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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中的报告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OpsCenter 报告

■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

■

关于管理“我的报告”

■

关于管理“我的仪表板”

■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文件夹

■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日程表

■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时间日程表

关于 OpsCenter 报告
Symantec NetBackup OpsCenter 是一个基于 Web 的软件应用程序，通过提供数
据保护环境的可见性来为组织提供帮助。使用 OpsCenter，您可以通过生成全面的
业务级别报告来跟踪数据备份和存档操作的有效性。
OpsCenter 显示备份和存档资源的可自定义多级别视图以及用于跟踪服务使用情况
和开支的可自定义报告。它还包含用于定义成本量度值和成本分摊公式或处理警报
的工具。各种受众都能从 OpsCenter 报告和管理能力中受益。受众包括 IT（信息
技术）管理员、应用程序所有者、IT 财务小组、外部合规审核员、法律小组、业务
经理、外部客户、IT 架构师和容量规划小组。

OpsCenter 中的报告
关于 OpsCenter 报告

注意：从 OpsCenter 7.6 开始，不再支持下列产品：Enterprise Vault (EV)、IBM
Tivoli Storage Manager (TSM)、EMC Networker (EMC)。无法查看任何存档报告
或特定于 Enterprise Vault 的报告。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OpsCenter 管理指南》中的“关于在 OpsCenter 7.6 中停
止支持 EV、TM 和 EMC”一节。

OpsCenter 报告 UI
OpsCenter 报告 UI 包括下列组件：
“报告模板”选项卡

此选项卡列出了 OpsCenter 中可用的所有“报告模板”（即
标准报告或固有报告）。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报告模板”的
默认参数值并生成此类型的新报告。
例如，使用现有的“备份”>“作业活动”>“客户端计数报
告模板”，将相对时段更改为四周（默认时段为两周）并生
成新的“客户端计数”报告。将可以查看最近四周备份的所
有客户端。
有关报告模板描述，请参考以下位置的《OpsCenter 报告指
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808

“我的报告”选项卡

可以保存生成的报告以供将来使用。这些保存的报告都存储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中。使用此部分可以查看保存的报告
或修改保存报告的参数并由此生成新报告。还可以使用“我
的报告”选项卡删除保存的报告。
请参见第 21 页的“关于管理“我的报告””。
请参见第 15 页的“保存 OpsCenter 报告”。

“我的仪表板”选项卡

您保存的报告保留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中，可以选择这些
报告并发布在“我的仪表板”选项卡中。可以选择多个报告
并添加到相同的仪表板节。因此，您可以创建多个包含大量
报告的仪表板节。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管理“我的仪表板””。

“日程表”选项卡

此选项卡包含所有报告日程表。
可以使用此选项卡创建、编辑或删除日程表。
请参见第 30 页的“在 OpsCenter 中使用报告日程表”。

“管理文件夹”选项卡

使用此选项卡可以管理保存您的报告的文件夹。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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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中的报告创建向导
OpsCenter 提供了向导，可引导您完成整个报告创建过程。
要创建报告，请在 OpsCenter 控制台的“报告”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选择报告创建选项”面板上提供了以下报告创建选项：
■

使用现有报告模板创建报告。
请参见第 41 页的“使用报告模板创建 OpsCenter 报告”。

■

创建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31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自定义报告”。

■

使用 SQL 查询创建报告。
请参见第 331 页的“使用 SQL 查询创建 OpsCenter 报告”。

“报告”>“报告模板”
本节提供了 OpsCenter 中可用的报告模板的详细信息。
OpsCenter 提供了许多报告模板（或者标准或固有报告)，您可以对该其进行修改并
生成该类型的新报告。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选项卡后，会显示“报告模板”主页。
在“报告”> “报告模板”页中，可通过单击任一“报告模板”来查看使用默认参
数值的各份报告。
有关各报告模板的说明，请参考《OpsCenter 报告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808
您也可以单击“报告”> “报告模板”页中的下列选项：
创建新报告

单击“创建新报告”可以创建标准报告、自定义报告或运行 SQL 查
询。

编辑报告

如果您不想运行使用默认参数值的报告模板，则可以从“报告”>“报
告模板”页直接编辑它。要编辑某个报告模板，请先选择报告模板最
左侧的复选框以选择该报告模板。单击“编辑报告”以编辑和保存报
告，而不加以执行。

图 1-1 显示了使用模板生成的报告的各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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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模板

图 1-1

“报告模板”树

此树列出了 OpsCenter 中所有可用的报告模
板。
有关报告模板描述，请参考以下位置的
《OpsCenter 报告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808

“管理报告”工具栏

使用此工具栏保存、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生成的报告。

时间过滤器

使用这些时间过滤器可查看特定时段的数据。

报告区域

OpsCenter 报告在此显示。

报告视图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或视图（“分布”、“历
史”或“分级”）查看报告。使用这些选项
可更改当前报告视图。这些选项仅适用于基
于图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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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自定义报告
除使用现有模板生成报告以外，还可根据需要通过更改报告参数在 OpsCenter 中创
建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31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自定义报告”。

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自定义 SQL 查询
在 OpsCenter 中，可以通过直接运行 SQL 查询创建报告。使用此报告创建选项，
不需要进行多个参数选择。
OpsCenter 7.6 提供了有关 OpsCenter 数据库架构的详细信息，在运行任何 SQL
查询以生成报告之前您可能要了解这些信息。 在“报告向导”>“SQL 查询”页面
上，单击“OpsCenter 架构文档”链接打开包含所有相关信息的 PDF。
注意：通过运行 SQL 查询，只能创建表格报告。也可以使用此功能运行存储过程。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支持 OpsCenter 自定义报告和自定义 SQL 查询”。
请参见第 331 页的“使用 SQL 查询创建 OpsCenter 报告”。

关于支持 OpsCenter 自定义报告和自定义 SQL 查询
Symantec 致力于提供最佳产品质量，确保 OpsCenter 数据库中收集和存储的数据
以及 OpsCenter 数据库架构文档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不会提供技术支
持，帮助用户实际创建自定义报告、面向特定报告或面向第三方报告应用程序（例
如，Microsoft Excel、Access 或 Crystal Reports）的自定义 SQL 查询。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自定义 SQL 查询”。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
本节提供了有关您可以对在 OpsCenter 中生成的标准报告执行的操作的信息。
您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

保存报告
请参见第 15 页的“保存 OpsCenter 报告”。

■

导出报告
请参见第 16 页的“导出 OpsCenter 报告”。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请参见第 1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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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报告”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
下表介绍了“保存报告”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中的选项。
表 1-1

“保存报告”对话框选项

选项

描述

报告名称

输入报告名称。例如，如果在“分组依据”选项为“策略类
型”且“报告视图”为“历史”的情况下生成“作业计数”
标准报告，可以将此报告命名为 NumberofJobsbyPolicies。
在“已保存的报告”选项卡上选择此报告后，此报告将与保
存的过滤器显示在一起，并会在保存报告时选择的报告视图
中显示，且与当前时间相关。
请查看有关报告名称的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

在您创建报告的文件夹中，报告名称必须唯一。例如，如
果您在“我的报告”下的“私有报告”文件夹中创建了一
个报告，指定的报告名称在“私有报告”文件夹中必须是
唯一的。
同一用户可以有两份同名报告 - 例如，一份在“公共报
告”中，另一份在“私有报告”文件夹中。

■

报告名称不能包含任何特殊字符，如 / \ * ?| "

■

报告名称不能超过 220 个字符。

描述

输入报告的简短描述。

文件夹

选择“公用”或“专用”文件夹。如果您将报告保存在公用
文件夹中，所有其他 OpsCenter 用户都能够查看它。如果将
报告保存在专用文件夹中，只有您可以查看它。
展开“公用”文件夹或“专用”文件夹，然后选择要保存报
告的文件夹。根据您选择的文件夹类型（公用或专用），显
示的供选择的文件夹会有所不同。

新建

单击此选项可创建一个新的公用或专用文件夹。单击此选项
可更改文件夹视图。输入文件夹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即可在文件夹树中选择此文件夹。选择要保存报告的此新建
文件夹。

如果报告已存在于选定文件
夹，则将其重写

如果要在同一文件夹中重写具有相同名称的现有报告，则选
中此复选框。如果未选中此复选框，在使用与选定文件夹中
的任何现有报告相同的名称保存报告时，系统将在重写现有
报告之前显示确认消息。

14

OpsCenter 中的报告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

表 1-2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选项

选项

描述

选择格式

选择以下格式之一：
■

PDF

■

HTML

■

CSV

■

TSV

■

XML

注意：其中某些格式对于特定的报告可能不可用。例如，只
能导出并以电子邮件发送 HTML 格式的“驱动器吞吐量”和
“驱动器利用率”报告。
选择内容

选择以下报告格式之一：
■

分布

■

历史

■

分级

■

表格

分布、历史和分级格式仅适用于基于图表的报告。
电子邮件

输入相应的电子邮件详细信息，如地址、主题和消息。

保存 OpsCenter 报告
可以保存标准报告。此操作会在生成报告的同时保存所选的过滤器。您可以使用此
组过滤器重新生成具有当前时间选择的报告。
这些报告保存在 OpsCenter 数据库中，可以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查看。
您无法保存其名称包含任何特殊字符（如 /、\、*、?、|、"）的报告。 | ").
请参见第 21 页的“关于管理“我的报告””。
保存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报告模板”。

2

从“报告”树中，选择要保存的报告模板。

3

在右侧的报告视图区域中，单击“另存为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保存报
告”弹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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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保存报告”屏幕上，输入必需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4 页的““保存报告”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

5

单击“确定”。
在成功保存之后，“我的报告”选项卡会与所选定的此报告一起显示。
注意：您无法保存包含以下特殊字符的报告名称：(/ \ * ? | ")

导出 OpsCenter 报告
使用 OpsCenter，您可以在文件中保留报告数据或打印数据。
请参见第 16 页的“ OpsCenter 中可用的文件格式”。
可使用电子表格程序或文本编辑器等其他应用程序打开导出的文件。
导出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报告模板”。
您也可以导出从“报告”>“我的报告”创建的报告。

2

从“报告”树中，选择要导出的报告模板或报告。

3

在右侧的报告视图区域中，单击“导出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导出报告”
弹出屏幕。

4

在“导出报告”弹出屏幕上，选择要用于导出报告的导出选项：文件格式（如
PDF、HTML、CSV、TSV 或 XML）和内容或报告视图（如“表格”、“分
发”、“历史”或“分级”）。
请注意，只会显示特定报告的适用格式和报告视图。
请参见第 14 页的““保存报告”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

5

单击“确定”。系统显示与选择的文件格式相关的导出选项。选择这些选项并
导出报告。

OpsCenter 中可用的文件格式
可以下列文件格式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OpsCenter 报告：
PDF（可移植文档格
式）

可使用 Adobe Reader 等 PDF 读取器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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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V（以逗号分隔的
值）

在电子表格程序（如 Microsoft Excel）中使用。

TSV（以 tab 分隔的
值）

与文字处理应用程序和文本编辑器兼容

HTML（超文本标记语
言）

可以使用 Web 浏览器打开

XML（可扩展标记语
言）

可由其他程序（如数据库应用程序或票据处理应用程序）导入（使
用用户编写的脚本）。

XML 格式在 OpsCenter 7.5 中得到增强。以前以 PDF、CSV、TSV 和 HTML 等其
他格式显示的某些字段现在也以 XML 格式显示。
以下是旧 XML 格式：
<Report>
{Report Name}
<Disclaimer> {customer message} </Disclaimer>
<Table>
<Header>
<Row>…</Row>
</Header>
<Rows>
<Row>…</Row> …
</Rows>
</Table>
<Table>
<Header>
<Row>…</Row>
</Header>
<Rows>
<Row>…</Row> …
</Rows>
</Table>
{footer}
</Report>

在旧 XML 格式中，每个视图（如分发、时间线等）都有一个包含该视图信息的相
应 <Table> 标记。
以下是新的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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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ReportView>
<Name> {nameValue} </Name>
<Description> {descriptionForReportView} </Description>
<TimeDuration> {timeValue} </TimeDuration>
<ViewName> {viewNameValue} </ViewName>
<ViewSelections>
<SelectedItem value="{selectedNodeNameValue1}">
<ExcludedItem> {excludedNodeName1} </ExcludedItem>
<ExcludedItem> {excludedNodeName2} </ExcludedItem>
...
</SelectedItem>
<SelectedItem value="{selectedNodeNameValue2}">
<ExcludedItem> {excludedNodeName3} </ExcludedItem>
<ExcludedItem> {excludedNodeName4} </ExcludedItem>
...
</SelectedItem>
</ViewSelections>
<Table>
<Header>
<Row>…</Row>
</Header>
<Rows>
<Row>…</Row> …
</Rows>
</Table>
</ReportView>
<ReportView>
</Report>

在新格式中，<Table> 移到了名为 <ReportView> 的新标记下。如果选择多个视图
（分发、历史、分级）进行导出或发送电子邮件，每个视图都将有一个 <ReportView>
标记与之对应。对于每个视图，始终显示 ReportView 标记中的 Name、Description
和 TimeDuration 标记。但是，ViewName、GroupBy 和 ViewSelections 标记则仅
在适用情况下显示。如果编辑了报告并且更改了视图选择，将在导出内容中添加这
些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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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sCenter 中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使用 OpsCenter，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报告数据发送给所选收件人。可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大量不同文件格式的报告。
请参见第 16 页的“ OpsCenter 中可用的文件格式”。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报告模板”。
您也可以导出从“报告”>“我的报告”创建的报告。

2

从“报告”树中，选择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告模板或报告。

3

在右侧的报告视图区域中，单击“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弹出屏幕。
请参见第 14 页的““保存报告”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

4

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弹出屏幕上，选择电子邮件选项：文件格式（如
PDF、HTML、CSV、TSV 或 XML）和内容或报告视图（如“表格”、“分
发”、“历史”或“分级”）
请注意，只会显示特定报告的适用格式和报告视图。

5

在“收件人”、“抄送”和“密件抄送”文本框中，输入要将邮件发送到的电
子邮件 ID。
如果这些电子邮件 ID 已不存在，则会自动将它们添加到数据库。
或者，可以添加现有的电子邮件收件人。
请参见第 21 页的“向 OpsCenter 报告邮件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

6

输入电子邮件的主题。

7

输入消息，可以是关于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告数据的简要描述。

8

单击“确定”。

配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的表格报告的行数
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预定表格报告时，默认导出 4000 行。
可以配置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表格报告的最大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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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导出的最大行数

1

登录 OpsCenter 服务器。

2

通过在 Windows 和 UNIX 上使用下列命令，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或进程：

3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导航到下列位置：
Windows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server\config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

4

打开 report.conf 文件。

5

您可能希望导出所有行，或希望增大或减小这个最大值。注意，如果导出所有
行或增大行数，则行数较大时导出报告可能比较费时。
■

要导出所有行，您可以注释掉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 参数
或为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 参数指定小于或等于 -1 的任
何值。
要注释掉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 参数，请按如下所示在该
参数前添加两个正斜线：//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4000
或者
在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4000 中将值 4000 编辑为 -1。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1

■

要更改最大行数，如更改为 5000，可以将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 的值设为 5000。
配置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5000

6

使用以下分别适用于 Windows 和 UNIX 的命令启动所有 Symantec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或进程：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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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OpsCenter 报告邮件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
本节提供了有关如何添加要向其发送电子邮件的电子邮件收件人的信息。此过程假
定您已开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的过程。我们提供了有关此过程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

1

在“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屏幕上，选中要向其发送电子邮件的电子邮件收件
人前面的复选框。
请参见第 21 页的““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对话框选项”。
单击“收件人...”、“抄送...”或“密件抄送...”，具体取决于您要添加所选收
件人的位置。

2

单击“确定”。

“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对话框选项
表 1-3

“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对话框选项

选项

描述

收件人名称/电子邮件地址

选择要向其发送电子邮件的收件人左边的复选框。

收件人.../抄送.../密件抄送...

单击“收件人....”、“抄送...”或“密件抄送...”，具体取
决于您要添加所选收件人的位置。

关于管理“我的报告”
可以保存生成的 报告以供将来使用。这些保存的报告都存储在“我的报告”选项卡
中。使用此部分可以查看保存的报告或修改保存报告的参数并由此生成新报告。还
可以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删除保存的报告。
以下主题提供有关管理报告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2 页的“ 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创建报告”。
请参见第 22 页的“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删除保存的报告”。
请参见第 22 页的“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查看保存的报告”。
请参见第 22 页的“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编辑保存的报告”。
请参见第 23 页的“导出已保存的报告”。
请参见第 23 页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保存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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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创建报告
本节提供了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创建报告的过程。
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创建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报告”。

2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可以使用以下任何一种方式创建报告：
请参见第 41 页的“使用报告模板创建 OpsCenter 报告”。
请参见第 31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331 页的“使用 SQL 查询创建 OpsCenter 报告”。

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删除保存的报告
本节提供了删除已保存报告的过程。
删除已保存的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报告”。

2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上，从“报告”列表中展开报告文件夹以查看其中保存
的报告。

3

选中报告名称前面的复选框。

4

单击“删除”。

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查看保存的报告
可以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查看保存的报告。
查看保存的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报告”。

2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上，从“报告”列表中展开报告文件夹以查看其中保存
的报告。选择要查看的已保存报告。

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编辑保存的报告
可以编辑已保存的报告。可以编辑报告的详细信息，例如报告名称或要保存已编辑
的报告的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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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已保存的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报告”。

2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上，从“报告”列表中展开报告文件夹以查看其中保存
的报告。选择要编辑的已保存的报告。

3

在右侧的报告视图区域中，单击“另存为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保存报
告”弹出屏幕。

4

在“保存报告”屏幕上，输入必需的信息。
请参见第 14 页的““保存报告”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

5

单击“确定”。

导出已保存的报告
使用 OpsCenter，可以在文件中保留已保存的数据或打印数据。可通过电子邮件发
送大量不同文件格式的报告。
请参见第 16 页的“ OpsCenter 中可用的文件格式”。
可使用电子表格程序或文本编辑器等其他应用程序打开导出的文件。
导出已保存的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报告”。

2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上，从“报告”列表中展开报告文件夹以查看其中保存
的报告。选择要导出的已保存的报告。

3

在右侧的报告视图区域中，单击“导出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导出报告”
弹出屏幕。

4

在“导出报告”弹出屏幕上，选择要用于导出报告的导出选项。选择文件格式
（如 PDF、CSV 或 XML）和内容或报告视图（如分布、历史或分级）。

5

单击“确定”。系统显示与选择的文件格式相关的导出选项。选择这些选项并
导出已保存的报告。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保存的报告
使用 OpsCenter，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保存的报告数据发送给所选收件人。可以通
过电子邮件发送下列文件格式的报告：
PDF（可移植文档格
式）

可使用 Adobe Reader 等 PDF 读取器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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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V（以逗号分隔的
值）

在电子表格程序（如 Microsoft Excel）中使用。

TSV（以 tab 分隔的
值）

与文字处理应用程序和文本编辑器兼容

HTML（超文本标记语
言）

可以使用 Web 浏览器打开

XML（可扩展标记语
言）

可由其他数据库程序或票据处理应用程序导入（使用用户编写的脚
本）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已保存的报告”。

2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上，从“报告”列表中展开报告文件夹以查看其中保存
的报告。选择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已保存的报告。

3

在右侧的报告视图区域中，单击“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弹出屏幕。

4

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弹出屏幕上，选择电子邮件选项：文件格式（如
PDF、CSV 或 XML）和内容或报告视图（如“分布”、“历史”或“分级”)。

5

在“收件人”、“抄送”和“密件抄送”文本框中，输入要将邮件发送到的电
子邮件 ID。

6

输入电子邮件的主题。

7

输入消息，可以是关于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告数据的简要描述。

8

单击“确定”。

关于管理“我的仪表板”
您保存的报告保留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中，可以选择这些报告并发布在“我的仪
表板”选项卡中。可以选择多个报告并添加到相同的仪表板节。因此，可以创建包
含许多报告的多个仪表板节。
只能在仪表板中添加 10 个报告。
请参见第 25 页的“将报告添加到仪表板”。
请参见第 25 页的“修改仪表板节”。
请参见第 26 页的“删除仪表板节”。
请参见第 26 页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仪表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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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7 页的“刷新“我的仪表板””。

“报告”>“我的仪表板”选项
选择报告并将其发布在“我的仪表板”选项卡上。可以选择多个报告并添加到相同
的仪表板节。因此，可以创建包含许多报告的多个仪表板节。
只能在仪表板中添加 10 个报告。
表 1-4

“报告”>“我的仪表板”选项

选项

描述

添加/编辑/删除

可以在此页面上添加多个仪表板，并将“我的报告”中的一
个或多个报告添加到每个仪表板中。 使用“添加”、“编
辑”或“删除”任务可以添加、编辑或删除仪表板

电子邮件仪表板

如果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所有仪表板报告，请选择此选项。
在打开的“电子邮件仪表板”对话框中，可以指定要与其他
电子邮件详细信息一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仪表板报告的格
式。单击“确定”。

刷新仪表板

选择此选项可更新仪表板中的报告。

将报告添加到仪表板
本节提供了将报告添加到仪表板的过程。
将报告添加到仪表板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仪表板”。

2

单击“添加”。

3

在“添加仪表板节”弹出屏幕上，输入该节的名称。

4

展开“私有报告”或“公共报告”文件夹查看现有报告。

5

选中要在仪表板上发布的报告名称前面的复选框。

6

单击“确定”。

修改仪表板节
本节提供了修改仪表板节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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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仪表板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仪表板”。

2

单击“编辑”。

3

在“编辑仪表板节”弹出屏幕上，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仪表板节。

4

修改节名称。

5

展开“私有报告”或“公共报告”文件夹查看现有报告。

6

选中或清除要在此仪表板节上发布或删除的报告名称前面的复选框。

7

单击“确定”。

删除仪表板节
本节提供了删除仪表板节的过程。
删除仪表板节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仪表板”。

2

单击“删除”。

3

在“删除仪表板节”弹出屏幕上，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仪表板节。

4

单击“确定”。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仪表板节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仪表板。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仪表板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仪表板”。

2

单击“电子邮件仪表板”图标。

3

在“电子邮件仪表板”弹出屏幕上，选择要发送电子邮件的格式。

4

根据需要从“收件人”、“抄送”、“密件抄送”中选择电子邮件收件人。
或者，输入新的电子邮件收件人（添加到数据库中）。

5

输入电子邮件主题和内容。

6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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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我的仪表板”
本节提供了刷新“我的仪表板”的过程。
刷新“我的仪表板”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仪表板”。

2

单击“刷新”图标。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文件夹
OpsCenter 提供了一种用于管理已保存报告的文件夹的方法。报告可以是专有报告
和公共报告。
使用“报告”部分的“管理文件夹”选项卡，可以添加新的报告文件夹、编辑现有
文件夹的名称或删除文件夹。
也可以使用此选项卡选择特定文件夹中的报告并将其删除。
请参见第 27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报告文件夹”。
请参见第 2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编辑报告文件夹”。
请参见第 2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删除报告文件夹”。
请参见第 2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删除文件夹中的报告”。

“报告”>“管理文件夹”选项
使用“报告”部分的“管理文件夹”选项卡，可以添加新的报告文件夹、编辑现有
文件夹的名称或删除文件夹。

在 OpsCenter 中添加报告文件夹
本节提供了添加报告文件夹的过程。
添加文件夹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管理文件夹”。

2

在“报告”树上，选中要在其中创建新文件夹的专用文件夹节点或公用文件夹
节点前面的复选框。

3

单击“添加”。

4

在“创建新文件夹”弹出式窗口中，确保仅选择一个文件夹。 如果选择了多个
文件夹，则“添加”选项将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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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输入文件夹名称。

6

单击“确定”。
此文件夹即添加到所选节点中。

在 OpsCenter 中编辑报告文件夹
本节提供了编辑报告文件夹的过程。
编辑文件夹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管理文件夹”。

2

在“报告”树上，选中要编辑的专用文件夹或公共文件夹前面的复选框。

3

单击“编辑”。

4

在“编辑文件夹名称”弹出式窗口中，确保仅选择一个文件夹。如果选择了多
个文件夹，则“编辑”选项将被禁用。

5

编辑文件夹名称。

6

单击“确定”。

在 OpsCenter 中删除报告文件夹
本节提供了删除报告文件夹的过程。如果删除报告文件夹，将删除保存在该文件夹
中的所有报告。
删除文件夹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管理文件夹”。

2

在“报告”树上，选中要删除的专用文件夹或公共文件夹前面的复选框。

3

单击“删除”。

在 OpsCenter 中删除文件夹中的报告
本节介绍了删除保存在公用文件夹或专用文件夹中的报告的过程。
删除文件夹中的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管理文件夹”。

2

在“报告”树上，选择要从中删除报告的专用文件夹或公用文件夹。此时页面
的右侧将显示保存在所选文件夹中的报告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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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报告列表中，选中要删除的报告前面的复选框。

4

单击“删除”。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日程表
NetBackup OpsCenter 提供了根据特定日程表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的方
法。因此，对于要根据其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特定报告的时间日程表，需要
创建与之相关的报告日程表。
每个报告日程表可与一个时间日程表相关联。一个时间日程表可与多个报告日程表
相关联。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时间日程表”。
以下主题介绍了如何创建和管理报告日程表。
请参见第 30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查看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报告日程表”。
请参见第 3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编辑报告日程表”。
请参见第 35 页的“ 在 OpsCenter 中删除报告日程表”。
请参见第 35 页的“启用或禁用报告日程表”。

“报告”>“日程表”选项
使用报告日程表，可以在预定时间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报告。每个报告日程表
都与一个预定的时间相关，在该时间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发送指定的报告。
表 1-5

“报告日程表”选项卡选项

选项

描述

添加/编辑

选择“添加”或“编辑”可启动“报告日程表向导”。

删除

选择“删除”可删除所选报告日程表。

启用/禁用

选择“启用”或“禁用”可启用或禁用所选报告日程表。

名称

报告日程表的名称。

时间日程表名称

与此报告日程表关联的时间日程表的名称。

已启用

指定报告日程表是否已启用。

开始日期

此日程表的运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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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结束日期

此日程表的停止日期。

导出

指定是否导出了关联的报告。

电子邮件

指定是否已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关联的报告。

报告

此日程表运行时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告的数量。

表 1-6

“时间日程表”选项卡选项

选项

描述

添加/编辑

选择“添加”或“编辑”可转到“时间日程表”页面。

删除

选择“删除”可删除所选时间日程表。

名称

时间日程表的名称。

日程表时间

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关联的报告的时间。

循环模式

此日程表运行的模式。

开始日期

日程表的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日程表的停止日期。

在 OpsCenter 中查看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本节提供了有关查看报告日程表列表的信息。
如果满足了选定报告的条件，适当的条件列表就会显示在向导的最后一页。您可以
选择相应的条件。如果满足了所选条件，则会向相关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查看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默认情况下已选择“报告日程表”选项卡。

2

在“报告日程表”选项卡中，查看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9 页的““报告”>“日程表”选项”。

在 OpsCenter 中使用报告日程表
使用报告日程表，可以在预定时间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报告。每个报告日程表
都与一个预定的时间相关，在该时间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发送指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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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提供了创建报告日程表的向导。
请参见第 3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报告日程表”。
下表介绍了根据特定日程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报告需要执行的步骤。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时间日程表”。
创建报告日程表

表 1-7

步骤编号 步骤和参考主题
创建时间日程表。

1

请参见第 37 页的“创建时间日程表”。
创建报告日程表。

2

OpsCenter 提供了创建报告日程表的向导。使用该向导可以指定以下详细信息：
■

报告日程表名称

■

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报告的文件格式

■

■

选择时间日程表。
可以选择在第一个步骤中创建的现有时间日程表，也可以在此创建新的日程
表以使其与报告日程表相关联。
指定导出或电子邮件选项的详细信息。

■

选择要根据特定日程表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告。

注意：仅可以选择在日程表中保存的报告。
请参见第 3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报告日程表”。

表 1-8
步骤

参考主题

◆

请参见第 37 页的“创建时间日程表”。

创建时间日程表。

创建时间日程表。

31

OpsCenter 中的报告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日程表

步骤

参考主题

◆

请参见第 3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报告
日程表”。

创建报告日程表。

创建报告日程表。
OpsCenter 提供了创建报告日程表的向导。
使用该向导可以指定以下详细信息：
■

报告日程表名称

■

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报告的文件格
式
选择时间日程表。
可以选择在第一个步骤中创建的现有时间
日程表，也可以在此创建新的日程表以使
其与报告日程表相关联。
指定导出或电子邮件选项的详细信息。

■

■
■

选择要根据特定日程表导出或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的报告。

注意：仅可以选择在日程表中保存的报
告。

报告日程表向导
“报告日程表向导”包含五个面板，可用于创建日程表。
表 1-9

“输入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面板中的选项

选项

描述

报告日程表名称

输入报告日程表的名称。该字段为必填字段。

选择格式

选择要导出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关联报告的文件格式。
请参见第 16 页的“ OpsCenter 中可用的文件格式”。

表 1-10

“选择时间日程表”面板中的选项

选项

描述

创建新时间日程表

如果要将新时间日程表与报告日程表关联，请选择此选项。

使用现有的日程表

如果要将报告日程表与现有的时间日程表关联，请选择此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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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选择导出/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选项”面板中的选项

选项

描述

导出

如果要导出与此日程表关联的报告，请选中此复选框。
请参见第 16 页的“ OpsCenter 中可用的文件格式”。

位置

输入要用于保存导出的报告的目录路径，或者单击“浏览”
选择所需的位置。

重写文件 (如果存在)

如果要重写在指定位置已存在的文件，请选中此复选框。

电子邮件

如果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与此日程表关联的报告，请选中此
复选框。

收件人

选择要通过电子邮件向其发送报告的电子邮件 ID。

抄送

选择要在电子邮件的“抄送”列表中添加的电子邮件 ID。

密件抄送

选择要在电子邮件的“密件抄送”列表中添加的电子邮件
ID。

主题

键入电子邮件的主题。例如：每日作业计数报告

消息

键入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表 1-12

“选择报告”面板中的选项

选项

描述

私有报告

从要预定的列表中选择私有报告。可以同时选择公共报告和
私有报告。

公共报告

从要预定的列表中选择公共报告。可以同时选择公共报告和
私有报告。

表 1-13
选项

选择要应用的报告条件面板选项
描述

仅当报告满足一个或多个所选 如果希望仅当报告满足一个或多个所选条件时才发送报告，
条件时才发送电子邮件
请选中此选项。可以在编辑报告时创建自定义报告的条件。
报告名称

显示具备条件且被选择为预定对象的自定义报告。

情况

显示与自定义报告关联的条件。可以仅为自定义报告创建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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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sCenter 中创建报告日程表
创建报告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2

在“报告日程表”选项卡上，单击“添加”。OpsCenter 提供了一个报告日程
表向导，用于引导您完成创建报告日程表的过程。
将出现“输入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面板。
输入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 页的“报告日程表向导”。

3

单击“下一步”。
将出现“选择时间日程表”面板：
如果要按现有的任何时间日程表运行此日程表，请选择“使用现有的日程表”
选项。如果要为此报告日程表创建新的时间日程表，请选择“创建新时间日程
表”。
请参见第 37 页的“创建时间日程表”。
如果已选择“创建新时间日程表”，则系统将转到时间日程表向导。在创建时
间日程表后，可以选择导出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选项。

4

单击“下一步”。

5

如果在上一步的“配置导出/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设置”面板中选择了“使用
现有的日程表”选项，请指定以下详细信息：
可以选择“导出”和/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选项。
请参见第 32 页的“报告日程表向导”。

6

单击“下一步”。

7

在“选择报告”面板中，选择要按此日程表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公共报
告或私有报告。
应保存这些报告。
如果要更改前面的选择，请单击“上一步”。

8

在“选择要应用的报告条件”面板中，选择一个报告，然后选择要应用的报告
条件。您可以将报告条件应用于自定义报告。
如果您希望仅当报告满足一个或多个选定条件时才发送电子邮件，也可以选择
选项“仅当报告满足一个或多个选定条件时才发送电子邮件”。

9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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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sCenter 中编辑报告日程表
本节介绍了如何编辑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编辑报告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默认情况下已选择“报告日程表”选项卡。

2

在“报告日程表”选项卡上，从列表中选择要编辑的报告日程表。

3

单击“编辑”。

4

使用向导编辑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5

单击“保存”。

在 OpsCenter 中删除报告日程表
本节介绍了如何删除报告日程表。
删除报告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默认情况下已选择“报告日程表”选项卡。

2

在“报告日程表”选项卡上，从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一个或多个报告日程表。

3

单击“删除”。

启用或禁用报告日程表
本节介绍了如何启用或禁用报告日程表。
启用或禁用报告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默认情况下已选择“报告日程表”选项卡。

2

在“报告日程表”选项卡上，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启用或禁用的报告日
程表。

3

单击“启用”或“禁用”。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时间日程表
本节提供了创建和管理报告日程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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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报告日程表仅可与一个时间日程表相关联。一个时间日程表可与多个报告日程
表相关联。
请参见第 29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日程表”。
以下主题提供了有关管理时间日程表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6 页的“查看时间日程表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7 页的“创建时间日程表”。
请参见第 37 页的“编辑时间日程表”。
请参见第 37 页的“删除时间日程表”。

“报告”>“日程表”>“创建时间日程表”或“编辑时间日程表”
选项
使用该页面可创建或编辑时间日程表。
表 1-14

“创建时间日程表”或“编辑时间日程表”选项

选项

描述

日程表名称

输入时间日程表的名称。

日程表时间

输入日程表运行并且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关联的报告的
时间。

日程表模式

选择此日程表的运行模式。
提供了下列日程表模式：
■

一次

■

每日

■

每周

■

每月

■

每季度

■

每年

根据所选的模式，选项会有所不同。

查看时间日程表详细信息
本节提供了查看时间日程表详细信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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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时间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2

单击“时间日程表”。
将显示以下时间日程表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9 页的““报告”>“日程表”选项”。

创建时间日程表
使用以下过程可创建时间日程表。
创建时间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2

单击“时间日程表”。

3

在“时间日程表”选项卡上，单击“创建”。

4

在“创建时间日程表”页上，指定必需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6 页的““报告”>“日程表”>“创建时间日程表”或“编辑时间日程表”选
项”。

5

单击“确定”。

编辑时间日程表
使用以下过程可编辑时间日程表。
编辑时间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2

单击“时间日程表”。

3

在“时间日程表”选项卡上，从表中选择要编辑的时间日程表。

4

单击“编辑”。

5

编辑时间日程表详细信息。

6

单击“确定”。

删除时间日程表
使用以下过程可删除时间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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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时间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2

单击“时间日程表”。

3

在“时间日程表”选项卡上，从表中选择要删除的时间日程表。

4

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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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OpsCenter 中的报告模板

■

关于报告模板描述

OpsCenter 中的报告模板
Symantec NetBackup OpsCenter 提供了一组参数设置为默认值的报告模板或者标
准或固有报告。您可以修改默认参数并生成报告来查看所需数据。OpsCenter 报告
可帮助您更好地了解数据保护环境。
请参见第 11 页的““报告”>“报告模板””。
报告模板分类如下：
备份报告

备份报告显示与备份相关的信息，如成功率、
作业状态和受保护的字节数。
此类别还包括恢复报告。

注意： 如果在 OpsCenter 用户界面中选择
了“报告”>“活动计划”>“作业大小”，
则出现的报告将显示错误的客户端名称。此
报告中将显示已备份的 VM 映像的列表，而
不显示客户端名称。另外，VM 映像列表可能
不准确。
目录库报告

这些报告提供有关目录库的详细信息。

成本分摊报告

成本分摊报告提供备份服务支出的详细信息。
使用这些报告，您可以跟踪备份和恢复使用
情况以及相关成本。您可以计算数据保护管
理的成本和分摊给客户和业务单位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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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报告

这些报告提供有关客户端的详细信息，如备
份状态、还原作业详细信息或摘要仪表板。

云报告

这些报告提供有关云的详细信息。

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活动

基于磁盘的数据保护 (DBDP) 报告显示磁盘池
容量及其使用情况、LAN 或 SAN 上客户端的
性能和 NetBackup 存储生命周期映射。

保留报告

保留报告是 NetBackup Search 的一部分。只
有在 OpsCenter 中添加了有效的 NetBackup
Search 许可证密钥 并且以安全管理员身份登
录时，您才能看到保留报告类别。

