”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名称

为备份选择键入一个描述性名称.

说明

键入清楚的备份选择说明.此说明可以包括所选的文件夹、为其创建备份选择的用户组或创建备份选择
的目的等内容.

要备份的文
件夹
键入文件夹 选择此选项可将特定的文件夹添加到备份选择中.键入文件夹路径，包括文件夹名.例如，要在驱动器
名

C 上添加名为 MyData 的文件夹，请键入 C:¥MyData.

注意: 一旦创建了备份选择，便无法修改文件夹.

选择预定义 选中此选项可从提供的列表中选择预定义文件夹.
文件夹
包括子文件 选中此选项还将备份指定目录中的所有子文件夹.默认情况下选中此选项.
夹
5.

从“包括/排除”选项卡中，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备份选择的“包括/排除”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包括所有文件类型

选中此选项可包括此备份选择中的所有文件类型.

仅包括和排除下面列出

选中此选项可以仅包括或排除特定的文件或文件类型.

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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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将过滤器添加到包括/排除列表中，请确保在步骤 5 中选中了“仅包括和排除下面列出的项”，然后单击添加包括或
添加排除.

7.

如果您选择了添加排除，将通知您以前与此排除匹配的所有备份文件都将从此备份选择中删除.单击是继续，或单击
否取消.

8.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添加包括过滤器或添加排除过滤器对话框选项

项目

说明

过滤器

键入文件或文件夹的名称或通配符描述，以便在备份选择中包括或排除这些文件或文件夹.
例如，键入 *.mp3 可以在此备份选择中包括或排除具有文件扩展名 .mp3 的所有文件，或键
入 unimportant.txt 可以在备份选择中包括或排除具有此特定文件名的所有文件.
单击扩展名以选择包括或排除所有具有给定文件扩展名的文件的预定义过滤器.

9.

说明

键入此包括或排除过滤器的说明.

应用于

选择以下某一选项：



文件，将此过滤器应用到文件.



文件夹，将此过滤器应用到文件夹.



文件和文件夹，将此过滤器应用到文件和文件夹.

单击确定。

10. 从修订版控制选项卡中，按如下说明为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和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选择适当的选项：

备份选择的“修订版控制”对话框

项目

说明

修订版数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

为备份选择中的每个文件键入要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保留的
修订版数.

注意: 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时，不管在备
份选择中设置多少个修订版，都只维护一个修订版.
限于

选中此选项可限制在给定时间内保留的修订版数，并且可以指定
以下内容：



修订版.选择要保留的版本数.



在过去的 x 小时内.选择要在哪个时间段保留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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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间隔 x 分钟.选择此备份选择中的备份之间必须间隔的
最短时间.

注意: 当创建新修订版后超过上述限制之一时，将
删除最早的修
订版.
为备份选择中的每个文件选择要在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保留的

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修订版数.
选中此选项可限制在给定时间内保留的修订版数，并且可以指定

限于

以下内容：



修订版.选择要保留的版本数.



在过去的 x 小时内.选择要在哪个时间段保留版本.



至少间隔 x 分钟.选择此备份选择中的备份之间必须间隔的
最短时间.

注意: 当创建新修订版后超过上述限制之一时，将
删除最早的修 订版.
修订版时限
废弃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超过以下时限的所
有修订版

输入在多少天后，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的所有修订版将被删除.

注意: 不会废弃最新的修订版.

废弃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超过以下时限的所
有修订版

输入在多少天后，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的所有修订版将被删除

注意: 不会废弃最新的修订版.

10. 在选项选项卡中，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

备份选择选项

项目

说明

Delta 文件传输

如果您选择“Delta 文件传输”，则每次备份文件时，仅传输文件的更改部分并存储到网络用户数
据文件夹中.此外，Delta 文件传输还使用压缩.启用此选项要求已经安装了 DLO 管理员并配置
好了维护服务器.

压缩

如果选择压缩，每次备份文件时，将对此备份选择中的文件进行压缩，以便通过网络传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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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以及存储在桌面和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
这会影响在激活此功能后创建的文件.不会压缩以前存储的文件.
Delta 文件传输也使用压缩.

加密

选择此选项可对要传输的文件进行加密，并将此备份选择中的文件以加密格式存储在网络用户
数据文件夹中.
这会影响在激活此功能后传输和存储的文件.不会加密以前存储的文件.
使用 AES（Advanced Encryption Standard，高级加密标准）和 128 位密钥长度.如果启用了此
功能，将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存储未加密的版本，在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存储加密的版
本.通过网络的传输被加密.

删除源文件后，请从以下位置删除备份的文件：
以下时间之后的
桌面用户数据文
件夹
以下时间之后的
网络用户数据文
件夹

表示从桌面上删除源文件后，DLO 从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删除所有文件版本之前的天数.默认
设置为 60 天.

表示从桌面上删除源文件后，DLO 从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删除所有文件版本之前的天数.默认
设置为 60 天.

11.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在“高级”视图中修改备份选择
如果配置文件向 Desktop Agent 用户授予了足够的权限，则可以在高级视图中修改在 Desktop Agent 上创建的备份选
择以及由 DLO 管理员在配置文件中创建的备份选择.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备份选择.

2.

单击高级视图.

3.

选择要更改的备份选择，然后单击修改.

4.

配置文件备份选择是由 DLO 管理员设置的备份选择.如果备份选择是配置文件备份选择，并且向用户授予了足够的
权限，则可以通过选择下拉菜单中的使用自定义选择修改该备份选择.选择了此选项后，当管理员更新配置文件备份
选择时，将不再更新您的备份选择.

选择下拉菜单中的使用配置文件选择可以随时返回到配置文件备份选择设置.选择了此选项后，如果 DLO 管理
员修改配置文件备份选择，将会更新您的配置文件.
5.

根据需要修改备份选择属性.有关备份选择设置的详细信息，请查看从步骤 4 开始的有关设置备份选择的说明.

6.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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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级视图中删除备份选择
删除备份选择后，将在备份选择中指定的天数后删除备份文件.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备份选择选项.
删除备份选择：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备份选择.

2.

单击高级视图.

3.

选择要删除的备份选择.

4.

单击删除.

5.

单击是确认要删除此备份选择，或单击否取消.

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
DLO 配置为默认以增量方式备份 PST 文件.PST 文件的增量备份由管理员在配置文件中控制，或者由桌面用户在“选
项”对话框中控制（如果已为桌面用户授予足够的权限）.

注意: Outlook 必须是默认邮件应用程序，才能执行 Outlook PST 文件的增量备份.

以增量方式备份 PST 文件时应考虑以下方面：



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时，不管在备份选择中设置多少个修订版，都只维护一个修订版.



恢复 Microsoft Outlook PST 文件时，恢复后的 PST 文件与原始 PST 文件有所不同，详见第 231 页的“恢复 Microsoft
Outlook 个人文件夹文件”中的说明.



已同步的文件不能以增量方式备份.



DLO 配置文件配置为向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传输数据时限制带宽使用时，以增量方式传输 PST 文件期间不会限制带宽.

相关主题：
设置自定义选项

将 Outlook 设置为默认电子邮件应用程序
如果 Outlook 不是默认的邮件应用程序，则 DLO 无法执行 Outlook PST 文件的增量备份.
在 Internet 选项中将 Outlook 指定为默认邮件应用程序：
1.

打开 Internet Explorer.

2.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 Internet 选项.

3.

选择程序选项卡.

4.

在电子邮件列表中选择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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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如果不打算将 Outlook 用作默认邮件应用程序，可以在 Desktop Agent 中禁用有关增量备份的警
告消息，方法是：选择视图菜单中的设置，然后取消选择选项选项卡中的启用 Outlook PST 文件的增量备份.