介质报告

这些报告提供介质数据，例如磁带计数或使
用情况。

性能报告

这些报告提供吞吐量的详细信息。

策略报告

这些报告显示有关 NetBackup 中备份作业策
略的所有详细信息。

还原报告

这些报告提供有关还原操作的详细信息。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OpsCenter 中的 SLP 报告显示 SLP 过程的端
到端视图，此过程包括将复制的映像导入其
他 NetBackup 域的备份过程。SLP 报告有助
于您验证 SLP 中的每个步骤是否已执行以及
识别可能的瓶颈。

工作量分析程序

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可提供有关在七天内进
行的活动的信息。这些活动与给定时间段内
运行的作业数以及在此期间传输的数据量有
关。该报告包含七天内每小时进行的活动的
168 个分析数据点。

关于 OpsCenter 中的报告过滤器
可能有数百个记录或数千 MB 的数据是您无需关心的。例如，您仅希望查看成功的
作业。要查看此特定数据，您需要使用“状态”过滤器。通过在生成“作业计数”
报告时将此过滤器设置为“成功”，您可以查看所有成功的作业。
OpsCenter 提供大量可用于查看所需数据的过滤器。对于每个报告类别，都提供了
不同的过滤器集。
请注意以下关于使用报告过滤器的注意事项：

40

OpsCenter 报告
OpsCenter 中的报告模板

■

如果您编辑某些标准报告并在“过滤器”部分选择“从快照备份”作业类型，
当系统中存在“从快照备份”作业的数据时，将会显示不正确的数据。当您通
过自定义报告创建与映像有关的报告并应用“从快照备份”作业类型过滤器时，
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过滤器”部分选择“从快照备份”作业类型时，下列标准报告会显示不正
确的数据：

■

■

保留报告 > 映像保留摘要

■

备份 > 计划活动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 重复的副本

■

备份 > 计划活动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 介质上存储的备份映像

■

备份 > 计划活动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 有效备份映像

■

备份 > 计划活动 > 容量规划 > 预测大小

■

备份 > 计划活动 > 容量规划 > 历史大小

备份介质角色过滤器应用于“将来失效的磁带”报告和“马上失效的磁带”报
告时，不会返回任何数据，因为 OpsCenter 中对数据进行了误算。

使用报告模板创建 OpsCenter 报告
本节提供了使用现有报告模板创建报告的过程。
使用现有报告模板创建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

2

在“报告模板”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要查看模板的报告输出，请在报告树中选择一个模板。报告输出基于默认参数
值。无法修改其中任一报告参数。
通过单击“创建新报告”选项，可以启动报告创建向导，此向导可指导您完成
整个报告创建过程。您可以在此处修改报告参数和查看所需数据。

3

在“报告向导”上，保留默认选项“使用现有报告模板创建报告”，然后单击
“下一步”。

4

在“报告模板”列表上，展开报告类别以查看其中的报告模板。选择要用于创
建报告的报告模板。
单击“下一步”。

5

根据需要选择时段和其他过滤器，然后单击“下一步”。

6

修改显示选项，并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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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报告格式
在 OpsCenter 中，标准报告可以使用以下格式。

关于报告格式
下面对报告格式进行介绍：
分级报告

显示一个水平条形图，用于呈现每个视图级对象在选定时段内从大
到小排列的所有数据。

分布报告

显示一个饼图，用于呈现所选时段内各视图级别对象的所有数据。

历史报告

显示一个堆积（分段）条形图，其上叠加一条趋势线，用于呈现数
据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的平均向上或向下趋势。
例如，按地理区分每天备份作业的总大小。有些备份报告使用不同
的条形图格式，并显示群集列来让您方便地对两类对象或事件进行
比较。

表格报告

在表格中显示备份数据。

关于在图形报告中查看数据
图形报告以方便的快览方式显示数据。但是，当您使用此格式时，精确度可能会有
所下降。查看图形报告时，工具提示可用于提供精确的数字数据。要查看图形报告
依据的数字数据，请将鼠标指针移到图形区域上方。
单击报告底部的“以表形式显示图表”可查看表格格式的数据。
查看备份报告时，您可以轻松查看更低级别的报告。在图形报告中，当您单击图形
中的某个区域时，报告将会刷新以显示下一个最低对象级别的数据。
例如，在地理视图中，您可以单击标记为 Canada 的条，从而以条形图显示 Toronto
和 Vancouver 的数据。您可以选择与主机对应的条，以显示主机文件系统的数据。

关于报告模板描述
本节介绍了 OpsCenter 中提供的所有报告模板。
有关 OpsCenter 报告模板的几点重要注意事项：
■

只能以 HTML 格式导出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驱动器吞吐量”和“驱动器利用
率”报告。
“驱动器吞吐量”和“驱动器利用率”报告中的数据仅显示到凌晨 1 点，而不
会显示到您运行报告时的时间。这是因为，OpsCenter 每天在午夜后的凌晨 1
点为“驱动器吞吐量”和“驱动器利用率”报告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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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运行的相对时段为前 24 小时，“驱动器利用率”报告也只能报告到
该天凌晨 1 点钟为止的数据。同样，如果您在下午 2 点运行“驱动器吞吐量”
和“驱动器利用率”报告，则报告仅显示凌晨 1 点以前收集的数据。
■

Symantec 建议您将 NetBackup 中的错误日志保留期限配置为 1 天以上。如果
错误日志的保留期限小于 24 小时，则会导致“驱动器吞吐量”等报告的数据丢
失。

■

默认情况下，预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表格报告可以达到 4000 行。同样，默认
情况下，导出可用格式的表格报告最多可显示 4000 行数据。最大行数可以配
置。
请参见第 19 页的“配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的表格报告的行数”。

■

采用 PDF、TSV、XML 或 CSV 格式的报告作为电子邮件附件发送。

■

采用 HTML 格式的报告作为电子邮件中的内联消息发送。

■

不支持对基于 HTML 的报告（例如，“驱动器利用率”）进行排序。

■

选择的默认视图是“所有我的视图”。默认情况下，所有标准报告都显示根据
您为“报告模板默认视图”选择的数据。“报告模板默认视图”可在“设置”>“
用户首选项”中指定。“报告模板默认视图”的默认值是“所有我的视图”。

请参见第 43 页的“关于审核报告”。
请参见第 44 页的“关于 OpsCenter 中的备份报告”。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关于 OpsCenter 中的目录库报告”。
请参见第 181 页的“关于 OpsCenter 中的成本分摊报告”。
请参见第 190 页的“关于 OpsCenter 中的客户端报告”。
请参见第 231 页的“ 关于 OpsCenter 中的磁盘和磁带设备活动报告”。
请参见第 242 页的“ 关于 OpsCenter 中的介质报告”。
请参见第 251 页的“关于 OpsCenter 中的性能报告”。
请参见第 257 页的“关于 OpsCenter 中的策略报告”。
请参见第 272 页的“ 关于 OpsCenter 中的还原报告”。
请参见第 280 页的“关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报告”。
请参见第 309 页的““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

关于审核报告
本节提供用于 NetBackup 审核跟踪功能的报告，这些报告记录了用户启动的用于审
核 NetBackup 操作更改的所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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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报告 > 审核跟踪报告
本节介绍了 OpsCenter 中提供的审核报告模板。
审核跟踪是所有用户启动的活动的记录。审核跟踪包括在 NetBackup 环境中进行的
更改。例如，创建策略、停用策略或修改策略等更改。
可以通过报告选项卡生成审核跟踪报告。还可以创建自定义 SQL。例如，输入查
询：SELECT * FROM audit_record on SQL query page。
请参见第 41 页的“使用报告模板创建 OpsCenter 报告”。
请参见第 331 页的“使用 SQL 查询创建 OpsCenter 报告”。

关于 OpsCenter 中的备份报告
本节提供了对 OpsCenter 中提供的所有备份报告模板的描述。
您可以查看所有 NetBackup 备份操作的报告，包括作业活动、重复数据删除率和总
体备份状态和成功率。
重复数据删除 > 按主服务器列出的重复数据
删除速率

请参见第 47 页的“重复数据删除 > 按主服务
器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

重复数据删除 > 按策略类型列出的重复数据
删除速率

请参见第 49 页的“重复数据删除 > 按策略类
型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

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

请参见第 50 页的“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
删除大小因子”。

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删除前大小与重复
数据删除后大小

请参见第 55 页的““重复数据删除”>“重复数据
删除前大小与重复数据删除后大小”报告”。

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

请参见第 59 页的“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
删除大小节省量”。

“作业活动”>“方差”>“关于吞吐量方差” 请参见第 64 页的“方差 > 吞吐量方差”。
报告
“作业活动”>“方差”>“关于文件计数方
差”报告
“作业活动”>“方差”>“关于备份持续时
间方差”报告
“作业活动”>“方差”>“关于备份作业大
小方差”报告

请参见第 66 页的““作业活动”>“方差”>“文件计
数方差”报告”。
请参见第 67 页的““作业活动”>“方差”>“备份持
续时间方差”报告”。
请参见第 67 页的““作业活动”>“方差”>“关于备
份作业大小方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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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活动 > 备份时段 > 作业计数

请参见第 71 页的““作业活动”>“备份时
段”>“作业计数”报告”。

作业活动 > 备份时段 > 作业大小

请参见第 75 页的““作业活动”>“备份时
段”>“作业大小”报告”。

作业活动 > 备份时段 > 文件计数

请参见第 75 页的““作业活动”>“备份时段”>“文
件计数”报告”。

作业活动 > 作业计数

请参见第 71 页的““作业活动”>“备份时
段”>“作业计数”报告”。

作业活动 > 作业大小

请参见第 81 页的“作业活动 > 作业大小”。

作业活动 > 客户端计数 > 历史

请参见第 86 页的“作业活动 > 客户端计数”。

作业活动 > 作业持续时间 > 分级

请参见第 92 页的“作业活动 > 作业持续时
间”。

作业活动 > 文件计数

请参见第 95 页的“作业活动 > 文件计数”。

作业浏览器 > 表格备份报告

请参见第 101 页的“作业浏览器 > 表格备份报
告”。

计划活动 > 容量规划 > 预测大小

请参见第 106 页的““计划活动”>“容量规划”>“预
测大小”报告 ”。

计划活动 > 容量规划 > 历史大小

请参见第 106 页的“ “计划活动”>“容量规划”>“历
史大小”报告”。

计划活动 > 预测 > 作业计数

请参见第 107 页的““计划活动”>“预测”>“作业计
数”报告 ”。

计划活动 > 预测 > 作业大小

请参见第 107 页的“计划活动 > 预测 > 作业大
小”。

计划活动 > 预定作业 > 预定作业

请参见第 111 页的““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
定作业”报告”。

计划活动 > 预定作业 > 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 请参见第 112 页的““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
作业计数
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报告”。
计划活动 > 预定作业 > 备份时段内的作业计 请参见第 115 页的““计划活动”>“预定作业”>“备
数
份时段内的作业计数”报告”。
计划活动 > 预定作业 > 预定作业详细信息与 请参见第 118 页的““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
实际作业详细信息
定作业详细信息与实际作业详细信息”报告”。
计划活动 > 预定作业 > 所有作业

请参见第 121 页的“ “计划活动”>“预定作业”>“所
有作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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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活动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 有效备份映 请参见第 122 页的““计划活动”>“已存储的备份
像
映像”>“有效备份映像”报告 ”。
计划活动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 重复的副本 请参见第 124 页的““计划活动”>“已存储的备份
映像”>“重复的副本”报告”。
计划活动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 已存储的备 请参见第 124 页的“计划活动 > 已存储的备份
份映像 > 历史
映像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 介质上存储的备
份映像”。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失败的作业计数

请参见第 130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失
败的作业计数”报告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部分成功的作业计数 请参见第 134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部
分成功的作业计数”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成功作业计数

请参见第 138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成
功作业计数”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所有失败的备份

请参见第 141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所
有失败的备份”报告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连续失败数

请参见第 142 页的“状态 > 连续失败数”。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每周快览

请参见第 145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每
周快览”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备份时段故障

请参见第 153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备
份时段故障”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部分成功的作业详细 请参见第 153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部
信息
分成功作业的详细信息”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已跳过文件摘要

请参见第 154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已
跳过文件摘要”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作业退出状态详细信 请参见第 154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作
息
业尝试状态详细信息”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作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58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作
业详细信息”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按状态列出的作业摘 请参见第 158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按
要
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作业状态 > 历史

请参见第 158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作
业状态”>“历史”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作业状态 > 分布

请参见第 162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状态”>“作
业状态”>“分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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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和成功率 > 成功率 > 成功率 - 所有作业

请参见第 165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成功
率”>“成功率 - 所有作业”报告 ”。

状态和成功率 > 成功率 > 高级成功率

请参见第 168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成功
率”>“高级成功率”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成功率 > 成功率 - 所有尝试

请参见第 171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成功
率”>“成功率 - 所有尝试”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成功率 > 成功率 - 首次尝试

请参见第 174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成功
率”>“成功率 - 首次尝试”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 > 成功率 > 成功率 - 折线图

请参见第 178 页的““状态和成功率”>“成功
率”>“成功率 - 折线图”报告”。

重复数据删除 > 按主服务器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
此报告提供每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
您可以查看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包括重复数据删除率和已保存的存储空
间）的报告。
以下是与“按主服务器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报告相关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按主服务器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

报告类别

重复数据删除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重复数据删除 > 按主服务器列出的
重复数据删除速率。

报告用途

显示每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的表格报
告。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PureDisk 及其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HTML、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重复数据删除 > 按主服务器列
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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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编辑“按主服务器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关注的列。
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
示了“按主服务器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
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客
户端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
“值”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介质服务器的

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或级别类型，以查看所配置日程表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作业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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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数据删除 > 按策略类型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
此报告提供按 NetBackup 策略类型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
以下是与“按策略类型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报告相关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按策略类型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

报告类别

重复数据删除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重复数据删除 > 按策略类型列出的
重复数据删除速率。

报告用途

显示每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的表格报
告。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PureDisk 及其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HTML、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重复数据删 > 按策略类型列出
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

您可以编辑“按策略类型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关注的列。
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
示了“按策略类型列出的重复数据删除速率”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
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客
户端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
“值”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49

OpsCenter 报告
关于报告模板描述

过滤器

列

描述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或级别类型，以查看所配置日程表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作业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
当涉及到重复数据删除时通常会谈论此报告，因为它显示最近两周内（此时段可修
改）每天的重复数据删除率。重复数据删除率是将通常备份的总字节数除以已更改
并备份的字节数得到的结果。因此，如果所执行的所有备份有 100 TB，但仅更改并
传送了 10 TB，则比率为 10。此报告将仅显示重复数据删除作业。该报告的默认
“报告位置”参数是“主服务器”。此报告以折线图格式提供。
此报告可以采用“历史”视图和“分级”视图显示。分级报告会将具有最佳重复数
据删除率（以字节为单位）的主机排在前面。这些主机具有最低的更改量，因此会
从重复数据删除中获得最大的好处。
图 2-1 显示了“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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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报告（历史）

此重复数据删除报告将具有最佳的重复数据删除率（以字节为单位）的主机排在最
前面。这些主机具有最低的更改量，因此会从重复数据删除中获得最大的好处。
图 2-2 显示了“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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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报告（分级）

以下是与“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报告相关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

报告类别

重复数据删除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删除大小
因子。

报告用途

历史趋势报告显示重复数据删除节省量因子。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PureDisk 及其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分级

向下钻取报告

是。根据选择的参数值，可查看以下四个级别的向下钻取报
告。级别 1：客户端名称，级别 2：作业类型，级别 3：日程
表/级别类型，级别 4：策略名称

可以预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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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格式

PDF、CSV、HTML、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重复数据删除 > 大小因子

您可以编辑“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
显示所有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重复
数据删除大小因子”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

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客
户端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
“值”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介质服务器的

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或级别类型，以查看所配置日程表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53

OpsCenter 报告
关于报告模板描述

过滤器

列

描述

作业

作业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产品类型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客户端运行“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报告，以
查看特定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报告增强功能：
我们为“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报告提供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已针对以下四个级别添加了向下钻取报告。
■

级别 1：客户端名称

■

级别 2：作业类型

■

级别 3：日程表/级别类型

■

级别 4：策略名称

■

现在，报告可将选项“显示具有以下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设为 3，显示具有
自定义平均期限的趋势线。其值可以是 1、2、3、7、14 或 30。默认值是 3。
示例： 如果值为 3，则在趋势线上的每个间隔上显示当前数据点和两个以前数
据点的平均值。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下列选项已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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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我们为“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报告提供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在“报告位置”参数中添加了新列“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作业状态 (仅完全
和部分)”。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

■

不适用于此报告的作业类型将从过滤器中删除。支持的作业类型包括“备份”、
“存档”、“还原”、“目录库备份”、“从快照备份”、“快照”和“复
制”。

■

“作业类型”列的默认选择值更改为“备份”。

■

Y1 轴的默认单位现在是 GB。

■

值 SAN 已从“作业传输类型”过滤器中删除。

已知问题：
■

对 OpsCenter 中的存储单元名称选择“报告”不会为 Symantec PureDisk 生成
任何数据，因为存储单元不在 PureDisk 中。在 VBR 中，从 PureDisk 收集的作
业数据会错误地将存储单元名称设置为 SPA。

■

与 VBR 相比，Y 轴/Y1 轴的数据低一个单位。例如： VBR 中的单位 GB 对应于
OpsCenter 中的单位 MB。 OpsCenter 将显示正确的数据。

“重复数据删除”>“重复数据删除前大小与重复数据删除后
大小”报告
“重复数据删除前大小与重复数据删除后大小”报告提供所有备份上存在的字节总
数之间的比较，就好像这些备份是正常的完全备份且字节数已更改，因此需要进行
传输。此报告仅显示重复数据删除作业。该报告的默认“报告位置”参数是“所有
主服务器”。此报告以折线图格式提供。
图 2-3 显示了“重复数据删除前大小和重复数据删除后大小”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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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重复数据删除前大小与重复数据删除后大小”报告

以下是与“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子”报告相关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重复数据删除前大小与重复数据删除后大小”报告

报告类别

重复数据删除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删除前大
小与重复数据删除后大小报告。

报告用途

重复数据删除前大小和重复数据删除后大小的历史趋势报告。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PureDisk 及其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HTML、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重复数据删除 > 受保护大小与
备份大小

您可以编辑“重复数据删除前大小和重复数据删除后大小”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关注
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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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重复数据删除前大小和重复数据删除后大小”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
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客
户端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
“值”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介质服务器的

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或级别类型，以查看所配置日程表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作业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客户端运行“重复数据删除前大小和重复数据删
除后大小”报告，以查看特定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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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重复数据删除前大小与重复数据删除后大小”报告提供了以下报告增强功
能：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您还
可以从报告的右上角选择“年”。

■

■

OpsCenter 中添加了以下四个级别的向下钻取报告：
■

级别 1：客户端名称

■

级别 2：作业类型

■

级别 3：日程表/级别类型

■

级别 4：策略名称

下列选项已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我们为“重复数据删除前大小和重复数据删除后大小”报告提供了以下过滤器增强
功能：
■

在“报告位置”参数中添加了新列“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作业状态 (仅完全
和部分)”。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

■

不适用于此报告的作业类型将从过滤器中删除。支持的作业类型包括“备份”、
“存档”、“还原”、“目录库备份”、“从快照备份”、“快照”和“复
制”。

■

“作业类型”列的默认选择值更改为“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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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位置”的默认值为“无”。

■

值 SAN 已从“作业传输类型”过滤器中删除。

已知问题：
■

对 OpsCenter 中的存储单元名称选择“报告”不会为 Symantec PureDisk 生成
任何数据，因为存储单元不在 PureDisk 中。在 VBR 中，从 PureDisk 收集的作
业数据会错误地将存储单元名称设置为 SPA。

■

与 VBR 相比，Y 轴/Y1 轴的数据低一个单位。例如： VBR 中的单位 GB 对应于
OpsCenter 中的单位 MB。 OpsCenter 将显示正确的数据。

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
多数 NetBackup 客户实施过某种重复数据删除或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实施。客户目前
的趋势是尽量控制基础架构和备份所需时间。再加上，许多客户需要保护更小的
WAN 链接间的远程办公室，删除重复数据变得十分关键，因为能够通过小管道推
送的数据量非常有限，并且很多时候远程站点没有能够管理硬件的人员。在数据中
心中，重复数据删除报告帮助确定每个 PureDisk 存储单元发生的实际重复数据删
除率。可以抽象化报告，以查看所有 PureDisk 环境中受保护的大小或已存储的大
小，或向下钻取至某一特定区域。然后可识别公用文件或数据类型，并将这些公用
文件或数据类型与其重复数据删除能力匹配。下面的报告是使用介质服务器重复数
据删除池创建的简单的重复数据删除报告。它是非常基本的报告，并且显示在不启
用重复数据删除的情况下已备份多少数据。在大环境中，这将显示由于重复数据删
除而不使用的 GB 数或 TB 数。其他报告可以将重复数据删除的数据节省量和实际
的重复数据删除信息进行对比，但在小型测试环境下，此报告显示的信息更佳。
OpsCenter 和 OpsCenter Analytics 提供对 NetBackup 可用的各种重复数据删除进
行报告的能力。它可以提供显示诸如数据到达 WAN 管道前远程站点上的重复数据
删除量之类信息的报告。使用 Opscenter Analytics 的趋势功能也可帮助了解数据增
长是否快于硬件增长或者何时可将 WAN 带宽耗尽。这样，公司便可积极做出有关
何时增加基础架构的明智决策，而不是坐等事情失败。此报告显示由于重复数据删
除而不需要备份的字节总数。此数字中不存在计算或比率。它是自上次备份以来未
更改的字节数（MB、GB、TB 等），因此无需进行备份。此报告仅显示重复数据删
除作业。该报告的默认“报告位置”参数是“主服务器”。此报告可以采用“历
史”视图和“分级”视图显示。分级报告对所备份的每个主机节省的总字节数进行
分组，以便按重复数据删除节省量显示排在前五位的主机。
历史报告显示由于重复数据删除而不需要备份的字节总数。此数字中不存在计算或
比率。它是自上次备份以来未更改的字节数（MB、GB、TB 等），因此无需进行备
份。此报告仅显示重复数据删除作业。该报告的默认“报告位置”参数是“主服务
器”。
图 2-4 显示了“重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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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重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报告（历史）

此分级报告显示在时段内未更改的字节数，因此由于重复数据删除而无需进行备
份。此报告对要备份的每个主机节省的总字节数进行分组，以便按重复数据删除节
省量显示排在前五位的主机。此报告仅显示重复数据删除作业。该报告的默认“报
告位置”参数是“主服务器”。
图 2-5 显示了“重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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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重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报告（分级）

以下是有关“重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重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

报告类别

重复数据删除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重复数据删除 > 重复数据删除大小
节省量。

报告用途

历史趋势报告显示由于重复数据删除而节省的存储量。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PureDisk 及其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分级

向下钻取报告

是。根据选择的参数值，可查看以下四个级别的向下钻取报
告。级别 1：客户端名称，级别 2：作业类型，级别 3：日程
表/级别类型，级别 4：策略名称

可以预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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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格式

PDF、CSV、HTML、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重复数据删除 > 大小节省量

可以编辑“重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
下显示所有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重
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

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客
户端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
“值”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介质服务器的

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或级别类型，以查看所配置日程表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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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作业

作业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产品类型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客户端运行“重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报告，
以查看特定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我们为“重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已针对以下四个级别添加了向下钻取报告。
■

级别 1：客户端名称

■

级别 2：作业类型

■

级别 3：日程表/级别类型

■

级别 4：策略名称

■

现在，报告可将选项“显示具有以下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设为 3，显示具有
自定义平均期限的趋势线。其值可以是 1、2、3、7、14 或 30。默认值是 3。
示例： 如果值为 3，则在趋势线上的每个间隔上显示当前数据点和两个以前数
据点的平均值。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下列选项已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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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我们为“重复数据删除大小节省量”报告实现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在“报告位置”参数中添加了新列“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作业状态 (仅完全
和部分)”。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

■

不适用于此报告的作业类型将从过滤器中删除。支持的作业类型包括“备份”、
“存档”、“还原”、“目录库备份”、“从快照备份”、“快照”和“复
制”。

■

“作业类型”列的默认选择值更改为“备份”。

■

Y1 轴的默认单位现在是 GB。

■

值 SAN 已从“作业传输类型”过滤器中删除。

已知问题：
■

对 OpsCenter 中的存储单元名称选择“报告”不会为 Symantec PureDisk 生成
任何数据，因为存储单元不在 PureDisk 中。在 VBR 中，从 PureDisk 收集的作
业数据会错误地将存储单元名称设置为 SPA。

■

与 VBR 相比，Y 轴/Y1 轴的数据低一个单位。例如： VBR 中的单位 GB 对应于
OpsCenter 中的单位 MB。 OpsCenter 将显示正确的数据。

方差 > 吞吐量方差
此报告显示上次完全备份的备份作业吞吐量和近期平均值之间变化的客户端或策略
级别详细信息。
图 2-6 显示了“吞吐量方差”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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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吞吐量方差”报告

以下是有关“吞吐量方差”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吞吐量方差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所有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作业活动 > 方差 > 吞吐量方差
报告。

报告用途

上次完全备份的备份作业吞吐量和近期平均值之间变化的客户
端或策略级别详细信息。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Symantec Backup Exec、Symantec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是。请参见“客户端备份详细信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作业 > 吞吐量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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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编辑“吞吐量方差”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
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吞吐量方差”报
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来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客
户端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
“值”下拉列表中。

百分比

百分比

选择方差百分比的适当值。默认情况下，所有大于 1 的方差百分
比都在报告的“方差 (%)”列中显示。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主服务器运行“吞吐量方差”报告，以仅查看特
定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我们为“作业持续时间”报告提供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此报告的默认“相对时段”为 28 天，现在改为“前 14 天”。

“作业活动”>“方差”>“文件计数方差”报告
您可以查看 NetBackup 作业活动统计的详细报告，包括文件、作业、大小、客户端
和作业持续时间。
通过“作业活动”>“方差”，您可以查看 NetBackup 操作范围的报告，以识别备
份大小、吞吐量、持续时间和文件计数方面的统计方差。
您可以使用“作业活动”>“方差”>“文件计数方差”报告调查特定的完全备份有
别于普通完全备份的原因。例如，某个文件服务器备份成功完成，但包含的文件数
比平常的完全备份文件数少。
此报告显示其文件计数与主服务器、策略和日程表的平均计数差值很大的 NetBackup
作业。
如果在此报告运行时计算出的任何差值大于选定的方差值，则显示带有实际文件计
数差值的客户端、策略和日程表类型组合。该表提供了该服务器、策略和日程表的
每个正常作业与平均值的百分比方差（文件计数）。
此报告的“客户端名称”列提供指向所指定时段的备份作业详细信息的向下钻取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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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活动”>“方差”>“备份持续时间方差”报告
此报告指示备份时间与平均备份时间之间有多大的差值。如果差值太大，您就可以
检测到出现的所有异常。
此报告计算上次正常备份的备份时间与平均备份时间（对每个客户端、策略和日程
表类型计算得出）之间的差值。如果在此报告运行时计算出的任何差值大于选定的
方差值，则显示带有实际差值的客户端、策略和日程表类型组合。

关于选定时段的客户端作业报告
“客户端名称”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提供客户端的选定时段的详细作业信息。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数。

“作业活动”>“方差”>“关于备份作业大小方差”报告
此报告指示备份大小与平均备份大小之间有多大差值。如果差值太大，您就可以检
测到出现的所有异常。
此报告计算上次正常备份的备份大小与平均备份大小（对每个客户端、策略和日程
表类型计算得出）之间的差值。如果在此报告运行时计算出的任何差值大于选定的
方差值，则显示带有实际差值的客户端、策略和日程表类型组合。
使用以下公式计算大小方差：（上次备份大小 - 平均备份大小）/平均备份大小 x
100。
运行“备份作业大小方差”报告之前，请考虑以下几点：
■

此报告仅考虑完全日程表。

■

此报告不考虑重复数据删除作业。

■

此报告不考虑失败的作业。此报告将考虑状态码为 0、1 等的作业。

■

如果您在给定时段内对同一客户端运行多个作业（例如，对每个主服务器、客
户端、策略和日程表的组合运行 10 个作业），则此报告将计算最后一个作业与
剩余 9 个作业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

■

对于多数据流作业，此报告会将每个数据流视为一个不同的作业。

此报告的“客户端名称”列提供指向所指定时段的备份作业详细信息的向下钻取链
接。
图 2-7 显示了“备份作业大小方差”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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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备份作业大小方差”报告

以下是有关“备份作业大小方差”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备份作业大小方差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作业活动 > 方差 > 备份作业大小方
差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作业大小方差。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Backup Exec、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Symantec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是。
请参见第 69 页的“客户端备份作业”。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报告 >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作业 > 备份作业大小方差

下表列出了“备份作业大小方差”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68

OpsCenter 报告
关于报告模板描述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百分比

百分比

选择方差百分比的适当值。默认情况下，所有大于 1 的方差百分
比都在报告的“方差 (%)”列中显示。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主服务器运行“备份作业大小方差”报告，以仅查看特
定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我们为“备份作业大小方差”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客户端备份作业
“客户端备份作业”报告显示针对所选客户端运行的作业的详细信息。此表格报告显

示作业 ID、策略名称、日程表名称、状态码、文件数目、吞吐量（KB/秒）等信息。
图 2-8 显示了“客户端备份作业”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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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客户端备份作业”报告

以下是有关“客户端备份作业”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客户端备份作业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作业活动 > 方差 > 备份作业大小
方差 （从“客户端名称”向下钻取）> 客户端备份作业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针对所选客户端运行的作业的详细信息。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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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报告 >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作业 > 备份作业大小方差 >客
户端备份作业

下表显示了“客户端备份作业”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
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处于活 选择“是”只能查看活动的客户端，选择“否”可以查看报告中
动状态
的所有客户端。默认情况下，报告中仅显示活动的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针对多个主服务器运行“客户端备份作业”报告。选择主服务
器，然后选择特定主服务器以查看所有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我们为“备份作业大小方差”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作业活动”>“备份时段”>“作业计数”报告
“作业活动”>“备份时段”提供包括作业数、作业大小和文件计数在内的 NetBackup
备份时段统计报告。
“作业活动”>“备份时段”>“作业计数”报告显示过去两周内的备份作业总数（按
每个作业结束时的小时时间显示）。它还呈现了可配置的备份时段，可帮助快速确
认是否有大量作业要在定义的或计划的备份时段范围之内或之外结束。此报告可以
帮助您查看备份时段中是否存在没有充分利用的时间，以及是否所有负载平衡均正
确无误。
图 2-9 显示了“作业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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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作业计数”报告

以下是有关“作业计数”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作业计数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作业活动 > Backup Window > 作
业计数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作业计数（按每个作业结束时的小时时间显示）。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Backup Exec、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Symantec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图表）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活动计划 -> Backup Window -> 作业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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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VBR 的差异

在 OpsCenter 中，“作业计数”报告不包括在映像数据收集
期间收集的作业。这些作业称稀疏作业。这与 VBR 中的“作
业计数”报告不同，后者也包括稀疏作业。由于此更改，您可
能会注意到 OpsCenter 报告和相应 VBR 报告上的作业计数不
匹配。

下表显示了“作业计数”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
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
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数据分类名
名称
称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选
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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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作业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
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尝试

尝试状态

“尝试状态”列可以有两个值，即“尝试”或“作业”。计算“作
业计数”时，如果选中“尝试”，报告会考虑所有尝试。
默认情况下会选择“作业”。如果选中“作业”，则不考虑尝试
次数。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策略运行“作业计数”报告，以查看特定策略的作业
计数。此外，如果您还要了解特定产品的作业计数，可以使用 “作业”过滤器，并
在“产品类型”列下选择 Backup Exec。
我们为“作业计数”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在“备份作业属性”下添加了以下“报告数据”选项：
■

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部分)

■

作业状态 (仅完全)

■

在“日程表”过滤器下添加了“日程表名称”列，以便按照日程表名称过滤数
据。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
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
“未知”（如在 VBR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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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活动”>“备份时段”>“作业大小”报告
此报告显示过去两周内备份的总 GB 值（按每个作业结束时的小时时间显示）。它
还呈现了可配置的备份时段，可帮助快速确认是否有大量作业要在定义的或计划的
备份时段范围之内或之外结束。此报告可以帮助您查看备份时段中是否存在没有充
分利用的时间，以及是否所有负载平衡均正确无误。

“作业活动”>“备份时段”>“文件计数”报告
此报告显示一天中每个小时备份的文件数。图中每个条形的高度表示在整个选定日
期范围中相应小时备份的文件总数。例如，用户定义的备份时段显示为黄色，以区
别于本应备份文件的小时。黄色时段之外的条形表示在备份时段外发生的活动。还
可以使用此报告来查看哪些小时可具有添加更多备份的容量，并且这些小时仍在备
份时段范围内。

作业活动 > 作业计数
此报告提供了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务级别视图中的备份作业计数的摘要。
可通过三个显示选项来查看此报告。历史报告视图显示过去两周内每天执行备份所
用的总时间量。
图 2-10 显示了“作业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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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作业计数”报告（历史）

分级视图通过对过去两周内每个介质服务器执行的作业总数进行分级，以显示作业
总数最多的前 10 个环境。
图 2-11 显示了“作业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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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作业计数”报告（分级）

分布视图显示每个介质服务器执行的作业数的详细信息，并提供有关是否需要某种
类型的负载平衡的信息。
图 2-12 显示了“作业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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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作业计数”报告（分布）

可以以表格格式查看历史、分级和分布报告类型。
图 2-13 显示了“作业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13

“作业计数”报告（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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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关“作业计数”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作业计数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所有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作业活动 > 作业计数报告。

报告用途

可自定义的报告，此报告显示在过去两周内每天由每个主服务
器备份的唯一客户端的总数。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Symantec Backup Exec、Symantec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分级、分布

向下钻取报告

是。
您可以针对选定参数值查看向下钻取报告。这些报告适用于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
示例：对于报告的分级类型，您可以查看向下钻取报告的四个
级别：级别 1：客户端名称，级别 2：作业类型，级别 3：日
程表/级别类型，级别 4：策略名称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活动计划 > 作业计数

您可以编辑“作业计数”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列。
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作业计数”报告的过
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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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或级别类型，以查看所配置日程表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作业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尝试

尝试状态

“尝试状态”过滤器可以有两个值，即“尝试”或“作业”。计
算“作业计数”时，如果选中“尝试”，则报告会考虑所有尝试
操作。

过滤器用法示例：要在“作业计数”报告中查看所有作业尝试次数，请在“尝试状
态”中选择“尝试”。
我们为“作业计数”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我们为“作业计数”报告提供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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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
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
“未知”（像 VBR 中一样）。

■

为“作业”过滤器添加了“作业传输类型”列。例如，可以查看“作业传输”
类型为 FT 或 LAN 的作业的报告数据。

作业活动 > 作业大小
此报告提供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务级别视图中备份作业大小的摘要。可通
过三个显示选项来查看此报告。历史报告视图显示最近两周以来每天备份的总兆字
节数。
图 2-14 显示了“作业大小”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14

作业大小报告（历史）

分级视图显示最近两周为客户端备份的总兆字节数位列前十的备份客户端。报告提
供对前十位使用者的概述，以及这些使用者是否是您预期的使用者。
图 2-15 显示了“作业大小”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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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作业大小报告（分级）

分布视图提供最近两周为每台介质服务器备份的总兆字节数的相关明细视图。它清
楚地显示了进入所有介质服务器的数据量的分布情况，并在需要任何类型的负载平
衡时提供输入。
图 2-16 显示了“作业大小”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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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作业大小报告（分布）

可以以表格格式查看历史、分级和分布报告类型。
图 2-17 显示了“作业大小”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17

作业大小报告（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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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关“作业大小”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作业大小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所有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作业活动 > 作业大小报告

报告用途

关于最近两周内每天备份的总兆字节数的可自定义报告。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Symantec Backup Exec、Symantec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分级、分布

向下钻取报告

是。您可以查看选定参数值的向下钻取报告。这些向下钻取报
告可在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上使用。
示例：对于报告的分级类型，您可以查看以下三个级别的向下
钻取报告：级别 1：作业类型，级别 2：日程表/级别类型，级
别 3：策略名称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活动计划 > 作业大小