未决 PST 文件
如果 DLO 备份选择中包括 Outlook PST 文件，则每次关闭 PST 文件时，Outlook PST 文件都会出现在 Desktop
Agent 未决队列中.由于 PST 是共享资源，因此打开和关闭 PST 文件都受一个称为 MAPI 的进程控制.DLO 和 Outlook
都通过 MAPI 进程访问 PST.MAPI 收到应用程序的请求时打开 PST.根据所使用的版本，MAPI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
为响应以下事件而关闭 PST：



应用程序（如 DLO 或 Microsoft Outlook）断开与 PST 的连接（如关闭 Outlook 时）



DLO 启动



PST 停止活动 30 分钟后

关闭 PST 时，DLO 进行以下操作之一.如果 PST 由 MAPI 增量处理（请参见有关增量 PST 的部分），则 DLO 将确定
PST 是否已完整备份.如果已经备份，则仅从 Desktop Agent 未决队列中删除相应的条目，因为 DLO 知道 PST 已经同
步.如果 PST 没有被增量处理，此时将完整备份 PST.
相关主题：
恢复 Microsoft Outlook 个人文件夹文件

以增量方式备份 Lotus Notes NSF 文件
以下类型的 Lotus Notes NSF 文件可以使用增量方式备份：
可以用增量方式备份的 NSF 文件

文件名

位置

BOOKMARK.NSF Notes\Data 目

说明
包含已保存的书签和欢迎页面信息.

录
NAMES.NSF

Notes\Data 目

此文件包含联系人、连接、位置以及个人通讯簿信息.

录
A_<name>.NSF

这是电子邮件归档文件.电子邮件必须归档后 DLO 才能以增量方式备份.有关归档电子
邮件的其他信息，请参见 Lotus Notes 文档.

以增量方式备份文件时，Desktop Agent“状态”视图中没有进度指示器，且只保留一个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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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DLO 配置文件配置为向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传输数据时限制带宽使用时，以增量方式传输 Lotus Notes
NSF 文件期间不会限制带宽.

准备使用 DLO 以增量方式备份 Lotus Notes NSF 文件
Lotus Notes 必须在安装 Desktop Agent 以前已经安装.如果在安装 Desktop Agent 之后才安装 Lotus Notes，则必须再
次运行 Desktop Agent 安装程序来恢复安装.此外，如果安装 Desktop Agent 的过程中打开了 Lotus Notes，则必须重
新启动 Lotus Notes.
Lotus Notes 电子邮件文件仅当在已经归档后才能使用 DLO 以增量方式进行备份.电子邮件归档后，得到的归档文件可
以用增量方式进行备份.有关归档电子邮件的信息，请参见 Lotus Notes 文档.
要配置 Desktop Agent 以增量方式备份 Lotus Notes 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验证 Lotus Notes 在安装 Desktop Agent 之前已安装，或在安装 Lotus Notes 后再次运行了 Desktop Agent 安装程
序以恢复安装.

2.

验证要备份的电子邮件已在 Lotus Notes 中归档.

3.

验证已在适当的备份选择中选择了要备份的 Lotus Notes NSF 文件.有关备份选择的其他信息，请参见使用 Desktop
Agent 备份数据.

4.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工具”下，单击“选项”.

5.

选择“选项”选项卡.

6.

选中“启用 Lotus Notes 电子邮件文件的消息级增量备份”.

7.

单击确定.

在没有为当前用户配置 Lotus Notes 的情况下使用 Desktop Agent
如果用户登录到安装了 DLO 和 Lotus Notes 的计算机，但尚未在 Lotus Notes 中配置该用户，可能会显示包含以下错
误的调试 DOS 窗口：
<time_date_stamp> 已创建新的日志文件：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_name>¥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Lotus¥Notes¥Data¥log.nsf.
<time_date_stamp> 进程 ID 为 <####> 的上一个进程无法正常终止.
如果不手动退出 DLO 进程，将无法关闭该 DOS 窗口，但可以通过为 Lotus Notes 配置当前用户来补救这种情况.一旦
配置了该用户，则在其登录时将不再会生成错误.

删除 Lotus Notes 电子邮件文件
如果 Lotus Notes 电子邮件在被 DLO 备份之前已被删除，将不会对其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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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Desktop Agent 设置
如果 DLO 管理员对您的配置文件进行了设置，使您能够查看整个 Desktop Agent 并修改设置，则您可以使用设置视图
修改以下内容：



备份作业计划选项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位置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磁盘空间限制



日志文件磁盘空间限制



日志记录级别



带宽使用情况

Desktop Agent 将一直使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设置，直到您特意选择使用自定义计划或选项（如更改备份作业计划选项
和设置自定义选项中所述）.
脱机工作时，您可以更改 Desktop Agent 设置和备份选择.将存储这些设置，一直到您再次联机工作，然后自动传输这
些设置.如果管理员所做的更改与 Desktop Agent 所做的更改冲突，则使用管理员所做的更改.

注意: 更改一个 Desktop Agent 上的设置可导致在其他使用同一身份验证的 Desktop Agent 上加载设置.此操作将
取消并重新启动任何正在运行的作业.

更改备份作业计划选项
如果 DLO 管理员对您的配置文件进行了设置，使您能够查看整个 Desktop Agent 并修改设置，则您可以更改备份作业
计划选项.
要更改备份计划选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任务栏的工具下，单击设置.

2.

单击计划选项卡.

3.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作业计划选项

项目

说明

使用配置文件计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使用配置文件计划可以使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计划选项.

划
使用自定义计划

注意: 如果选择了此选项，则无法修改计划选项卡上的其他设置.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使用自定义计划可指定与配置文件计划不同的自定义计划.

运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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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文件更改时

选择每当文件更改时可在文件更改时自动备份文件.

注意: 文件更改时自动备份只能用于 NTFS 文件系统.对于 FAT 文件系统，在
已更改文件的备份间隔字段中键入备份之间间隔的分钟数或小时数.
按照计划

选择此选项可根据计划备份文件.默认值为每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的晚上
11:00 运行备份.
单击修改...可更改此默认值.

手动

选择手动可以仅在启动备份时运行备份.

注销/重新启动/关闭选项
不执行任何任务

如果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不执行任何任务，则即使有需要备份的文件，也可以继续注销、
重新启动或关闭.

注意: 如果作业已在运行中，将出现提示，询问用户是否要在作业完成后再注
销、重新启动或关闭.
提示用户运行作
业

如果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提示用户运行作业，DLO 将询问是否应该在继续注销、重新启动
或关闭前运行备份.

注意: 如果作业已在运行中，将出现提示，询问是否要取消作业以继续注销、
重新启动或关闭.
立即运行作业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立即运行作业可以在继续注销、重新启动或关闭前，不进行提示而备
份等待文件.

注意: 如果作业已在运行中，将出现提示，询问是否要取消作业以继续注销、
重新启动或关闭.
按计划运行作业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按计划运行作业可以继续注销、重新启动或关闭并按计划备份文件.

注意: 如果作业已在运行中，将出现提示，询问是否要取消作业以继续注销、
重新启动或关闭.
下次登录时运行
作业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下次登录时运行作业可以不进行提示而继续注销、重新启动或关闭，
并在下次登录时运行作业.

注意: 如果作业已在运行中，将出现提示，询问是否要取消作业以继续注销、
重新启动或关闭.

设置自定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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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DLO 管理员对您的配置文件进行了设置，使您可以查看完整的 Desktop Agent 并
修改设置，则您可以更改其他 Desktop Agent 设置（如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使用的磁盘
空间）.
设置自定义选项：
1.

在任务栏的“工具”下，单击“选项”.

2.

单击选项选项卡.

3.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使用自定义选项.

4.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选项”对话框

项目

说明

使用配置文件选项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使用配置文件选项”可以使用配置文件中指定的计划选项.

注意: 如果选择了此选项，则无法修改计划选项卡上的其他设置.
使用自定义选项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使用自定义选项”可指定与配置文件计划不同的自定义计划

注意: 必须选择此选项才能访问选项选项卡上的其他设置.
将我的计算机上的磁盘空
间使用限制为：

选择将我的电脑上的磁盘空间使用限制为限制计算机上用于存储备份文件的磁盘空间
数量.
%
选择 % 可输入可用于存储备份文件的硬盘空间的百分比.
MB
选择 MB 可输入可用于存储备份文件的磁盘空间的最大 MB.

日志文件维护
日志文件保留的最短时间
（天数）

指定日志文件最少保留的天数.只有达到指定的最少天数后才会删除日志文件.
注意: 每次创建日志时均会发生日志清理.只有在达到最小寿命，并且同时达到所
有日志文件的总计大小后，才会删除日志文件.

在最少天数后，当总计大小

输入在删除最旧的日志文件之前保留的所有日志文件的最大总计

超出以下值时删除最早的日

大小.

志文件

注意: 如果任何日志文件都未达到日志文件保留的最短时间（天数）设置中
指定的时间，则您存储的日志文件的 MB 数可能大于指定的数字.

日志记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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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清理消息

选中记录清理消息可为清理操作创建日志.

为备份操作记录提示性消息

选中为备份操作记录提示性消息可以为所有备份操作创建日志.

记录警告消息

选中记录警告消息可为产生警告的所有操作创建日志.

启用 Outlook PST 文件的

选中启用 Outlook PST 文件的增量备份可以启用 Microsoft Outlook 个人文件夹 (PST)

消息级增量备份

文件的增量备份.必须启用增量备份，才能在 PST 文件处于打开状态时对其进行备份.
如果未选中此选项，在 Outlook 中配置的 PST 文件在每次保存时都将进行完全备份
（这通常在 Outlook 关闭的情况下发生）.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

启用 Lotus Notes 电子
邮件文件的消息级增量备
份

选中启用 Lotus Notes 电子邮件文件的增量备份可以为某些 Lotus Notes NSF 文件的
增量备份启用 DLO 配置.可能还需要其他步骤来保证这些文件的备份.有关其他信息，
请参见以增量方式备份 Lotus Notes NSF 文件.
取消选中此复选框可以防止 Lotus Notes 文件的增量备份.

移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
如果 DLO 管理员对您的配置文件进行了设置，使您可以查看并修改完整的 Desktop Agent 及修改设置，则您可以更改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位置.
要移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任务栏的工具下，单击设置.

2.

单击备份文件夹选项卡.

3.

单击移动.

4.

在浏览文件夹对话框中，选择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新位置.

5.

单击确定.

6.

系统提示继续时，单击“是”.

7.

单击确定.

自定义连接策略
Desktop Agent 可以配置为禁用或限制某些连接类型的备份.例如，如果 DLO 管理员已授予您足够的权限，您可以选择
在通过拨号连接时禁用备份，而在连接到更高速连接时继续备份.
当备份受到连接策略限制时，文件将备份到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连接策略不再限制备份时，文件将传输到网络用户数
据文件夹.如果禁用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则不提供脱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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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 Active Directory 设置创建连接策略来定义策略，并且有两个或多个策略匹配特定的用户或计算机，则使用限
制最严格的策略.
示例：
一个匹配特定用户或计算机的连接策略禁止将所有超过 500 KB 的文件备份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另一个也匹配此计
算机或用户连接策略禁止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所有备份.系统将采用第二个策略，因为它限制了所有备份，比仅限
制大型文件备份的第一个策略更严格.
要自定义连接策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工具下，单击设置，然后单击连接策略选项卡.

2.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添加/编辑连接策略

项目

说明

连接类型
拨号连接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拨号连接，可以在使用拨号连接时限制或禁用
备份.

IP 地址范围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IP 地址范围，可以限制或禁用特定 IP 地址范围的备份.
指定您希望将连接策略应用于指定的 IP 地址范围内的计算机还是应用于指定的 IP 地址范围以
外的计算机.
选择 IPv6 或 IPv4，并输入连接策略的 IP 地址范围.

注意: 只有 Windows XP 操作系统或更新的操作系统支持 IPv6 地址，并且不强制在
Windows 2000 上运行的 Desktop Agent 用此类地址.在 Windows 2000 计算机上运行的
Desktop Agent 可能需要其他使用 IPv4 地址的连接策略.
Active Directory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Active Directory，可以限制或禁用使用 Active Directory 的备份.选择“配置”
可配置 Active Directory 设置.有关配置 Active Directory 连接策略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步
骤 3.

Desktop Agent 行为
禁用网络备份

选择禁用网络备份可防止用户备份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备份将继续存储到桌面用户数据文
件夹.

对于大于以下大小
的文件禁用网络备

选择对于大于以下大小的文件禁用网络备份可以防止用户基于连接类型备份大于指定大小的文
件.输入以 KB 为单位的文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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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将网络带宽使用限
制为

根据计划窗口强制
策略
3.

选择对于大于以下大小的文件禁用网络备份可以防止用户基于连接类型备份大于指定大小的文
件.输入以 KB 为单位的文件大小.
选中根据计划窗口强制策略可以使连接策略仅在指定时间段范围内应用.
单击计划以设置策略生效的时间范围.计划可以设置为每周运行或在特定日期范围内运行.

如果在上面的步骤 2 中选择了 Active Directory，则按照以下说明配置 Active Directory 设置，并单击“确定”：

“Active Directory 对象”对话框

项目

说明

对象

选择要用来配置连接策略的 Active Directory 对象.可以选择计算机或
用户.

在 LDAP 目录中

键入或浏览至 LDAP 目录.

此目录中的所有对象

选择此选项可以将连接策略应用到此目录下的所有对象.

仅此目录下匹配以下条件的对 选择此选项可以将连接策略仅应用到此目录下匹配指定条件的对象.
象
属性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属性或键入自定义属性.

条件

选择适当的条件.可用的选项包括 =、<、<> 以及 >.

值

键入值以完成要用于确定匹配的条件.可以使用通配符指定该值.

4.

单击确定关闭“添加/编辑连接策略”对话框.

5.

单击确定关闭“设置”对话框.

同步桌面用户数据
备份的数据存储在每个运行 Desktop Agent 的桌面的本地驱动器上的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和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如
果您有多个桌面，您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将包含每个桌面上的备份文件的副本.使用 Desktop Agent 同步文件夹时，
只有文件夹的一个副本及其内容包含在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当某个桌面上的文件被更改时，它存储在该计算机上的
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然后在下一次 DLO 作业运行时上载到网络数据用户文件夹中.然后，当下一次该计算机运行作
业时可以下载到其他同步的台式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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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文件夹后，每次桌面连接到网络以及运行作业时，Desktop Agent 都会检查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如果任何同步文
件夹中有新的文件版本，Desktop Agent 会将新版本下载到桌面上的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如果您更改了当前桌面上的文
件，然后又更改了其他备份计算机上的同一个文件但没有同步这些文件，将会发生冲突，这时系统将提示您选择使用哪
个文件修订版.
通过同步备份数据，您在使用任何桌面上的文件时可以确信您使用的是最新的版本.
同步的选定内容视图会显示在可用于同步的其他桌面上备份的文件夹.从这些文件夹中选择希望与当前的台式机同步的
任何文件夹.

注意: 如果自定义 NTFS 权限或文件夹属性以用于压缩或加密，则必须在恢复或同步后重新应用这些设置.

同步的工作机制
DLO 作业运行时，DLO 执行以下操作来备份并同步文件：



备份桌面上更改的文件.



使同步文件可供与桌面同步的其他计算机使用.



下载在其他计算机上更改并自上次 DLO 作业运行以来上载的同步文件.



保留所有冲突的文件版本.然后，您可以选择使用哪个版本.