可以编辑“作业大小”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列。
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作业大小”报告的过
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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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或级别类型，以查看所配置日程表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作业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针对特定策略数据分类名称运行“作业大小”报告，以便仅查
看特定策略分类的详细信息。
我们为“作业大小”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我们为“作业大小”报告实现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
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
“未知”（像 VBR 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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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作业”过滤器添加了“作业传输类型”列。例如，可以查看“作业传输”
类型为 FT 或 LAN 的作业的报告数据。

■

下列选项已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作业活动 > 客户端计数
此报告提供了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务级别视图中的备份客户端计数的摘
要。可通过三个显示选项来查看此报告。历史报告视图显示在过去两周内每个主服
务器每天备份的唯一客户端的总数。该视图通过显示您认为需要备份的客户端数和
实际备份的客户端数之间的差异来帮助突出显示潜在问题。
图 2-18 显示了“客户端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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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

“客户端计数”报告（历史）

分级视图通过列出过去两周内每个介质服务器备份的唯一客户端数，显示此客户端
数最多的前十个环境。
图 2-19 显示了“客户端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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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客户端计数报告（分级）

分布报告按照每个主服务器列出在过去两周内备份的唯一客户端数的详细信息。
图 2-20 显示了“客户端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20

客户端计数报告（分布）

可以以表格格式查看历史、分级和分布报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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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显示了“客户端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21

客户端计数报告（表格）

以下是有关“客户端计数”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客户端计数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所有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作业活动 > 客户端计数报告。

报告用途

可自定义的报告，此报告显示在过去两周内每天由每个主服务
器备份的唯一客户端的总数。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Symantec Backup Exec、Symantec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分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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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钻取报告

是。
您可以针对选定参数值查看向下钻取报告。这些报告适用于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
示例：对于报告的分级类型，您可以查看向下钻取报告的四个
级别：级别 1：客户端名称，级别 2：作业类型，级别 3：日
程表/级别类型，级别 4：策略名称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活动计划 > 客户端计数

您可以编辑“客户端计数”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
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客户端计数”报
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介质服务器的

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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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或级别类型，以查看所配置日程表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作业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策略数据分类名称运行“客户端计数”报告，以仅
查看特定策略分类的详细信息。
我们为“客户端计数”报告提供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我们为“客户端计数”报告提供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
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
“未知”（像 VBR 中一样）。

■

下列选项已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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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作业活动 > 作业持续时间
此报告提供了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务级别视图中的备份作业持续时间的摘
要。此报告显示按照过去两周内备份所用总时间排名的前 10 个客户端。
图 2-22 显示了“作业持续时间”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22

作业持续时间报告

此外，您还可以以表格格式查看此报告。
图 2-23 显示了“作业持续时间”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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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

作业持续时间报告（表格）

以下是有关“作业持续时间”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作业持续时间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所有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作业活动 > 作业持续时间报告。

报告用途

可自定义的报告，此报告显示按照过去两周内备份所用总时间
排名的前 10 个客户端。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Symantec Backup Exec、Symantec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分级

向下钻取报告

是。 您可以针对选定参数值查看向下钻取报告。 这些报告适
用于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
示例：对于报告的分级类型，您可以查看向下钻取报告的三个
级别：级别 1：作业类型，级别 2：日程表/级别类型，级别
3：策略名称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活动计划 > 作业持续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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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编辑“作业持续时间”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
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作业持续时间”
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介质服务器的

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或级别类型，以查看所配置日程表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作业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策略数据分类名称运行“作业持续时间”报告，
以仅查看特定策略分类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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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作业持续时间”报告提供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我们为“作业持续时间”报告提供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
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
“未知”（像 VBR 中一样）。

■

为“作业”过滤器添加了“作业传输类型”列。例如，可以查看“作业传输”
类型为 FT 或 LAN 的作业的报告数据。

作业活动 > 文件计数
此报告提供了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务级别视图中的已备份文件计数的摘
要。可通过三个显示选项来查看此报告。历史报告视图显示过去两周内每天为每个
主服务器备份的文件总数。
图 2-24 显示了“文件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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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文件计数报告（历史）

“分级”视图按照过去两周内为备份客户端备份的文件总数对这些备份客户端进行
分级，并显示文件总数最多的前 10 个备份客户端。
图 2-25 显示了“文件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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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文件计数报告（分级）

分布视图按照每个主服务器列出在过去两周内备份的文件数量的详细信息。
图 2-26 显示了“文件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26

文件计数报告（分布）

可以以表格格式查看历史、分级和分布报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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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 显示了“文件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27

文件计数报告（表格）

以下是有关“文件计数”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文件计数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作业活动 > 文件计数

报告用途

可自定义报告，此报告显示过去两周内每天备份的文件总数。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Symantec Backup Exec、Symantec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分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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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钻取报告

是。
您可以针对选定参数值查看向下钻取报告。这些报告适用于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
示例：对于报告的分级类型，您可以查看以下三个级别的向下
钻取报告：级别 1：作业类型，级别 2：日程表/级别类型，级
别 3：策略名称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活动计划 > 文件计数

您可以编辑“文件计数”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列。
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文件计数”报告的过
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介质服务器的

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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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或级别类型，以查看所配置日程表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作业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策略数据分类名称运行“文件计数”报告，以仅查
看特定策略分类的详细信息。
我们为“文件计数”报告提供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我们为“文件计数”报告提供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
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
“未知”（像 VBR 中一样）。

■

为“作业”过滤器添加了“作业传输类型”列。例如，可以查看“作业传输”
类型为 FT 或 LAN 的作业的报告数据。

■

下列选项已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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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作业浏览器 > 表格备份报告
本节介绍与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类似的 NetBackup 作业活动相关报告。
您可以查看指定时段内执行的所有备份活动的详细列表。默认时段是最近两周。通
过此报告，可以（从“作业尝试计数”和“状态码”列）查看多次作业尝试的状
态。通过此报告，可以（从“作业持续时间”列）知道完成备份或还原操作所用的
时间。因此，它有助于迅速识别有关用了最长时间的备份或还原作业的详细信息。
还可以从报告的“作业主 ID”列向下钻取，以了解与作业关联的跳过文件的详细信
息。只有一些作业可能含有与其关联的已跳过文件。对于不含任何已跳过文件的作
业，向下钻取报告为空或显示连字符。
图 2-28 显示了“表格备份”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28

表格备份报告

以下是有关“表格备份”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表格备份报告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作业浏览器 > 表格备份报告

报告用途

按客户端列出的所有备份数据（大小、开始时间、状态码等）
的可自定义表格报告。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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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跳过文件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04 页的“跳过文件详细信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作业浏览器 > 预定作业 > 表格备份报告

可以编辑“表格备份”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
列。也可以对报告进行过滤，以显示有限示例集（如一个或多个策略、主服务器、
客户端、视图、产品类型、作业状态等）的活动。
下表显示了“表格备份”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
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
都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客户端操作系
统

策略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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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类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
型
选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作业

描述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遗漏、部分成功等），以在
报告中查看选定作业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产品（如 Backup Exec），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
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主服务器运行“表格备份”报告，以仅查看选定主服
务器的备份详细信息。上面显示的报告视图示例显示了特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报告增强功能

我们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现在每个作业主 ID 都是链接。可以从“作业主 ID”列向下钻取，以
了解作业的已跳过文件的详细信息。

■

现在此报告在“作业结束时间”、“作业开始时间”和“截止时间”
列中显示的时间精确到秒，如上午 9:40:37。在旧版中，报告中仅显
示时间的小时和分钟，如上午 9:40。

■

现在此报告默认显示所有视图的数据。在编辑此报告时，“所有我的
视图”是默认视图。

■

修复了 VBR 的数据正确性和奇偶校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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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列

此报告中显示以下附加列。默认情况下，这些列在报告上不显示。需要
编辑该报告，以手动添加这些列并重新运行该报告。
■

■

■

■

■

■

尝试状态
OpsCenter 7.6 中添加了此列。此列可让您了解尝试是成功还是失败。
产品
此列显示与作业关联的产品，如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作业目录
由作业备份的路径。
策略关键字
与作业关联的策略关键字。
存储单元名称
与作业关联的存储单元的名称。
尝试开始时间
显示特定作业尝试的开始日期和时间。作业可能需要多次尝试或重
试，因为存在资源不可用等问题。请确保报告中始终显示“尝试开始
时间”列。如果删除“尝试开始时间”列，报告中可能会显示重复的
记录。

过滤器增强功能

列出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
据。在“表格备份”报告的右上角也可以看到“年”选项卡。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
输入类似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

■

■

为“作业”过滤器删除了以下列：
■

代理服务器

■

作业状态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
可以过滤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
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
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未知”（如在 VBR 中）。

■

为“作业”过滤器添加了“作业传输类型”列。例如，可以查看“作
业传输”类型为 FT 或 LAN 的作业的报告数据。

跳过文件详细信息
在“表格备份”报告中，您可以从“作业主 ID”列向下钻取，以了解与作业关联的
跳过文件的详细信息。只有部分作业才包含与其相关的已跳过文件。对于不包含任
何已跳过文件的作业，向下钻取报告为空白或显示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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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每周快览详细信息”报告中单击“作业主 ID”时，也会提供“跳过文件
详细信息”报告。
图 2-29 中显示了在“表格备份”报告中单击“作业主 ID”列后获取的“跳过文件
详细信息”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29

跳过文件详细信息

以下是与“跳过文件详细信息”报告关联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跳过文件详细信息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作业浏览器 > 表格化的备份报告（单
击“作业主 ID”链接）

报告用途

列出选定作业的跳过文件详细信息。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作业浏览器 > 预定作业 > 表格备份报告 > 跳过文件详
细信息

可以编辑此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列。您也可以
过滤报告以显示特定作业主 ID 的已跳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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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显示了“跳过文件详细信息”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在报告中使用过滤器查看特
定数据的方法。
过滤器

列

描述

主作业

作业主 ID

选择一个作业主 ID，以查看与选定作业主 ID 相关的已跳过
文件详细信息。

“计划活动”>“容量规划”>“预测大小”报告
“计划活动”提供 NetBackup 预测报告，预测存储容量需求、介质占用情况、作业
大小、日程表和计数的未来趋势。
“容量计划”根据过去的 NetBackup 存储占用情况以及预测的未来 NetBackup 存
储需求提供报告。
“计划活动”>“容量规划”>“预测大小”报告显示历史供给和需求，而且还为供
给和需求添加了一条预测线，显示它们在将来哪个时间相交。这两条线的相交点是
需要添加新容量（更多磁盘或更多备份磁带）的日期。在以上示例中，目前为止供
给超出需要，这意味着不需要购买更多容量。
默认情况下，此报告的第一个视图显示整个备份环境，但为了实际使用，应该将其
过滤为特定磁带库或磁盘池，因为某些库或池可能比其他库或池更接近容量已满状
态。
从“介质”过滤器中删除了“EMM 服务器”列。“主服务器”过滤器可用于查看
特定服务器而不是“EMM 服务器”列的数据。

“计划活动”>“容量规划”>“历史大小”报告
此报告显示历史供给和需求。供给定义为备份应用程序中的所有磁带介质上的所有
可用空间。通过计算同一磁带类型的所有已满介质的平均大小而得出此数。然后，
使用该平均值预测同一类型中所有其他未满磁带的大小。因为磁带没有精确的容
量，且在到达磁带标记的结尾之前会一直写入，所以需要使用此平均值。在需求方
面，它是对时间段内所有备份作业的计算。此报告要指出的是，这两条线之间的差
异即为不需要的额外容量。在理想的环境中，这些线将与蓝线相称，例如稍低于该
线，表示使用所有备份空间。有时此报告称为“即时库存”报告，因为此概念源于
具有相同名称的业务理念。
默认情况下将显示总环境，但为了实际使用，需要将其过滤为各个存储位置，因为
某些存储位置可能比其他存储位置更接近容量已满状态。通过单击报告顶部的“编
辑报告”可以轻松地完成此更改。
从“介质”过滤器中删除了“EMM 服务器”列。“主服务器”过滤器可用于查看
特定服务器而不是“EMM 服务器”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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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活动”>“预测”>“作业计数”报告
“预测”报告提供未来预测的 NetBackup 作业大小和作业计数信息。
“计划活动”>“预测”>“作业计数”报告显示特定时段内每天的备份作业总数。
此外，还会进行线性回归预测，以便根据当前数据预测未来三天内将要进行的备份
数。

计划活动 > 预测 > 作业大小
此报告显示特定时段内每天的备份作业总数。此外，还会进行线性回归预测，以便
根据当前数据预测未来三天内将要进行的备份数。
图 2-30 显示了“作业大小 - 预测”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30

“作业大小 - 预测”报告（历史）

此报告也以表格格式提供。
图 2-31 显示了“作业大小 - 预测”报告的示例视图。

107

OpsCenter 报告
关于报告模板描述

图 2-31

“作业大小 - 预测”报告（表格）

以下是有关“作业大小 - 预测”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作业大小 - 预测”报告

报告类别

计划活动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计划活动 > 预测 > 作业大小 - 预
测 报告。

报告用途

提供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务级别视图中未来备份作业
大小的预测。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是。 可以根据所选的参数值从以下五个级别查看向下钻取报
告。级别 1：主服务器，级别 2：客户端名称，级别 3：作业
类型，级别 4：日程表/级别类型，级别 5：策略名称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HTML、XML、T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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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活动计划 > 预测 > 作业大小 预测

您可以编辑“作业大小 - 预测”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
示所有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作业大
小 - 预测”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介质服务器的

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或级别类型，以查看所配置日程表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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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作业

作业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产品类型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客户端运行“作业大小 - 预测”报告，以查看特
定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我们为“作业大小 - 预测”报告提供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也可
以在报告的右上角选择“年”。

■

■

在 OpsCenter 中添加了以下五个级别的向下钻取报告。
■

级别 1：主服务器

■

级别 2：客户端名称

■

级别 3：作业类型

■

级别 4：日程表/级别类型

■

级别 5：策略名称

下列选项已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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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我们为“作业大小 - 预测”报告提供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在“报告位置”参数中添加了新列“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作业状态 (仅完全
和部分)”。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

■

Y1 轴的默认单位现在是 GB。

■

值 SAN 已从“作业传输类型”过滤器中删除。

“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报告
“预定作业”提供所有未来 NetBackup 预定操作的报告，以计划工作负载、备份时
段和与完成的操作比较。
“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报告可以采用“分级报告”视图显示，
描述预定要在将来运行的作业数。可查看每个日程表、策略、主服务器或客户端的
预定作业数。
注意：默认情况下，“预定作业”报告显示每个策略的作业计数。如果要查看客户
端、日程表或主服务器的作业计数，请更改报告参数。
提供了有关如何更改此报告的参数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11 页的“更改“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报告参数”。

更改“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报告参数
更改报告参数

1

在“预定作业”报告上，单击“编辑”链接。

2

在“报告向导”上，从“报告数据”下拉列表中选择“预定作业”属性。例
如：“客户端”、“主服务器”、“策略”或“日程表名称”。

3

单击“运行”。

注意：要查看特定客户端、策略、主服务器或日程表的作业计数，请单击“显示高
级过滤器”，并选择要查看其作业计数的客户端、策略、主服务器或日程表的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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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关“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报告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11 页的““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报告”。

“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
数”报告
此历史报告描述了已预定要在将来运行的作业数和已运行的作业数。此报告主要显
示预定（未来）作业计数和实际作业计数之间的比较。
使用此报告可确定已预定要在将来运行的作业是否已按日程表运行。
图 2-32 显示了“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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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报告

以下是有关“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报告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计划活动 > 预定的作业 > 预定作业
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

报告用途

此历史报告会对实际作业计数和预定作业计数进行比较。此报
告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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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活动计划 > 预定作业 > 作业计数 - 预定与实际

通过使用过滤器，可以按照特定客户端、策略、主服务器或日程表查看实际作业计
数与预定作业计数的比较。下表显示了“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报告的过
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在报告中查看特定的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预定的作 排除手动作业
业

默认情况下，“实际作业计数”包含手动启动的手动作业。可以
从实际作业计数中排除手动作业，而只查看执行类型为“已预
定”的作业。要在报告中排除手动作业，请选择“是”。

过滤器用法示例：默认情况下，“实际作业计数”包含手动作业，手动作业由
NetBackup 管理员手动启动。提供了有关如何从实际作业计数中排除手动作业的更
多信息。
请参见第 115 页的“从“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报告中的实际作业中排除手动
作业”。
我们为此报告实现了以下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在报
告的右上角也可以看到“年”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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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删除了“时段分组”的以下单位：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预定的作业”过滤器中“排除手动作业”列的默认值现在更改为“否”。在
旧版中，“排除手动作业”的默认值为“是”。

从“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报告中的实际作业中排除
手动作业
默认情况下，“实际作业计数”包含手动作业，手动作业由 NetBackup 管理员手动
启动。要从“实际作业”计数中排除手动作业，而仅查看执行类型为“已预定”的
作业，请执行以下操作：
从实际作业计数中排除手动作业

1

在“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报告上，单击“编辑”链接。

2

在“报告向导”的“过滤器选项”部分中，从“排除手动作业”下拉列表中选
择“是”。

3

单击“运行”。

提供了有关“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计数和实际作业计数”报告的
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12 页的““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报告”。

“计划活动”>“预定作业”>“备份时段内的作业计数”报告
此历史报告描述了指定备份时段内已预定的作业数和已运行的作业数。此报告主要
显示在备份时段内预定（未来）作业计数和实际作业计数之间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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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报告可确定备份时段是否合适以及是否得到正确使用。单击报告下面的“以
表形式显示图表”链接，即可显示表格格式的报告详细信息。
“备份时段内的作业计数”报告可以显示作业是否在指定的备份时段内完成。此报
告附有一张备份时段图，用于快速分析。您可以迅速确定是否所有备份活动都在定
义时段内进行。
另外，查看较长时间线上的时段表现时，很有必要使用智能平均计算功能。一次或
两次错过某时段并不一定会导致出现更大范围的系统问题，因此需要与实际的每日
上下文一起检查平均计算上下文。
以下是有关“备份时段内的作业计数”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备份时段内的作业计数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计划活动 > 预定的作业 > 备份时段
内的作业计数

报告用途

用户定义的备份时段（24 小时时间线）内 NetBackup 实际作
业与预定作业的比较。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活动计划 > 预定作业 > 备份时段内的作业计数

图 2-33 显示了“备份时段内的作业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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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

“备份时段内的作业计数”报告

此报告显示备份在用绿色表示的时段 (18:00 - 09:00) 外发生。
下表显示了“备份时段内的作业计数”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
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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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预定的作 排除手动作业
业

选择是否要在报告中排除手动作业。您可以选择“是”或“否”。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主服务器运行“作业计数时段”报告，以仅查看选定
主服务器的作业计数详细信息。
我们为此报告实现了以下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在报
告的右上角也可以看到“年”选项卡。

■

“预定的作业”过滤器中“排除手动作业”列的默认值现在更改为“否”。在
旧版中，“排除手动作业”的默认值为“是”。

“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详细信息与实际作业
详细信息”报告
此表格报告显示每个客户端、策略和日程表组合每天的预定作业计数和实际作业计
数之间的比较。
注意：默认情况下，“作业计数详细信息 - 预定与实际”报告显示每个策略的作业
计数。如果要查看每个客户端或主服务器的作业计数，请更改过滤器参数。
图 2-34 显示了“预定作业详细信息与实际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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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

“预定作业详细信息与实际作业详细信息”报告

以下是有关“预定作业详细信息与实际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预定作业详细信息与实际作业详细信息”报告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计划活动 > 预定的作业 > 预定作业
详细信息与实际作业详细信息

报告用途

这是一个表格报告，对按日期、主服务器、客户端和策略分组
的预定作业计数和实际作业计数进行比较。此报告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有效。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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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导出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活动计划 > 预定作业 > 作业详细信息 - 预定与实际

下表列出了“预定作业详细信息与实际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
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预定的作 排除手动作业
业

默认情况下，“实际作业计数”包含手动启动的手动作业。可以
从实际作业计数中排除手动作业，而只查看执行类型为“已预
定”的作业。要在报告中排除手动作业，请选择“是”。

提供了有关修改“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详细信息与实际作业详细
信息”报告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20 页的“修改“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详细信息与实际作业详细
信息”报告”。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在报告的
右上角也可以看到“年”选项卡。

修改“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详细信息与实际
作业详细信息”报告
注意：默认情况下，“作业计数详细信息 - 预定与实际”报告显示每个策略的作业
计数。如果要查看每个客户端或主服务器的作业计数，请更改过滤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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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报告参数

1

在“作业计数详细信息 - 预定与实际”报告上，单击“编辑”链接。

2

在“报告向导”的“定义可见列”部分中，从“可用列”列表中选择列名称
（“客户端”或“主服务器”）。

3

单击 >> 选项。

4

单击“运行”。

注意：要查看特定客户端、策略、主服务器或日程表的作业计数，转到“过滤器”
部分，并选择要查看其作业计数的策略、主服务器或日程表的名称。
默认情况下，已运行的作业（实际作业计数）包括手动作业，由于这些作业是手动
启动的，因此没有任何日程表时间与其关联。可以从实际作业计数中排除手动作
业，而仅查看执行类型为“已预定”的作业。
从实际作业计数中排除手动作业

1

在“作业计数详细信息 - 预定与实际”报告上，单击“编辑”链接。

2

在“报告向导”的“过滤器选项”部分中，从“排除手动作业”下拉列表中选
择“是”。

3

单击“运行”。

“作业计数详细信息 - 预定与实际”报告显示“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
之间的比较。“实际作业计数”包含手动作业。
提供了有关“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详细信息与实际作业详细信
息”报告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18 页的““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详细信息与实际作业详细信息”
报告”。

“计划活动”>“预定作业”>“所有作业”报告
此罐装报告以表格形式显示作业，其中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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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作业

这些作业由 NetBackup 管理员自行决定手动启动。因此，它们没有
与其关联的日程表时间。

注意：在生成“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业计数”报告时，可以选择
在实际作业计数中排除手动作业，而只显示执行类型为“已预定”
的那些作业。
请参见第 112 页的““计划活动”>“预定作业”>“预定作业计数与实际作
业计数”报告”。
预定作业

这些作业预定在将来运行。每个预定作业信息包含客户端、策略、
日程表和日程表时间。OpsCenter 一直以来都存储此信息。每个预
定作业在指定日程表时间运行后，即变成执行类型为“已预定”的
实际作业。因此，预定作业在 OpsCenter 数据库中有对应的实际作
业条目。特定的预定作业可以由客户端、策略、日程表和日程表时
间的唯一组合标识。可以将此预定作业的日程表时间与对应的“作
业开始时间”进行比较，从而确定该作业是否已按预定的时间运
行。

“计划活动”>“已存储的备份映像”>“有效备份映像”报告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提供 NetBackup 备份、重复、失效和未失效的映像及其大小
的相关报告。
“有效备份映像”报告显示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务级别视图的未失效备份
映像。此报告仅对 NetBackup 有效。此报告可以采用“历史”视图和“分级”视图
显示。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在“表格
备份”报告的右上角也可以看到“年”选项卡。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于
“下两周”的相对时段。
删除了“时段分组”的以下单元：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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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默认的“报告位置”参数为“无”。旧版中为“主服务器”。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策略
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空白。现
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未知”（如
在 VBR 中）。
删除了“作业类型”的以下值：
■

自动发现和保护

■

清洗

■

数据库恢复

■

DQTS

■

清除

■

普通

■

映像清理

■

导入

■

清单

■

标注

■

LiveUpdate

■

介质内容

■

迁移

■

无

■

回收

■

复制

■

报告

■

还原

■

保留

■

检索

■

存储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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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带弹出

■

磁带格式化

■

磁带请求

■

任务持续

■

测试运行

■

未定义

■

实用程序

■

保管库

■

验证

“作业类型”的默认值不再是“全部”。默认选定的值是“备份”。
添加“预定作业”过滤器。可以根据“日程表名称”或“日程表/级别类型”进行过
滤。
Y 轴的默认单位现在是 GB。在旧版中其默认单位是 MB。
我们添加了以下选项：
“显示具有以下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3”。其值可以是 1、2、3、7、14 或 30。
“分布”和“分级”视图是 OpsCenter 中另一个报告“有效备份映像”的一部分。
如在 VBR 中那样，还应该考虑值为 NULL 的 ImageExpirationTime。

“计划活动”>“已存储的备份映像”>“重复的副本”报告
左侧的轴表示蓝色条形的高度，例如，该高度显示了重复备份副本的总数。例如，
黄线是右侧的轴，表示用作副本的备份映像所占的百分比。如果您要确定始终存在
一个以上的备份副本，则此报告会非常有用。如果有两份备份，则蓝色条形的高度
将为 1（表示包括一个额外的副本），线将显示 .5，表示 50%（表示有一半的备份
映像是副本）。同理，如果有三份备份，则蓝色条形的高度为 2，黄线百分比为 .66
或 66%。在实际使用时，您可以对此报告进行过滤，以便仅显示您希望黄线始终为
50% 或更高的特定策略或客户端，这样即可确保其拥有一个以上的备份副本。

计划活动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 介质上存
储的备份映像
此报告显示过去两周内每天备份且至今尚未失效的数据总量（以 GB 为单位）。此
报告仅显示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的结果。此报告现在还可以显示具有自
定义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单击报告下面的“以表形式显示图表”链接，可以查看表格形式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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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对报告进行过滤，以显示有限示例集（如一个或多个策略、客户端、视图或
作业状态）的未失效备份数据。可以使用时段分组过滤器。例如：如果要以一周为
一组的形式查看 2010 年 1 月 1 日到 2010 年 2 月 1 日之间的未失效备份映像，请
从“分组依据”下拉列表中选择“1 周”。在该报告上，可以看到四个堆积条形的
数据，一个条形代表一周。使用“报告位置”参数，可以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报告分
组属性，以查看该属性的报告。例如：“备份作业属性”、“备份映像属性”等。
以下是有关“介质上存储的备份映像”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介质上存储的备份映像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计划活动 > 介质上存储的备份映像

报告用途

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务级别视图的未失效映像大小的
历史报告。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Backup Exec、NetBackup、NetBackup 主设备、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活动计划 > 预定作业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与 VBR 的差异

VBR 中的此报告数据与 OPSCENTER 中的此报告数据不匹
配，因为 OpsCenter 指向 Image_Copy 表中的截止时间，而
VBR 则使用 Image_fragment 表中的截止时间。OpsCenter
7.1 中引入了此项更改，目的是为了更正报告的行为，同时也
为了提高性能。

图 2-35 显示了“介质上存储的备份映像”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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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介质上存储的备份映像”报告

下表显示了“介质上存储的备份映像”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
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
都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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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作业

日程表/级别类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如完全、增量式等），以查看选定
型
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遗漏、部分成功等），以在
报告中查看选定作业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
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产品（如 Backup Exec），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
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策略运行“介质上存储的备份映像”报告，以查看特
定策略的未失效映像大小。此外，如果您还要了解特定产品的未失效映像大小，可
以使用“作业”过滤器，并在“产品类型”列下选择 Backup Exec。
我们在“介质上存储的备份映像”报告中实现了以下增强功能：
报告增强功能

我们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此报告现在还显示具有自定义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我们添加了以下选项：
“显示具有以下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3”。其值可以是 1、2、3、
7、14 或 30。默认值是 3。

■

选中“显示具有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复选框并使用下拉列表，可
以指定计算平均值所需的数据点数。在图形的每个间隔上，趋势线都
会显示最新数据点的移动平均值。示例：如果值为 3，则在趋势线上
的每个间隔上显示当前数据点和两个以前数据点的平均值。
修复了 VBR 的数据正确性和奇偶校验问题。
现在，报告中已经将值为 NULL 的“映像截止时间”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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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增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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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
据。从报告的右上角也可以选择“年”。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
输入类似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

■

删除了“时段分组”的以下单元：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

默认的“报告位置”参数现在为“无”。以前是“主服务器”。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
可以过滤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
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
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未知”（如在 VBR 中）。

■

对于“作业”过滤器，已删除“作业类型”列中的以下值：
■

自动发现和保护

■

清洗

■

数据库恢复

■

DQTS

■

清除

■

普通

■

映像清理

■

导入

■

清单

■

标注

■

LiveUpdate

■

介质内容

■

迁移

■

无

■

回收

■

复制

■

报告

■

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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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留

■

检索

■

存储池管理

■

磁带弹出

■

磁带格式化

■

磁带请求

■

任务持续

■

测试运行

■

未定义

■

实用程序

■

保管库

■

验证

“作业类型”为必填列，且“作业类型”列的默认选定值是“备份”。
在旧版中，默认情况下不应用“作业类型”列。

■

添加了名为“预定作业”的新过滤器。现在，可以根据“日程表名
称”或“日程表/级别类型”进行过滤。

■

Y1 轴的默认单位现在是 GB。在旧版中其默认单位是 MB。

此报告的“分布”视图和“分级”视图是“有效备份映像”的一部分。

“状态和成功率”>“状态”>“失败的作业计数”报告
“状态和成功率”提供在每个备份时段和每周快览视图中各 NetBackup 操作的基本
成功和失败率以及高级成功和失败率的报告。
“成功率”提供 NetBackup 作业成功率的高级报告，包括针对完全日程表和增量式
日程表，过滤出重新尝试和部分成功作业的能力。
“失败的作业计数”报告聚合失败的作业并在时间线上显示这些作业。事实上，此
报告与“所有作业”相同，因为无论失败的作业是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都没有区
别。它为是否存在出现问题的趋势提供了可视化说明。它可以针对任何视图或视图
中的级别以及任何主要的备份基础架构组件（备份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属性
（策略、策略类型、日程表、操作系统、产品、传输类型）进行报告。过滤适用于
所有组件和属性。此报告的主要用例是验证为更正持久性失败而执行的操作是否产
生效果和扭转趋势。此报告现在还可以显示具有自定义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图 2-36 显示了“失败的作业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130

OpsCenter 报告
关于报告模板描述

图 2-36

“失败的作业计数”报告

以下是有关“失败的作业计数”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失败的作业计数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失败的作业
计数

报告用途

此报告随时间的推移显示失败的作业密度。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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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状态 > 失败的作业计数

下表显示了“失败的作业计数”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
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数据分类名
名称
称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作业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选
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备份作业。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
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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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尝试

尝试状态

“尝试状态”过滤器可以有两个值，即“尝试”或“作业”。计
算“作业计数”时，如果选中“尝试”，报告会考虑所有尝试。
默认情况下会选择“作业”。如果选中“作业”，则不考虑尝试
次数。

过滤器用法示例：要在“失败的作业计数”报告中查看所有作业尝试的计数，请将
“尝试状态”选为“尝试”。
我们为“失败的作业计数”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

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了以下选项：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在“备份作业属性”下添加了以下“报告位置”选项：
■

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部分)

■

作业状态 (仅完全)

■

在“日程表”过滤器下添加了“日程表名称”列，以便按照日程表名称过滤数
据。

■

此报告现在还显示具有自定义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我们添加了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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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具有以下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3”。其值可以是 1、2、3、7、14 或
30。默认值是 3。
选中“显示具有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复选框并使用下拉列表，可以指定计
算平均值所需的数据点数。在图形的每个间隔上，趋势线都会显示最新数据点
的移动平均值。示例： 如果值为 3，则在趋势线上的每个间隔上显示当前数据
点和两个以前数据点的平均值。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
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
“未知”（如在 VBR 中）。

“状态和成功率”>“状态”>“部分成功的作业计数”报告
此报告聚合部分成功的作业并在时间线上显示这些作业。它提供了对作业卷趋势的
可视化说明，这些作业卷趋势跳过在备份作业过程中打开的文件。它可以针对任何
视图或视图中的级别以及任何主要的备份基础架构组件（备份服务器、介质服务
器）和属性（策略、策略类型、日程表、操作系统、产品、传输类型）进行报告。
过滤适用于所有组件和属性。此报告的主要用例是验证通过移动客户端或策略的预
定来更正打开文件情形的操作是否产生效果和扭转趋势。
图 2-37 显示了“部分成功的作业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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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

“部分成功的作业计数”报告

以下是有关“部分成功的作业计数”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部分成功的作业计数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部分成功的
作业计数

报告用途

此报告随时间的推移显示部分成功的作业密度。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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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状态 > 部分成功的作业计数

下表显示了“部分成功的作业计数”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
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
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数据分类名
名称
称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作业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选
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备份作业。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
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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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尝试

尝试状态

“尝试状态”列可以有两个值，即“尝试”或“作业”。计算“作
业计数”时，如果选中“尝试”，报告会考虑所有尝试。
默认情况下会选择“作业”。如果选中“作业”，则不考虑尝试
次数。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策略运行“部分成功的作业计数”报告，以查看特定
策略的部分成功作业。此外，如果您还要了解特定产品的部分成功作业计数，可以
使用“作业”过滤器，并在“产品类型”列下选择 Backup Exec。
我们为“部分成功的作业计数”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

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了以下选项：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在“备份作业属性”下添加了以下“报告位置”选项：
■

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部分)

■

作业状态 (仅完全)

■

在“日程表”过滤器下添加了“日程表名称”列，以便按照日程表名称过滤数
据。

■

此报告现在还显示具有自定义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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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添加了以下选项：
“显示具有以下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3”。其值可以是 1、2、3、7、14 或
30。默认值是 3。
选中“显示具有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复选框并使用下拉列表，可以指定计
算平均值所需的数据点数。在图形的每个间隔上，趋势线都会显示最新数据点
的移动平均值。示例：如果值为 3，则在趋势线上的每个间隔上显示当前数据点
和两个以前数据点的平均值。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
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
“未知”（如在 VBR 中）。

“状态和成功率”>“状态”>“成功作业计数”报告
此报告聚合成功的作业并在时间线上显示这些作业。它提供了对作业卷趋势的可视
化说明。它可以针对任何视图或视图中的级别以及任何主要的备份基础架构组件
（备份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属性（策略、策略类型、日程表、操作系统、产
品、传输类型）进行报告。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备份作业。过滤适用于所有组
件和属性。此报告的主要用例是验证趋势和作为规范的特例的天数。报告对于显示
有关管理备份操作的最基本量度值之一的长期历史数据非常有效。
图 2-38 显示了“成功作业计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38

“成功作业计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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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关“成功作业计数”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成功作业计数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成功作业计
数

报告用途

此报告随时间的推移显示成功的作业密度。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图表）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状态 > 成功作业计数

下表显示了“成功作业计数”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
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
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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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数据分类名
名称
称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描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作业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选
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备份作业。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
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尝试

尝试状态

“尝试状态”列可以有两个值，即“尝试”或“作业”。计算“作
业计数”时，如果选中“尝试”，报告会考虑所有尝试。
默认情况下会选择“作业”。如果选中“作业”，则不考虑尝试
次数。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策略运行“成功作业计数”报告，以查看特定策略的
成功作业计数。此外，如果您还要了解特定产品的成功作业计数，可以使用“作
业”过滤器，并在“产品类型”列下选择 Backup Exec。
我们为“成功作业计数”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了以下选项：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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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在“备份作业属性”下添加了以下“报告位置”选项：
■

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部分)

■

作业状态 (仅完全)

■

在“日程表”过滤器下添加了“日程表名称”列，以便按照日程表名称过滤数
据。

■

此报告现在还显示具有自定义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我们添加了以下选项：
“显示具有以下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3”。其值可以是 1、2、3、7、14 或
30。默认值是 3。
选中“显示具有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复选框并使用下拉列表，可以指定计
算平均值所需的数据点数。在图形的每个间隔上，趋势线都会显示最新数据点
的移动平均值。示例：如果值为 3，则在趋势线上的每个间隔上显示当前数据点
和两个以前数据点的平均值。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
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
“未知”（如在 VBR 中）。

“状态和成功率”>“状态”>“所有失败的备份”报告
此报告是使用高级成功或失败计算逻辑对第一个作业、所有作业和最后一个作业生
成的三个报告中的一个。这三个报告都需要对时段进行准确定义的日程表和时段参
数。另外，这三个报告都具有作业和客户端的聚合级别。第一个作业成功或失败是
客户端/策略/日程表组合在其定义的备份时段中的第一个作业，而最后一个作业恰
好相反。由于失败的作业会重新运行一次或多次，“最后一个作业”表示该时段内
的最后一次重新运行。此报告根据选择的三种（第一个、所有或最后一个）方法之
一生成有关失败的作业的详细信息。此报告的主要用例基于最后一个作业，向用户
发送的失败通知基于最后一个作业，并忽略导致最后一个作业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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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 连续失败数
此报告是使用高级成功或失败计算逻辑对第一个作业、所有作业和最后一个作业生
成的三个报告中的第二个。主要用例是基于最后一个作业成功/失败计算两个或多个
连续失败。它应用复杂逻辑挑选出最后一个失败的作业，从而确定最后一个作业的
失败是否确实是连续的。通过“客户端危险分析”报告可以对此报告进行最好的验
证。 在此报告中，如果选择了三个 24 小时时段的连续失败，则会同时在危险报告
上显示客户端或策略的组合，指出在 72 小时或更长的时段内未成功备份。
连续失败的作业将显示在“连续失败数”报告中。 这些作业连续失败的期限是可配
置的。
图 2-39显示了“连续失败数”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39

连续失败数报告

此报告将显示以下各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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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名称

“节点名称”列中的值取决于您所选择的“报告位置”参数。“报告位
置”参数的默认值为“主服务器”。因此，默认情况下“节点名称”列
中的值显示主服务器名称。
如果在编辑报告时从“过滤器”部分中选择一个视图，则“报告位置”
参数下拉列表还会显示此视图级别。 根据您从“报告位置”下拉列表中
选择的级别，“节点名称”列中的值会相应地发生更改。
例如，如果现有一个视图（如“位置”），该视图具有两个级别：
位置（视图名称）
- 美国
-- Client1
-- Client2
-- Client3
- 印度
-- Client4
-- Client5
-- Client6
可能的选择如下：
■

从“过滤器”部分中选择此“位置”视图，然后在“报告位置”参数
中选择“主服务器”（默认选择）。 “节点名称”列将显示该主服
务器。

■

从“过滤器”部分中选择此“位置”视图，然后在“报告位置”参数
中选择“级别 1”。 “节点名称”列将显示“美国”和“印度”。

■

从“过滤器”部分中选择名为“位置”的视图，并选择“报告位置”
参数作为“级别 2”。 “节点名称”列将显示客户端（客户端 1 到
6）。

客户端名称

客户端的名称

策略名称

与客户端和节点名称关联的策略

日程表名称

与客户端关联的日程表

作业 ID

与策略和日程表关联的连续失败的作业 ID。

开始时间

作业开始的日期和时间。

结束时间

作业结束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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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码

作业 ID 的状态码。您也可以通过使用“作业”>“状态码”过滤器并选
择特定状态码来过滤报告，以便仅查看特定状态码的详细信息。
请注意，状态码为 0（成功）的作业也可能显示在报告中。 在多数据流
作业中通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显示状态码为 0 的作业 ID 的原因在于，
如果多数据流作业的任一子作业失败，则会被视为完全失败。 通常，多
数据流作业的“开始时间”会非常接近。

以下是有关“连续失败数”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连续失败数

报告类别

状态和成功率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连续失败数
报告。

报告用途

以表格视图的形式显示具有连续作业失败的客户端。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HTML、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状态 > 连续失败数

您可以编辑“连续失败数”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
列。 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 下表显示了“连续失败数”
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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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作业

作业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状态码

选择一个或多个状态码，以查看选定状态码的数据。

聚合级别

为作业成功率条件定义选择不同的参数。 选择“所有作业成功

成功率

率”、“首个作业成功率”、“最后一个作业成功率”。 选择
“聚合级别”可考虑指定时段内的作业种类。 例如，如果选择
“首个作业成功率”，则此报告将仅显示主服务器、客户端、策
略和日程表组合的第一个作业。
量度值类型

选择“量度值类型”，可根据作业计算成功率。

满天数

选择“满天数”，以指定考虑进行完全备份的天数列表。

满时段参数

选择“满时段参数”，以指定完全备份时段的开始时间。

将部分成功的 选择“将部分成功的作业计为成功”，可将部分成功的作业计为
作业计为成功 成功。
满持续时间
(小时)

选择“满持续时间 (小时)”，可计算增量式备份时段的结束时间。
备份时段结束时间等于从备份时段开始时间算起的持续时间。

连续失败数

选择应包括在报告中的连续失败数目。

递增时段参数 选择“递增时段参数”，以指定增量式备份时段的开始时间。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作业的日程表为“完全”或“增量式”或“全部”。

持续时间递增 选择“持续时间递增量 (小时)”，可计算增量式备份时段的结束
量 (小时)
时间。备份时段结束时间等于从备份时段开始时间算起的持续时
间。
递增天数

选择“递增天数”，以指定考虑进行增量式备份的天数列表。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策略名称运行此报告，以仅查看该特定策略的详
细信息。

“状态和成功率”>“状态”>“每周快览”报告
此报告通过形象地显示一周中当天的每个客户端的每个作业结果来对该周活动进行
汇总。这些符号为蓝色（成功）和黄色（部分成功），而失败由红色 X 表示。此报
告使用符号快速全面地验证数据保护解决方案是否一切正常。提供了对作业级别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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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信息（即作业 ID、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大小等）的向下钻取功能。您可以向下
钻取至任何一天的所有服务器并获取作业级别详细信息。
它可以针对任何视图或视图中的级别以及任何主要的备份基础架构组件（备份服务
器、介质服务器）和属性（策略、策略类型、日程表、操作系统、产品、传输类
型）进行报告。过滤适用于所有组件和属性。此报告为最新数据提供了作业状态的
可视化说明，以及与前六天数据的比较。
此报告可用于自动报告生成和电子邮件功能，可以使用不同的报告过滤器显示特定
系统，然后将该数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相关各方，一周一次。Symantec 建议您
在较大的环境中使用过滤器。这是因为此报告默认情况下会显示每个主服务器和客
户端。
“每周快览”报告的性能随报告中显示的数据的增加而降低。例如，运行两个月的
报告比运行两周的报告要慢。
注意：“每周快览”报告在以 HTML 格式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时会显示图标。
在之前的 OpsCenter 7.0.x 中，“每周快览”报告在以 HTML 格式导出或通过电子
邮件发送时无法显示图标。此问题已在 OpsCenter 7.1 和更高版本中解决。
图 2-40 显示了“每周快览”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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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0

“每周快览”报告

此报告显示有大量备份失败，同时也快速显示了大多数备份已成功完成。使用此报
告，可以查看是否一周中的每天都运行了备份以及备份状态。可以预定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或导出此报告，这会节省大量的时间。
以下是有关“每周快览”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每周快览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每周快览

报告用途

这是每个受保护客户端的备份状态的图形报告。蓝色图标表示
已成功备份，黄色图标表示备份部分成功，红色图标表示备份
失败。绿色背景表示完全备份。浅蓝色背景表示增量式备份。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Backup Exec、NetBackup、NetBackup 主设备、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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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每周快览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50 页的““每周快览详细信息”报告”。
“每周快览详细信息”报告进一步向下钻取到“跳过文件详细
信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状态 > 每周快览

与 VBR 的差异

如果两个主服务器备份一个客户端，则会在 OpsCenter 中显
示两行，而在 VBR 中显示一行。

下表显示了“每周快览”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
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
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名称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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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作业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遗漏、部分成功等），以在
报告中查看选定作业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
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产品（如 Backup Exec），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
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主服务器运行“每周快览”报告，以查看受该特定主
服务器保护的客户端的备份状态。此外，如果您还要了解比如说仅“备份”作业
（没有还原或存档作业这样的其他作业）的状态，可以使用“作业类型”过滤器，
并选择“备份”。
我们在“每周快览”报告中实现了以下增强功能：
报告增强功能

我们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现在，“每周快览”报告可以显示为每个客户端备份的文件和目录。
在编辑报告时，“修改显示选项”窗格中添加了以下复选框：
显示为每个客户端备份的文件和目录。
如果选中此选项并单击“运行报告”，则可以在“每周快览”报告的
“客户端名称”列中查看客户端名称及备份的目录。

■

您可以从“每周快览”报告的“客户端名称”列向下钻取，以查看
“每周快览详细信息”报告。旧版中也有这样的功能。
现在，可以从“每周快览详细信息”报告向下钻取另一个级别。您现
在可以从“每周快览详细信息”报告的“作业主 ID”列进一步向下钻
取，以查看“跳过文件详细信息”报告。

■

现在，默认情况下会对“每周快览”报告中的“客户端名称”列进行
排序。

■

如果以前在“周信息”过滤器中选择了“滚动 8 天”列，则“每周快
览”报告显示的数据比 VBR 少一天。现在已解决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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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增强功能

列出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对于“周信息”过滤器，“一年中的第几周”列的值列表已更新。现
在添加了从“17 周前”到“30 周前”的值。在旧版中，值的选择限
制为从当前一周到“16 周前”。
通过选择这些附加的值，可以在报告中查看更早的数据。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
可以过滤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
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
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未知”（如在 VBR 中）。

■

此报告的过滤器列表中添加了“日程表”过滤器。现在，您可以查看
具有特定日程表名称的作业的报告数据。

“每周快览详细信息”报告
在“每周快览”报告中，您可以从“客户端名称”列向下钻取，以了解在选定周内
与客户端关联的作业详细信息。您还可以单击作业图标以查看特定客户端在选定日
期的作业详细信息。
图 2-41 中显示了在“每周快览”报告中单击“客户端名称”列后获取的“每周快
览详细信息”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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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每周快览详细信息”报告

您可以单击一个作业主 ID 来查看该作业的已跳过文件详细信息。已添加名为“跳
过文件详细信息”的新向下钻取报告。
以下是与“每周快览详细信息”报告关联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每周快览详细信息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每周快览（单击“客
户端名称”链接或任一图标）

报告用途

选定客户端的备份状态。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Backup Exec、NetBackup、NetBackup 主设备、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151

OpsCenter 报告
关于报告模板描述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跳过文件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04 页的“跳过文件详细信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状态 > 每周快览 > 每周快览详细信息

可以编辑此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列。您还可以
过滤报告以显示特定产品或主服务器的作业。
下表显示了“每周快览详细信息”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在报告中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
特定数据的方法。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
都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客户端操作系
统

策略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类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如完全、增量式等），以查看选定
型
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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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作业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遗漏、部分成功等），以在
报告中查看选定作业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
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产品（如 Backup Exec），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
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策略运行“每周快览详细信息”报告并查看该特
定策略的备份详细信息。此外，如果您只希望了解完全日程表类型的状态，可以使
用“日程表”过滤器并选择“完全”。
“每周快览详细信息”报告已实现了以下增强功能：
■

现在，“每周快览”报告中的“作业主 ID”列为链接，您可以向下钻取“跳过
文件详细信息”报告。使用“跳过文件详细信息”报告可以查看与作业关联的
已跳过文件。

■

从“主服务器”过滤器中删除了“主服务器操作系统”列。

■

从“介质服务器”过滤器中删除了“介质服务器操作系统”列。

■

从“客户端”过滤器中删除了“客户端体系结构”列。

■

从“策略”过滤器中删除了“策略域”列。

■

在“作业”过滤器中添加了“作业类型”、“作业传输类型”和“产品类型”
列。现在，您可以按作业类型、作业传输类型或产品类型来过滤此报告。

■

从“作业”过滤器中删除了“代理服务器”和“作业状态”列。

“状态和成功率”>“状态”>“备份时段故障”报告
此报告列出了按计划应该运行却由于预定备份时段不再打开而没有运行的作业
（NetBackup 状态码为 196）。

“状态和成功率”>“状态”>“部分成功作业的详细信息”报
告
此报告提供了所有部分成功的 NetBackup 作业的详细信息。部分成功的作业的退出
状态为 1。报告中的表按作业 ID、服务器名称和客户端名称进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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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和成功率”>“状态”>“已跳过文件摘要”报告
此报告中的信息使用一组已链接的报告提供。主报告按主服务器进行组织，显示客
户端和策略以及相应的已跳过文件数。
“客户端的已跳过文件的详细信息”报
告

“客户端名称”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标识客户端
所面临的由于任何已跳过文件而引发的风险。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策略的已跳过文件详细信息”报告

“策略名称”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标识客户端所
面临的由于任何已跳过文件而引发的风险。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策略和客户端的已跳过文件的详细信
息”报告

“已跳过文件数”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提供所有
已跳过文件的名称。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状态和成功率”>“状态”>“作业尝试状态详细信息”报告
此报告提供与 NetBackup 作业完成状态有关的信息。报告中的表提供在特定日期具
有特定状态码的作业计数。该表是按服务器名称和日期进行组织的。此报告以前的
名称为“作业退出状态详细信息”报告。
主报告的表的“匹配项数目”列中提供了一个向下钻取报告。此向下钻取报告显示
作业详细信息，例如作业类型和策略名称。该表包括在给定日期具有特定状态码的
所有作业。
注意：当作业 ID 在 NetBackup 中重置（例如目录库恢复或手动重置作业 ID）时，
此报告提供的输出可能不正确。如果作业 ID 重置，您必须从 OpsCenter 控制台删
除 NetBackup 主服务器，然后再次添加。
图 2-42 显示了“作业尝试状态详细信息”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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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作业尝试状态详细信息”报告

以下是有关“作业尝试状态详细信息”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作业尝试状态详细信息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作业尝试状
态详细信息

报告用途

此报告随时间的推移显示成功的作业密度。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是
请参见第 156 页的“按尝试状态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标准报告 > 作业 > 作业尝试状态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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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作业尝试状态详细信息”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
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作业

作业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
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作业类型（如“备份”）运行“作业尝试状态详细信
息”报告，以查看备份作业的状态码详细信息。
我们为“作业尝试状态详细信息”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此报告以前的名称为“作业退出状态详细信息”。现在更名为“作业尝试状态
详细信息”报告。

按尝试状态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
在“作业尝试状态详细信息”报告中单击“匹配项数目”列后，会出现名为“按尝
试状态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的向下钻取报告。此向下钻取报告显示作业详细信
息，例如作业类型和策略名称。该表包括在给定日期具有特定状态码的所有作业。
此表格报告按作业的尝试编号显示该作业的信息，例如作业类型、作业结束时间
等。
图 2-43 显示了“按尝试状态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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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按尝试状态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

以下是与“按尝试状态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关联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按尝试状态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作业尝试状
态详细信息（从“匹配项数目”列向下钻取）> 按尝试状态列
出的作业详细信息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按作业尝试列出的作业信息。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标准报告 > 作业 > 作业尝试状态详细信息（从“匹配项数目”
列向下钻取）> 按状态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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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按尝试状态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
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作业

作业类型
状态码

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
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状态码，以查看选定状态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针对特定作业类型（如备份）运行“按尝试状态列出的作业
详细信息”报告以查看备份作业的作业尝试详细信息。
“按尝试状态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已实现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状态和成功率”>“状态”>“作业详细信息”报告
此报告提供有关 NetBackup 作业的详细信息。

“状态和成功率”>“状态”>“按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报告
“状态报告”提供有关基本 NetBackup 作业状态的信息，包括成功、部分成功、跳
过的文件和失败的备份尝试。
“按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报告根据指定时间间隔内的作业退出状态汇总 NetBackup
作业。可以使用此报告提供趋势信息。
条形图显示每个给定日期的成功、部分成功以及失败的作业计数。

“状态和成功率”>“状态”>“作业状态”>“历史”报告
作业状态报告按照任何时段内的小时、天、周、月或年分组，用红色（失败）、黄
色（部分成功）以及绿色（成功）以堆积条形格式显示。报告是这三个结果中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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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作业计数。这种简明的表示形式有助于轻松地识别正负趋势以及一次性偏
差。对于 NetBackup 环境，还可以针对尝试而不是作业计数生成报告。在 NetBackup
中，在作业以某种状态退出之前可以对作业配置 x 次尝试。可以通过选择相应内容
对此报告进行过滤，包括“视图”、“备份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备份级别”、
“策略”、“日程表”、“传输类型”、“操作系统”以及“业务分类”。
图 2-44 显示了“作业状态 (历史)”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44

“作业状态 (历史)”报告

以下是有关“作业状态 (历史)”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作业状态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作业状态

报告用途

此报告随时间的推移显示作业密度。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主设备、Symantec Backup Exec、
Symantec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策略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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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作业状态

下表显示了“作业状态”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
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
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数据分类名
名称
称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作业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选
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备份作业。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
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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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策略运行“作业状态”报告，以查看特定策略的作业
计数。此外，如果您还要了解特定产品的作业计数，可以使用 “作业”过滤器，并
在“产品类型”列下选择 Backup Exec。
我们为“成功作业计数”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

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了以下选项：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在“备份作业属性”下添加了以下“报告位置”选项：
■

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部分)

■

作业状态 (仅完全)

■

在“日程表”过滤器下添加了“日程表名称”列，以便按照日程表名称过滤数
据。

■

此报告现在还显示具有自定义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我们添加了以下选项：
“显示具有以下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 3”。其值可以是 1、2、3、7、14 或
30。默认值是 3。
选中“显示具有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复选框并使用下拉列表，可以指定计
算平均值所需的数据点数。在图形的每个间隔上，趋势线都会显示最新数据点
的移动平均值。示例：如果值为 3，则在趋势线上的每个间隔上显示当前数据点
和两个以前数据点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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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
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
“未知”（如在 VBR 中）。

“状态和成功率”>“状态”>“作业状态”>“分布”报告
作业状态报告以红色（失败）、黄色（部分成功）以及绿色（成功）在饼图格式中
显示。报告是这三个结果中每个结果的作业计数。此报告的主要用例通常是备份作
业状态的短期验证（即最近 24 到 48 小时）和需要高级状态摘要的长期（即至少一
个月）管理级别报告。可以通过选择相应内容对此报告进行过滤，包括“视图”、
“备份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备份级别”、“策略”、“日程表”、“传输类
型”、“操作系统”以及“业务分类”。
图 2-45 显示了“作业状态 (分布)”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45

“作业状态 (分布)”报告

以下是有关“作业状态 (分布)”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作业状态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作业状态

报告用途

此报告随时间的推移显示作业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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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主设备、Symantec Backup Exec、
Symantec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策略

报告显示

分布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作业状态

下表显示了“作业状态”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
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
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数据分类名
名称
称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选
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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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作业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成功等），以查看选定作业
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
定作业类型的数据。默认情况下只会选择“备份”。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策略运行“作业状态”报告，以查看特定策略的作业
计数。此外，如果您还要了解特定产品按作业状态统计的作业计数，可以使用“作
业”过滤器，并在“产品类型”列下选择 Backup Exec。
我们为“成功作业计数”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

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了以下选项：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在“备份作业属性”下添加了以下“报告位置”选项：
■

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部分)

■

作业状态 (仅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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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程表”过滤器下添加了“日程表名称”列，以便按照日程表名称过滤数
据。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
空白。现在，所有静态列（如作业类型、日程表类型、策略类型等）都显示为
“未知”（如在 VBR 中）。

“状态和成功率”>“成功率”>“成功率 - 所有作业”报告
此最后一个单行成功率报告会提供最高数目，因为它显示每个客户端流至少成功一
次。这意味着无论进行了多少次重试，只要有一个作业成功，就是 100% 成功。此
报告通常将总体情况显示给备份团队之外的人员。此报告中的 100% 指示已经对所
有内容进行了备份，尽管其间可能进行了很多次重试。
图 2-46 显示了“成功率 - 所有作业”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46

“成功率 - 所有作业”报告

以下是有关“成功率 - 所有作业”报告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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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成功率 - 所有作业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成功率 > 成功率 所有作业

报告用途

此报告按作业级别显示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务级别视
图的成功率。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图表）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成功率 > 成功率 - 每个客户端至少成功 1 次

下表显示了“成功率 - 所有作业”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
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
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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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数据分类名
名称
称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描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作业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选
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遗漏、部分成功等），以在
报告中查看选定作业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必须选择“作业类型”的值。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备份作业。
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
看选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成功率

将部分成功的 默认选择为“是”。
作业视为成功
如果不希望将部分成功的作业视为成功，请选择“否”。
选择“是”或“否”可能会影响显示在报告中的“成功率”百分
比。考虑一个策略，有 5 个成功的作业、3 个部分成功的作业和
2 个失败的作业。如果将该值选为“是”，则“成功率”是 80%。
但是，如果将该值选为“否”，则“成功率”是 50%。

过滤器用法示例：为特定产品（如 Backup Exec）运行“成功率 - 所有作业”报告，
以了解 Backup Exec 作业的成功率。
我们为“成功率 - 所有作业”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了以下选项：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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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在“备份作业属性”下添加了以下“报告位置”选项：
■

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部分)

■

作业状态 (仅完全)

■

添加了名为“日程表”和“成功率”的两个新过滤器。

■

在“修改显示选项”页中的“时间线图表属性”下添加了名为“目标性能”的
新复选框。可以使用“目标性能”选项指定报告将目标线绘在何处，以便用它
与显示的实际性能指标进行比较。使用“目标性能”选项，可以为 Y1 轴指定目
标。例如，如果您为 Y1 轴设置值 100 并运行此报告，您将看到一条与 X 轴平
行且 Y1 轴上的值为 100 的直线。使用此选项，可以轻松地将实际性能与目标性
能进行比较。

“状态和成功率”>“成功率”>“高级成功率”报告
此报告围绕第一个作业、所有作业和最后一个作业的概念使用高级成功或失败计算
逻辑。它收集有关成功和失败的所有信息，并显示按客户端或作业成功率的时段
（天或月）分组的结果。客户端成功率是成功客户端的计数，其中为客户端定义的
所有策略都必须成功，才能将客户端声明为成功。因此，客户端成功率要么为 0%，
要么为 100%，而没有中间状态。作业成功率由所有作业派生，并按照第一个、所
有和最后一个作业进行划分，特定客户端的作业成功率可以介于 0% 和 100% 之
间。最终用户和客户通常获取作业和客户端的“最后一个作业成功”，而备份架构
师和管理员要检查所有三个作业。这些报告可以很好地与视图结合使用，并可以按
具有可靠过滤能力的任何级别进行报告。
此报告仅根据成功率聚合作业并在时间线上显示这些作业。可以根据视图和视图级
别以及任何主要的备份基础架构组件（主服务器等）和属性（策略、作业等）进行
报告。过滤适用于所有组件和属性。此报告的主要用例是验证趋势和作为规范的特
例的天数。报告对于显示有关管理备份操作的最基本量度值之一的长期表格数据非
常有效。
图 2-47 显示了“高级成功率”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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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

“高级成功率”报告

以下是有关“高级成功率”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高级成功率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成功率 > 高级成功
率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主服务器、成功和失败的备份数、成功率以及每天
处理的总数量。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状态 > 备份活动的每日摘要

169

OpsCenter 报告
关于报告模板描述

下表显示了“高级成功率”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
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作业

作业类型

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
看选定作业类型的数据。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备份作业。

状态码

选择一个或多个状态码，以查看选定状态码的数据。
成功率

聚合级别

选择“聚合级别”，以考虑指定时段内的作业种类。例如，如果

满天数

选择“首个作业成功率”，则报告将仅显示主服务器、客户端、
策略和日程表组合的第一个作业。

满时段参数
量度值类型
满持续时间
(小时)

选择“满天数”，以指定考虑进行完全备份的天数列表。
选择“满时段参数”，以指定完全备份时段的开始时间。
选择“量度值类型”，以根据客户端或作业计算成功率。

递增天数

选择“满持续时间 (小时)”，以计算增量式备份时段的结束时间。
递增时段参数 备份时段结束时间等于从备份时段开始时间算起的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递增 选择“递增天数”，以指定考虑进行增量式备份的天数列表。
量 (小时)
选择“递增时段参数”，以指定增量式备份时段的开始时间。
将部分成功的
作业视为成功 选择“持续时间递增量 (小时)”，以计算增量式备份时段的结束
时间。备份时段结束时间等于从备份时段开始时间算起的持续时
间。
选择“将部分成功的作业计为成功”，以在计算成功率时将部分
成功的作业计为成功。

过滤器用法示例：针对一周时段和单个主服务器运行“高级成功率”报告。
默认的“相对时段”现已更改为“前 15 天”。在旧版中，此报告默认显示前 14 天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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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和成功率”>“成功率”>“成功率 - 所有尝试”报告
此报告显示在尝试级别聚合的成功率。在以某种状态退出之前可以对作业配置 x 个
尝试。例如，如果设置为进行两次尝试，并且第二次尝试获得了成功，则尝试率为
50%，作业成功率为 100%。只有其中的尝试级别数据可用的备份应用程序才支持
此量度值。当超过目标时，还支持提供有效可视演示的目标行。它可以针对任何视
图或视图中的级别以及任何主要的备份基础架构组件（备份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和属性（策略、策略类型、日程表、操作系统、产品、传输类型）进行报告。过滤
适用于所有组件和属性。主要用例是有关关键性能指标之一的长期历史数据。
图 2-48 显示了“成功率 - 所有尝试”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48

“成功率 - 所有尝试”报告

以下是有关“成功率 - 所有尝试”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成功率 - 所有尝试

报告类别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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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成功率 > 成功率 所有尝试

报告用途

此报告按所有作业尝试级别显示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
务级别视图的成功率。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图表）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成功率 > 成功率 - 所有尝试

下表显示了“成功率 - 所有尝试”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
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
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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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数据分类名
名称
称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描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作业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选
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遗漏、部分成功等），以在
报告中查看选定作业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必须选择“作业类型”的值。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备份作业。
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
看选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成功率

将部分成功的 默认选择为“是”。
作业视为成功
如果不希望将部分成功的作业视为成功，请选择“否”。
选择“是”或“否”可能会影响显示在报告中的“成功率”百分
比。考虑一个策略，在所有作业尝试中有 5 个成功的作业、3 个
部分成功的作业和 2 个失败的作业。如果将该值选为“是”，则
“成功率”是 80%。但是，如果将该值选为“否”，则“成功
率”是 50%。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要查看其所有尝试成功率的几个主服务器运行此报告。
我们为“成功率 - 所有尝试”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了以下选项：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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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在“备份作业属性”下添加了以下“报告位置”选项：
■

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部分)

■

作业状态 (仅完全)

■

添加了名为“日程表”和“成功率”的两个新过滤器。

■

在“修改显示选项”页中的“时间线图表属性”下添加了名为“目标性能”的
新复选框。可以使用“目标性能”选项指定报告将目标线绘在何处，以便用它
与显示的实际性能指标进行比较。使用“目标性能”选项，可以为 Y1 轴指定目
标。例如，如果您为 Y1 轴设置值 100 并运行此报告，您将看到一条与 X 轴平
行且 Y1 轴上的值为 100 的直线。使用此选项，可以轻松地将实际性能与目标性
能进行比较。

“状态和成功率”>“成功率”>“成功率 - 首次尝试”报告
此报告显示在尝试级别聚合的成功率。具体说来，它放大了对每个作业的首次尝试
的测量。在以某种状态退出之前可以对作业配置 x 个尝试。例如，如果设置为进行
两次尝试，并且第二次尝试获得了成功，则所有尝试率为 50%，首次尝试率为 0%，
作业成功率为 100%。只有其中的尝试级别数据可用的备份应用程序才支持此量度
值。当超过目标时，还支持提供有效可视演示的目标行。过滤适用于所有组件和属
性。主要用例是将此报告与“所有尝试”报告一起使用来确定第一次尝试相对于第
二次、第三次（依此类推）尝试获得成功的几率。
图 2-49 显示了“成功率 - 首次尝试”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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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9

“成功率 - 首次尝试”报告

以下是有关“成功率 - 首次尝试”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成功率 - 首次尝试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成功率 > 成功率 首次尝试

报告用途

此报告按首次作业尝试级别显示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
务级别视图的成功率。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主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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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

历史（图表）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成功率 > 成功率 - 首次尝试

下表显示了“成功率 - 首次尝试”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
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
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数据分类名
名称
称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选
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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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作业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遗漏、部分成功等），以在
报告中查看选定作业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必须选择“作业类型”的值。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备份作业。
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
看选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成功率

将部分成功的 默认选择为“是”。
作业视为成功
如果不希望将部分成功的作业视为成功，请选择“否”。
选择“是”或“否”可能会影响显示在报告中的“成功率”百分
比。考虑一个策略，在首次作业尝试中有 5 个成功的作业、3 个
部分成功的作业和 2 个失败的作业。如果将该值选为“是”，则
“成功率”是 80%。但是，如果将该值选为“否”，则“成功
率”是 50%。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要查看其首次尝试成功率的几个主服务器运行此报告。
我们为“成功率 - 首次尝试”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了以下选项：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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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在“备份作业属性”下添加了以下“报告位置”选项：
■

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部分)

■

作业状态 (仅完全)

■

添加了名为“日程表”和“成功率”的两个新过滤器。

■

在“修改显示选项”页中的“时间线图表属性”下添加了名为“目标性能”的
新复选框。可以使用“目标性能”选项指定报告将目标线绘在何处，以便用它
与显示的实际性能指标进行比较。使用“目标性能”选项，可以为 Y1 轴指定目
标。例如，如果您为 Y1 轴设置值 100 并运行此报告，您将看到一条与 X 轴平
行且 Y1 轴上的值为 100 的直线。使用此选项，可以轻松地将实际性能与目标性
能进行比较。

“状态和成功率”>“成功率”>“成功率 - 折线图”报告
此报告是历史报告，显示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务级别视图中的成功率。此
报告仅根据成功率聚合作业并在时间线上显示这些作业。过滤适用于所有组件和属
性。此报告的主要用例是验证趋势和作为规范的特例的天数。报告对于显示有关管
理备份操作的最基本量度值之一的长期历史数据非常有效。
图 2-50 显示了“成功率折线图”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50

“成功率 - 折线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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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有关“成功率折线图”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成功率折线图”报告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备份 > 状态和成功率 > 状态 > 成功率折线
图

报告用途

此报告随时间的推移显示作业成功率密度。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图表）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成功率 > 成功率折线图

下表显示了“成功率折线图”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
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作业

作业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
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状态码

选择一个或多个状态码，以查看选定状态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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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成功率

聚合级别

选择“聚合级别”，以考虑指定时段内的作业种类。例如，如果

满天数

选择“首个作业成功率”，则报告将仅显示主服务器、客户端、
策略和日程表组合的第一个作业。

满时段参数
量度值类型
满持续时间
(小时)

选择“满天数”，以指定考虑进行完全备份的天数列表。
选择“满时段参数”，以指定完全备份时段的开始时间。
选择“量度值类型”，以根据客户端或作业计算成功率。

递增天数

选择“满持续时间 (小时)”，以计算增量式备份时段的结束时间。
递增时段参数 备份时段结束时间等于从备份时段开始时间算起的持续时间。
持续时间递增 选择“递增天数”，以指定考虑进行增量式备份的天数列表。
量 (小时)
选择“递增时段参数”，以指定增量式备份时段的开始时间。
将部分成功的
作业视为成功 选择“持续时间递增量 (小时)”，以计算增量式备份时段的结束
时间。备份时段结束时间等于从备份时段开始时间算起的持续时
间。
选择“将部分成功的作业计为成功”，以在计算成功率时将部分
成功的作业计为成功。

过滤器用法示例：针对特定作业类型（如“还原”）运行“成功率折线图”报告，
以了解还原操作的成功率。
我们为“成功率折线图”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关于 OpsCenter 中的目录库报告
本节介绍针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执行的所有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操
作的目录库报告。

目录库冷备份报告
此报告显示 NetBackup 目录库冷备份的计数以及 NetBackup 用于脱机备份的介质
的相关信息。
条形图中的工具提示显示报告名称和备份计数。报告中的表还列出了 NetBackup 为
每个主服务器的备份使用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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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OpsCenter 中的成本分摊报告
本节介绍成本分摊报告，该报告用于估计提供备份服务和消耗的存储空间（删除和
未删除重复数据）产生的特定成本，从而提供这些成本的分摊计费。
“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

请参见第 181 页的““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
告”。

“成本表格”报告

请参见第 186 页的““成本表格”报告”。

“成本分摊”报告

请参见第 186 页的““备份成本分摊”报告”。

“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
此报告显示使用重复数据删除技术而获得的节省量。
要生成此报告，首先需要用到“受保护的作业大小”成本变量。
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可以标识包含相同数据的文件和数据段，并将其视为文件的单一
实例，仅对该实例进行一次备份。例如，PureDisk 已备份 100 MB 的数据，其中有
20 MB 的数据是重复或相同的。PureDisk 会保护相同数据，但会使用重复数据删除
清除重复数据。所以，受保护的数据是 100 MB，但由 PureDisk 备份的实际数据是
80 MB，因为另外 20 MB 的数据是重复数据。此操作可节省 20 MB 的数据。可以
生成“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以显示使用重复数据删除获得的节省量。
“分布”、“历史”和“分级”视图中均提供“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
图 2-51 显示了“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的分布视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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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 - 分布视图

图 2-52 显示了“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的历史视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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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

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 - 历史视图

图 2-53 显示了“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的分级视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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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3

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 - 分级视图

以下是有关“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

报告类别

成本分摊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成本分摊 > 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使用重复数据删除技术而获得的节省量。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分布、历史和分级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成本 > 节省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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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
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主服务器运行“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以查
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成本节省量。
我们为“重复数据删除成本分摊”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

■

■

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了以下选项：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在“备份作业属性”下添加了以下“报告位置”选项：
■

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部分)

■

作业状态 (仅完全)

删除了“主服务器操作系统”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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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了以下“报告位置”选项：
■

备份映像副本当前已失效

■

备份映像副本介质服务器

■

备份映像加密状态

■

备份映像片段当前已失效

■

备份映像当前已失效

■

备份映像类型

■

数据分类主服务器

■

数据分类名称

“成本表格”报告
此报告以表格形式显示您的备份服务的成本分摊情况。
OpsCenter 为组织提供了可用于评估其消耗的 IT 服务成本的工具，该工具称为
Chargeback。通过创建成本变量和公式，可运行能够显示备份服务成本的报告。
要生成“成本”报告，您需要创建成本公式。

“备份成本分摊”报告
此报告可在“历史”和“分级”视图中显示备份服务的成本分摊情况。您需要先创
建成本公式才能生成此报告。
图 2-54 显示了“备份成本分摊”报告的历史视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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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4

“备份成本分摊”报告 -“历史”视图

图 2-55 显示了“备份成本分摊”报告的分级视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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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5

“备份成本分摊”报告 -“分级”视图

以下是有关“备份成本分摊”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备份成本分摊”报告

报告类别

成本分摊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成本分摊 > 备份成本分摊报告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备份服务的成本分摊。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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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成本 > 成本报告

下表显示了“备份成本分摊”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
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主服务器运行“备份成本分摊”报告，以查看特定主
服务器的成本节省量。
我们为“备份成本分摊”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

■

■

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了以下选项：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季度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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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备份作业属性”下添加了以下“报告位置”选项：
■

作业状态 (仅完全和部分)

■

作业状态 (仅完全)

删除了以下“报告位置”选项：

■

■

备份映像副本当前已失效

■

备份映像副本介质服务器

■

备份映像加密状态

■

备份映像片段当前已失效

■

备份映像当前已失效

■

备份映像类型

■

数据分类主服务器

■

数据分类名称

删除了“主服务器操作系统”过滤器。

关于 OpsCenter 中的客户端报告
本节介绍和说明了所有 NetBackup 客户端（物理和虚拟）的状态报告，包括危险、
未保护和受保护客户端和 Bare Metal Recovery (BMR) 状态。
危险分析 > 客户端危险分析

请参见第 191 页的““危险分析”>“客户端危险分
析”报告”。

危险分析 > 客户端范围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危险分析”>“客户端范围”
报告”。

危险分析 > 恢复点目标

请参见第 201 页的““危险分析”>“恢复点目标”
报告”。

关于客户端未备份报告

请参见第 204 页的““未备份的客户端”报告”。

虚拟客户端摘要

请参见第 206 页的““虚拟客户端摘要”报告”。

关于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报告

请参见第 210 页的““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
数”报告”。

关于客户端摘要仪表板报告

请参见第 216 页的““客户端摘要仪表板”报告”。

关于“BMR 客户端配置备份失败”报告

请参见第 217 页的““BMR 客户端配置备份失
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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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按应用程序列出的作业数报告

请参见第 217 页的““按应用程序列出的作业数”
报告”。

“SAN 客户端作业”报告

请参见第 218 页的“ “SAN 客户端作业”报告”。

“危险分析”>“客户端危险分析”报告
“危险分析”基于恢复点目标 (RPO) 判断 NetBackup 客户端由于未加保护或保护
不够而存在危险，进而提供相关报告。
“客户端危险分析”报告确定由于在指定时间段内未成功备份而存在还原/可恢复性
方面的危险的备份客户端。“指定时间段”由用户定义，与几个其他变量一起用于
过滤目的。此报告被解释为在过去 x 小时、天、周或月内未成功备份的所有客户端
或策略的组合。
粒度级别是客户端或策略级别，并公开具有多个备份策略的客户端（其中某个策略
可能会重复失败）。主要用例是显示在过去 x 小时内已备份所有客户端，以及客户
端都具有过去 x 天内的完全备份。此报告还提供了“处于活动状态”过滤器，可使
报告仅包括当前处于活动状态的客户端，并使该报告还能够将部分成功算为成功，
反之亦然。
图 2-56 显示了“客户端危险分析”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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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6