备份文件时，可以设置各种过滤器，比如要包括、排除、压缩或加密的文件类型.在计算机间同步文件时，过滤器被组
合在一起.例如，如果一个同步文件被压缩和加密，则所有同步文件都将自动被压缩和加密.如果原始备份选择仅备份
了 .jpg 文件，则同步文件集将仅包括 .jpg 文件.
如果文件夹在同步后更改了设置，并且后来该文件夹又取消了同步，则该文件夹将还原为原始的备份选择设置.例如，
如果原始备份选择仅备份 .jpg 文件，但是此文件夹后来设置为同步并且备份所有文件，那么如果此文件夹以后取消同
步，它将再次仅备份 .jpg 文件.
如果在不同的计算机上备份的文件数不同，DLO 将同步最大数量的文件.例如，如果您在计算机 A 上备份三个文件，在
计算机 B 上备份五个文件，则 DLO 将同步五个文件.
同步选择与备份选择一样受到全局排除的限制.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配置全局排除过滤器.
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管理同步：



标准视图：允许您创建新的同步集.



高级视图：使您可以修改每个同步集的设置.

注意: 要使用同步功能，所有同步的计算机必须运行同一版本的 Desktop Agent，并且所有用户的计算机上的
时钟必须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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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多个桌面同步文件夹：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同步的选定内容.

2.

单击标准视图.

可用于同步的桌面显示在远程计算机窗格中.

注意: 桌面必须具有相同的所有者并且必须使用 Desktop Agent 备份才能显示在“同步的选定内容”视图中.
只有备份的文件夹才能用于同步.
3.

选择要同步的文件夹.

4.

当选择本地文件夹对话框出现时，键入或浏览到用来存储同步文件的位置.

5.

单击确定.

6.

单击保存更改保存选择，或单击取消更改返回到上一次保存的设置.

要查看或更改同步文件夹，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同步的选定内容.

2.

选择高级视图单选按钮.

3.

单击要查看或修改的文件夹.

4.

单击修改.

“同步文件夹”对话框中的“常规”选项卡上标识了用来存储此选择中的同步文件的位置，并且还列出了与所选文
件夹同步的其他计算机.
5.

按备份选择配置的说明（从步骤 5 开始）配置同步文件夹设置.

6.

单击“确定”.

要删除同步文件夹，请执行以下操作：

注意: 删除同步选择时，将以删除源文件的相同方式删除备份文件.它们将会在备份选择中指定的天数后被清理.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同步的选定内容.

2.

单击高级视图单选按钮.

3.

单击要删除的同步选择.

4.

单击删除.

5.

系统提示时，如果要删除备份选择，请单击是继续，或者单击否取消.

解决同步文件冲突
如果在多台计算机上修改同步文件，但未使用 Desktop Agent 更新文件，则将发生冲突，系统将提示您确定保留哪个
文件版本.例如，如果在台式机和便携式计算机上修改相同的文件，当便携式计算机断开与网络的连接时，将会发生冲
突.当便携式计算机随后连接到网络时，将会检测到冲突.
解决同步文件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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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状态.

如果发现冲突，“状态”视图中将显示解决冲突按钮.
2.

单击已发现的冲突链接以打开解决冲突向导.

3.

查看有关同步冲突的信息，并单击下一步.

4.

选择要解决的文件.

5.

单击打开文件夹按钮.

6.

根据需要管理修订版.

例如，要保留较早的修订版，可以删除较新的修订版，并将冲突的修订版重命名为原来的名称.
7.

单击完成.

查看 Desktop Agent 状态
Desktop Agent“状态”视图提供 Desktop Agent 操作的摘要，其中包括：

Desktop Agent 操作
项目

说明

状态

显示 Desktop Agent 作业的当前状态，显示备份的运行时间，并汇总上一次备份的结果.

详细资料

如果为 FAT 驱动器进行了备份选择，则此链接位于状态摘要下.它根据当前 Desktop Agent 设置提供计
划详细信息.

显示/隐藏未决的

隐藏或显示未决的文件.单击此链接时，该选择会在隐藏未决的文件和显示未决的文件之间切换.

文件
使用情况摘要
网络使用情况

显示存储在此计算机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的数据总量.

本地使用情况

显示存储在此计算机的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的数据总量.

详细资料

此链接位于状态摘要下，它提供有关用户数据文件夹使用情况的详细信息.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查看使
用情况详细资料.

从“状态”视图启动未决的作业
从“状态”视图运行未决的作业：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状态.

2.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任务下，单击运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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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运行所有未决的作业，如备份、同步或恢复作业.

暂停或取消作业
如果 DLO 管理员将您的配置文件设置为可以暂停或取消作业，您可以通过按下暂停按钮来执行此操作.可用的选项取决
于暂停作业的类型.单击暂停时，将打开一个对话框指定可用的选项.

注意: DLO 管理员设置一个最长时间，在此时间后，暂停作业将恢复.

暂停作业选项
作业运行的类型

选项

连续



暂停作业，在指定的分钟数后恢复.

手动



暂停作业，在指定的分钟数后恢复.



取消作业，直到再次手动启动.



暂停作业，在指定的分钟数后恢复.



取消作业，直到计划再次启动.

计划

查看使用情况详细资料
“Desktop Agent 状态”视图提供有关用于存储数据的本地和网络磁盘空间的信息摘要.“使用情况详细资料”对话框提供其
他使用情况详细资料和清理功能：



网络和台式机上当前用于存储备份数据的总磁盘空间.



网络和台式机上可用于存储数据的配额（即允许的最大存储空间）.



网络和台式机上可用于存储数据的磁盘空间.



立即删除旧的修订版和已删除文件的选项.



指向其他信息和帮助的链接.

注意: 仅当 Desktop Agent 空闲时，指向使用情况详细资料的链接才可用.作业运行时不会显示此链接.

查看使用情况详细资料并清理文件：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状态.

2.

在“状态”窗格的“使用情况摘要”下，单击“详细资料”打开“使用情况详细信息”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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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查看使用情况信息，并按如下说明执行适当的操作：

使用情况详细资料

项目

说明

使用情况
本地

汇总台式机上用于存储数据的磁盘空间使用情况.提供以下信息：
使用 - 台式机上当前正被用于存储备份数据的总磁盘空间.
配额 - 台式机上可用于存储备份数据的最大磁盘空间量.配额限制由管理员在配置文件中设置，但
如果您被授予修改设置的权限，则您可以从 Desktop Agent 设置视图对其进行修改.有关其他信
息，请参见修改 Desktop Agent 设置.
可用 - 台式机上可用于存储数据且未超过配额的空闲磁盘空间量.如果没有配额，Desktop Agent
将保留少量磁盘空间，以便驱动器不会被备份数据完全填满.

网络

汇总网络上用于存储数据的磁盘空间使用情况.提供以下信息：
使用 - 网络上当前正被用于存储备份数据的总磁盘空间.
配额 - 网络上可用于存储备份数据的最大磁盘空间量.
可用 - 网络上可用于存储当前用户的备份数据且未超过配额的空闲磁盘空间量.

同步文件

汇总存储同步数据的磁盘空间使用情况.提供以下信息：
使用 - 网络上当前正用于存储同步数据的总磁盘空间.

删除已删除的 选择此选项可立即并永久删除网络和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中所有标记为已删除的文件.否则，定期
文件

维护周期将在分配的配置文件中指定的时间后删除这些文件.
单击此按钮将打开删除已删除的文件对话框.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仅删除当前满足备份选择已删除文件条件的已删除文件.



删除所有已删除的文件.

选中从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删除文件复选框可另外从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清理已删除的文件.

其他信息
单击此处可查 单击此处可打开日志文件查看器.有关日志文件查看器的其他信息，请参见在 Desktop Agent 中监
看上一个作业
日志

视作业历史记录.