“客户端危险分析”报告

下表提供了有关报告中显示的各列的详细信息：
客户端名称

因备份未成功而有危险的客户端的名称。

服务器名称

与该客户端关联的服务器的名称。

策略名称

关联策略的名称。

上次成功完成的作业

成功备份该客户端的日期和时间。

上次完成的完整作业

上次完成完全备份作业的日期和时间。

上次完成的增量式作业

上次完成增量式备份作业的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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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表名称

上次成功备份该客户端的日程表的名称。如果任何时间均未成
功备份客户端，则该列为空。

状态

客户端的状态，联机还是脱机。

联机

如果客户端处于脱机状态，则该列显示客户端再次联机的时
间。如果客户端已联机，则该列为空。

以下是有关“客户端危险分析”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客户端危险分析”报告

报告类别

客户端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客户端报告 > 客户端危险分析报告

报告用途

此报告查看所有已配置的客户端，并确定客户端在指定时段内
是否有过成功的完全备份。如果没有，则称这种情况为“危
险”，可以采取措施以获得成功的完全备份。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CSV、HTML、PDF、XML、TSV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危险分析 > 客户端危险分析

下表显示了“客户端危险分析”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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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客户端

客户端处于活 默认选择为“是”。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活动的客户端。因
动状态
此，默认情况下将忽略未主动备份的客户端。如果要查看所有客
户端的报告，请选择“否”。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如完全、增量式等），以查看选定
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作业

作业状态

选择“作业状态”（如“成功”、“部分成功”或这两者），以
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作业状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运行“客户端危险分析”报告，将“客户端处于活动状态”选择
为“否”，以包括所有客户端（活动的和非活动的）。
我们在“客户端危险分析”报告中实现了以下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

■

在旧版中，存在含有“主机处于活动状态”列的“主机”过滤器。现在删除了
“主机”过滤器。“主机处于活动状态”列现在更名为“客户端处于活动状态”
列，位于“客户端”过滤器下。“客户端处于活动状态”列的默认值为“是”。

■

“作业”过滤器下的“作业状态”列的默认值更改为“成功”。

“危险分析”>“客户端范围”报告
可以在此报告中导入 .CSV 文件，并将其与现有备份解决方案进行比较，以确定是
否有系统未得到正确的保护。此报告的用途是显示未备份的主机，因为备份应用程
序甚至没有发现它们。此报告将已知要进行备份的 OpsCenter 主机与通过 .csv 文
件导入的外部列表进行比较。此列表可以来自内容管理数据库 (CMDB)、DNS 列表
或应该备份哪些主机的任何其他权威源。此报告适用于所有备份应用程序，并显示
哪些备份应用程序和策略执行了备份以及上次执行完全备份或增量式备份的时间。
“客户端范围”报告会指示您环境中的所有客户端是否都已备份。 OpsCenter 只能
报告已为备份进行定义和配置的客户端。此报告有助于识别属于您的环境但
OpsCenter 并不知晓的客户端。这些客户端可能由于未安装备份软件或未针对备份
进行配置而无法备份。
要运行此报告，必须指定一个 CSV 文件（逗号分隔值），该文件包含企业内所有
服务器的完整且权威的清单。企业内可用于生成 CSV 文件的服务器清单的一些独
立来源有：
■

配置管理数据库 (C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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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管理系统

■

域名系统 (DNS)

■

自主开发的数据库

■

电子表格

OpsCenter 导入 CSV 文件中的数据，并将客户端列表（在 CSV 中提供）与
OpsCenter 已知的客户端进行比较。从此报告中可以轻松识别存在于 CSV 中但不
存在于 OpsCenter 中的客户端。
图 2-57 显示了“客户端范围”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57

“客户端范围”报告

注意：CSV 文件必须位于运行“客户端范围”报告的计算机上。 有关如何进行比
较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200 页的“关于 CSV 和 OpsCenter 中所列客户端的比较”。。
下表提供了有关报告中显示的各列的详细信息：
外部客户端

CSV 文件中所显示的客户端的名称。

注意：一个客户端可能有多个名称，且所有名称都可能记录在 CSV 文
件中。“外部客户端”列中显示的名称是 CSV 文件中记录的第一个名
称。例如，如果 CSV 文件列出某个客户端的多个名称，如 myhost、
myhost.symantec.com、myhost.veritas.com，那么 myhost 将显示在
“外部客户端”列中。
已备份的客户端

OpsCenter 中已备份客户端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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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比较结果。下面是可能的消息：
■

匹配 - 直接

■

匹配 - (FQDN 与短名称)

■

在外部列表而不在备份中

“客户端范围”报告有助于识别存在于您的环境中但 OpsCenter 并不
知晓的客户端。您必须验证这些客户端是否都已经备份。
请参见第 200 页的“关于 CSV 和 OpsCenter 中所列客户端的比较”。
产品

用于对客户端进行备份的备份产品（如 NetBackup 或 Backup Exec）
的列表。

策略全名

上次成功执行完全备份时与客户端关联的备份策略。

上次执行完全作业
的时间

这是上次成功执行特定客户端的完全备份的时间。

增量式策略名称

上次成功执行增量式备份时与客户端关联的备份策略。

上次执行增量式作
业的时间

这是上次成功执行特定客户端的增量式备份的时间。

以下是有关“客户端范围”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客户端范围

报告类别

客户端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客户端报告 > 危险分析 > 客户端范围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了要备份的客户端列表与独立来源的客户端列表
（如 CMDB、第三方和自主开发的资产管理系统）的比较。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否

支持的导出格式

PDF、CSV、TSV、HTML、X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危险分析 > 客户端危险分析 > 客户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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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客户端范围”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
特定数据。
视图选择

从“选择视图名称”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视
图。完成选择后，可以查看特定位置、部门
等的报告。如果选择一个特定视图，必须创
建一个仅包含该特定视图中的客户端的 CSV
文件。例如，如果要查看位于加拿大的人力
资源部的“客户端范围”报告，那么 CSV 文
件中必须包含特定于位于加拿大的人力资源
部的客户端列表。

其他参数

197

OpsCenter 报告
关于报告模板描述

客户端选择条件

全部
■

■

■

■

■

全部：默认情况下，将选择此选项。将显
示所有客户端的比较结果。
在外部列表中，但从未备份：如果要查看
存在于您的环境中但 OpsCenter 并不知晓
的客户端，请选择此选项。您必须验证这
些客户端是否都已经备份。
正在备份，但不在外部列表中：如果要查
看 OpsCenter 已知但不存在于 CSV 文件
中的客户端，请选择此选项。出现这种情
况的原因有多种：如网络中的计算机不可
用，或计算机未在 DNS 中注册，等等。
匹配 (直接)：如果要查看其在 CSV 中的
主机名与在 OpsCenter 中的主机名完全相
同的客户端，请选择此选项。例如，主机
名在 CSV 中是 myhost.symantec.com，
在 OpsCenter 中也是
myhost.symantec.com。
匹配 (FQDN 与简称)：如果要查看其主机
名在 CSV 是 FQDN、而在 OpsCenter 中
是短名称，或者在 CSV 中是短名称、而
在 OpsCenter 中是 FQDN 的客户端，请
选择此选项。例如，如果 CSV 文件中包
含 myhost.veritas.com，而 OpsCenter 中
包含 myhost，那么比较结果是“匹配 -

■

■

■

FQDN 与短名称”。同样，如果 CSV 文
件中包含 myhost，而 OpsCenter 中包含
myhost.veritas.com，那么将在报告中显
示该客户端。
已备份，但不在外部列表中：如果要查看
早期已备份但不存在于 CSV 文件中的客
户端，请选择此选项。
匹配 (直接)：如果要查看其在 CSV 中的
主机名与在 OpsCenter 中的主机名完全相
同的客户端，请选择此选项。例如，主机
名在 CSV 中是 myhost.symantec.com，
在 OpsCenter 中也是
myhost.symantec.com。
匹配 (FQDN 与简称)：如果要查看其主机
名在 CSV 是 FQDN、而在 OpsCenter 中
是短名称，或者在 CSV 中是短名称、而
在 OpsCenter 中是 FQDN 的客户端，请
选择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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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配符

可以指定已备份客户端名称的一部分，以使
报告仅显示您关注的特定已备份客户端的数
据。例如，要查看运行 Oracle 且已知字符串
ora 位于主机名中某个位置的所有已备份服务
器的详细信息，可以键入以下内容：
■

■

■

■

■

%ora% - 包括或排除 ora 位于主机名中任
意位置的所有已备份客户端
ora - 包括或排除名为 ora 的所有已备份客
户端。
ora% - 包括或排除其名称以 ora 开头的所
有已备份客户端。
%ora - 包括或排除其名称以 ora 结尾的所
有已备份客户端。
同样，可以指定多个搜索字符串，如下所
示：
■ %ora%, %syb% - 包括或排除 Ora 或
Syb 位于已备份客户端名称中任意位置
的所有 OpsCenter 主机。

注意：此搜索仅适用于已备份客户端，但不
适用于外部客户端。

注意：搜索不区分大小写。例如，如果搜索
Ora，则可能会找到 ora、Ora、oRa 等结果。
显示选项

键入报告描述。
选择要在单页中显示的行数。

过滤器用法示例：要查看运行 VMWare 且已知 vm 位于主机名中某个位置的所有已
备份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请在“通配符”文本框中键入 %vm%。

关于 CSV 格式
可以使用文本编辑器或 Microsoft Excel 应用程序，来创建“客户端范围”报告输入
所需的 CSV 文件。
典型的 CSV 文件格式如下所示：
Host1_name1,Host1_name2,Host1_name3,Host1_name4
Host2
Hos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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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Host1_name1、Host1_name2、Host1_name3 和 Host1_name4 是同一台
计算机的多个名称。多种原因会导致同一台计算机存在多个名称，例如计算机具有
多个网络接口卡等。

注意：每台主机在一个新行中列出。例如，Host1、Host2 和 Host3 分别在三个独
立行中列出。
以下是 CSV 格式的示例：
css-bin3,css-bin3.symantec.com
macy.symantec.com,macy,macy.veritas.com
css-bin10.symantec.com
注意：CSV 文件中的逗号后面无空格。

关于 CSV 和 OpsCenter 中所列客户端的比较
OpsCenter 导入 CSV 文件中的数据，并将客户端列表（在 CSV 中提供）与
OpsCenter 已知的客户端进行比较。
进行比较后，“客户端范围”报告将显示下列任一或所有结果：
客户端位于“外部

这表示某个客户端同时在 CSV 文件和 OpsCenter 数据库中存在。

客户端”和“已备

注意：如果系统的多个名称在 CSV 和 OpsCenter 中存在，则会将 CSV

份的客户端”列表
中

中的所有名称与 OpsCenter 中每个名称进行比较，直到获得匹配项。
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结果可能是下列其中一项：
■

■

匹配 - 直接：当 CSV 中的主机名与 OpsCenter 中的主机名完全相
同时将会得到此结果。例如，主机名在 CSV 中是
myhost.symantec.com，在 OpsCenter 中也是
myhost.symantec.com。
匹配 - FQDN 与短名称：当 CSV 中的主机名为 FQDN 而 OpsCenter
中的主机名为短名称，或者与此相反时，将会得到此结果。例如，
如果 CSV 文件包含 myhost.veritas.com，而 OpsCenter 包含
myhost，则比较结果为“匹配 - FQDN 与短名称”。同理，如果
CSV 文件包含 myhost 而 OpsCenter 包含 myhost.veritas.com，
则比较结果为“匹配 - FQDN 与短名称”。

在外部列表而不在
备份中

“客户端范围”报告有助于识别存在于您的环境中但 OpsCenter 并不
知晓的客户端。您必须验证这些客户端是否都已经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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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份而不在外部
列表中

当主机名对 OpsCenter 已知，但在 CSV 文件中不存在时，将会得到此
结果。这可能由多种原因导致，例如计算机当前在网络中不可用或者未
在 DNS 中注册，等等。

“危险分析”>“恢复点目标”报告
恢复点目标 (RPO) 和恢复时间目标 (RTO) 已经成为通常公认的客户端可恢复性的
量度值。此报告是按自客户端上次成功备份之后的运行时间对所有客户端进行分
级。此报告显示自每个系统上次成功备份但无法满足恢复点要求的时间。如果在较
大的环境中能够每周运行一次此报告，可以迅速显示哪个位置由于系统未在预定时
间内进行备份而存在危险。
与“客户端危险分析”报告不同，此报告的粒度级别为客户端级别，因此，具有多
个备份策略的客户端由最近成功的策略表示。建议不要将此报告用于多策略客户
端。使用客户端 IsActive 过滤器，可以忽略未主动备份的主机。报告中的运行时间
始终是介于现在和上次成功备份之间的时间。借助图形分级格式，报告将运行时间
最长的客户端置于顶部，从而提高了效率。
图 2-58 显示了“恢复点目标”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58

“恢复点目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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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例中，所有客户端未运行备份的时间已接近 10 小时。这意味着对于报告上的
五个系统，最佳的可能 RPO 接近 10 小时。如果您已承诺 8 小时 RPO，则这些系
统需要进行快速备份才能符合该 SLA。
以下是有关“恢复点目标”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恢复点目标

报告类别

客户端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客户端报告 > 危险分析 > 恢复点目标

报告用途

超出其恢复点目标的客户端的用户可配置的基于阈值的分级报
告。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Symantec Backup Exec、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分级（图表）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PDF、CSV、TSV、HTML、X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备份 > 危险分析 > 恢复点目标 - RPO

下表显示了“恢复点目标”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
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下拉列
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都
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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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客户端

客户端处于活 默认选择为“是”。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活动的客户端。因
动状态
此，默认情况下将忽略未主动备份的客户端。如果要查看所有客
客户端名称

描述

户端的报告，请选择“否”。

客户端操作系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关键字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作业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选
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名称的数据。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遗漏、部分成功等），以在
报告中查看选定作业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必须选择“作业类型”的值。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备份作业。
可以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
看选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主服务器运行此报告，以查看由特定主服务器备份的
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我们在“介质上存储的备份映像”报告中实现了以下增强功能：
■

现在可以单击（向下钻取）每个客户端的条形，以查看作业类型、日程表/级别
类型和策略名称的“恢复点目标”报告。

■

在“作业”过滤器下添加了“作业类型”列。

■

对于“策略”过滤器，添加了以下列：
■

策略关键字

■

策略类型

■

添加了“日程表”过滤器。

■

添加了以下“报告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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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业类型

■

策略名称

■

日程表/级别类型

在旧版中，存在含有“主机处于活动状态”列的“主机”过滤器。现在删除了
“主机”过滤器。“主机处于活动状态”列现在更名为“客户端处于活动状态”
列，位于“客户端”过滤器下。“客户端处于活动状态”列的默认值为“是”。

“未备份的客户端”报告
此报告提供在报告期限内尚未备份的 NetBackup 客户端或所有备份均失败的客户端
的列表。
您可以确定在报告期限内策略和客户端组合的所有作业是已失败还是尚未启动。可
以按 SharePoint、Oracle 和 Windows NT 等策略类型来过滤。
如果客户端有多个与其关联的 NetBackup 策略并且这些策略在报告期限内均未运
行，则该客户端的名称将在报告中出现多次。此报告显示详细信息，如策略名称、
日程表名称和上次成功备份的日期。
现在，通过从“视图”过滤器中选择客户端视图，可查看此报告中特定客户端视图
的数据。以前只能过滤主服务器视图的报告数据。
图 2-59 显示了“未备份的客户端”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59

“未备份的客户端”报告

以下是有关“未备份的客户端”报告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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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未备份的客户端

报告类别

客户端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客户端报告 > 未备份的客户端

报告用途

此报告列出了选定时段内未备份的所有客户端。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Backup Exec、NetBackup、NetBackup 主设备、
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客户端 > 未备份的客户端

与 NOM 的差异

“上次成功备份”列在 OpsCenter 中显示作业结束时间。但
是，此列在 NOM 中则显示作业开始时间。

下表显示了“未备份的客户端”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策略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如 NDMP、FlashBackup 等），以查
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策略类型（如 FlashBackup）运行“未备份的客户
端”报告，以查看该特定策略类型的备份详细信息。
我们在“未备份的客户端”报告中实现了以下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在“表
格备份”报告的右上角也可以看到“年”选项卡。

■

在“策略”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策略类型”列的值。现在可以过滤
策略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在旧版 OpsCenter 中，未知策略类型显示为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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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客户端摘要”报告
“虚拟客户端摘要”报告显示了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所有虚拟客户端的详细信
息。您可以使用此报告，确定 NetBackup 是否对这些虚拟客户端进行了备份。然
后，您就可以报告需要保护的虚拟客户端。它还显示了上次备份客户端的概览。
您还可以在此报告中向下钻取，查看特定虚拟客户端的作业详细信息。
OpsCenter 可以轮询 vCenter 或 Hyper-V 服务器，以确定已配置哪些系统，并将该
情况与已创建的 NetBackup 策略进行比较。这有助于跟踪不受任何 NetBackup 策
略保护的那些虚拟机。
注意：检查虚拟机是否仅在手动创建策略或虚拟机已成功备份时才可以添加。
图 2-60 显示了“虚拟客户端摘要”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60

“虚拟客户端摘要”报告

报告示例显示了已配置多个 VM 的 vCenter Server 示例。大多数虚拟客户端都不存
在于任何 NetBackup 策略中，因此需要添加到策略中或使用策略进行保护。它还显
示了上次备份系统的概览（从“上次成功备份时间”列）。
“虚拟客户端摘要”报告显示以下列：
虚拟服务器名称

虚拟服务器主机的名称，例如 VMware 或 Hyper-V
服务器。

DataStore

与虚拟客户端关联的 DataStore。用于存储虚拟机
配置文件的 DataStore。

主机

备份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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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客户端名称

显示在虚拟服务器上运行的虚拟客户端名称。
多个虚拟客户端可能具有同样的 IP 地址。但可通
过各自的 UUID 进行识别。UUID 是虚拟客户端的
唯一标识符。

注意：单击虚拟客户端名称链接可以查看其作业
详细信息。
UUID

虚拟客户端的 BIOS UUID。

VM 主机名
实例 ID
IP 地址

虚拟客户端的 IP 地址

类型

此客户端所属的虚拟服务器的类型，例如 VMware
或 Hyper-V

服务器名称

备份此虚拟客户端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名称
如果此虚拟客户端未由任何 NetBackup 主服务器
进行备份，则此字段显示为空白

存在于策略中

该状态字段描述是否在 NetBackup 策略中定义了
备份此虚拟客户端
如果 NetBackup 主服务器备份此客户端，则此字
段显示“是”。如果显示“否”，则表示应备份并
保护此客户端。

上次备份时间

上次备份此虚拟客户端的时间
如果未在备份策略中定义客户端或尚未备份客户
端，则此字段显示 '-'。

以下是有关“虚拟客户端摘要”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虚拟客户端摘要

报告类别

客户端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客户端报告 > 虚拟客户端摘要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已使用 NetBackup 配置的 VMware 或 Hyper-V 服
务器的详细信息。它还显示这些虚拟机是否受 NetBackup 保
护。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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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是。
请参见第 208 页的“虚拟客户端作业详细信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客户端 > 虚拟客户端摘要

下表显示了“虚拟客户端摘要”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由选定主服务器备份
的虚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
都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客户端视图运行“虚拟客户端摘要”报告，以查看特
定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虚拟客户端作业详细信息
在“虚拟摘要”报告中单击一个虚拟客户端名称（链接）时，将获得此向下钻取报
告。此报告显示虚拟客户端的详细信息，如策略、日程表、备份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备份的数据，等等。
图 2-61 显示了“虚拟客户端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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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

虚拟客户端作业详细信息

以下是与“虚拟客户端作业详细信息”报告关联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虚拟客户端作业详细信息

报告类别

客户端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客户端报告 > 虚拟客户端摘要（单击虚拟
客户端名称）> 虚拟客户端作业详细信息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所选虚拟机的详细信息。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客户端 > 虚拟客户端摘要（单击虚拟
机名称）

下表显示了“虚拟客户端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
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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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由选定主服务器备份
的虚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
都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针对特定客户端运行“虚拟客户端作业详细信息”报告，以
查看特定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报告
此报告显示客户端作业的成功率。
条形图显示由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每个客户端的成功、部分成功和失败作业的总
计。条形图中的工具提示显示这些作业计数。每个客户端的工具提示还包括指向向
下钻取报告的链接，在这些报告中显示了所有作业类型的详细信息。
单击“以表形式显示图表”链接，以显示选定时段内每个客户端的成功、部分成功
或失败作业的作业计数。
图 2-62 显示了“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报告的视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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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

“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报告

以下是有关“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报告类别

客户端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客户端报告 > 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此报告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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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图表）

向下钻取报告

按客户端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客户端 > 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下表显示了“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
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由选定主服务器备份
的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主服务器运行“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报告，
以查看受该特定主服务器保护的客户端的作业成功详细信息。
我们为“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报告实现了以下增强功能：
■

现在，通过单击报告中的条形可向下钻取。将显示一个名为“按客户端列出的
作业详细信息”的向下钻取报告。

■

从“修改显示选项”页中删除了允许按“退出状态”对报告进行分组的“报告
数据”参数。

按客户端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
您可以通过单击“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中的条形图，或者从“按客户端列
出的成功作业数 (表格)”报告的“客户端名称”列，来向下钻取该报告。此向下钻
取报告列出了选定客户端和时段的所有作业的详细信息。
此表中包括作业类型、状态码和介质服务器名称等详细信息。
现在，此报告中还会显示“介质服务器”列。
图 2-63 显示了“按客户端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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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

按客户端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

以下是有关“按客户端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更多信息：
报告名称

按客户端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

报告类别

客户端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客户端报告 > 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单击条形图）或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表格)（单击
“客户端名称”列）

报告用途

此报告列出客户端的作业详细信息。此报告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有效。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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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客户端 > 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 按客户端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

下表显示了“按客户端列出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在报告中使用这些
过滤器查看特定数据的方法。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由选定主服务器备份
的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客户端或主服务器运行“按客户端列出的作业详
细信息”报告。

“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表格)”报告
此报告显示客户端作业的成功率。此表格报告显示由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每个客户
端的成功、部分成功和失败作业的总计。
您也可以从表中的以下列向下钻取：
■

客户端名称

■

成功作业的数目

■

部分成功的作业数目

■

失败作业的数目

图 2-64 显示了“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表格)”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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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

“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表格)”报告

以下是有关“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表格)”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报告类别

客户端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客户端报告 > 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表格）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此报告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有效。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客户端的作业详细信息
客户端的成功作业详细信息
客户端的部分成功作业详细信息
客户端的失败作业详细信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客户端 > 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下表显示了“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
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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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由选定主服务器备份
的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来查看客户端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为特定客户端运行“按客户端列出的成功作业数 (表格)”
报告，以查看所选客户端的作业成功详细信息。

“客户端摘要仪表板”报告
此报告汇总了选定服务器上下文的每个客户端的几个参数，用作 NetBackup 活动的
仪表板。可以使用向下钻取链接查看表中许多列的客户端详细信息报告。
向下钻取报告提供有关客户端的信息并回答以下问题：
■

服务器名称、IP 地址和操作系统类型是什么？

■

客户端有多少卷进行备份？

■

客户端有多少成功、部分成功和失败的作业？

■

为客户端运行的还原作业数是多少？

■

平均作业吞吐量是多少？

现在，通过从“视图”过滤器中选择客户端视图，可查看此报告中特定客户端视图
的数据。以前只能过滤主服务器视图的报告数据。
此报告还可以用作监视受控客户端备份活动状况的工具。
“客户端的作业总计”报告

“作业总计”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列出了选定客
户端和时段的所有作业。作业详细信息包括策略名
称、日程表名称和吞吐量（KB/秒）。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客户端的成功作业”报告

“成功作业的数目”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列出选
定客户端和时段的成功作业。此报告列出作业详细
信息，如作业类型、策略名称、开始和结束时间以
及作业持续时间。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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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的部分成功作业”报告

“部分成功的作业数目”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显
示选定客户端和时段的部分成功作业。此报告列出
作业详细信息，如作业类型、策略名称、开始和结
束时间以及作业持续时间。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客户端的失败作业”报告

“失败作业的数目”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列出选
定客户端和时段的失败作业。退出状态不为 0 或 1
的任何作业均被视为失败的作业。
此报告列出作业详细信息，如作业类型、策略名
称、开始和结束时间以及作业持续时间。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客户端的还原作业”报告

“还原作业的数目”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列出选
定客户端的还原作业详细信息。它提供详细信息，
如策略名称、日程表名称和吞吐量（KB/秒）。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BMR 客户端配置备份失败”报告
如果 NetBackup 策略设置了“收集 BMR 信息”标志，则作业备份 BMR (Bare Metal
Restore) 客户端配置。此作业类型启动一个或多个相关作业来备份客户端数据。
此报告显示以下所有作业：未能完全备份 BMR 客户端配置，但其相关子作业（客
户端数据备份作业）已部分成功或完全成功。
现在，通过从“视图”过滤器中选择客户端视图，可查看此报告中特定客户端视图
的数据。以前只能过滤主服务器视图的报告数据。

“按应用程序列出的作业数”报告
此报告使用 NetBackup 策略类型来模拟应用程序级别报告。例如，Oracle 策略类
型表示 Oracle 应用程序。可以通过此报告来查看所有 Oracle 备份。
此报告中的表按服务器、客户端和应用程序组织表中的作业，并且包括备份大小
(MB) 和文件数。“应用程序”（策略类型）列提供指向相应应用程序的作业详细信
息的向下钻取链接。
主报告的表的“应用程序”列中提供了一个向下钻取报告。此向下钻取报告列出选
定客户端和策略类型的所有作业。表中包括作业详细信息，如作业 ID、退出状态、
作业开始和结束时间以及文件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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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数。

“SAN 客户端作业”报告
此报告显示选定光纤传输 (FT) 介质服务器和选定 SAN 客户端的所有作业。
报告回答了下列问题并提供以下信息：
■

作业是在 LAN 上运行还是在 FT 管道上运行？

■

两个不同的客户端是否由单个介质服务器备份，从而减少了吞吐量？

■

所有 FT 介质服务器的列表

■

所有 SAN 客户端的列表。

关于云报告
云报告提供有关写到云存储位置的 NetBackup 数据的信息，包括存储预测、趋势、
吞吐性能以及将 NetBackup 数据存储到特定云存储提供商所产生的成本分摊。
云报告仅适用于配置了云的 NetBackup 服务器。
可用云报告如下：
作业成功率

请参见第 218 页的““作业成功率”报告”。

将来失效的数据

请参见第 221 页的“将来失效的数据”。

云计量

请参见第 224 页的“云计量”。

数据平均传输率

请参见第 226 页的“数据平均传输率”。

云计量成本分摊

请参见第 229 页的“云计量成本分摊”。

“作业成功率”报告
此报告提供每个配置了云存储提供商的云的备份作业成功率。它还能帮助您比较不
同的云存储提供商的作业成功率。
您还可以以表格形式查看特定作业结束日期或时间的成功率 (%)。单击“显示表”
可以以表格格式查看详细信息。
X 轴显示作业结束时间和日期，Y 轴以百分比形式显示作业成功率。“图例”为特
定存储提供商定义不同的颜色。
单击“以表形式显示图表”可以以表格格式查看详细信息。
图 2-65 是“作业成功率”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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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5

“作业成功率”报告

以下是有关“作业成功率”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作业成功率

报告类别

云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云报告 > 作业成功率

报告用途

按作业级别显示产品、域、客户端、策略和业务级别视图的成
功率。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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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您可以针对特定视图、客户端或主服务器编辑报告、配置时段，或运行报告。
下表显示了“作业成功率”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
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
都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处于活
动状态

默认选择为“是”。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活动的客户端。因
此，默认情况下将忽略未主动备份的客户端。如果要查看所有客

客户端名称

户端的报告，请选择“否”。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数据分类名
称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类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
型
选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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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作业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遗漏、部分成功等），以在
报告中查看选定作业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成功率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为特定客户端运行“作业成功率”报告，以仅查看特定客户端
的详细信息。
还可选择时间间隔来对记录分组。例如，如果您选择 1 个月作为“时段”，10 天作
为“分组依据”间隔，则报告会按 10 天一组将数据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记录显示。

将来失效的数据
该报告显示每个云提供商将来有多少云数据失效。默认情况下，该报告显示未来七
日内每天的失效数据。
该报告显示每个云提供商在未来七日内失效的总备份大小以及即将失效的映像数
量。Y1 轴表示失效的总备份大小，Y2 轴表示即将失效的映像数量。单击“以表形
式显示图表”可以以表格格式查看数据。
图 2-66 显示了“将来失效的数据”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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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6

将来失效的数据

以下是与“将来失效的数据”报告相关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将来失效的数据

报告类别

云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云报告 > 将来失效的数据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未来七日内每天的失效数据。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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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您可以针对特定视图、客户端或主服务器编辑报告、配置时段，或运行报告。
下表显示了“将来失效的数据”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
都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处于活
动状态

默认选择为“是”。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活动的客户端。因
此，默认情况下将忽略未主动备份的客户端。如果要查看所有客

客户端名称

户端的报告，请选择“否”。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数据分类名
称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类 选择一种或多种日程表类型（CINC、复制、每日等），以查看
型
选定日程表类型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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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作业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遗漏、部分成功等），以在
报告中查看选定作业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作业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
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为特定客户端运行“将来失效的数据”报告，以仅查看特定客
户端的详细信息。

云计量
此报告显示写入云的数据。它还显示预测和趋势。
图 2-67 显示了“云计量”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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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

“云计量”报告

以下是有关“云计量”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云计量

报告类别

云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云报告 > 云计量

报告用途

每个云提供商写入云的数据的历史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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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

注意：不支持 Symantec NetBackup 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您可以针对特定视图或介质服务器编辑报告、配置时段，或运行报告。
下表显示了“云计量”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
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
都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为特定介质服务器运行“云计量”报告，以仅查看特定介质服
务器的详细信息。

数据平均传输率
您可以查看云作业计数和吞吐量（以 KB/秒为单位）。行代表吞吐量，条形表示作
业计数。
此报告给出关于每个云提供商吞吐量的数据。如果您使用多家云提供商的服务，您
可以比较并找出提供更佳吞吐量的云提供商。
图 2-68 显示了“数据平均传输率”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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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8

“数据平均传输率”报告

以下是有关“数据平均传输率”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数据平均传输率

报告类别

云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云报告 > 数据平均传输率

报告用途

未来七日内每天失效的数据。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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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您可以针对特定视图、客户端或主服务器编辑报告、配置时段，或运行报告。
下表显示了“数据平均传输率”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
都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客户端

客户端处于活
动状态

默认选择为“是”。默认情况下，报告中显示活动的客户端。因
此，默认情况下将忽略未主动备份的客户端。如果要查看所有客

客户端名称

户端的报告，请选择“否”。

客户端操作系
统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将
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操作系统，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操
作系统的数据。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数据分类名
称的数据。

策略关键字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关键字，以查看具有选定关键字的策略的数
据。

策略名称
策略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名称，以查看选定日程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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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描述

作业

作业状态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状态（如失败、遗漏、部分成功等），以在
报告中查看选定作业状态的数据。

作业传输类型
产品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传输类型（如 FT、LAN 或“未知”），以查看
具有选定传输类型的作业的数据。
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产品，以查看选定产品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主服务器运行“数据平均传输率”报告，以仅查看特
定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云计量成本分摊
此报告对 Symantec NetBackup OpsCenter Analytics（OpsCenter 的授权版本）有
效。要运行此报告，您需要使用基于成本变量的成本公式，该成本变量使用“存储
服务器”变量度量。为此，首先要创建基于名为“存储大小”的变量度量的成本变
量，然后再创建基于此成本变量的成本公式。“成本公式”下拉列表中仅显示基于
“存储服务器”变量度量的成本公式。
“云计量成本分摊”报告计算您需要在特定日期支付给云提供商的费用。预测和趋
势线可帮助您了解以后将向特定云提供商交纳多少费用。
“分级”视图显示您付给各个云提供商的金额。从“分级”视图中，您可以比较您
付给各个云提供商的价格。
图 2-69 显示了“云计量成本分摊”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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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9

“云计量成本分摊”报告

以下是有关“云计量成本分摊”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云计量成本分摊

报告类别

云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云报告 > 云计量成本分摊

报告用途

计量成本分摊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

注意：不支持 Symantec NetBackup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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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历史、分级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您可以针对特定视图或介质服务器编辑报告、配置时段，或运行报告。
下表显示了“云计量成本分摊”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介质服务 介质服务器
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特定介质服务器的
数据。挂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主服务器的所有介质服务器
都显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介质服务器运行“云计量成本分摊”报告，以仅查看
特定介质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关于 OpsCenter 中的磁盘和磁带设备活动报告
磁盘和磁带设备活动报告介绍了所有 NetBackup 磁盘、磁带和 SAN 客户端存储单
元的信息，显示了每个主服务器的各存储设备中空间利用情况和可用空间。
“当前磁盘池使用情况”报告

请参见第 232 页的““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
活动”>“当前磁盘池使用情况”报告”。

“NetBackup 磁盘池容量”报告

请参见第 233 页的““NetBackup 磁盘池容量”报
告”。

“NetBackup 磁盘池大小与已用百分比”报
告

请参见第 233 页的“ “NetBackup 磁盘池大小与
已用百分比”报告”。

“库摘要”报告

请参见第 234 页的“ “库摘要”报告”。

“库容量预测”报告

请参见第 234 页的“ “库容量预测”报告”。

“驱动器吞吐量”报告

请参见第 234 页的“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
活动 > 磁带驱动器吞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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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器利用率”报告

请参见第 237 页的“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
活动 >“磁带驱动器利用率”报告”。

“磁盘使用情况”报告

请参见第 239 页的“ “磁盘使用情况”报告”。

“存储单元使用情况”报告

请参见第 241 页的“ “存储单元使用情况”报告”。

“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活动”>“当前磁盘池使用情况”
报告
对于已配置磁盘池的每个主服务器，此报告按池和类型显示磁盘的综合利用率。它
提供了有关磁盘池使用情况的详细信息，还指示了磁盘池中的可用空间。
图 2-70 显示了“当前磁盘池使用情况”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70

“当前磁盘池使用情况”报告

以下是有关“当前磁盘池使用情况”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当前磁盘池使用情况

报告类别

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活动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活动 > 当前磁盘
池使用情况报告。

报告用途

对于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将按磁盘池和磁盘类型
报告各主服务器的综合利用率。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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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基于磁盘的数据保护 > 当前磁盘池使
用情况

您可以编辑“当前磁盘池使用情况”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
显示所有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当前
磁盘池使用情况”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主服务器运行“当前磁盘池使用情况”报告，以
查看该主服务器的已用磁盘空间。
我们为“当前磁盘池使用情况”报告提供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作业”过滤器添加了“作业传输类型”列。例如，可以查看“作业传输”
类型为 FT 或 LAN 的作业的报告数据。

■

列标题“服务器类型”已修改为“磁盘类型”。

■

报告表中添加了新列“已为快照配置”和“复制”。

“NetBackup 磁盘池容量”报告
此报告是 NetBackup 6.5 和更高版本所特有的，在这些版本中引入了“磁盘池”作
为一种存储单元类型。此报告的基本版本显示所有 NetBackup 6.5 磁盘池中的备份
占用的总空间量，其中包括 OpenStorage 设备、PureDisk Deduplication Option 存
储、SharedDisk 或者甚至 AdvancedDisk 池。在图形中一起绘制了每个磁盘池的使
用量以及平均高位标记和低位标记。因为这是一个平均数，所以不应该将其用于除
估计之外的计划目的。在实际使用时，应该根据特定的磁盘池对此报告进行过滤，
以显示准确的高位标记和低位标记。最后将显示预测，以便可以确定何时需要添加
容量或备份何时失效，以便维护操作。