181

修改 Desktop Agent 设置

使用 Desktop Agent 恢复文件
如果 DLO 管理员将您的配置文件设置为包括恢复文件，则您可以使用 Desktop Agent 将文件恢复到原始目录或备用目
录中.如果 Desktop Agent 用户有多台运行 DLO 的台式机，则可以从每个用户桌面上的所有可用备份中选择文件，但
只能将其恢复到当前的台式机.
有关备份和恢复 Microsoft Outlook PST 文件的信息，请参见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和恢复 Microsoft
Outlook 个人文件夹文件.
如果自定义了 NTFS 权限或目录属性（如文件或文件夹的压缩或加密），必须在恢复后重新应用这些设置.
如果在 Desktop Agent 运行时从网络断开，则浏览“恢复”视图时的响应可能很慢.在“任务”菜单中，选择“刷新”可恢复此
问题.

注意: DLO 可以在计算机重新启动时，通过分段要恢复的文件来覆盖正在使用的文件.使用此功能要求对 Desktop
Agent 计算机具有管理权限.或者，可以通过先关闭正使用文件的应用程序来恢复文件，或将文件恢复到备用位置.

恢复数据：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恢复.

2.

在显示中，选择以下修订版显示选项之一：

恢复文件版本显示选项

项目

说明

所有修订版

所有文件修订版都将显示并可用作恢复选择.

最新修订版

只有最新文件修订版会显示并可用作恢复选择.

在此日期或之后修改

如果选中此选项，请输入在其后修订版将显示并可用作恢复选择的日

的修订版

3.

期和时间，然后单击确定.

选择要恢复的项.

有时，“恢复搜索”视图会包括同一文件的重复项.出现这种情况时，可以选择任何一个文件进行恢复，得到的结
果是相同的.

注意: 删除文件后，备份文件一直保留到被文件清理过程删除为止.如果删除了原始文件，但备份文件仍
可用，则“恢复”视图内表示该文件的图标中会出现一个红色的小“x”，表示原始文件已被删除.有关其他信息，
请参见文件清理.
4.

单击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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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恢复”对话框选项

项目

说明

恢复到此计算机上的原

选择此选项可将文件和文件夹恢复到它们原来的位置.

始文件夹
将恢复重定向到此计算

选择此选项可将文件和文件夹恢复到同一计算机上的备用文件夹.

机上的备用文件夹
保留文件夹结构

选择此选项可按照数据的原始目录结构恢复数据.如果清除此选项，则所有数据（包括子
目录中的数据）将恢复到指定的路径.

选项
如果文件已经存在

选择以下某一选项：



不覆盖



提示



覆盖

恢复已删除的文件

如果想恢复文件（即使源文件已被删除），请选择此选项.

保留恢复文件的安全属

选择“保留恢复文件的安全属性”可以保留恢复文件的安全信息.

性

如果源文件的安全性与目标位置的安全性有冲突，可能需要取消选中此复选框才能成功
恢复文件.取消选中此选项将导致从恢复文件中删除安全信息.

搜索要恢复的桌面文件
搜索要恢复的桌面文件和文件夹：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恢复.

2.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任务”下，单击“搜索要恢复的文件”以打开“搜索”对话框.

3.

按如下说明选择适当的选项，然后单击确定：

“搜索”对话框选项

项目

说明

搜索文件名中具有此文字的文件名

键入要查找的文件名或文件夹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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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时间

选择此选项可搜索在特定时间段内修改的文件.然后指定时间段.

今天

选择此选项可以搜索在当前日历日期中修改的文件.

在过去一周内

选择此选项可以搜索在过去一个日历周内修改的文件

介于

选择此选项可搜索介于两个日历日期之间的文件.

以下类型

选中此复选框可从提供的列表中选择文件类型.

以下大小

选中此复选框，然后按如下说明输入信息：



在第一个下拉菜单中，从等于、至少或至多中选择



键入文件大小.



选择 KB、MB 或 GB.

恢复 Microsoft Outlook 个人文件夹文件
恢复 Microsoft Outlook 个人文件夹 (PST) 文件时，已恢复的 PST 和原始 PST 之间会存在以下差异：



文件大小不同.



指向 PST 文件中的文件夹的任何规则不再有效.必须编辑此规则，使其指向正确的文件夹.



已恢复的 PST 文件中将具有 Inbox（收件箱）、Outbox（发件箱）和 Sent Items（已发送邮件）文件夹，即使原始文件
中没有这些项.



如果对 PST 文件使用了密码，则必须在恢复 PST 文件后重置密码.

相关主题：
以增量方式备份 Outlook PST 文件

恢复已删除的电子邮件消息
由于邮件应用程序的不同，从邮件归档删除消息时默认的行为可能也会不同.对于 Lotus Notes，有一个“软删除”的功能，
它允许消息在特殊文件夹“垃圾箱”中维护有限的一段时间（默认 48 小时）.在此之后，消息会永久性删除.Outlook 的
表现在许多方面与 Lotus Notes 相同.它将已删除的消息移动到“已删除邮件”文件夹，但是此操作没有相关的时间限制.
用户清空“已删除邮件”文件夹时，Outlook 将永久性删除消息.
在每种情况下，Desktop Agent 都将在下一个备份操作过程中复制删除邮件.如果用户不小心删除了邮件归档中的消息，
则需要从适当的文件夹中恢复删除的文件，前提是此文件还未被邮件应用程序永久性删除.因为没有为电子邮件归档维
护版本，所以永久性删除的消息在超过时限或用户已手动清空该文件夹后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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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备用数据流恢复文件
DLO 现在可保护文件的所有备用流，包括安全流.如果文件的新版本仅包括备用流数据的更改，则新版本会替换旧版本，
而不会影响修订版计数.只有实际数据发生更改的修订版才被视为新修订版.
FAT 分区不使用备用数据流.如果文件从 NTFS 分区恢复到 FAT 分区，则备用流数据将不包括在恢复文件中.
恢复文件时，其中一个选项是保留恢复文件的安全属性.如果未选中此选项，将从恢复文件中删除安全属性.此选项是在
“恢复”对话框中设置的.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恢复”对话框选项.

在 Desktop Agent 中监视作业历史记录
发生备份、恢复或同步操作时，该操作的详细信息会存储在日志文件中.可以查看和搜索日志文件并将其另存为文本文
件.“历史记录”视图汇总了以下信息并提供对全部日志的访问.
可以通过选择“历史记录”窗口底部的适当选项卡来选择查看备份历史记录或恢复历史
记录.

作业历史记录视图信息
项目

说明

已启动

操作的开始日期和时间

结束时间

操作的结束日期和时间

状态

作业的状态，例如“活动”、“完成”、“取消”或“失败”.

已传送的文件（本地）

在列出的作业期间传送到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文件总数.

已传送的大小（本地）

在列出的作业期间传送到桌面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数据的字节总数.

已传送的文件（网络）

在列出的作业期间传送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文件总数.
只有备份历史记录有该信息，恢复历史记录则没有该信息.

已传送的大小（网络）

在列出的作业期间传送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数据的字节总数.
只有备份历史记录有该信息，恢复历史记录则没有该信息.

错误

复制失败并生成错误的文件数.

查看日志文件
查看历史记录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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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历史记录.

2.

要查看备份日志，请选择备份选项卡；要查看恢复日志，请选择恢复选项卡.

3.

按如下所示，从显示下拉菜单中选择适当的“历史记录”视图过滤器：

“历史记录”视图过滤选项

项目

说明

所有日志

显示所有历史记录日志

所有带错误的

显示生成错误的所有作业的历史记录日志.

日志
按日期过滤的
日志

显示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后生成的所有日志.在按日期过滤对话框中输入要在其后显示日志的日期和
时间，然后单击确定.

4.

单击要查看其历史记录日志的作业历史记录条目.

5.

单击查看日志可打开日志文件查看器.

6.

如果需要，单击另存为可将日志文件保存为文本文件.

7.

单击关闭可退出日志文件查看器.

搜索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查看器具有强大的搜索机制，可帮助您定位要查看的日志文件.
要搜索日志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Desktop Agent 任务栏的视图下，单击历史记录.

2.