“NetBackup 磁盘池大小与已用百分比”报告
此报告是 NetBackup 6.5 和更高版本所特有的，这些版本具有新的设备和存储单元
（称为“磁盘池”）。磁盘池可以是 OpenStorage 设备、PureDisk 重复数据删除
系统、SharedDisk 或一起放置在池中的一组本地或网络磁盘卷。条形表示所有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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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中的总可用字节数，其中颜色表示每个磁盘池的总空间量。线表示每个磁盘池的
已用百分比。因此，通过此报告，可帮助确定用于备份的磁盘空间量、哪些池最
大、哪些池将满以及备份环境如何在磁盘存储之间实现负载平衡。

“库摘要”报告
此报告可提供库容量的当前即时点清点。此报告列出了库名称、卷数据库服务器、
已用/可用/总插槽计数以及已用/可用/总容量。两个计算列用于显示插槽和库容量的
使用百分比。此报告提供了大量过滤器，这样使用不同磁带库环境的用户能够放大
其磁带库总体的任何一段。
注意：“库摘要”报告可能显示一些负值。这些负值是由负的插槽计数导致的。如
果用户添加了 -1，NetBackup 将无法连接到介质。如果插槽计数为 0，NetBackup
在报告中只计算导致负值的 TLD 和 TLD8 介质的数据。用户必须在“设置”>“配
置”>“磁带库”中输入介质插槽计数。

“库容量预测”报告
此报告可提供磁带库的容量预测。将插槽计数与插槽容量相乘可计算出库的容量。
插槽容量是插槽中磁带的容量。因为测量库容量没有标准，所以报告使用了多种方
法来确定各个磁带的容量。这些方法包括使用已满磁带的最大、最小和平均大小确
定磁带容量。另外，用户定义的各个磁带类型的容量在报告参数选择 UI 中可用。
此报告使用典型线性回归推断出整个预测期限的趋势线，并且还绘制出库容量。库
容量线与容量预测线相交的日期就是库容量已满的时间。

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活动 > 磁带驱动器吞吐量
此报告显示数据备份流过磁带驱动器的速度（KB/秒）。它使用“级图”概念、并
通过可配置的绿色阴影来描述速度范围（由慢到快）。这些报告基于每天中的小时
或每周中的天生成。其中每个单元格的吞吐量值使用高级平均逻辑来确定。平均计
算在映像片段级别完成，从而确保了计算的粒度和精度。这些报告可以在磁带库、
介质服务器、驱动器类型、逻辑驱动器和物理驱动器等级别进行聚合和过滤。使用
排序选项可直观显示大量数据。这些报告是进行性能分析和容量规划活动的重要信
息来源。
作为对此报告执行的分析示例，假设您在查看运行速度可达 120+MB/秒的 LTO4 驱
动器，有报告显示速度仅为 5-6 MB/秒，这表示驱动器与最大运行能力相差很远。
在这种情况下，在环境中添加驱动器不会影响备份时段。很多年前，当客户在推送
磁带驱动器遇到问题时，我们发现购买新磁带驱动器需要花很多钱。如果不能推送
LTO2 驱动器，则升级到 LTO4 也不会有所帮助（当然除非您希望使用硬件加密选
项）。这些报告是进行性能分析和容量规划活动的重要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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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磁带驱动器吞吐量”报告仅显示到凌晨 1 点钟为止的数据，而不是到运
行报告的时间为止的数据。这是因为 OpsCenter 每天在午夜过后的凌晨 1 点钟为
“磁带驱动器吞吐量”报告收集一次数据。因此，即使运行的相对时段为前 24 小
时，“磁带驱动器吞吐量”报告也只能报告到该天凌晨 1 点钟为止的数据。同样，
如果在下午 2 点钟运行“磁带驱动器吞吐量”报告，报告仅显示到凌晨 1 点钟为止
收集的数据。
注意：Symantec 建议您将 NetBackup 中的错误日志保留期限配置为 1 天以上。如
果错误日志的保留期限小于 24 小时，则会导致“驱动器吞吐量”等报告的数据丢
失。
图 2-71显示了“驱动器吞吐量”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71

“磁带驱动器吞吐量”报告

以下是有关“磁带驱动器吞吐量”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磁带驱动器吞吐量

报告类别

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活动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活动 >“磁带驱动
器吞吐量”报告。

报告用途

按库、介质服务器、磁带驱动器和驱动器类型显示驱动器吞吐
量的级图报告。对于 NetBackup 服务器，颜色越深，表示该
特定时间的吞吐量越高。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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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 > 磁带设备 > 驱动器吞吐量

可以编辑“驱动器吞吐量”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
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驱动器吞吐量”
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来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日程表/级别
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或级别类型，以查看所配置日程表的数据。

作业

作业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驱动器

驱动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驱动器以查看这些驱动器的特定数据。

磁带库

磁带库序列号 选择一个或多个磁带库序列号以查看这些磁带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策略数据分类名称运行此报告，以仅查看特定策
略分类的详细信息。可针对特定作业类型（如“备份”）运行此报告，以查看备份
作业的驱动器吞吐量详细信息。
我们为“驱动器吞吐量”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驱动器吞吐量”报告已实现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不适用于此报告的作业类型将从过滤器中删除。支持的作业类型包括“备份”、
“存档”、“还原”、“从快照备份”、“快照”和“复制”。

■

在“日程表”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日程表级别/类型”列的值。现在
可以过滤“日程表级别/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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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活动 >“磁带驱动器利用率”报告
磁带驱动器作为备份目标仍然非常普遍，并且不算很昂贵，特别是当每次有新的可
用更新（例如从 LTO3 升级到 LTO4）而需要采购新驱动器时。当备份时段未能满
足时，往往建议的第一项措施就是使用更多的磁带驱动器。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情
况下客户都未充分利用磁带驱动器投资，原因可能是考虑的时间段不妥（即，备份
由于性能问题而无法在白天运行），或者仅仅是因为介质服务器太少。OpsCenter
和 OpsCenter Analytics 提供了一些驱动器利用率和吞吐量报告，这些报告可以一
目了然地显示磁带驱动器的使用时段，如果在使用中有很大的间隙，可以通过更改
备份策略来填充这些间隙。这不仅有助于充分利用驱动器，还有助于延迟硬件采
购，因为很容易发现驱动器何时存在开式循环。
此报告显示磁带驱动器的利用率 (0 - 100%)。例如，它使用“级图”概念、并通过
配置蓝色阴影来描述利用率范围（由低到高）。此报告基于每天中的小时或每周中
的天，在此报告中，每个单元格的利用率值使用高级逻辑来确定。利用率每分钟计
算一次，而不是使用传统的方法对设备进行定期轮询，从而保证计算出的精度。这
些报告可以在磁带库、介质服务器、驱动器类型、逻辑驱动器和物理驱动器等级别
进行聚合和过滤。使用排序选项可直观显示大量数据。这些报告是进行性能分析和
容量规划活动的重要信息来源。
请注意，“磁带驱动器利用率”报告仅显示到凌晨 1 点钟为止的数据，而不是到运
行报告的时间为止的数据。这是因为 OpsCenter 每天在午夜过后的凌晨 1 点钟为
“磁带驱动器利用率”报告收集一次数据。因此，即使运行的相对时段为前 24 小
时，“磁带驱动器利用率”报告也只能报告到该天凌晨 1 点钟为止的数据。同样，
如果在下午 2 点钟运行“磁带驱动器利用率”报告，报告仅显示到凌晨 1 点钟为止
收集的数据。
图 2-72显示了“磁带驱动器利用率”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72

“驱动器利用率”报告

以下是有关“驱动器利用率”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磁带驱动器利用率

报告类别

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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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活动 > 磁带驱动
器利用率。

报告用途

按库、介质服务器、磁带驱动器和驱动器类型显示驱动器利用
率的一个热图报告。颜色越深表示在一个特殊时间内驱动器利
用率越高。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HTML

与 VBR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 备份 > 磁带设备活动 >驱动器利用率

可以编辑“驱动器利用率”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
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驱动器利用率”
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作业

作业类型

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或还原），以查看选定
作业类型的数据。

驱动器

驱动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驱动器以查看这些驱动器的特定数据。

磁带库

磁带库序列号 选择一个或多个磁带库序列号以查看这些磁带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您可以针对特定策略名称运行此报告，以仅查看特定策略的详细
信息。您可以针对特定作业类型（如“备份”）运行磁带驱动器利用率的报告，以
查看详细信息。
我们为“驱动器利用率”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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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磁带驱动器利用率”报告已实现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不适用于此报告的作业类型将从过滤器中删除。支持的作业类型包括“备份”、
“存档”、“还原”、“从快照备份”、“快照”和“复制”。

■

在“日程表”过滤器中添加了“未知”作为“日程表级别/类型”列的值。现在
可以过滤“日程表级别/类型”为“未知”的报告数据。

“磁盘使用情况”报告
此报告显示选定服务器和时段的磁盘使用情况。报告中的表提供详细信息，如作业
总数、已处理的总卷量 (KB)、平均吞吐量（KB/秒）、活动持续时间和在持续时间
内的使用情况百分比。
图 2-73 显示了“磁盘使用情况”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73

“磁盘使用情况”报告

表中的“磁盘名称”和“介质服务器名称”列包含指向详细的吞吐量和磁盘使用情
况报告的向下钻取链接。
磁盘吞吐量

“磁盘名称”列中的这个向下钻取报告显示选定服
务器或服务器组的磁盘存储单元的数据传输速率
（吞吐量）。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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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使用情况详细信息

“介质服务器名称”列中的这个向下钻取报告显示
选定介质服务器的所有存储单元的使用情况详细信
息。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报告的表内每行中的“磁盘”单元格都是一个指向
向下钻取报告的链接。其余的单元格指示磁盘是否
在时间片段期间使用。

以下是有关“磁盘使用情况”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磁盘使用情况

报告类别

性能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性能报告 > 磁盘使用情况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主服务器的磁盘使用情况。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报告 >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性能报告 > 磁盘使用情况

下表显示了“磁盘使用情况”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
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磁盘
使用情况。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
“值”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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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针对特定主服务器运行“磁盘使用情况”报告，以查看特定
主服务器的磁盘使用情况。
我们为“服务器的成功作业”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存储单元使用情况”报告
此报告显示选定主服务器和时段的存储单元使用情况。报告的表内每行中的第一列
列出一个存储单元。该存储单元的名称还是一个指向详细报告的向下钻取链接。第
二列中的介质服务器名称也是一个向下钻取链接。
行中的其余部分提供详细信息，如作业总数、已处理的总卷量 (KB)、平均吞吐量
（KB/秒）、活动持续时间和在持续时间内的使用情况百分比。
“存储单元吞吐量”报告

“存储单元”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显示选定存储
单元的数据传输速率（吞吐量）。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介质服务器的存储单元使用情况详细
信息”报告

“介质服务器名称”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显示选
定介质服务器的所有存储单元的使用情况详细信
息。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报告中表的“存储单元”列是一个指向向下钻取吞
吐量报告的链接。其余的单元格指示存储单元是否
在时间片段期间使用。

关于 Symantec NetBackup OpsCenter 中的保留报告
本节介绍保留报告（对于 NetBackup Search 功能是可选的）。NetBackup Search
功能可用于执行合法搜索以及保留 NetBackup 备份映像所包含的数据。
注意：只有您在 Symantec NetBackup OpsCenter 中添加了有效的 NetBackup
Search 许可证密钥且以安全管理员身份登录时，才能看到保留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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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像保留摘要

请参见第 242 页的“保留报告 > 映像保留摘
要”。

按大小排名的热门保留

请参见第 242 页的“保留报告 > 按大小排名的
热门保留”。

按期限排名的热门保留

请参见第 242 页的“保留报告 > 按期限排名的
热门保留”。

保留报告 > 映像保留摘要
此报告提供有关保留的映像状态的信息。您可以选择显示的大小单位（B、KB、
MB、GB 或 TB）。

保留报告 > 按大小排名的热门保留
此报告显示按其备份映像总大小排名的保留。您可以选择显示的保留数量、大小单
位（B、KB、MB、GB 或 TB），以及按升序还是降序显示保留。

保留报告 > 按期限排名的热门保留
此报告显示按其备份映像期限排名的保留。您可以选择显示的保留数量、持续时
间，以及按升序还是降序显示保留。

关于 OpsCenter 中的介质报告
本节介绍了介质报告，它可提供所有 NetBackup 介质状态、失效日期和可用性的信
息，包括磁带、磁盘、设备和用于场外介质跟踪的可选 NetBackup Vault 功能。
“介质状态”报告

请参见第 243 页的“介质报告 > 介质状态”。

“可用介质”报告

请参见第 244 页的“ “可用介质”报告”。

“正在使用的驱动器”报告

请参见第 244 页的“ “正在使用的驱动器”报告”。

“已满介质容量”报告

请参见第 244 页的“ “已满介质容量”报告”。

“按介质服务器列出的介质摘要”报告

请参见第 245 页的“ “按介质服务器列出的介质
摘要”报告”。

“介质使用情况”报告

请参见第 245 页的“介质报告 > 介质使用情
况”。

“磁带计数”报告

请参见第 247 页的“ “磁带计数”报告”。

“将来失效的磁带”报告

请参见第 247 页的“ “将来失效的磁带”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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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失效的磁带”报告

请参见第 248 页的“ “马上失效的磁带”报告”。

“保管库介质使用情况”报告

请参见第 248 页的“ “保管库介质使用情况”报
告”。

“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报告

请参见第 248 页的“介质报告 > 介质失效日期
日程表”。

介质报告 > 介质状态
此报告显示每个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组合的介质状态和计数（每种介质类型）。
介质状态可以是“已冻结”、“活动”、“场外”等。
图 2-74显示“介质状态”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74

“介质状态”报告

以下是有关“介质状态”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介质状态

报告类别

介质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介质报告 > Media State。

报告用途

列出每个介质类型和每个介质服务器的每种介质状态的介质数
目。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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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介质和设备 > 介质状态

可以编辑“介质状态”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列。您
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介质状态”报告的过滤
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针对特定主服务器运行“介质状态”报告，以查看该主服务器的
介质状态。

“可用介质”报告
此报告列出可由 NetBackup 对选定的每个主服务器使用的介质。
报告中的表提供各种信息，如介质服务器、介质状态、机械手类型、卷组和池以及
分配的时间。

“正在使用的驱动器”报告
此报告显示选定服务器的驱动器使用情况。报告中的表提供驱动器的详细信息，例
如驱动器名称和类型、机械手编号和类型以及分配的主机。

“已满介质容量”报告
此报告显示每个主服务器和介质类型的磁带上受保护数据的平均量（千字节）。这
些磁带是 NetBackup 标记为已满的磁带。
条形图描述每种介质类型的数据量（千字节）。
报告的表是按服务器、介质类型和计数组织的，显示磁带上映像的大小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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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介质服务器列出的介质摘要”报告
对于每个介质服务器，此报告提供磁带和映像的数量、上次写入日期以及磁带上的
数据量。介质服务器的名称还是指向介质的详细报告的向下钻取连接。
“为介质服务器按介质状态列出的介质
摘要”报告

“介质服务器”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提供所选介
质服务器的介质状态摘要。此报告显示介质状态、
磁带和映像的数量、上次写入日期以及磁带上的数
据量。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介质服务器的介质状态的介质详细信
息”报告

“介质状态”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提供所选介质
服务器和所选介质状态的介质详细信息。介质状态
可以为“活动”、“已冻结”、“已满”、“无
效”或“已暂停”。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报告显示介质 ID、类型、卷池、上次写入日期、
截止日期、映像数以及磁带上的数据量。

介质报告 > 介质使用情况
此报告显示一个服务器每个日期使用的介质的数目。表中的列显示“已分配”、
“未分配”、“已冻结”、“已满”、“场外”或“已暂停”介质状态。此报告的
数据一天只计算一次。因此，报告显示到前一天为止的摘要。今天的数据反映在明
天生成的报告中。报告中的表是按照日期和服务器组织的，显示每一介质状态的计
数。
图 2-75显示了“介质使用情况”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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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5

“介质使用情况”报告

以下是有关“介质使用情况”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介质使用情况

报告类别

介质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介质报告 > Media Utilization。

报告用途

按介质状态和介质类型以表格形式列出介质计数的详细信息。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介质和设备 > 介质使用情况

可以编辑“介质使用情况”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
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介质使用情况”
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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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针对一周时段和单个主服务器运行“介质使用情况”报告。
我们为“介质状态”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也可
以在报告的右上角选择“年”。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

“磁带计数”报告
此报告显示以下“报告位置”参数的磁带计数：
■

备份介质保留级别

■

磁带类型

■

卷池名称

在 Veritas Backup Reporter (VBR) 中，这些参数中的每一个都有单独的报告。在
OpsCenter 中，这三个报告合并到了一个报告中。
“分布”视图中提供“磁带计数”报告。

“将来失效的磁带”报告
此报告显示在未来七天中每天将要失效的介质数。可更改此时段以显示未来更多天
数。该报告有助于确定未来是否有大量介质变得空闲，以便于确认延期再购买更多
介质是可行的。
注意：应用于“马上失效的磁带”报告的过滤器“备份介质角色”未返回任何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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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失效的磁带”报告
此报告列出了即将失效的介质。可通过列出的“卷池名称”、“介质 ID”和“介质
条形码”轻松找到相应介质。单击报告时的默认时段将显示在未来 24 小时将要失
效的介质。可对此时段进行更改，以根据需要显示在未来一周、一个月或未来任何
时段失效的介质。

“保管库介质使用情况”报告
此报告显示选定保管库的场外介质趋势及当前场外介质计数。此报告由两个组件报
告组成：一个条形图和一个表。
此报告帮助理解您的场外介质趋势。
此报告回答了各种问题，例如：
■

每个保管库的场外介质计数如何变化？

■

当前场外介质的详细信息是什么？

条形图显示选定保管库的场外介质计数的每周趋势。在运行报告时，您选择要为其
运行此报告的保管库。报告显示选定保管库的每周折线趋势。此图清晰指示了场外
介质计数如何随着时间变化。可以比较不同保管库的介质计数，以查看哪个保管库
使用较多的介质及其变化方式。
报告的表提供了选定保管库的保管介质的详细信息。在运行报告时，您指定保管库
的名称。报告提供重要的介质详细信息，如介质 ID、场外插槽号、容器 ID、截止
日期、条形码等。

介质报告 > 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
此报告给出了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的图形表示形式。报告基于介质的截止日期预测
介质的可用性。可以使用此报告确定哪种介质可以重用。堆积条形图表示已失效或
即将在特定日期失效的特定类型介质的数目。条形图中对不同的介质类型使用不同
的颜色。条形图部分的工具提示提供介质类型和该日期可用的介质计数。
图 2-76显示了“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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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6

“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报告

下列有关“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

报告类别

介质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介质报告 >“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

报告用途

表示在特定报告日失效的介质数目的堆积条形图。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是。请参见介质失效详细信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介质和设备 > 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

可以编辑“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
示所有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介质失
效日期日程表”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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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针对特定主服务器运行“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报告，以查看该
主服务器的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
我们为“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已添加名为“介质失效日期详细信息”的新向下钻取报告。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也可
以在报告的右上角选择“年”。

■

从“时段分组依据”选择中删除了以下选项：
■

每周中某天的平均值

■

每周中某天的总计

■

每天中某小时的平均值

■

每天中某小时的总计

■

分钟

■

每年中某月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月的总计

■

每年中某季度的平均值

■

每年中某季度的总计

图 2-1显示了“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77

“介质失效日期详细信息”报告

以下是有关“介质失效日期详细信息”报告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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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介质失效详细信息

报告类别

介质报告（向下钻取）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介质报告 > 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单击历
史图形中的条形）

报告用途

关于在特定报告日失效的介质数目的详细信息以及介质详细信
息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备份介质报告 > 介质失效日期日程表
（单击历史图形中的条形）

可以编辑“介质失效日期详细信息”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
显示所有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介质
失效日期详细信息”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来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

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针对特定主服务器运行“介质失效日期详细信息”报告，以查看
该主服务器的介质失效日期详细信息。

关于 OpsCenter 中的性能报告
本节介绍了性能报告，它可提供关于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总体性能和
吞吐量统计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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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报告

请参见第 252 页的“ “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报
告”。

“介质服务器作业吞吐量”报告

请参见第 257 页的“ “介质服务器作业吞吐量”
报告”。

“NetBackup SAN 客户端性能”报告

请参见第 257 页的“ “NetBackup SAN 客户端
性能”报告”。

“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报告
此报告提供了一个比较各种主服务器性能的工具。此报告中的表显示了每个主服务
器的吞吐量和作业成功信息。它显示作业计数和作业成功率，使您可以比较不同服
务器的吞吐量以标识性能较低的任意服务器。
图 2-78 显示了“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报告的视图示例。
图 2-78

“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报告

还为服务器名称、作业总数和成功作业的数目列提供了向下钻取链接。
“服务器的作业总计”报告

从“作业总计”列可以进入此向下钻取报告，其中
列出了选定服务器的所有作业的详细信息。报告详
细信息包括作业类型和作业状态、策略名称及日程
表名称以及开始时间等。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服务器的成功作业”报告

“成功作业的数目”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显示给
定服务器的成功作业的详细信息。此报告提供详细
信息，如作业类型、策略及日程表名称、卷和文件
计数。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以下是有关“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报告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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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

报告类别

性能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性能报告 > 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主服务器的性能。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是
请参见第 254 页的““服务器的作业总计”报告”。
请参见第 255 页的“服务器的成功作业”。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报告 >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性能报告 > 主服务器作业吞吐
量

下表显示了“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
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由选定主服务器备份
的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主服务器运行“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报告，以查看
特定主服务器的性能。
我们为“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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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的作业总计”报告
此表格报告显示针对主服务器运行的作业信息，例如客户端名称、作业类型、作业
状态、策略名称、日程表名称，等等。
图 2-79 显示了“服务器”报告的“作业总计”的示例视图。
图 2-79

“服务器的作业总计”报告

以下是与“服务器”报告的“作业总计”关联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服务器的作业总计

报告类别

性能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性能报告 > 主服务器作业吞吐”（从“作
业总计”列向下钻取）> 服务器的作业总计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主服务器的作业信息。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报告 >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性能报告 > 主服务器作业吞吐
量（从“成功作业的数目”列向下钻取）> 服务器的作业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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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显示了“服务器”报告的“作业总计”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
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描述

视图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由选定主服务器备份
的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备份作业大小方差”报告已实现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服务器的成功作业
在“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报告中单击成功作业数（链接）时可获取该向下钻取报
告。此表格报告显示服务器的所有已成功作业的详细信息。显示的信息包括客户端
名称、策略名称、日程表名称、开始时间、文件数目、持续时间、卷和吞吐量等
等。
图 2-80 显示了“服务器”报告的“成功的作业”的示例视图。
图 2-80

“服务器的成功作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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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与“服务器”报告的“成功的作业”关联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服务器的成功作业

报告类别

性能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性能报告 > 主服务器作业吞吐量（从“成
功作业的数目”向下钻取）> 服务器的成功的作业

报告用途

此报告显示主服务器的成功作业。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报告 >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性能报告 > 主服务器作业吞吐
量（从“成功作业的数目”列向下钻取）> 服务器的作业总计

下表显示“服务器”报告的“成功的作业”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
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客
户端的数据。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
“值”下拉列表中。

我们为“服务器的成功作业”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
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

■

从“相对时段”的下拉菜单中删除了“下一个”选项。现在，您不能输入类似
于“下两周”的相对时段。这是因为此报告不支持任何未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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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服务器作业吞吐量”报告
此报告提供由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备份的数据的详细信息并显示服务器吞吐量。
此报告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可用于比较 NetBackup 环境中存在的介质服务器的性
能。
饼图提供每个介质服务器的已处理数据卷的明细。每个卷扇形中都提供了一个指向
吞吐量详细信息的向下钻取详细信息链接。
“客户端和介质服务器的作业详细信息” 客户端名称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提供给定客户
端、作业类型、作业状态和介质服务器的详细信
报告
息。报告详细信息包括作业 ID、作业类型、退出
状态、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秒）。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父报告传递过来的运行时参
数。
“介质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吞吐量”报
告

可以使用“吞吐量 (KB/秒)”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
告来查看每天的吞吐量变动。报告期限内每天的吞
吐量由一个条形图表示。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NetBackup SAN 客户端性能”报告
此报告是 NetBackup 6.5 和更高版本所特有的，这些版本支持通过光纤通道连接的
客户端（称为“SAN 客户端”）。 例如，蓝色条形和黄色条形堆积在一起，用于
显示每天的作业总数。 蓝色条形表示在 LAN 上运行的作业，黄色条形表示在 SAN
上运行的作业。 紫线和黄线显示在当天运行的所有作业的总作业吞吐量。 紫线表
示通过 LAN 的总作业吞吐量，黄线表示通过 SAN 的总作业吞吐量。通过此报告，
可帮助确定运行的 LAN 与 SAN 的备份通信量的比，以及由此获得的性能优势。

关于 OpsCenter 中的策略报告
本节介绍了策略报告，它可提供 NetBackup 策略信息，包括占用最多存储空间的策
略。
“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策略”报告 请参见第 258 页的“ “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策略”报告”。
“按策略类型列出的作业成功率”报告

请参见第 261 页的“ “按策略类型列出的作业成
功率”报告”。

“策略更改”报告

请参见第 262 页的“ “策略更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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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62 页的“ “策略摘要仪表板”报告”。

“策略摘要仪表板”报告

“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策略”报告
此报告显示已在 NetBackup 环境中备份最多数据的前 10 个策略。您可以编辑此报
告，并为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运行它。
指向每个彩色条形图时，都将显示工具提示。工具提示会显示主服务器、策略，还
会显示数据量（以 MB 为单位）。
单击报告底部的“以表形式显示图表”链接，可查看表格格式的报告详细信息。该
表列出了每个策略的数据量（以 MB 为单位）。
现在，从主报告可以访问一个新的向下钻取报告，名为“策略的作业详细信息”。
单击条形图中的彩色条形可访问此向下钻取报告，其中提供了有关选定策略的所有
作业的详细信息。此向下钻取报告中包括各种信息，如作业类型、状态码、客户端
名称和卷 (KB)。
图 2-81 显示了“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策略”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81

“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策略”报告

以下是有关“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策略”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策略

报告类别

策略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策略报告 > 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
策略

报告用途

此报告按空间消耗量显示备份策略的排名。此报告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有效。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分级（图表）

向下钻取报告

策略的作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59 页的“策略的作业详细信息”。

可以预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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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导出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策略 > 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
策略

下表列出了“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策略”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
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作业

作业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作业类型（如存档、备份、还原等），以查看选
定作业类型的数据。
默认情况下，此报告显示有关以下作业类型的信息：
■

备份

■

目录库备份

■

保管库

必须从“值”列表中选择至少一种作业类型。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主服务器或视图运行“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策略”报告，以仅查看特定主服务器或视图的详细信息。

策略的作业详细信息
在“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策略”报告中单击彩色条时，会提供名为“策
略的作业详细信息”的新向下钻取报告。此向下钻取报告提供选定策略的所有作业
的详细信息。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数。此向下钻取报告中包括各种信
息，如作业类型、状态码、客户端名称和卷 (KB)。
图 2-82 显示了“策略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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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

“策略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

以下是与“策略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关联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策略的作业详细信息

报告类别

向下钻取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策略报告 > 使用服务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
策略（单击彩色条）

报告用途

此报告列出了选定策略的所有作业。此报告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有效。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策略 > 使用空间最多的前 10 个策略 >
策略的作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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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策略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
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策略

策略数据分类
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数据分类名称（如金、银、铜等），以查看
具有选定数据分类名称的策略的数据。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针对特定策略的数据分类名称运行此报告，以便仅查看特定
策略分类的详细信息。

“按策略类型列出的作业成功率”报告
使用此报告可以快速查看按策略类型列出的作业状态。报告显示客户端、服务器和
作业策略类型的作业成功率。
条形图显示每个策略类型的成功、部分成功以及失败作业的计数。彩色条中的工具
提示提供作业计数，它还是可用于查看策略详细信息的向下钻取链接。
报告中的表显示作业信息，如客户端名称、策略类型和成功率。
注意：此报告可能不显示与 SLP 策略关联的复制作业的相应数据。
此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复制作业没有策略类型。该作业将对使用可能不同的策略
和策略类型创建的映像进行批量复制。复制作业本身具有已创建的内部策略，但是
此内部策略未设置策略类型，因为这不是备份作业。
“策略类型的作业详细信息”报告

“策略类型”列中的此向下钻取报告和图中的彩色
条提供有关所选策略类型的所有作业的详细信息。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表中包括各种信息，如退出状态、客户端名称、卷
(KB) 和文件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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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类型的成功、部分成功和失败作

“成功作业的数目”、“部分成功的作业数目”或

业的详细信息”报告

“失败作业的数目”列中有三个向下钻取报告。作
业退出状态用作报告的过滤器。这些报告是类似
的，可以提供具有选定客户端和策略类型的所有作
业的详细信息。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
数。
此报告中的表提供策略及日程表名称、开始和结束
时间以及作业的持续时间等详细信息。失败作业的
表还包括作业退出状态列。

“策略更改”报告
此报告显示在给定时段内对选定服务器的作业策略所做更改的计数。
饼图显示每个主服务器的策略更改数（一个策略可以更改多次）。在该图表中，将
以不同的颜色显示每个服务器。图中的工具提示提供了更改计数。
报告中的表显示对每个服务器的每个策略所做更改的计数。

“策略摘要仪表板”报告
此报告用作按策略汇总的活动的仪表板。它提供了活动的概览，并包含指向其他详
细信息报告的向下钻取链接，因此可用作按异常排除故障和管理工具。
它为每种策略提供了对部分以下问题的回答：
■

作业的总数是多少？

■

有多少作业成功？

■

有多少作业部分成功？

■

有多少作业失败？

此报告中的表显示每个策略的信息，如策略名称和类型、作业卷 (MB)、作业计数和
作业退出状态计数。您还可以从列内的作业退出状态计数中向下钻取并基于退出状
态以及作业策略和类型来查看单个策略的详细信息。
主报告的“作业总计”、“成功作业的数目”、“部分成功的作业数目”或“失败
作业的数目”列中提供了一些向下钻取报告。这些向下钻取报告根据作业状态提供
所选策略名称、服务器和时段的所有作业的概览。
这些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数。
图 2-83 显示了“策略摘要仪表板”报告的视图示例。

262

OpsCenter 报告
关于报告模板描述

图 2-83

“策略摘要仪表板”报告

以下是有关“策略摘要仪表板”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策略摘要仪表板

报告类别

策略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策略报告 > 策略摘要仪表板

报告用途

此表格报告按照主服务器、策略和策略类型提供有关大小、吞
吐量、作业计数和成功率的摘要信息。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是
请参见第 264 页的“策略的作业总计”。
请参见第 266 页的“策略的成功作业”。
请参见第 268 页的““策略的部分作业”报告”。
请参见第 270 页的“策略的失败作业”。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导出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策略 > 策略摘要仪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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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策略摘要仪表板”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成功率

将部分成功的
作业视为成功

默认选择为“是”。
如果不希望将部分成功的作业视为成功，请选择“否”。
选择“是”或“否”可能会影响显示在报告中的“成功率”百分
比。考虑一个策略，有 5 个成功的作业、3 个部分成功的作业和
2 个失败的作业。如果将该值选为“是”，则“成功率”列显示
80%。但是，如果将该值选为“否”，则“成功率”列显示
50%。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主服务器或视图运行“策略摘要仪表板”报告，以仅
查看特定主服务器或视图的详细信息。

策略的作业总计
在“策略摘要仪表板”报告的“作业总计”列中单击一个值（链接）后，会提供此
向下钻取报告。此向下钻取报告提供选定策略名称、服务器和时段的所有作业的概
述。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数。报告提供了详细信息，如
日程表名称、开始时间和作业的持续时间。
图 2-84 显示了“策略的作业总计”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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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

“策略的作业总计”报告

以下是与“策略的作业总计”报告关联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策略的作业总计

报告类别

策略（向下钻取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策略报告 > 策略摘要仪表板（单击“作业
总计”）> 策略的作业总计

报告用途

此报告列出了选定策略的所有作业。此报告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有效。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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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策略 > 策略摘要仪表板 > 策略的作业
总计

下表列出了“策略的作业总计”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针对特定策略运行“策略的作业总计”报告，以便仅查看特
定策略的详细信息。

策略的成功作业
在“策略摘要仪表板”报告中单击“成功的作业”（链接）后，将提供此向下钻取
报告。此向下钻取报告提供选定策略名称、服务器和时段的所有成功作业的概述。
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数。报告提供了详细信息，如日程
表名称、开始时间和作业的持续时间。
图 2-85 显示了“策略的成功作业”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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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

“策略的成功作业”报告

以下是与“策略的成功作业”报告关联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策略的成功作业

报告类别

策略（向下钻取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策略报告 > 策略摘要仪表板（单击“成功
的作业”）

报告用途

此报告列出了选定策略的所有成功作业。此报告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有效。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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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策略 > 策略摘要仪表板 > 策略的成功
作业

下表列出了“策略的成功作业”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针对特定策略运行“策略的成功作业”报告，以便仅查看特
定策略的详细信息。

“策略的部分作业”报告
在“策略摘要仪表板”报告的“部分成功的作业数目”中单击一个值（链接）后，
会提供此向下钻取报告。此向下钻取报告提供选定策略名称、服务器和时段的所有
部分成功作业的概述。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数。报告提
供了详细信息，如日程表名称、开始时间和作业的持续时间。
图 2-86 显示了“策略的成功作业”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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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6

“策略的部分成功作业”报告

以下是与“策略的部分成功作业”报告关联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策略的部分成功作业

报告类别

策略（向下钻取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策略报告 > 策略摘要仪表板（单击“部分
成功的作业”）> 策略的部分成功作业

报告用途

此报告列出了选定策略的所有部分成功作业。此报告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有效。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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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策略 > 策略摘要仪表板 > 策略的部分
成功作业

下表列出了“策略的部分作业”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针对特定策略运行“策略的部分作业”报告，以便仅查看特
定策略的详细信息。

策略的失败作业
在“策略摘要仪表板”报告的“失败作业的数目”列中单击一个值（链接）后，会
提供此向下钻取报告。此向下钻取报告提供选定策略名称、服务器和时段的所有失
败作业的概述。此向下钻取报告使用从主报告传递来的运行时参数。报告提供了详
细信息，如日程表名称、开始时间和作业的持续时间。
图 2-87 显示了“策略的失败作业”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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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7

“策略的失败作业”报告

以下是与“策略的失败作业”报告关联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策略的失败作业

报告类别

策略（向下钻取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策略报告 > 策略摘要仪表板（单击“失败
的作业”）> 策略的失败作业

报告用途

此报告列出选定策略的所有失败作业。此报告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有效。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表格

向下钻取报告

否

可以预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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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策略 > 策略摘要仪表板 > 策略的失败
作业

下表列出了“策略的失败作业”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
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主服务器的数
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示在“值”
下拉列表中。

策略

策略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名称，以查看选定策略的数据。

策略类型

选择一种或多种策略类型，以查看选定策略类型的数据。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针对特定策略运行“策略的失败作业”报告，以便仅查看特
定策略的详细信息。

关于 OpsCenter 中的还原报告
本节介绍了提供所有 NetBackup 还原和恢复操作的信息的还原作业报告。这些报告
仅适用于 NetBackup。
“按作业计数列出的还原作业摘要”报告

请参见第 272 页的“还原 > 按作业计数列出的
还原作业尝试摘要”。

“按已还原卷列出的还原作业摘要”报告

请参见第 275 页的“还原 > 按已还原卷列出的
还原作业尝试摘要”。

“还原作业详细信息”报告

请参见第 277 页的“还原 > 还原作业详细信
息”。

“客户端还原”报告

请参见第 279 页的““客户端还原”报告”。

还原 > 按作业计数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
此报告显示每天还原作业数量的图形摘要。
图 2-88显示了“按作业计数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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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8

“按作业计数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报告

此外，还可以采用表格格式查看报告。
图 2-89显示了“按作业计数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报告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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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9

“按作业计数列出的还原作业摘要”报告（表格）

下列是与“按作业计数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报告相关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按作业计数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

报告类别

备份

查找位置

所有报告 > 报告模板 > 还原 > 按作业计数列出的还原作业摘
要报告。

报告用途

每天作业数量的图形摘要。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是。请参见还原作业尝试详细信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还原作业摘要

可以编辑此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列。您还可以
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此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
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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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针对特定主服务器运行此报告，以查看该主服务器每天的还原作
业。

还原 > 按已还原卷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
此报告显示每天还原作业的卷的图形摘要。
图 2-90显示了“按已还原卷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90

“按已还原卷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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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以采用表格格式查看历史报告。
图 2-91显示了“按已还原卷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91

“按已还原卷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报告（表格）

下列是与“按已还原卷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报告相关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按已还原卷列出的还原作业尝试摘要

报告类别

还原

查找位置

所有报告 > 报告模板 > 还原 > 按已还原卷列出的还原作业摘
要报告。

报告用途

显示每天还原作业数量的图形摘要。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

向下钻取报告

是。请参见还原作业尝试详细信息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还原作业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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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编辑此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列。您还可以
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此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
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针对特定主服务器运行此报告，以查看该主服务器的按已还原卷
列出的还原作业摘要。
我们为此报告实现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新增了对 TSV、XML、PDF 和 HTML 格式的支持。

还原 > 还原作业详细信息
此报告列出在选定时段内所有已完成的还原作业。
图 2-92显示了“还原作业详细信息”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92

“还原作业详细信息”报告

以下是与“还原作业详细信息”报告关联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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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名称

还原作业详细信息

报告类别

还原

查找位置

所有报告 > 报告模板 > 还原 > 还原作业详细信息报告。

报告用途

列出选定时段内所有已完成的作业。

支持的产品

Symantec NetBackup、Symantec NetBackup 主设备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报告显示

历史、分级、分布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作业 > 还原作业详细信息

可以编辑“还原作业详细信息”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
所有列。您还可以过滤报告，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报告。下表显示了“还原作业详
细信息”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报告中选定主服务器备份的虚
拟客户端的数据。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主服务器都显
示在“值”下拉列表中。

过滤器用法示例：针对特定主服务器运行“还原作业详细信息”报告，以查看该主
服务器的已完成的还原作业。
我们为“还原作业详细信息”报告实现了以下报告增强功能：
■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在“表
格备份”报告的右上角也可以看到“年”选项卡。

■

此报告的默认相对时段以前是 28 天，现在已改为接下来的 2 周。

我们为“还原作业详细信息”报告实现了以下过滤器增强功能：
■

“相对时段”选择中已添加单位“星期”、“月”和“年”。现在可以查看最
近 x 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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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报告的默认“相对时段”现已更改为“前 14 天”。

■

现已删除了“运行时间”列。

■

新增了对 TSV、XML、PDF 和 HTML 等格式的支持。

■

“每页行数”参数的值以前是 20，现在设置为 100。

“客户端还原”报告
此报告提供指定客户端的还原作业详细信息。报告中的表包含各种信息，如主服务
器名称和介质服务器名称以及开始和结束时间。
可以编辑此报告，以显示或隐藏您所关注的列。默认情况下显示所有列。还可以对
报告进行过滤，以显示有限示例集（如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或视图）的活动。
图 2-93 显示了“客户端还原”报告的示例视图。
图 2-93

“客户端还原”报告

以下是有关“客户端还原”报告的详细信息：
报告名称

客户端还原

报告类别

客户端报告

查找位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客户端报告 > 客户端还原

报告用途

列出给定客户机的所有还原作业。

支持的产品

NetBackup、NetBackup 主设备、NetBackup PureDisk

适用的视图

主服务器、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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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

N.A.

向下钻取报告

无

可以预定

是。

支持的格式

PDF、CSV、TSV、XML、HTML

与 NOM 报告的映射

所有报告 > 标准报告 > 客户端 > 客户端还原

下表显示了“客户端还原”报告的过滤器，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过滤器查看报告中的
特定数据。
过滤器

列

视图

描述
选择一个视图，以在报告中显示选定视图的数据。默认情况下选
中“所有我的视图”。

客户端

客户端名称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在报告中查看选定客户端的数据。
将列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受主服务器保护的所有客户端。

过滤器用法示例：可以为特定客户端运行“客户端还原”报告，以仅查看特定客户
端的详细信息。
为“相对时段”选择添加了单位“年”。现在可以查看最近 x 年的数据。从报告的
右上角也可以选择“年”。

关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报告
本节介绍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报告，它负责提供有关 NetBackup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和 NetBackup 自动映像复制 (AIR) 的信息。本节还包含有关每个主服务器的
SLP 大小、进度和积压的详细信息。
通过 OpsCenter 中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报告，能够提供一个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
各目标之间的端到端可见性。通过自动映像复制功能，您可以将映像从一个
NetBackup 域复制到另一个 NetBackup 域。可以在 SLP 中将其他主服务器指定为
存储目标。OpsCenter 中的 SLP 报告显示 SLP 过程的端到端视图，此过程包括将
复制的映像导入其他 NetBackup 域的备份过程。SLP 报告有助于您验证 SLP 中的
每个步骤是否已执行以及识别可能的瓶颈。
OpsCenter 中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报告可帮助您找到以下问题的答案：
■

SLP 是否根据日程表执行？

■

是否已创建第 2 个、第 3 个 … 副本？原始映像是否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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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否有数据丢失的风险？ 某个阶段的副本将要过期，但后续阶段的副本尚未
创建。

■

我的积压未办之事是什么？这种情况会不断恶化吗？

请查看有关 SLP 报告的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

SLP 报告仅适用于 NetBackup。

■

SLP 报告只能在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上运行。如果从 7.0（或 7.0.1）升
级到 7.1 主服务器，SLP 报告还会显示 7.0 或 7.0.1 主服务器的映像。
如果将 NetBackup 从 7.0 或 7.0.1 升级到 7.1，并且 SLP 定义包含多个备份操
作，则第一个副本标记为 Backup，其余的标记为 Duplication。例如，如果创建
了包含四个目标（其中两个用于备份，两个用于复制）的 SLP，则映像副本数
据将第一个副本标记为 Backup，其余的标记为 Duplication。

■

SLP 报告中显示的数据是通过 NBSL 从 NetBackup 目录库和 SLP 工作表中收
集的。初始数据收集完成之后，每 15 分钟从 NetBackup 目录库中收集一次更
新的数据，每 10 分钟从 SLP 工作表中收集一次更新的数据。该 SLP 工作表位
于 EMM 中，并包含元数据（如，要创建的副本数、副本的创建位置以及完成创
建的时间等）。
SLP 报告中显示的数据以 SLP 工作表和 NetBackup 目录库中存在的映像数据
为基础。

■

SLP 报告中不会涉及到重复数据删除、压缩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映像或副
本大小的影响。

■

默认情况下，SLP 报告的数据在 90 天后会从 OpsCenter 数据库中清除。还可
以通过“设置”>“配置”>“数据清除”来自定义 SLP 映像的清除时间间隔。

■

通常，SLP 报告中的副本数据（如“完整副本数”列）以从 SLP 工作表中收集
的数据为基础。完成备份后，EMM 会创建 SLP 工作表。OpsCenter 将每 10 分
钟收集一次该数据，并将其显示在 SLP 报告中。OpsCenter 报告显示副本数据
的详细信息，具体取决于 SLP 工作表的创建时间以及 OpsCenter 数据收集周
期。

■

所有 SLP 报告的时段过滤器都以主备份映像（而不是映像副本）创建的时间为
基础。例如，如果查看 5 月 7 日下午 1 点到 5 月 8 日下午 1 点之间的“按映像
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则可能会显示 5 月 8 日下午 1 点之后创建的 SLP
副本。之所以显示这些副本，是由于时段过滤器以主备份映像创建的时间为基
础，而不是以副本创建时间为基础。

■

SLP 报告不考虑基于非 SLP 的复制。

■

不支持创建 SLP 的自定义报告。

以下是两种高级 SLP 报告：
SLP 状态报告

请参见第 282 页的“SLP 状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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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P 积压报告

请参见第 286 页的“SLP 积压报告”。

在使用 SLP 报告之前，必须先了解 NetBackup 中的 SLP 和自动映像复制概念。
请参见第 282 页的“关于 SLP 和自动映像复制”。

关于 SLP 和自动映像复制
本节简要概述了 NetBackup 中的 SLP 和自动映像复制。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是一种存储计划，用于指定数据的存储位置以及存储时
间。SLP 确定备份映像最初写入的位置以及随后复制的位置。在 NetBackup 7.1
中，还可以将备份映像或副本从一个存储域复制到另一个存储域，以实现业务持续
性计划。这意味着现在可以将备份映像从一个主服务器复制到另一个主服务器，并
且还可以在 SLP 中将其他主服务器指定为存储目标。
通过 NetBackup 中的 SLP 和自动映像复制功能，可以将数据移至其他主服务器上
与数据值变化相应的存储层中。
有关 SLP 和自动映像复制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管理指
南》。

SLP 状态报告
“SLP 状态”报告提供了与主服务器关联的生命周期策略的摘要。“SLP 状态”报
告是一个表格形式的报告，显示了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每个主服务器在所选
时段内 SLP 的当前进度。
“SLP 状态”报告简要概括了 SLP 活动，使您可以确定不完整的 SLP。您可以查
看所有复制（副本）是否完整。
通过单击“SLP 状态”报告中的链接，可以向下钻取至更详细的报告。可以使用向
下钻取报告聚焦不完整的 SLP、映像或映像副本。还可以查看每个目标和每个 SLP
的 SLP 状态。
在“SLP 状态”报告中，可以向下钻取至以下报告：
“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 请参见第 287 页的““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报告
在“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中，可以向下钻取至以
下报告：
■

“按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请参见第 301 页的““按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

“SLP 复制进度”报告
请参见第 304 页的““SLP 复制进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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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态”报告
“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

请参见第 295 页的““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

请参见第 299 页的““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态”报告

“SLP 状态”报告由以下列组成：
主服务器 (SLP 所在位置)

运行 SLP 的主服务器（链接）的名称。SLP 可以在原始主服
务器或任何目标主服务器上运行（在使用自动映像复制的情
况下）。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版本必须是 7.1 或更高版本，
还必须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
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单击主服务器（链接）可查看名为“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
态”的向下钻取报告。

最旧的不完整映像

此列显示了所选主服务器的 SLP 不完整的最早映像。此列表
示映像结束时间（和日期）。此列中的数据有助于您确定 SLP
进程中的可能瓶颈。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客户端总数

SLP 备份的所选主服务器的唯一客户端的数目。请注意，如
果 SLP 备份相同的客户端两次或三次，将只对该客户端计数
一次。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
态”报告。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现有映像总数

位于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 SLP 的映
像总数（包括 SLP 完整映像和 SLP 不完整映像）。单击该
数目（链接）可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
态”报告。此报告显示了 OpsCenter 数据库中与所选主服务
器上的 SLP 关联的映像的详细信息。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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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P 完整映像百分比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的 SLP 完整的映像百
分比。此列的数据是使用“SLP 状态”报告的以下列中的数
据计算的：
■

SLP 完整映像数

■

现有映像总数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SLP 完整映像百分比”列的内容：
SLP 完整映像数/现有映像总数 * 100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SLP 完整映像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 SLP
完整映像的数目。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
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
据库中特定 SLP 的 SLP 完整映像的详细信息。

SLP 不完整映像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 SLP
不完整映像的数目。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
将其删除。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
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
据库中 SLP 不完整映像的详细信息。

预计副本总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映像副
本的总数（包括完整副本和不完整副本）。此列是必填列，
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

完整副本百分比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完整副
本的百分比。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
除。通过使用“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以下列中的
数据来计算此列的数据：
■

完整副本数

■

预计副本总数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完整副本百分比”列的内容：
完整副本数/预计副本总数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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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副本数

位于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 SLP 的完
整副本数目。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
的 SLP 状态”报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
了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的完整副本的详细
信息。
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不完整副本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 SLP 的不完整副
本的数目。使用以下公式计算此列：
不完整副本数 = 预计副本总数 – 完整副本数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的不完整映像副本的详细信息。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MB)

位于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 SLP 的所
有副本的预计聚合大小。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
告时将其删除。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所有副本的预计总大小：
所有副本的预计总大小 =（副本数）*（备份副本大小）

注意：所有副本的预计总大小是前端大小，由副本数乘以备
份副本大小得出。 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复数据删除、压缩
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预计总大小（所有副本）的影响。
完整副本大小 (%)

所选主服务器的完整副本大小的百分比。此列是必填列，并
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使用“SLP 状态”报告以下列中的数据来计算特定主服务器
的完整副本大小百分比：
■

完整副本大小

■

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每个主服务器的“完整副本大小百
分比”列的内容：
完整副本大小/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 100
完整副本大小 (MB)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的所有完整副本的聚
合大小。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注意：完整副本大小是
前端大小。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复数据删除、压缩或优化
的重复数据删除对完整副本大小的影响。

285

OpsCenter 报告
关于报告模板描述

剩余副本大小 (MB)

将要为所选主服务器创建的所有剩余副本的聚合大小。此列
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按以下方式计算特定主服务器的剩余副本大小 (MB)：
（剩余副本数）x（备份副本 1 的大小）

注意：剩余副本大小是前端大小，由剩余副本数乘以备份副
本 1 的大小得出。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复数据删除、压缩
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剩余副本大小的影响。

可以使用过滤器查看“SLP 状态”报告中的特定数据。编辑“SLP 状态”报告时可
使用以下过滤器：
视图

选择特定视图以查看所选视图的数据。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所选主服务器的数据。

SLP 积压报告
通过“SLP 备份”报告，可以通过快览方式监视总体 SLP 积压。此报告显示了已
创建映像与以折线图形式显示的 SLP 不完整映像的趋势。此报告针对所选时段和所
选 SLP 的映像创建卷显示了 SLP 积压。通过比较此报告中的折线图，可以了解创
建副本的速率与创建需要副本的映像的速率。此报告为您提供了有关 SLP 执行效率
的实验证据及其容量的可见性（即流出量何时开始平稳下滑）。
“SLP 积压”报告的数据是在午夜（OpsCenter 服务器时钟显示 12 A.M）从
OpsCenter 数据库中收集的。每隔 24 小时进行一次“SLP 积压”报告的数据收集。
此报告以图形（图表）和表格格式提供。要以表格格式查看报告详细信息，请单击
报告底部的“以表形式显示图表”链接。
可以编辑报告以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还可以保存此报告。请注意，保存“SLP
积压”报告并于一段时间后运行保存的报告时，该报告将显示当前数据。可以导出
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此报告以供参考。
请注意，默认情况下，“SLP 积压”报告中显示的数据（已创建映像和未完成映
像）以 GB 为单位。可以编辑报告并将单位更改为 KB、MB 或 TB。“SLP 积压”
报告的默认时段是最近两周。
编辑“SLP 积压”报告时，可以对查看数据的时段进行分组。但是，“SLP 积压”
报告的时段分组仅支持以下时间间隔：
■

一天

■

一周

■

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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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P 积压”报告不支持任何其他时段分组（如两天、三个月、一分钟或四周）。
可以使用过滤器查看“SLP 积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编辑“SLP 积压”报告时可
使用以下过滤器：
视图

选择特定视图以查看所选视图的数据。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所选主服务器的数据。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选择一个或多个 SLP 以查看所选 SLP 的数据。

“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单击 SLP 报告中的主服务器（链接）可以查看“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它提供有关在所选主服务器上配置的每个 SLP 的状态的详细信息。
通过“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可以监视每个 SLP 的进度并快速确定可能
的瓶颈。
“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由以下列组成：
主服务器 (SLP 所在位置)

运行 SLP 的主服务器的名称。SLP 可以在原始主服务器或任
何目标主服务器上运行（在使用自动映像复制的情况下）。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版本必须是 7.1 或更高版本，还必须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SLP 名称

在主服务器上配置的 SLP（链接）的名称。此列是必填列，
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单击该名称（链接）可查看“按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
告。

SLP 版本

与所选主服务器上的特定 SLP 关联的版本（链接）。此列是
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单击该版本（链接）可查看“SLP 复制进度”报告。

最旧的不完整映像

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 SLP 不完整的最早映像。
此列表示映像结束时间（和日期）。此数据有助于您确定特
定 SLP 的可能瓶颈。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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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总数

特定 SLP 备份的唯一客户端（链接）的数目。请注意，如果
SLP 备份相同的客户端两次或三次，将只对该客户端计数一
次。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
告。

现有映像总数

位于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映像总数。此列既包括 SLP 完整映像，也包括 SLP 不完
整映像。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
“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此报告显示了 OpsCenter
数据库中与所选主服务器上的 SLP 关联的映像的详细信息。

SLP 完整映像百分比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 SLP
完整的映像百分比。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
将其删除。
通过“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以下列中的数据来计
算此列的数据：
■

SLP 完整映像数

■

现有映像总数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SLP 完整映像百分比”列的内容：
SLP 完整映像数/现有映像总数 * 100
SLP 完整映像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 SLP
完整映像的数目。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
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
据库中特定 SLP 的 SLP 完整映像的详细信息。

SLP 不完整映像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 SLP
不完整映像的数目。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
将其删除。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
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
据库中 SLP 不完整映像的详细信息。

预计副本总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映像副
本的总数（包括完整副本和不完整副本）。此列是必填列，
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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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副本百分比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完整副
本的百分比。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
除。
通过使用“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以下列中的数据
来计算此列的数据：
■

完整副本数

■

预计副本总数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完整副本百分比”列的内容：
完整副本数/预计副本总数 * 100
完整副本数

位于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完整副本数目。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的完整副本的详细信息。

不完整副本数

显示 OpsCenter 针对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不完整副本的数目。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
时将其删除。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此列的数据：
不完整副本数 = 预计副本总数 – 完整副本数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 SLP 的不完整副本的详细信息。

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MB)

位于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针对所选 SLP 的所有副本的预
计聚合大小。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
除。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此列的数据：
所有副本的预计总大小 =（特定 SLP 的副本数）*（特定 SLP
的备份副本大小）

注意：所有副本的预计总大小是前端大小，由副本数乘以备
份副本大小得出。 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复数据删除、压缩
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预计总大小（所有副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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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副本大小 (%)

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完整副本大小的百分比。此
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通过“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以下列来计算此列
的数据：
■

完整副本大小

■

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完整副本大小百分比”列的内容：
完整副本大小/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 100
完整副本大小 (MB)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所有完
整副本的聚合大小。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注意：完整副本大小是前端大小。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
复数据删除、压缩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完整副本大小的
影响。
剩余副本大小 (MB)

将要为所选主服务器上的特定 SLP 创建的所有剩余副本的聚
合大小。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按以下方式计算此列的数据：
（特定 SLP 的剩余副本数）x（特定 SLP 的备份副本大小）

注意：剩余副本大小是前端大小，由剩余副本数乘以备份副
本 1 的大小得出。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复数据删除、压缩
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剩余副本大小的影响。

可以使用过滤器查看“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中的特定数据。编辑“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时可使用以下过滤器：
视图

选择特定视图以查看所选视图的数据。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所选主服务
器的数据。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选择一个或多个 SLP 以查看所选 SLP 的数
据。

此报告的默认时段基于为顶层报告选择的时段。

“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用作“SLP 状态”和“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
态”报告的向下钻取报告。单击以下报告的“客户端总数”列中的链接可以查看
“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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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P 状态

■

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显示“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已过滤视
图）

通过“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可以监视与 SLP 关联的每个客户端的
SLP 进度。此报告有助于了解有关保护客户端的 SLP 的详细信息。
此报告还提供有关原始主服务器（已备份数据的主服务器）和当前运行 SLP 的主服
务器的详细信息。在使用自动映像复制的情况下，这两个主服务器可能不同。
“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由以下列组成：
主服务器 (SLP 所在位置)

存在与客户端关联的 SLP 的主服务器的名称。SLP 可以在原
始主服务器或任何目标主服务器上运行（在使用自动映像复
制的情况下）。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版本必须是 7.1 或更
高版本，还必须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SLP 名称

与所选主服务器和客户端关联的 SLP 的名称。此列是必填
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SLP 版本

与特定 SLP 关联的版本。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
告时将其删除。

客户端名称

所选主服务器上由特定 SLP 备份的客户端名称（链接）。此
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单击该客户端名称（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
态”报告。针对特定客户端和特定 SLP 过滤“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原始主服务器 (创建了映像)

原始主服务器是主备份副本所在的位置。SLP 可以在原始主
服务器或任何目标主服务器上运行（在使用自动映像复制的
情况下）。原始主服务器必须是 NetBackup 7.1 或更高版本
的主服务器，还必须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最旧的不完整映像

此列显示了针对所选主服务器、SLP 和客户端的 SLP 不完整
的最早映像。此列表示映像结束时间（和日期）。此数据有
助于您确定特定 SLP 的可能瓶颈。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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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映像总数

位于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客户端的映像总数。此列既包括 SLP 完整映像，也包括
SLP 不完整映像。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
其删除。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的
“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此报告显示了 OpsCenter
数据库中与所选主服务器上的 SLP 和客户端关联的映像的详
细信息。

SLP 完整映像百分比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客户端
的 SLP 完整的映像百分比。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
报告时将其删除。
通过“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以下列来计算此报
告的数据：
■

SLP 完整映像数

■

现有映像总数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SLP 完整映像百分比”列中的数
据：
SLP 完整映像数/现有映像总数 * 100
SLP 完整映像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客户端
的 SLP 完整的映像数目。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
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
据库中针对特定 SLP 和客户端的 SLP 完整映像的详细信息。

SLP 不完整映像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客户端
的 SLP 不完整的映像数目。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
报告时将其删除。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
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
据库中 SLP 不完整映像的详细信息。

预计副本总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客户端
的预计副本总数（包括完整副本和不完整副本）。此列是必
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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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副本百分比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客户端
的完整副本的百分比。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
时将其删除。
通过“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以下列来计算此列
的数据：
■

完整副本数

■

预计副本总数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完整副本百分比”列的内容：
完整副本数/预计副本总数 * 100
完整副本数

位于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
客户端的完整副本数目。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的完整副本的详细信息。

不完整副本数

显示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
客户端的不完整副本的数目。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
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通过以下公式来计算此列的数据：
不完整副本数 = 预计副本总数 – 完整副本数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 SLP 的不完整副本的详细信息。

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MB)

位于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 SLP 和客户端的所有副
本的预计聚合大小。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
将其删除。
通过以下公式来计算此列的数据：
所有副本的预计总大小 =（副本数）*（备份副本大小）

注意：所有副本的预计总大小是前端大小，由副本数乘以备
份副本大小得出。 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复数据删除、压缩
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预计总大小（所有副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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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副本大小 (%)

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客户端的完整副本大小的百
分比。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通过“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以下列来计算此列
的数据：
■

完整副本大小

■

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完整副本大小百分比”列的内容：
完整副本大小/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 100
完整副本大小 (MB)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客户端
的所有完整副本的聚合大小。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注意：完整副本大小是前端大小。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
复数据删除、压缩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完整副本大小的
影响。
剩余副本大小 (MB)

将要为所选主服务器上的特定 SLP 和客户端创建的所有剩余
副本的聚合大小。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
其删除。
按以下方式计算列内容：
（剩余副本数）x（备份副本 1 的大小）

注意：剩余副本大小是前端大小，由剩余副本数乘以备份副
本 1 的大小得出。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复数据删除、压缩
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剩余副本大小的影响。

可以使用过滤器查看“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中的特定数据。编辑“按客
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时可使用以下过滤器：
视图

选择特定视图以查看所选视图的数据。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所选主服务器的数据。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选择一个或多个 SLP 以查看所选 SLP 的数据。

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来查看所选客户端的数据。

此报告的默认时段基于为顶层报告选择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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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用作“SLP 状态”、“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
和“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向下钻取报告。当您单击以下各列中的链接
时，可以查看“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

现有映像总数

■

SLP 完整映像数（显示“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已过滤视图）

■

SLP 不完整映像数（显示“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已过滤视图）

通过“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可以监视与 SLP 关联的映像的生命周期。
此报告有助于您了解针对特定 SLP 哪些映像完整、哪些映像不完整，并确定 SLP
进程中的瓶颈。此报告显示如何跨主服务器复制特定映像，并提供有关映像的特定
详细信息，如备份时间、SLP 完成时间、与每个映像关联的副本及其状态等。“按
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可帮助您确定 SLP 不完整的映像 ID。
“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由以下列组成：
主服务器 (SLP 所在位置)

运行 SLP 的主服务器的名称。SLP 可以在原始主服务器或任
何目标主服务器上运行（在使用自动映像复制的情况下）。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版本必须是 7.1 或更高版本，还必须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SLP 名称

与所选主服务器和映像关联的 SLP 的名称。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SLP 版本

与特定 SLP 关联的版本（链接）。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
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单击该版本（链接）可查看“SLP
复制进度”报告。

策略名称

与 SLP 关联的策略。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
将其删除。

日程表名称

与策略关联的日程表。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客户端名称

由 SLP 备份的所选主服务器的客户端名称。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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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主服务器 (创建了映像)

原始主服务器是主备份副本所在的位置。SLP 可以在原始主
服务器或任何目标主服务器上运行（在使用自动映像复制的
情况下）。如果使用自动映像复制，原始主服务器和 SLP 所
在的（或当前在其上运行的）主服务器可能不同。
原始主服务器必须是 NetBackup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
还必须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
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映像 ID

与映像关联的映像 ID（链接）。每个映像的映像 ID 都是唯
一的。单击映像 ID（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备份时间

完成主备份的日期和时间。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SLP 完成时间

映像完成 SLP 时的日期和时间。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
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延迟时间 (SLP 完成时间 – 备 通过延迟时间，可以了解完成 SLP 所需的时间并判断复制过
份时间)
程的快慢。延迟时间以秒为单位显示。
通过使用以下各列的数据及以下公式来计算特定映像副本的
延迟时间：
延迟时间 = SLP 完成时间 – 备份时间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预计副本总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映像的
预期副本总数（包括完整副本和不完整副本）。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完整副本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映像的
完整副本数目。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的完整副本的详细信息。
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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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整副本数

显示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
映像的不完整副本的数目。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
报告时将其删除。
通过以下公式来计算此列的数据：
不完整副本数 = 预计副本总数 – 完整副本数
单击该数目（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将显示报告的已过滤视图，该视图显示了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 SLP 的不完整副本的详细信息。

完整副本百分比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映像的
完整副本的百分比。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
将其删除。
通过“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以下列来计算此列的
数据：
■

完整副本数

■

预计副本总数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此列的内容：
完整副本数/预计副本总数 * 100
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MB)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 SLP 和映像的所有副本的预计
聚合大小。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通过以下公式来计算此列的数据：
所有副本的预计总大小 =（副本数）*（备份副本大小）

注意：所有副本的预计总大小是前端大小，由副本数乘以备
份副本大小得出。 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复数据删除、压缩
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预计总大小（所有副本）的影响。
完整副本大小 (MB)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映像的
所有完整副本的聚合大小。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注意：完整副本大小是前端大小。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
复数据删除、压缩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完整副本大小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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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副本大小 (%)

所选主服务器上针对特定 SLP 和映像的完整副本大小的百分
比。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通过“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以下列来计算此列的
数据：
■

完整副本大小

■

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完整副本大小百分比”列的内容：
完整副本大小/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 100
剩余副本大小 (MB)

将要为所选主服务器上的特定 SLP 和映像创建的所有剩余副
本的聚合大小。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
删除。
按以下方式计算此列的数据：
（剩余副本数）x（备份副本 1 的大小）

注意：剩余副本大小是前端大小，由剩余副本数乘以备份副
本 1 的大小得出。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复数据删除、压缩
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剩余副本大小的影响。

可以使用过滤器查看“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中的特定数据。编辑“按映像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时可使用以下过滤器：
视图

选择特定视图以查看所选视图的数据。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所选主服务
器的数据。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可以选择以下列：
■

■

SLP 名称：选择一个或多个 SLP 以查看
所选 SLP 的数据。
SLP 状态：选择要查看其数据的 SLP 状
态。

策略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以查看所选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以查看所选日程表的
数据。

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来查看所选客户端的
数据。

此报告的默认时段基于为顶层报告选择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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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用作“SLP 状态”、“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
态”和“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向下钻取报告。当您单击以下各列中的链
接时，可以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

预计副本总数

■

完整副本数（显示“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已过滤视图）

■

不完整副本数（显示“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已过滤视图）

“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显示如何跨不同的主服务器间为不同的 SLP
目标创建映像副本。此报告提供有关 SLP 所创建的映像副本的详细信息。此报告提
供相关详细信息，如哪些副本完整、哪些 SLP 不完整以及哪些特定复制操作被暂
停。
“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由以下列组成：
主服务器 (SLP 所在位置)

运行 SLP 的主服务器的名称。SLP 可以在原始主服务器或任
何目标主服务器上运行（在使用自动映像复制的情况下）。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版本必须是 7.1 或更高版本，还必须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SLP 名称

与所选主服务器关联的 SLP 的名称。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SLP 版本

与特定 SLP 关联的版本（链接）。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
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单击该版本（链接）可查看“SLP 复制进度”报告。

数据分类

与 SLP 关联的数据分类。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策略名称

与 SLP 关联的策略。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
将其删除。

日程表名称

与 NetBackup 策略关联的日程表。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
列。

客户端名称

由 SLP 备份的所选主服务器的客户端名称。此列是必填列，
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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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像 ID

与映像关联的映像 ID。每个映像的映像 ID 都是唯一的。此
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单击映像 ID（链接）可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

作业 ID

与特定操作关联的作业 ID。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
报告时将其删除。

原始主服务器 (创建了映像)

原始主服务器是主备份副本所在的位置。SLP 可以在原始主
服务器或任何目标主服务器上运行（在使用自动映像复制的
情况下）。如果使用自动映像复制，原始主服务器和 SLP 所
在的（或当前在其上运行的）主服务器可能不同。
原始主服务器必须是 NetBackup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
还必须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
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操作

对映像副本执行的操作，如复制、备份、导入等。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状态

副本的当前状态，如已完成、未启动、正在处理中、已删除
和已暂停。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格式

“格式”列有助于您区分 NetBackup 映像格式和快照副本。
此报告显示属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任何快照副本的详细信
息。

目标

根据 SLP 定义副本应驻留的目标。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
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截止时间

备份失效的时间。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复制/导入完成时间

复制完成的时间。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
其删除。

延迟时间 (复制时间 – 备份时 通过延迟时间，您可以了解复制过程的快慢。延迟时间以秒
间)
为单位显示。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完整副本大小 (MB)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所选主服务器上特定 SLP 和映像的
所有完整副本的聚合大小。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
报告时将其删除。

注意：完整副本大小是前端大小。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
复数据删除、压缩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完整副本大小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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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过滤器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中的特定数据。编辑“按
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时可使用以下过滤器：
视图

选择特定视图以查看所选视图的数据。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所选主服务
器的数据。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可以选择以下参数：
■

复制到远程主服务器：如果该值为

■

“是”，将显示复制作业的副本详细信
息。
操作：选择要查看的一个或多个操作.

■

■

SLP 名称：选择要查看的一个或多个
SLP。
状态：选择要查看的一个或多个状态。

示例：如果要查看所有暂停的导入操作，请
选择以下参数：
■

操作 = 导入

■

状态 = 未启动

示例：如果要查看作业的复制状态，请选择
以下参数：
■

复制到远程主服务器 = 是

■

操作 = 复制

策略

选择一个或多个策略以查看所选策略的数据。

日程表

选择一个或多个日程表以查看所选日程表的
数据。

客户端

选择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来查看所选客户端的
数据。

映像

输入要查看其数据的映像 ID。

此报告的默认时段基于为顶层报告选择的时段。

“按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按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用作“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向下钻取
报告。当您在“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中单击 SLP 名称（链接）时，可以
查看“按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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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提供特定 SLP 的所有目标的摘要。您可以查看“按
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来监视每个 SLP 目标的 SLP 进度。例如，可能需要了
解特定 SLP 目标的未完成映像副本。
“按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由以下列组成：
主服务器 (SLP 所在位置)

运行 SLP 的主服务器的名称。SLP 可以在源主服务器或任何
目标主服务器上运行（在使用自动映像复制的情况下）。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版本必须是 7.1 或更高版本，还必须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SLP 名称

所选 SLP 的名称。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
其删除。

SLP 版本

与 SLP 关联的版本。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
将其删除。

数据分类

与 SLP 目标关联的数据分类。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原始主服务器 (创建了映像)

原始主服务器是主备份副本所在的位置。SLP 可以在原始主
服务器或任何目标主服务器上运行（在使用自动映像复制的
情况下）。如果使用自动映像复制，原始主服务器和 SLP 所
在的（或当前在其上运行的）主服务器可能不同。
原始主服务器必须是 NetBackup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
还必须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
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操作

在映像副本上针对特定 SLP 目标执行的操作，如复制、备
份、导入等。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保留

与特定 SLP 目标关联的保留期限。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目标

根据 SLP 定义映像应驻留的目标。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平均延迟时间 (复制时间 – 备 通过平均延迟时间，您可以了解将主副本复制到特定 SLP 的
份时间)
特定目标所需的时间，并判断复制过程的快慢。平均延迟时
间以秒为单位显示。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
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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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副本总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 SLP 和特定 SLP 目标的副本总数
（包括完整副本和不完整副本）。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完整副本数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 SLP 和特定 SLP 目标的完整副本
数目。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完整副本百分比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 SLP 和特定 SLP 目标的完整副本
的百分比。
使用“按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以下各列中的数据来
计算此列内容：
■

完整副本数

■

预计副本总数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完整副本百分比”列的内容：
完整副本数/预计副本总数 * 100
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MB)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 SLP 和特定 SLP 目标的所有副本
的预计聚合大小。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
其删除。使用以下公式计算此列内容：
所有副本的预计总大小 =（副本数）*（备份副本大小）

注意：所有副本的预计总大小是前端大小，由副本数乘以备
份副本大小得出。 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复数据删除、压缩
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预计总大小（所有副本）的影响。
完整副本大小 (MB)

OpsCenter 数据库中针对 SLP 和特定 SLP 目标的所有完整
副本的聚合大小。编辑报告时可以删除此列。

注意：完整副本大小是前端大小。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
复数据删除、压缩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完整副本大小的
影响。
完整副本大小 (%)

针对 SLP 和特定 SLP 目标的完整副本大小的百分比。此列
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删除。
通过“按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以下各列来计算此列
的数据：
■

完整副本大小

■

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通过使用以下公式来计算“完整副本大小百分比”列的内容：
完整副本大小/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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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副本大小 (MB)

将要为 SLP 和大小 (MB) 特定的 SLP 目标创建的所有剩余副
本的聚合大小。此列是必填列，并且不能在编辑报告时将其
删除。按以下方式计算此列的数据：
（剩余副本数）x（备份副本 1 的大小）

注意：剩余副本大小是前端大小，由剩余副本数乘以备份副
本 1 的大小得出。在 SLP 报告中不考虑重复数据删除、压缩
或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对剩余副本大小的影响。

可以使用过滤器查看“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中的特定数据。编辑“按
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时可使用以下过滤器：
视图

选择特定视图以查看所选视图的数据。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所选主服务
器的数据。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可以选择以下列：
■

■
■

复制到远程主服务器：如果值为“是”，
则会显示主服务器上重复的 SLP。
操作：选择要查看的一个或多个操作
SLP 名称：选择要查看的一个或多个
SLP。

此报告的默认时段基于为顶层报告选择的时段。

“SLP 复制进度”报告
“SLP 复制进度”报告用作“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向下钻取报告。当
您在“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中单击 SLP 版本（链接）时，可以查看“SLP
复制进度”报告。
“SLP 复制进度”报告是一个图形报告，显示了如何针对特定主服务器上的 SLP
创建映像副本。它指出特定主服务器上 SLP 的复制进度。
“SLP 复制进度”报告采用条形图格式，每个轴显示以下数据：
■

X 轴显示与 SLP 关联的所有复制目标

■

Y1 轴条形图显示已完成映像的百分比

■

Y2 轴显示已创建的映像数目。

注意：“SLP 复制进度”报告只显示运行该 SLP 版本的一个主服务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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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采用表格格式查看报告数据。要以表格格式查看报告详细信息，请单击报告
底部的“以表形式显示图表”链接。
可以编辑报告以查看报告中的特定数据。还可以保存此报告以供参考。
可以使用过滤器查看“SLP 复制进度”报告中的特定数据。编辑“SLP 复制进度”
报告时可使用以下过滤器：
视图

选择特定视图以查看所选视图的数据。

主服务器

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以查看所选主服务器的数据。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选择 SLP 以查看所选 SLP 的数据。只能选择一个 SLP。

此报告的默认时段基于为顶层报告选择的时段。

SLP 报告的限制
SLP 报告中显示的数据主要是从 EMM 工作表和 NetBackup 目录库中收集的。因
此，了解 EMM 工作表的工作原理很重要。EMM 工作表的操作会影响 SLP 报告中
显示的数据。
以下各节深入介绍了 SLP 和 EMM 操作，还列出了与 SLP 报告关联的一些限制。

关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保留
在 NetBackup 中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时，可以指定应在其中创建副本的目标位
置。对于 SLP，可以在以下操作中将映像写入初始目标：
■

备份

■

导入

您可以定义每个 SLP 目标的保留类型。可以选择多种保留类型，如“固定”（1
周、2 周或 3 周）、“复制后失效”和“受控分段作业容量”等。下表解释了“固
定”和“复制后失效”保留类型的含义：
固定

“固定”保留类型意味着在备份失效之前将
备份数据保留特定长度的一段时间。达到保
留期限时，NetBackup 将删除有关失效备份
的信息。

复制后失效

“复制后失效”保留类型意味着相关复制完
成后映像将失效。

创建 NetBackup 策略时，可选择您创建的 SLP（如 SLP1）作为“策略存储”（存
储单元）。策略运行时会执行 SLP (SL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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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 EMM 中收集数据
SLP1 执行以下操作：
SLP 报告中显示的数据是从 EMM 工作表和 NetBackup 目录库中收集的。该工作表
位于 EMM 中，并包含元数据（例如，要创建的副本数、副本的创建位置以及完成
创建的时间等）。通常，SLP 报告中显示的副本数据（例如“完整副本数”列、
“完整副本大小”列，等等）依赖于 EMM 工作表。完成备份后，EMM 会根据生命
周期配置参数创建工作表。
以配置名为 SLP1 的 SLP 时的情况为例：
■

备份 (Stu1)

■

复制 (Stu2)

■

复制 (Stu3)

完成备份后，会在 EMM 数据库中创建一个工作表，其中包含每个副本的一个条目。
在本例中，EMM 工作表包含三个副本条目（对应于在 SLP 中定义的副本数）。在
处理复制作业的整个过程中，EMM 工作表会更新（例如，副本的状态从“未启动”
转为“正在处理中”，再转为“完成”）。

SLP 报告限制
OpsCenter 在以下阶段中收集 SLP 报告的数据：
表 2-1

SLP 数据收集

序列号

阶段

描述

1.