单击“搜索”链接（位于“历史记录”窗格下）以打开日志文件查看器.

3.

按下面的说明输入过滤参数：

日志文件查看器过滤选项

项目

说明

搜索日志项
所有日志文件

选择此选项可在日志文件查看器中显示所有日志项.

当前日志文件

选择此选项可以仅搜索当前日志文件的那些日志项.

时间戳为

选中“时间戳为”复选框可仅搜索指定时间段内的那些日志项.选项
包括：
今天 - 只显示今天创建的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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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周内 - 显示在过去一周内创建的所有日志文件.
日期之间 - 显示在输入的日期之间创建的所有日志文件.

以下类型

选中“属于以下类型”复选框可仅显示指定类型的日志.可选择以下类型之
一：

文件名中包含



备份



恢复



移动用户



维护



错误



警告

选中“文件名类似于”复选框可输入文件名或文件类型.支持通配符项.
例如：*gold.doc

注意: 如果使用通配符，则必须使用“*”通配符.例如，*.tmp 返回
所有带 .tmp 扩展名的结果，而 .tmp 只返回明确命名为 .tmp 的文件.

过滤器
仅信息项

选中“仅信息项”可仅显示信息项.

仅错误和警告项

选中“仅错误与警告项”可显示错误和警告项.

仅错误项

选中“仅错误项”可仅显示错误项.

仅警告项

选中“仅警告项”可仅显示警告项.

4.

单击搜索.

5.

要查看日志文件项的详细信息，请单击“+”复选框展开该项的树视图.

6.

如果需要，单击另存为可将日志文件保存为文本文件.

7.

完成后单击关闭.

日志文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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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创建日志时均会发生日志清理.只有在达到最小寿命，并且同时达到所有日志文件设置的最大总计大小后，才会删
除日志文件.如果管理员已在配置文件中授予您足够的权限，则您可以按照设置自定义选项中的说明在“Desktop Agent
设置选项”选项卡中修改这些设置.

故障排除
本节介绍运行 DLO 管理控制台或 Desktop Agent 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供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它分为以下部分：



与其他产品一起使用 DLO



排除 DLO 管理控制台故障



排除 Desktop Agent 故障

与其他产品一起使用 DLO
下面是已知的兼容性问题.
Symantec Storage Exec
SYMANTEC Storage Exec 是一种基于策略的存储资源管理器，可用于在 Microsoft Windows 环境下控制文件和应用
程序的磁盘使用.DLO 和 Storage Exec 兼容，但必须注意防止 DLO 备份选择和 Storage Exec 策略之间发生冲突.如
果将 DLO 配置为备份某个特定的文件类型，而将 Storage Exec 设置为防止将此文件类型复制到服务器，则会导致发
生冲突.DLO 将尝试备份该文件，但操作将失败.DLO 历史记录日志将指出未能将该文件复制到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要防止此冲突，必须查看 DLO 备份选择和 Storage Exec 策略，找出任何潜在的冲突.如果发现冲突，必须手动修改策
略以消除冲突.
WinCVS
DLO 与 WinCVS 并发运行时，在检查源时有时会发生权限被拒绝错误.这可以通过使用全局排除或备份选择排除来排
除所有名为 cvs 的目录来避免.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
如果您使用 Windows XP Service Pack 2，则必须启用文件共享以使用 DLO 管理控制台“恢复”视图中的浏览按钮.
PGP Desktop 8.1
与 DLO 一起运行 PGP Personal Desktop 8.1 时，无法创建装入的驱动器或卸载在 DLO 备份选择中的驱动器，除非将
DLO 关闭.

排除 DLO 管理控制台故障
我修改了自动用户分配，但此更改并未反映在现有的 Desktop Agent 用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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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使用一次自动用户分配将配置文件和存储位置分配给新的 Desktop Agent 用户.可以对自动用户分配进行修改以更改
配置文件和存储位置设置，但这些更改将仅适用于新用户.已配置的用户将不会受自动用户分配中后续更改的影响.
这也适用于将 Desktop Agent 安装到其他桌面的现有用户.新安装将使用现有的用户设置，并将数据存储在用户的现有
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即使将 Desktop Agent 安装在新计算机上，自动用户分配更改也不会影响现有用户.
通过修改将用户分配到的配置文件，或者将该用户重新分配到新的配置文件或存储位置，可更改现有桌面用户的设置.
相关主题：
修改 Desktop Agent 用户属性
管理 Desktop Agent 用户
关于自动用户分配
关于 DLO 配置文件
将 Desktop Agent 用户移到新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某桌面用户运行 Desktop Agent 并收到错误消息，指出“无法配置 Desktop Agent.没有找到当前用户的设置，也没有匹
配的自动用户分配.”这是什么意思？
此消息表示 DLO 找不到该用户或与该用户的域和组匹配的自动用户分配.
使用以下两种方式之一将用户添加到 DLO 中：
1.

与用户的域和组匹配的自动用户分配将配置文件和存储位置分配给 Desktop Agent 并将用户添加到 DLO.检查是否已
创建了与运行 Desktop Agent 的用户所属的域和组相匹配的自动用户分配.

还可以创建包含所有域和所有组的自动用户分配，以便捕获可能与更具体的自动用户分配不匹配的用户.这种
“包罗万象（catchall）”的自动用户分配通常被设置为最低的优先级.
2.

手动将用户添加到 DLO.此过程需要将配置文件和存储位置（或用户数据文件夹）分配给新用户.

请确保该用户具有匹配的自动用户分配，或该用户是在运行 Desktop Agent 前手动添加的.
相关主题：
关于自动用户分配
何时需要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何时需要存储位置？
每个 Desktop Agent 用户都必须具有一个可用于存储备份数据的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存储位置是指在网络上自动创建
和维护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的位置.如果使用现有网络共享存储用户数据，则不需要存储位置.
如果希望 DLO 自动创建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请使用存储位置.将新用户添加到存储位置时，会在存储位置中自动为这
些用户创建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
或者，如果要将现有的网络共享用作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或要手动创建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则不要使用存储位置.
相关主题：
配置 D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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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尝试在远程文件服务器上创建存储位置，但收到一条错误消息，指出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的 MSDE 数据
库实例需要具有访问该远程文件服务器的权限.我需要如何处理？
要在远程文件服务器上创建存储位置，必须使用在远程文件服务器上具有管理权限的帐户.要更改用于创建存储位置的
帐户凭证，请参见更改 DLO Service 凭证.
我手动添加了一个新用户并将该用户分配到现有的存储位置.我在该存储位置没有看到新用户的新建用户数据文件夹.不
需要创建一个新的用户数据文件夹吗？
只有在桌面上安装了 Desktop Agent，并且由新用户运行后，才会创建用户数据文件夹.
如何阻止用户备份数据？
1.

在导航栏上，单击设置.在设置窗格中，单击用户.

2.

选择不希望其能够执行备份的用户.

3.

在任务窗格的常规任务下，选择属性.

4.

清除启用用户复选框.

5.

选择确定.

用户的状态将显示为“禁用”.
在“备份选择”中，我选择了加密或压缩我的用户数据.但是，没有加密或压缩已备份的数据.这是为什么？
DLO 不会将对加密和压缩设置的更改反向应用于已备份的用户数据.这些设置更改后备份的任何数据都将使用新的设置.
我想要阻止备份特定类型的文件.我如何设置 DLO 才能始终排除如 *.mp3 或 *.gho 之类的文件？
在工具菜单上，选择全局排除.在此对话框中，可以为所有配置文件添加将在所有“备份选择”中排除的特定文件类型.
似乎没有为所有用户运行备份，或者没有备份特定文件.
如果没有为某用户组运行备份作业，请检查这些用户的配置文件以验证是否计划了备份.
如果未备份特定文件，请查看配置文件中的“备份选择”以验证是否已选择进行备份的
文件.
我只是试着恢复一个文件，但是该文件似乎没有被恢复.
将现有文件恢复到其原来的位置时，请确保选中了恢复对话框中的提示或覆盖以替换文件.如果选择不覆盖，则不会恢
复文件.
在配置文件中，我将备份选择配置为加密文件.现在，我需要为某个用户恢复文件.我需要加密密钥才能恢复该数据吗？
作为运行 DLO 管理控制台的管理员，您可以将对加密用户数据的恢复重定向到备用计算机或备用位置，它将在恢复期
间被解密.
我想要将数据恢复到某个用户的计算机，但该用户不在办公室.我必须等到该用户返回办公室才能开始恢复吗？
DLO 可以将恢复作业排队到桌面.如果该用户现在脱机，您可以通过 DLO 管理控制台中的恢复视图排队恢复作业.
其他选项用于将数据恢复到备用位置（如管理计算机或网络驱动器）.
如何保护打开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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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O 不保护打开的文件.DLO 将在关闭或保存文件时尝试备份它们.如果由于文件打开而无法备份（例如，正在编辑的
Word 文档），则文件将保留在 Desktop Agent 的未决列表中.Desktop Agent 将在下次备份时尝试备份该文件.这也意
味着将不会备份操作系统打开的某些文件，操作系统运行时，这些文件从不关闭.
唯一的例外是保护打开的 PST 文件.Desktop Agent 用于保护打开的 PST 文件，前提是这些文件是配置文件或用户备
份选择的一部分.
PST 文件的打开文件备份必须启用增量备份.
相关主题：
排除始终打开的文件

DLO 管理控制台中的“历史记录”视图没有显示所有用户的最新备份.
DLO 管理控制台在作业运行时自动更新，但每小时仅更新一次.

排除 Desktop Agent 故障
本节介绍运行 Desktop Agent 时可能遇到的潜在问题，并提供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必须在每个要保护的桌面上安装 Symantec 吗？
不用.必须在每个要保护的桌面上安装 Desktop Agent.没有必要安装 Symantec.
我安装了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但不知道如何在用户的计算机上安装 Desktop Agent.
可以通过按下面的说明从安装了 DLO 的共享位置运行安装程序来安装 Desktop Agent.
Desktop Agent 安装程序位于安装了 DLO 的共享中.此共享的名称格式如下：¥¥<Server>¥DLOAgent.
使用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从要使用 Desktop Agent 保护的桌面浏览到此共享.从此共享运行 Setup.exe.您必须是
桌面管理员才能安装 Desktop Agent 软件.
Symantec 建议 DLO 管理员运行配置向导以使其熟悉应用程序.
您还可以使用“远程安装 Desktop Agent”选项安装 Desktop Agent。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6 页的“远程安装
Desktop Agent 和远程安装 DLO Maintenance Server”。
可以在 Windows Servers 或 DLO 管理服务器上安装 Desktop Agent 吗？
因为 Desktop Agent 用于保护用户数据而不是重要的服务器数据，所以它不能安装在 Windows Servers 或 DLO 管理
服务器上.
我在使用 Desktop Agent 对 DLO 管理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时，收到以下错误：“未能初始化数据库.0x800A0E7D”
您试图使用与 DLO 管理服务器不在同一域（或受信任域）中的帐户连接到 DLO 管理服务器.要使 DLO 正常运行，
DLO 管理服务器必须在 Windows 域中.

我分别有一台受 Desktop Agent 保护的台式机和便携式计算机.为什么我无法将我的便携式计算机移到新
的存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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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用户具有多台运行 Desktop Agent 的计算机时，所有备份数据都存储在同一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中.如果要将数据移
到新的存储位置，必须将所有计算机上的整个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移到新位置.
我正尝试在台式机和便携式计算机之间同步文件，但是我无法在 Desktop Agent 的“同步视图”中看到我的其他计算机.
要在两台计算机之间同步数据，在每台计算机上运行 Desktop Agent 时必须使用同一用户帐户.例如，用户

Domain¥MyUser 必须已在计算机 A 和计算机 B 上备份数据，才能在这两台计算机之间进行同步.
如果您确信在这两台计算机上使用同一用户帐户运行 Desktop Agent 时已备份数据，请选择 Desktop Agent 的“同步视
图”中的“刷新”以使同步选择可用.如果不成功，请从“文件”菜单退出，然后重新启动 Desktop Agnt 应用程序.
我可以在计算机之间同步哪些文件或文件夹？
任何由备份选择备份的数据都符合同步条件.这些备份选择可以在配置文件中由 DLO 管理员定义，也可以在用
Desktop Agent 创建的备份选择中定义.
我想要与我的同事共享我的同步数据.我应该如何操作？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没有提供在用户之间共享文件的功能.同步用于在单个用户的计算机之间共享文件.

远程 DLO Agent 与远程安装 Maintenance Server
我收到了“远程安装错误：未找到计算机的凭据”错误
您必须确保远程计算机正在运行 “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和 “Remote Registry” 服务，且具有
“Windows Management Instrumentation” 服务的执行权限.
远程安装 DLO Agent 或 Maintenance Server 失败.
在“安装状态”画面中，右键单击安装失败的远程计算机，通过从弹出式菜单中选择“查看远程安装日志”或“查看安装日志”
来查看“远程安装日志”或“安装日志”，并查看错误.
使用远程数据库启动控制台后，显示“管理服务关闭”错误.
您必须确保启动了远程数据库中的“Symantec DLO SQL 服务”和“SQL 浏览器服务”.如果错误依然存在，则请启动
“Symantec DLO 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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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功能与 DLO
Symantec 产品符合美国联邦政府在《康复法案》(Rehabilitation Act) 第 508 条中规定的对于软件辅助功能的要求：
http://www.access-board.gov/508.htm
键盘快捷键对于所有图形用户界面 (GUI) 操作和菜单项都可用.Symantec 产品与操作系统辅助功能设置以及各种辅助
技术都兼容.所有手册还有以可访问的 PDF 文件形式提供的版本，而联机帮助则兼有以 HTML 形式提供的版本（可在
兼容的查看器中显示）.
以下主题详细介绍了 DLO 中的辅助功能及遵从性：



DLO 中的键盘导航和快捷键



GUI 中的常规键盘导航



对话框中的键盘导航



键盘快捷键



辅助功能设置支持

DLO 中的键盘导航和快捷键
所有的程序功能和菜单项都可专门通过键盘来访问.DLO 使用标准的操作系统导航键和键盘快捷键.对于其特有的功能，
DLO 使用它自己的键盘快捷键（键盘快捷键对这些快捷键进行了介绍）.
对于“任务”窗格中不具有键盘快捷键的项目，可以使用操作系统的“鼠标键”（它使您可以通过数字键盘控制鼠标）来访
问它们.
要查看标准的 Microsoft 导航键和键盘快捷键，请从位于以下网址的表中选择所需的 Microsoft Windows 版本：
http://www.microsoft.com/enable/products/keyboard.aspx
GUI 中的常规键盘导航
可以只通过键盘来导航并使用 DLO.在 GUI 中，当前的活动树或活动表以深蓝色突出显
示；当前的活动选项卡、单选按钮或复选框被围在一个虚线方框内.这些区域被说成是具有焦点 并且会响应命令.
所有 Symantec 的 GUI 均使用以下键盘导航标准：



Tab 键可按照预先设置的顺序将焦点移动到下一个活动区域、字段或控件.Shift+Tab 组合键可在序列中沿反方向移动焦点.



Ctrl+Tab 组合键可退出任何使用 Tab 键在其内部导航的 Console 区域.



向上箭头键和向下箭头键可在列表项中上下移动焦点.



将 Alt 键与字段或命令按钮中带下划线的助记字母组合使用，可将焦点移到该字段或按钮.



Enter 键或空格键都可激活选择.例如，按 Tab 键选择向导面板中的“下一步”后，按空格键可以显示下一个屏幕.



Shift+F10 组合键可用于访问上下文菜单.