初始数据收集

将 NetBackup 7.1 或更高版本
的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时，OpsCenter 服务器
将初次从 EMM 工作表中收集
所有数据。

2.

定期数据收集

在初始数据加载后，
OpsCenter 将仅收集更改的数
据（每隔 10 分钟）。

OpsCenter 基于 EMM 工作表进行 SLP 报告。以下 EMM 行为会影响 SLP 报告中
显示的数据：
■

如果 SLP 目标的保留类型是“复制后失效”，则复制完成后 EMM 会从 EMM
工作表中删除相应的副本条目。该行为会影响 SLP 报告的初始数据收集和定期
数据收集。
请参见第 307 页的“与初始数据收集相关的问题”。
请参见第 307 页的“与定期数据收集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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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SLP 目标的保留类型是“固定”，则 EMM 会根据策略中指定的保留期限
来删除相应的副本条目。该行为会影响 SLP 报告的初始数据收集和定期数据收
集。
请参见第 307 页的“与初始数据收集相关的问题”。
请参见第 307 页的“与定期数据收集相关的问题”。

■

如果 SLP 映像位于磁带驱动器上，则完成特定 SLP 时 EMM 会删除相应的副本
条目。该行为会影响 SLP 报告的初始数据收集和定期数据收集。
请参见第 307 页的“与初始数据收集相关的问题”。
请参见第 307 页的“与定期数据收集相关的问题”。

■

如果取消正在处理的 SLP，则与该 SLP 映像关联的所有副本条目都将从 EMM
工作表中删除。该行为会影响 SLP 报告的定期数据收集。
请参见第 307 页的“与定期数据收集相关的问题”。

与初始数据收集相关的问题
对于初始数据收集，EMM 行为可能会导致 SLP 报告中出现以下潜在问题。
由于初始数据收集从 EMM 中加载所有数据，因此它可能拥有缺少副本条目的映像
条目。EMM 工作表中的副本条目可能会因以下因素而被删除：
■

SLP 目标的保留类型为“复制后失效”或“固定”。

■

复制发生在磁带驱动器上

删除副本将对特定 SLP 报告中显示的数据产生以下影响：
■

“SLP 复制进度”报告采用条形图格式。X 轴显示与 SLP 关联的所有复制目
标；Y1 轴条形图显示已完成映像的百分比（映像数百分比），Y2 轴显示实际创
建的映像数目（完整映像数）。
如果从 EMM 工作表中删除了某个备份副本，则该报告可能会显示备份副本数少
于复制数。这具有误导性。预期的行为是：当 SLP 完成时，应当会在所有目标
上创建相同数量的副本。同样，该报告的“完整的大小百分比”计算也不准确。

■

如果从 EMM 工作表中删除了某个备份副本条目，则“SLP 复制进度”报告将
不显示该备份条形图。同样，如果已删除了某个复制副本条目，则“复制进度”
报告将不显示该复制条形图。

■

“按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在各个目标间显示的副本大小是错误的。“按
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的以下各列显示的数据是错误的：
■

预计总大小 - 所有副本 (MB)

■

完整副本大小 (MB)

与定期数据收集相关的问题
当 OpsCenter 每隔 10 分钟定期收集数据时，SLP 报告中会出现以下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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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虑以下情景：OpsCenter 为与正在处理的 SLP1 关联的所有副本收集了数据。
但是，在下一次数据收集发生之前，从 EMM 工作表中删除了其中的一个副本条目
（由 EMM 行为导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映像是 SLP 完整的映像，则在下一个
数据收集周期中 OpsCenter 会将此类副本条目标记为“完成”。
在此示例情景中，您可能会看到以下问题：
■

对于 OpsCenter 标记为“完成”的所有此类副本，“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
态”报告不显示任何“延迟时间”和“复制结束时间”值。

■

如果从 EMM 工作表中删除了 SLP 的最后一个副本条目（由 EMM 行为导致），
则“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中显示的“SLP 完成时间”不准确。

注意：如果取消正在处理的某个 SLP（如 SLP1），则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之所以
会发生这些问题，是因为与此 SLP 映像关联的所有副本条目都已从 EMM 工作表中
删除。

SLP 报告的已知问题
下列已知问题与 SLP 报告关联：
■

SLP 中存在多个副本且两个或多个副本共享同一个目标时，“SLP 复制进度”
报告将只显示这些副本的单条形图。

■

对于“导入”状态为“未启动”的映像副本，不考虑其大小。因此，“SLP 状
态”报告、“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的“完整副本大小百分比”可能显示为 100%，而实际上可能存在“导入”
操作状态为“未启动”的映像副本。
■

如果某些映像副本的“导入”状态为“未启动”，则“按目标列出的 SLP 状态”
报告可能会显示两行相同的存储目标。显示此数据的原因是“导入”状态为“未
启动”的映像副本没有足够的数据。所有映像副本的“导入”操作完成后，将
不会显示增加的行。

关于 OpsCenter 中的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
本节介绍了 OpsCenter 中提供的工作量报告模板。报告采用图形格式，提供有关
NetBackup 环境过去、当前和预计的整体工作量（包括作业计数、大小、吞吐量和
预定作业队列）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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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
工作量分析程序是一份报告，可提供有关在七天内进行的活动的信息。这些活动与
给定时间段内运行的作业数以及在此期间传输的数据量有关。该报告包含七天内每
小时进行的活动的 168 个分析数据点。
该报告由四份报告组成，它们基于时间、数据传输、作业队列和作业吞吐量。时间
是指作业开始时的时间点、作业处于活动状态的时间段以及作业结束时的时间点。
作业队列基于作业在开始之前排队的时间长度。作业大小是根据作业类型从目标移
到目的地的数据量。作业大小也基于在给定的小时内分解和移动的数据量。作业吞
吐量基于数据传输率。
“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在计算和生成报告时仅考虑已经完成的作业。此计算可能
会导致当前时间和当前日期的数据出现差异。例如，“作业队列”报告中不考虑已
经启动但长时间处于排队状态的作业。只有当作业完成时才会考虑该作业。
请参见第 309 页的“工作量分析程序子报告：作业计数、大小、队列和吞吐量”。
请参见第 315 页的“生成“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

工作量分析程序子报告：作业计数、大小、队列和吞吐量
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基于时间、队列、大小和吞吐量。以下报告属于工作量分析程
序报告：
■

作业计数工作量分析程序：此报告基于给定时间段内运行的作业数。此报告的
用途是显示基于时间和负载的数据。可以基于作业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确定作业
计数的时间。负载的数据根据给定时间段内处于活动状态的作业数确定。可通
过计算确定给定时间段内处于活动状态的作业数。
例如，下图显示了给定时间段内的作业计数。(A) 显示了在时间间隔之前开始并
在时间间隔之后结束的作业。(B) 显示了在时间间隔之前开始并在时间间隔内结
束的作业。(C) 显示了在时间间隔内开始并结束的作业。(D) 显示了在时间间隔
内开始并在时间间隔之后结束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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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大小工作量分析程序：此报告基于给定时间段内传输的数据量。将作业备
份的数据总量除以时间段即可得出计算结果。
例如，下图中的四个作业在四小时时间段中具有不同的持续时间。左侧显示了
四小时时间段内传输的数据量。报告右侧显示了每个作业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
间、传输的数据量以及持续时间。作业 A 在四小时内处于活动状态，从下午 1:20
开始并在下午 4:20 结束。在此期间传输的总数据量为 80,000 MB。可以计算数
据传输率，将数据传输率乘以每小时内具有作业活动的分钟数。第一个小时的
作业活动为 20 分钟，第二个和第三个小时的作业活动为 60 分钟，第四个小时
的作业活动为 20 分钟。作业 B、C 和 D 遵循相似的模式。负载是该小时内所有
作业的负载总和。黄色部分显示了负载最重的活动，传输的数据为 115960 KB。

■

作业队列工作量分析程序：此报告以作业尚处于队列状态且数据备份尚未开始
的时段为基础。通过使用时间戳来计算队列时间，例如启动作业所用的时间、
开始和结束作业所用的时间。标识排队时间较长的作业可减少同时启动许多排
队时间较长的作业的情况。
排队时间是在单个作业级别计算的，随后将聚合到生成报告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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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吞吐量工作量分析程序：此报告基于数据传输的速率（MB/秒）。此项计算
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指标来让您了解性能。吞吐量报告基于跨小时计算。此报告
显示精确的数据分析。与其他工作量报告相比，此报告的行总计值使用了平均
值。
“开始写入”时间确保只根据实际数据传输发生的时间来度量速度。此项计算
可确保不会考虑排队时间，而队列报告将会计算排队时间。在下图中，吞吐量
是针对跨越三小时的四个作业计算的。一个作业属于策略 B，三个作业属于策略
A。绿框指示写入作业发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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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模板选项
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模板是一个内定的 168 小时报告模板。该模板通过级图技术，
充分利用颜色来显示已分析的数据。您可以配置颜色的范围。报告类别包括备份服
务器、介质服务器、客户端、策略等属性，它提供了了解工作量和性能的基本要点
的有效方法。组成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模板的所有报告均基于时间。下图是一个报
告模板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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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模板的要点如下所示：
■

您可以将鼠标悬停在报告的每个单元格上，以获取日期、时间、小时和实际小
时值等详细信息。

■

您可以配置每种颜色的范围。颜色可描述该小时内运行的作业的密度。它也可
显示排队的分钟数、已传输的数据量以及吞吐率。单元格的颜色越深，表示其
中的值越大。

■

可以使用“报告数据”功能选择您需要其数据的实体。例如，如果为主服务器
选择“报告数据”，则报告的第二列仅会显示主服务器的数据。实体包括备份
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备份客户端、策略、策略类型、日程表、作业类型、作
业级别、作业错误代码、退出状态、作业退出代码、作业传输类型、日程表/级
别类型和存储单元。

■

您可以向下钻取到报告的下一级别。第二列带有超链接，提供向下钻取选项。
例如，您可以从主服务器向下钻取到客户端。向下钻取报告已启动。您可以从
介质服务器、策略、策略日程表、日程表、作业类型、作业错误代码、作业状
态、作业级别和传输类型向下钻取到客户端。其他向下钻取选项有策略类型到
策略、作业状态到作业错误代码、视图到视图层次结构的下一个级别。

■

报告的最后一行显示整个时间跨度内所有行的总值。第一列显示整周的数据，
而小时列显示所有实体在该特定小时内的数据。

■

您可以在报告中使用各种过滤器。过滤器包括：
过滤器类型

描述

时间过滤器

根据绝对或相对时间过滤器过滤

视图

根据任何视图过滤。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根据可用的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过滤。

客户端

根据可用客户端过滤。

策略

根据策略的名称和类型过滤。

日程表

根据日程表过滤

作业

根据状态、状态码、传输类型、类型和日程
表或级别类型过滤。

存储单元

根据名称过滤。

工作量

根据持续时间阈值和时间基础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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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对不同变量使用“报告数据”功能。变量包括备份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备份客户端、策略、策略类型、日程表、作业类型、作业级别、作业错误代码
和存储单元。

■

您可以在任何单元格向下钻取，以了解数据的详细信息。

以下向下钻取选项可用于所有“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
■

主服务器到客户端

■

介质服务器到客户端

■

策略类型到策略

■

策略到客户端

■

策略日程表到客户端

■

日程表到客户端

■

作业类型到客户端

■

作业错误代码到客户端

■

作业状态到客户端（当作业状态 <> 故障时）

■

作业状态到作业错误代码（当作业状态 = 故障时）

■

作业级别到客户端

■

传输类型到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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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图到视图层次结构的下一个级别

报告中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数据值，下表提供了相关信息。
表 2-2

颜色范围值

颜色范围

值

空闲

显示灰色的单元格，表示未分配任何活动作业。

1 - 10

显示颜色范围介于 1 - 10 之间的数据的值，浅黄色单元格表示这
些值。

11 - 50

显示颜色范围介于 11 - 50 之间的数据的值，深黄色单元格表示
这些值。

51 - 100

显示颜色范围介于 51 - 100 之间的数据的值，橙色单元格表示这
些值。

100 以上

显示颜色范围大于 100 的数据的值，红色单元格表示这些值。

请参见第 309 页的“工作量分析程序子报告：作业计数、大小、队列和吞吐量”。

生成“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
可使用报告树中的“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模板生成“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此
报告由基于时间、数据传输、排队时间和吞吐速度的四个报告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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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

2

在“报告模板”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此报告还在报告树下提供，
如下图所示

3

在“报告向导”上，保留默认选项“使用现有报告模板创建报告”，然后单击
“下一步”。

4

在“选择报告模板”列表中，选择要创建的“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然后单
击“下一步”。

5

从“相对时段 (开始于)”或“绝对时段 (开始于)”选项中选择某时段。
“时段”选项显示七天（上周或下周）的输出。“相对时段”选项也将显示自
所选日期起的数据，还可以从一周的中间开始显示。“绝对时段”针对所选日
期显示一周的数据。例如，如果您选择今天的日期，将显示包括今天日期在内
的接下来一周的数据。该选项涵盖一周，不能选择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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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所需过滤器，然后单击“下一步”。

7

查看报告并单击“下一步”。

8

在“报告名称”和“描述”文本框内，输入名称和描述。选择某位置，然后单
击“保存”可保存报告。
注意：打开保存的报告。使用“上周”和“下周”选项可查看之前七天或接下
来七天的数据。

关于导出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
可以采用 HTML 格式导出“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可以通过“报告导出位置”选
项卡设置导出位置。
只可以采用 HTML 格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该报告。
注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时，对于 Outlook Express 而言，
不会显示报告单元格的正确对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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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
自定义报告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在 OpsCenter 中创建自定义报告

■

使用 SQL 查询创建 OpsCenter 报告

在 OpsCenter 中创建自定义报告
除了使用 OpsCenter 默认附带的报告之外，您还可以使用自定义报告向导创建仅供
您的安装使用的自定义报告。
创建自定义报告后，您可以修改、打印、保存以及通过电子邮件传送该报告。
对于不同的报告类别，报告向导会显示不同的参数。许多参数可在多个报告类别中
使用，并针对每种类型显示为不同的组合。
您可以使用在自定义报告向导中提供的参数来创建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自定义报告向导参数”。
创建自定义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报告模板”。

2

单击“创建新报告”。

3

在“选择报告创建选项”页面上，单击“创建自定义报告”来启动自定义报告
向导。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自定义报告
在 OpsCenter 中创建自定义报告

4

5

从“类别”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报告类别：
代理

如果您想要了解 OpsCenter 服务器上配置的代理，请选择此
类别。

备份/恢复

选择此类别可创建关于作业、磁盘池、日志、映像、介质、
磁带驱动器等的报告。

根据您从“类别”下拉列表中选择的内容，会显示相应的子类别。在“子类
别”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报告子类别之一：
选择“代理”作为主类别时，将会显示下列子类别：
代理状态

选择查看特定于代理的信息。例如，您可以创建显示 OpsCenter 服务
器上配置的代理和代理状态的报告。

选择“备份/恢复”作为主类别时，将会显示下列子类别：
磁盘池

选择该子类别可查看与磁盘池有关的合并报告。

作业/映像/介质/磁盘

选择该子类别可查看作业、映像、介质或磁盘数据。基
于该子类别的报告提供作业、映像、介质和磁盘的合并
视图。例如，您可以创建一个自定义报告以显示每种作
业类型的映像数量，也可以创建一个表格报告以显示在
哪个介质上备份哪个映像。
使用 OpsCenter 7.5，您还可以查看在磁盘上执行的备
份。

日志

选择该子类别可查看在 NetBackup 和 Backup Exec 中
执行备份和恢复活动所生成的日志。

介质

选择该子类别可查看有关介质（如磁带介质等）的报
告。

磁带驱动器

选择该子类别可查看有关磁带驱动器的报告。该子类别
不会显示与介质服务器有关的报告。它将显示诸如“磁
带驱动器设备主机”或“磁带驱动器类型”等关联过滤
器参数。

预定作业

使用该类别可生成关于预定作业的报告。例如，您可以
创建一个报告来比较预定作业的预定时间和实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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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视图类型”下拉列表的以下格式中选择一种报告格式：
分布

以饼图显示分组、对象或资源。

分级

显示一个水平条形图，用于呈现每个视图级对象在选定时段内从
大到小排列的所有数据。

历史

显示一个堆积（分段）条形图，其上叠加一条趋势线，用于呈现
数据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的平均向上和向下趋势。

表格

以表格形式显示数据。

7

单击“下一步”。

8

在自定义报告向导的“选择参数”面板中，为一个或多个报告参数选择值。显
示的报告参数取决于您选择的报告类别和视图类型。
请参见第 324 页的“配置时段参数”。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自定义报告向导参数”。
选择参数时，“内容”窗格可能会刷新以显示更多选择内容。例如，在您选择
视图过滤器时，会为您提供用于过滤报告显示内容的选择项。

9

单击“下一步”。

10 在“修改显示选项”面板中，定义为历史、分级、表格和分布报告收集的度量
单位。根据不同的视图类型会显示不同的显示选项。
请参见第 327 页的“关于显示选项”。
单击“下一步”。

11 在“查看报告数据”面板中，您可以查看根据所选内容创建的报告。
单击“下一步”。
要返回到自定义报告向导并对报告进行更改，请单击“上一步”。

12 保存报告。输入报告名称、描述（可选）和您要保存报告的位置。
单击“保存”。
示例 1：您可能希望根据自己的特定要求创建一个自定义报告。例如，您可能希望
为每日备份的客户端创建每日状态报告。
此报告提供有关正在备份的作业目录、其状态（是成功、部分成功还是失败）、级
别类型（增量式、完全、差异增量式）、作业文件计数和数据中心中的作业大小的
表格式详细信息。可以根据报告的需要添加更多可用列来使此报告的内容更丰富。
查看以下过程可了解如何为每日备份的客户端创建每日状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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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日备份的客户端创建每日状态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

2

在“报告模板”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3

在“报告向导”上，选择“创建自定义报告”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

4

将“报告类别”选为“备份/恢复”，并将“子类别”选为“作业/映像/介质/磁
盘”。

5

将“报告视图类型”选为“表格”。
单击“下一步”。

6

选择要查看其数据的相应时段。

7

选择“作业”过滤器。将“列”选为“备份作业数据类型”，将“运算符”选
为 =，并将“值”选为“是”。单击“添加”。

8

单击“下一步”。

9

在“表格报告属性”下，将“时间基础”选为“作业结束时间”。根据您的要
求更改“显示单位”。

10 从显示的列表中选择“可用列”：
■

备份作业文件计数

■

备份作业大小

■

作业目录

■

作业结束时间

■

作业开始时间

■

作业状态

■

作业状态码

■

作业类型

■

主服务器

■

日程表名称

■

日程表/级别类型

单击“添加”。

11 单击“下一步”运行报告。
示例 2：您可能希望创建一个报告，调查每个状态类别中的磁带数及其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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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您的环境中磁带状态的分布情况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

2

在“报告模板”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3

在“报告向导”上，选择“创建自定义报告”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

4

选择“备份/恢复”作为“报告类别”，并选择“介质”作为“子类别”。

5

将“报告视图类型”选为“分发”。
单击“下一步”。

6

选择要查看其数据的相应时段。您也可以选择“无时间基础”。

7

（可选）根据您的要求选择任何过滤器。
单击“下一步”。

8

在“分发图表属性”部分中，请进行下列选择：
图表类型

饼图

报告位置

介质历史记录状态

报告数据

介质 ID
计数

9

单击“下一步”。

示例 3：您可能希望创建一个显示以下信息的自定义表格报告：
■

了解特定主服务器在过去一周内有哪些作业已成功执行

■

显示备份所需的时间

■

显示备份的大小

创建一个报告，来显示已成功的主服务器备份作业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

2

在“报告模板”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3

在“报告向导”上，选择“创建自定义报告”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

4

将“报告类别”选为“备份/恢复”，并将“子类别”选为“作业/映像/介质/磁
盘”。

5

将“报告视图类型”选为“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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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相对时段”更改为“前一周”

7

在“过滤器”下，选择“作业”。在“列”区域中，选择“作业类型”，将
“运算符”选为 =，并选择值“备份”。
单击“添加”。

8

返回到“列”标题下，选择“作业状态”，将“运算符”保留为 =，并选择“成
功”作为值。
单击“添加”。

9

单击“下一步”。

10 将“时间基础”选为“作业开始时间”。
11 您可以更改“显示单位”或“持续时间”。例如，如果主服务器创建的备份较
小，则可将“显示单位”更改为 MB。

12 从“可用列”列表中选择以下项：
■

备份作业大小

■

客户端名称

■

作业持续时间

单击“添加”在“所选列”区域下移动它们。

13 在“所选列”区域中，对每一行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右侧“客户端名称”旁边的复选框，然后单击“上移”使它成为第一
行。

■

在“作业持续时间”行上，将“操作”更改为“总计”。

■

在“作业大小”行上，将“排序顺序”更改为“降序”，并将“操作”更
改为“总计”。

14 单击“下一步”。

关于自定义报告向导参数
“自定义报告向导”显示的参数集随报告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下列主题介绍了所
有可用参数：
■

定义时段参数
请参见第 324 页的“配置时段参数”。

■

关于显示选项
请参见第 327 页的“关于显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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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条件
请参见第 330 页的“定义报告条件”。

■

过滤器参数
请参见第 326 页的“选择和使用过滤器参数”。

配置时段参数
使用“时段”参数定义报告的总时段和报告数据的间隔。
可以为报告指定绝对时段或相对时段。
可以选择以下时段参数：
相对时段

从下拉列表（适用情况下）中选择“前”或“后”，然后指定小时
数、天数、星期数、月数、季度数或年数来定义时间段。报告显示
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收集的数据，例如前 3 个月的数据。
“相对时段”特别适用于计划定期生成的报告。此类报告始终显示
在最近时间间隔内收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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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所选单位> 的起始
处开始

这仅适用于相对时段。在“从 <所选单位> 的起始处开始”中，<所

选单位> 可以代表“小时”、“天”、“周”、“月”、“季度”
或“年”，具体取决于您选择作为“相对时段”的单位。
在指定相对时段并选中“从 <所选单位> 的起始处开始”的情况下，
如果选择周、月、季度或年，则从第一天开始计算“相对时段”；
如果选择天，则从午夜 12 点开始计算“相对时段”；如果选择小
时，则从最小的整点（没有分或秒）开始计算“相对时段”。如果
要查看“相对时段”中指定的整个时段的数据，请不要选中“从 <
单位> 的起始处开始”复选框。
示例：
■

当前日期是 2010 年 6 月 13 日。如果选择“前 1 个月”作为
“相对时段”，并且不选中“从月初开始”复选框，则报告将
显示从 2010 年 5 月 14 日到 2010年 6 月 13 日的数据。但是，
如果选中“从月初开始”复选框，则报告将显示从 2010 年 6 月
1 日到 2010年 6 月 13 日的数据。

■

当前日期和时间是 9 月 13 日晚上 10:30。如果选择“前 2 天”
作为“相对时段”，并且不选中“从这些天的起始处开始”复
选框，则报告将显示从 9 月 11 日晚上 10:30 到 9 月 13 日晚上
10:30 的数据。但是，如果选中“从这些天的起始处开始”复选
框，则报告将显示从 9 月 12 日夜里 12 点到 9 月 13 日晚上
10:30 的数据。

■

当前时间是下午 4:25。如果选择“前 2 个小时”作为“相对时
段”，并且不选中“从这一小时的起始处开始”复选框，则报
告将显示从下午 2:25 到下午 4:25 的数据。但是，如果选中“从
这些小时的起始处开始”复选框，则报告将显示从下午 3 点到
下午 4:25 的数据。

注意：如果指定相对时段并选中“从 <所选单位> 的起始处开
始”，则报告将配置为显示以当前日期为结束日期的间隔期间
收集的数据。这实际上相当于指定绝对时段；报告的内容在显
示时将保持静态。
绝对时段

定义报告覆盖的时间间隔的起点和终点。输入绝对日期后，报告的
内容在显示时将保持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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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开始日期

这仅适用于绝对时段。 选中此选项可查看您在“绝对时段”中输入
的“到”日期当日及其之前的所有数据。
示例：假设您指定绝对时段：从 2004 年 3 月 1 日午夜 12 点到
2004 年 4 月 30 日午夜 12 点。报告将显示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之
间的这一时间段的数据。现在，如果选中“忽略开始日期”，报告
将忽略“开始日期”，并显示 2004 年 4 月 30 日午夜 12 点之前的
所有数据。

忽略结束日期

这仅适用于绝对时段。选中此选项可查看您在“绝对时段”中输入
的“从”日期当日及其之后的所有数据。
示例：假设您指定绝对时段：从 2004 年 3 月 1 日午夜 12 点到
2004 年 4 月 30 日午夜 12 点。报告将显示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之
间的这一时间段的数据。现在，如果选中“忽略结束日期”，报告
将忽略“结束日期”，并显示 2004 年 3 月 1 日午夜 12 点之后的
所有数据。

无时间基础

这表示不应根据时间对显示的数据进行分组。报告将包括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所有数据，而不考虑时间。时段分组将不适用。

日时段

指定“绝对时段”或“相对时段”时，“日时段”适用。在“日时
段”中，可以指定构成一天的时间间隔。在“从”和“到”下拉列
表中选择值。
示例：从下午 6:00 到上午 6:00
示例：从午夜 12:00 到中午 12:00

报告时段分组

仅当选择了“历史”视图类型时才会显示该选项。
选择要依据其对记录进行分组的时间间隔。例如，如果选择 1 个月
作为“报告时段”并选择 10 天作为“分组依据”间隔，则报告会
按 10 天一组将数据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记录显示。

选择和使用过滤器参数
可以使用过滤器参数为要显示的报告获取附加过滤功能。例如，基于选择的类别或
子类别，您可以根据以下各项进行过滤：
■

客户端操作系统

■

客户端处于活动状态

■

活动策略：选择“是”可查看活动策略。选择“否”可查看不活动的策略。

■

为“策略”过滤器添加了“索引服务器名称”和“已启用元数据索引”。

■

“日程表”过滤器下添加了“已对日程表启用索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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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质”过滤器下添加了“介质已保留”列。

■

“映像”过滤器下添加了“映像已保留”和“映像副本已保留”列。

指定附加过滤条件

1

在自定义报告向导上，选择报告类别、子类别和视图类型。单击“下一步”。

2

在“选择参数”面板的“过滤器”部分中，将显示相应的过滤器。
显示的过滤器列表取决于您选择的报告类别和视图类型。

3

单击要使用的过滤器，然后使用提供的字段指定一个或多个值。

关于显示选项
在“修改显示选项”面板中，可定义为历史、分级、表格和分布报告收集的度量单
位。根据不同的视图类型会显示不同的显示选项。

关于历史视图显示选项
以下显示选项适用于历史报告。将显示下列参数：
报告位置

使用下拉列表定义报告的范围。该字段表示需要对其分组的实体。
例如，当您选择“客户端”作为“报告位置”参数时，Y 轴报告数
据将按每个客户端分组。
示例：作业状态、映像类型等。

描述

与报告一起显示的描述。如果将该字段留空，则默认不提供任何描
述。

X轴
显示名称

历史报告中的横轴 (x) 的标签。如果将该字段留空，将提供默认标
签。

报告数据

用于定义图形横轴 (x) 的量度值。
示例：“尝试结束时间”、“客户端名称”
如果选择不基于时间的“报告数据”参数，如“客户端名称”，则
会显示另一个名为“时间基础”的参数。

时间基础

如果您选择与时间无关的“报告数据”参数，如“客户端名称”，
则会显示该参数。时间基础类似于将时间过滤器作为条件应用时所
依据的时间属性。如果您在向导中配置时段时选择了“无时间基
础”，则不显示该属性。如果“报告数据”参数未进行指定，则
“时间基础”是用于将时间分配给报告中每个项目的量度。
示例：每个备份作业的开始时间或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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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 或 Y2 轴
显示名称

历史报告中的纵轴（Y1 或 Y2）的标签。如果将该字段留空，将提
供默认标签。

报告数据

在历史报告中，用于定义图形纵轴（Y1 或 Y2）的量度值。
示例：“作业大小”、“状态码”等。

显示单位

对于数字数据类型（如作业大小），定义数据的显示单位。这仅对
与大小相关的属性适用，如作业大小、映像大小、片段大小等。
示例：MB、GB。

图表类型

报告格式。根据在“报告数据”中指定的值，可能提供更多格式。

显示具有预测期限的预 使用“趋势线”和“预测”参数可通过对近期的实际数据求平均值
测
来预测未来趋势。选中“显示具有预测期限的预测”，并使用下拉
列表指定多个预测期限（间隔）。通过使用线性回归基于报告时段
内的数据趋势预测值，可显示一条延伸至未来日期的预测线。
示例：“12”显示未来 12 个月的预测数据（“时段分组依据”为
1 个月）。
下列网站可帮助计算预测：
http://easycalculation.com/statistics/regression.php
显示具有以下移动平均 使用“趋势线”参数，可通过对近期的实际数据求平均值来指示一
期限的趋势线
般模式或方向。选中“显示具有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并使用下
拉列表，可以指定计算平均值所需的数据点数。在图形的每个间隔
上，趋势线都会显示最新数据点的移动平均值。
示例：如果值为 3，则在趋势线上的每个间隔上显示当前数据点和
两个以前数据点的平均值。
目标性能

对于历史报告，请选中“目标性能”复选框，然后选中 Y1 或 Y2
轴单选按钮。在文本框中键入一个值，以将目标级别或阈值包括在
报告显示中。目标值显示为一条水平线，用于快速直观比较目标值
和报告的实际值。

关于分级图表显示选项
以下显示选项适用于分级报告。将显示下列参数：
图表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条形图”。

报告位置

选择要在报告中查看的实体（如“映像类型”）。

显示

选择要查看的分级数及其排列方式（升序或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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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轴显示名称 输入 Y 轴的标签。
报告数据

这是应绘制在 Y 轴上的数据。

时间基础

如果“报告数据”参数未进行指定，则这是用于将时间分配给报告中每个项
目的量度。
示例：每个备份作业的开始时间或结束时间。

描述

与报告一起显示的描述。如果将该字段留空，则默认不提供任何描述。

关于分发图表显示选项
以下显示选项适用于分发报告：
图表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饼图”。

报告位置

选择要在报告中查看的实体（如“尝试状态”）。

报告数据

这是应绘制在饼图上的数据。

时间基础

如果“报告数据”参数未进行指定，则这是用于将时间分配给报告
中每个项目的量度。
示例：每个备份作业的开始时间或结束时间。

描述

与报告一起显示的描述。如果将该字段留空，则默认不提供任何描
述。

关于表格显示选项
使用“修改显示选项”面板可建立表格报告的列标题。
对于表格报告，将提供以下显示选项：
时间基础

从“时间基础”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基础，如“作业结束时间”或“作业开
始时间”。
时间基础用于为报告中的每个项目分配时间。

描述

为报告输入描述。此选项是可选的。

显示单位

从“显示单位”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单位之一：
■

B

■

KB

■

MB

■

GB

■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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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

可用列

从“持续时间”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时间间隔之一：
■

秒

■

分钟

■

小时

■

天

■

周

■

月

■

年

从“可用列”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表列（例如，“客户端名称”、“状
态”、“作业组 ID”）的值。
单击“添加”。
从“可用列”列表中选择的列将添加到“所选列”中，您可以根据需要重新
排列这些列在报告中的显示方式。

所选列

从“可用列”列表中选择的列将添加到“所选列”中，您可以根据需要使用
以下控件重新排列这些列在报告中的显示方式。
■

排序顺序

■

操作

■

上移

■

下移

■

删除

“所选列”列表中的所有列将显示在报告中。
每页行数

从“每页行数”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在一个报告页面中显示的记录行数。

在报告中显示 选择此选项时，报告中的所有重复行都替换为单个行，以仅显示不同的记录。
唯一行
如果行没有唯一 ID，通常会出现重复的行。

定义报告条件
在“修改显示选项”面板的“条件”部分，指定通知的异常条件。这些异常条件表
示潜在的问题，例如，备份作业失败的百分比过高或者正在备份的数据量过低等不
常出现的情况。通过为特定量度值（例如“成功率”或“备份作业总大小”）分配
阈值来定义每个条件。可以设置低阈值和/或高阈值。这些条件仅适用于数字值，如
“作业大小”（而不适用于类似“作业类型”、“主服务器”的值）。只有应用了
诸如“计数”和“不同计数”之类的函数时，才能将这些条件应用于类似“作业类
型”或“主服务器”的属性。
指定了条件后，可以创建报告日程表，以便在满足条件时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和/或导
出报告。仅当预定了报告时，才应用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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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QL 查询创建 OpsCenter 报告
此部分提供使用 SQL 查询创建报告的过程。
只有 Symantec NetBackup OpsCenter Analytics 用户可以访问自定义 SQL 查询功
能。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自定义 SQL 查询”。
注意：OpsCenter 7.6 提供了有关 OpsCenter 数据库架构的详细信息，在运行任何
SQL 查询以生成报告之前您可能要了解这些信息。 在“报告向导”>“SQL 查询”
页面上，单击以下链接打开包含所有相关信息的 PDF：请参考 OpsCenter 数据库
架构文档

注意：OpsCenter 报告者和还原操作员无权访问自定义 SQL 查询选项。
使用 SQL 查询创建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

2

在“报告模板”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3

在“报告向导”上，选择“使用 SQL 查询创建报告”选项，然后单击“下一
步”。

4

在“SQL 查询”页面上，输入 SQL 查询以查看所需的数据。
例如，要查看 OpsCenter 监视和管理的所有 NetBackup 主服务器，请输入以
下 SQL 查询：select * from domain_masterserver

5

单击“下一步”。
可以查看 domain_masterserver 数据库表中存储的所有主服务器详细信息。
注意：当您运行具有多个结果集的存储过程时，在 GUI 上只显示第一个结果集
的输出。其他结果集的输出不显示在 GUI 上。

请注意，Opscenter 按照公历存储大多数时间字段。如果您想要按照 OpsCenter 主
机上配置的时区查看给定公历日期字段的值，应使用 utcbiginttonomtime
(gregorianDatefield) 函数，其中 gregorianDatefield 是以公历表示的任意时间值。
utcbiginttonomtime 函数不能考虑 DST 时差。因此在显示日期和时间值时，它忽
略所有的 DST 时差。
不得使用 utcbiginttoutctime() 函数，因为它不会按照 OpsCenter 主机上配置
的时区显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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