对话框中的键盘导航
对话框包含为程序设置选项或设置时所需的控件组.以下是有关对话框导航的一些通用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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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键在对话框中按预先设置的顺序在各控件间移动焦点.



对于显示助记键（带下划线的字母）的控件，无论其是否有焦点，都可以通过按 Alt 和带下划线的字母来选择它.



暗边框表示默认命令按钮.任何时候按 Enter 键都可选择带有暗边框的按钮.



Esc 键选择取消按钮（如果有）.



空格键选择使用 Tab 键选择的控件.



空格键更改具有焦点的复选框的状态.键入助记键（如果可用）可将焦点移到复选框并更改其状态.



箭头键可在单选按钮、列表框、滑块、选项控件组或选项卡组内移动焦点.



无法更改的项目不能按 Tab 键顺序访问.不可用的选项以灰色显示，不能选择它们，也不能赋给其焦点.

虽然此处介绍的控件通常都位于对话框中，但它们也会出现在其他环境中.两种情况下都使用相同的导航标准.

选项卡式对话框
某些对话框使用选项卡式页面将包含许多选项的组再分类.每个选项卡式页面都包含不同的控件组.在对话框中使用 Tab
键可在选项卡式页面之间移动焦点.键入选项卡的助记键也会将焦点移到选项卡式页面，并显示其控件页面.
下表列出了选项卡式对话框中的键盘导航规则：

选项卡式对话框中的键盘导航
键盘输入

结果

Ctrl+Page Down 或 Ctrl+Tab

切换到下一个选项卡并显示页面.

Ctrl+ Page Up

切换到上一个选项卡并显示页面.

向右箭头键或向左箭头键

当焦点位于选项卡的选择器上时，选择当前行中的下一个或上一个选项卡并显示页面.

列表框
列表框显示一列可用的选择.有不同种类的列表框，它们具有附加的导航约定：



下拉式列表框默认情况下只显示选定的项目.控件右侧的小按钮显示向下箭头.选择此箭头可显示列表框中的更多项目.如果
有更多选择适合当前列表框区域，列表框的一侧将出现滑块.使用 Alt+向下箭头、Alt+向上箭头或 F4 可显示或隐藏列表.
使用 Tab 键选择相应的项目.



扩展的选择列表框支持选择单个项目、项目块或两者的结合.选中项目后，按下 Ctrl+导航键可以选择或清除其他项目或项
目块.

键盘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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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菜单项都可以通过快捷键或助记键盘快捷键来选择.快捷键是组合键，它提供访问 GUI 功能的快捷方式.助记键
（有时指“热键”）是单键等效项（与 Alt 键组合使用），它用于选择 GUI 组件（如菜单项）.在 GUI 中，助记“热键”字
母以加下划线表示.
使用标准 Microsoft 键盘快捷键可以执行常规功能（如打开、保存、打印文件）.其他菜单项是 DLO 特有的.
下表列出了 Symantec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管理控制台中的快捷键：
Symantec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管理控制台特有的键盘快捷键

快捷

助记

键

键

Alt

F

文件菜单展开.从文件菜单，可以创建新的配置文件和存储位置，并添加用户.

Alt

E

编辑菜单展开.从编辑菜单，可以恢复文件、搜索要恢复的文件、管理警报和删除项目.

Alt

V

视图菜单展开.从视图菜单，可以更改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Alt

N

网络菜单展开.使用“网络”菜单可以使用管理员帐户、连接到网络上的 DLO 管理服务器或重新连接到本地

结果

DLO 管理服务器.

Alt

T

工具菜单展开.使用工具菜单可以设置全局排除项、访问所有的 DLO 向导和管理服务凭证.

Alt

W

窗口菜单展开.使用窗口 菜单可移动到新的窗口或视图.

Alt

H

帮助菜单展开.使用帮助菜单可以访问文档及各个 Symantec 网站.

下表列出了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Desktop Agent 中的快捷键：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Desktop Agent 特有的键盘快捷键
快捷键

助记键

结果

Alt

F

文件菜单展开.从“文件”菜单，可以最小化或退出 Desktop Agent.

Alt

V

视图菜单展开.从视图菜单，可以更改屏幕上显示的信息.

Alt

K

任务菜单展开.使用“任务” 菜单可以运行作业或刷新
视图.

Alt

O

工具菜单展开.使用工具 菜单可以重新设置对话框和帐户.

Alt

H

帮助菜单展开.使用帮助菜单可以访问 Desktop Agent 的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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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开主菜单并使用向上或向下箭头键选择辅助菜单项，直到所需项目突出显示为止.按向右箭头键打开子菜单，然
后按 Enter 键进行选择.
键盘快捷键不区分大小写.可以按顺序或同时按助记键.所有的菜单项都有助记键，但不是所有的菜单项都有快捷键.

辅助功能设置支持
Symantec 软件可响应操作系统辅助功能设置.
Symantec 产品与 Microsoft 的辅助功能实用程序兼容.在 Windows 2000 中，辅助功能选项（包括键盘响应、显示对比
度、提示音和鼠标操作）可以通过“控制面板”来设置.
设置辅助功能选项：
1.

在开始菜单上，选择设置，然后选择控制面板.

2.

选择辅助功能选项.

注意: 也可以通过“辅助功能向导”设置辅助功能选项.在“开始”菜单上，依次选择“程序”与“附件”.选择辅助
功能，然后选择辅助功能向导.

注意: 虽然可以通过屏幕读取器读取 Symantec 文档中的所有图形，但将屏幕读取器设置成忽略图形可
以提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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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Delta 文件传输
Delta 文件传输是一个压缩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旦完整的原始文件已备份，则仅允许传输文件的更改部分.Delta 文件
传输可以减少带宽使用以及磁盘存储的要求.
Desktop Agent
在台式机和便携式计算机上运行的 DLO 软件.
Desktop Agent 安装共享
Desktop Agent 安装文件所在的网络共享.安装 DLO 后，在 DLO 管理服务器上设置此文件夹，从而方便在桌面上安装
Desktop Agent.
Desktop Agent 控制台
Desktop Agent 软件的用户界面.
DLO 备份选择
台式机或便携式计算机上 DLO 管理员或桌面用户选择进行备份的文件和文件夹.
DLO 管理控制台
管理员与 Desktop and Laptop Option 之间的界面.
DLO 数据库
存储策略设置和状态信息的位置.
DLO 文件服务器
承载 DLO 存储位置的计算机.
存储位置
网络上存储网络用户数据文件夹和备份文件的共享位置.
打开文件处理
备份当前正在使用的文件的过程.
管理员
使用 Symantec DLO 管理控制台配置 DLO 的用户.此用户必须具有管理权限才能操作控制台.
加密
用于确保磁盘上以及数据传输期间文件和文件夹的数据安全的过程.
配置文件
管理员配置的 DLO 设置，可应用于用户或用户组.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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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访问程序功能，它随着在 DLO 管理控制台或 Desktop Agent 控制台所选视图的变化而变化.
身份验证
验证用户凭证的过程.
视图
DLO 管理控制台中的主要导航界面.
同步
维护多个桌面上所选文件和文件夹（属于同一用户）的最新版本的过程.同步可用于 DLO 备份的文件和文件夹.
修订版
特定即时点的文件版本.
压缩
减少数据以缩短传输时间或减少存储卷占用量的方法.
优化
通过技术（如压缩）减少网络通信量和文件存储的过程.
用户
操作运行 Desktop Agent 的台式机或便携式计算机的人员.
用户数据文件夹
存储用户备份数据的文件夹.对于每个 Desktop Agent 用户，在 Desktop Agent 保护的每个桌面上都有一个用户数据文
件夹，在网络上也有一个用户数据文件夹.
用户名
用于 Windows 身份验证的用户名.
自动用户分配
将配置文件和存储位置分配到指定的桌面用户组的规则.用户首次运行 Desktop Agent 时应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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