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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5230 安装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产品文档

■

产品概述

■

关于硬件安装

■

安装硬件

■

关于电缆

■

在打开设备之前检查信息

产品文档
本文档可供客户和最终用户使用。本章介绍了 NetBackup 5230 设备和存储扩展架
的硬件安装。
表 1-1 和表 1-2 列出了有关 NetBackup 5230 设备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文档。
表 1-1
文档

与 NetBackup Appliance 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硬件相关的文
档
描述

《Symantec NetBackup 5230 设 介绍了设备和挂接的存储扩展架的所有方面。提供了常
备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产品说 规的安全、遵从性和环境信息。
明》
《NetBackup 5230 设备和
提供了详细的安全信息。 提供了设备例程监视和物理维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安全与维护 护的准则。
指南》

NetBackup 5230 安装
产品概述

表 1-2

与 NetBackup Appliance 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软件相关的文
档

文档

描述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介绍了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的各个方面以及如何
管理指南》
在公司网络中实现存储池。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列出了有关此特定软件版本的重要信息。
版本说明》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包含有关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命令的详细信息。
命令参考指南》

请参考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2792 获取 NetBackup Appliance 文
档。
请参见第 9 页的“产品概述”。

产品概述
设备中的两个磁盘驱动器为设备提供操作系统和 RAID 1 阵列。该设备还包括八个
1 TB 的存储磁盘驱动器，可提供约 4 TB 的存储容量。有关可用的存储容量的说
明，请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5230 设备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产品说明》。
至少包括一个存储扩展架的配置需要设备的 PCIe 加载项插槽中安装的 SAS RAID
控制器卡。该设备还具有安装在适用于所有配置的 PCIe 插槽中的光纤通道端口卡。
请参见第 9 页的“尺寸”。

尺寸
任何设备机架中最重的设备都应该安装在机架底部。如果将较重的设备安装在机架
顶部，机架可能会翻倒。很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坏。Symantec 存储扩展
架比设备重。因此必须将存储扩展架安装在机架底部。将设备安装在存储扩展架上
方。
下面列出了设备的重量和尺寸
■

52 磅（23.58 千克）

■

27.39 英寸（69.59 厘米）深

■

17.24 英寸（43.8 厘米）宽

■

3.45 英寸（8.76 厘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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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设备提供的机架滑轨可扩展到 30 英寸（752 毫米）。此距离是两个机架支柱之
间允许的最大深度。如果机架支柱之间的距离长于 30 英寸（752 毫米），则无法
正确安装滑轨和设备。设备的宽度是 19 英寸（482.6 毫米）。
下面列出了存储扩展架的重量和尺寸：
■

71 磅（32.2 千克）

■

22.1 英寸（56.1 厘米）深

■

17.6 英寸（44.7 厘米）宽

■

3.5 英寸（8.8 厘米）高

为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提供的机架滑轨可延伸到 36 英寸（914 毫米）。此距离
是两个机架支柱之间允许的最大深度。如果机架支柱之间的距离长于 36 英寸（914
毫米），则无法正确安装滑轨和设备。存储扩展架的宽度是 19 英寸（482.6 毫米）。
请参见第 10 页的“ 设备前面板”。

设备前面板
设备的前面板包含 12 个硬盘驱动器插槽和一个 LED 面板。
每个 NetBackup 5230 设备都包含 12 个磁盘插槽。这些插槽从左下角开始分别编
号为 0 到 11。 设备的插槽 0 和插槽 1 中安装了两个 SAS 磁盘，分别用于操作系
统和镜像的 RAID1 支持。设备运行时，两个活动的系统磁盘允许交换其中一个磁
盘。
在插槽 4 到插槽 11 中安装了八个存储磁盘。热备用磁盘位于设备右上角的插槽 11
中。
系统磁盘驱动器以红色圈出。存储磁盘驱动器以黄色圈出。

NetBackup 5230 不需要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来提供存储。标准设备包含 1 TB 的
存储磁盘，可提供 4 TB 的格式化存储容量。如果需要的存储超过 4 TB，则可添加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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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面板挂接到设备的右侧。 该面板包含系统 LED 和操作按钮。LED 提供有关
该设备的功能的信息。表 1-3 中提供了详细信息。
NetBackup Appliance 前面板控件和功能

表 1-3
编号

描述

1

具有集成 LED 的交流电源按钮（在关闭电源之前执行关闭）

2

硬盘驱动器活动 LED

3

带有集成 LED 的系统 ID 按钮

4

系统冷重置按钮（立即关闭电源）

5

NIC4/eth3 活动 LED（链接时亮起；使用时以一定速率闪烁）

6

NIC3/eth2 活动 LED（链接时亮起；使用时以一定速率闪烁）

7

NMI 按钮（此按钮会触发一个不可屏蔽的中断。所有服务器数据均会丢失。)

8

NIC1/eth0 活动 LED（链接时亮起；使用时以一定速率闪烁）

9

NIC2/eth1 活动 LED（链接时亮起；使用时以一定速率闪烁）

10

系统状态 LED（状态良好时为绿色；发生故障时为黄色）

每个硬盘驱动器均具有两个指示驱动器状态的 LED，如下图所示。 打开电源时，顶
部 LED (1) 会变为绿色常亮；磁盘驱动器处于活动状态时，顶部 LED (1) 为绿色闪
烁。该 LED 称为驱动器活动 LED。如果磁盘驱动器发生故障，底部 LED (2) 将呈
现黄色，否则该 LED 不亮。该 LED 称为驱动器故障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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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板的左侧，可以抽出黑色标记，以显示设备的序列号。

请参见第 12 页的“ 设备后面板”。

设备后面板
可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后面板使用通信端口、PCIe 外接卡和热插拔电源。
在设备进行装运前，已在工厂安装这些外接卡。

表 1-4

NetBackup Appliance 后面板

编号

功能

1、2

电源模块 1、2

3

NIC1/eth0，为专用网络预留。 该端口为 1Gb 连接器。

4、5、6

NIC2/eth1、NIC3/eth2 和 NIC4/eth3 用于公用网络。所有这三个端口都为
1Gb 连接器。

7

DB-15 VGA 连接器

8

RJ45 序列 - A 端口（保留）

9

USB 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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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功能

10

远程管理 (IPMI) 端口

11

NIC5/eth4 和 NIC6/eth5，从左到右为：用于公用网络的 10GB 网络连接器

12

PCIe 外接适配器插槽（用于 SAS RAID 控制器、光纤通道和 10Gb 以太网
卡）

13

序列 - B 端口（保留）

请参见第 13 页的“存储扩展架前面板”。

关于 FC HBA 目标端口和启动器端口
配置 D 和 E 支持 FTMS。在这些配置中，插槽 5 和 6 中的每个 FC HBA 卡 (1) 上
的端口 1 将在目标模式下进行配置。插槽 5 和 6 中的端口 2 和其他 FC 端口将在启
动器模式下进行配置。
图 1-1

FC HBA 卡目标端口和启动器端口

存储扩展架前面板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前面板包括 16 个驱动器插槽。每个驱动器插槽都包含一个驱
动器托架、一个驱动器释放按钮以及两个 LED。该托架中包含磁盘驱动器模块（包
括磁盘驱动器和载体）。通过释放按钮，可以从存储扩展架中移除驱动器。LED 可
提供有关驱动器的状态和活动信息。
除了驱动器插槽外，前面板还包括两组嵌入在框架中的 LED（每组三个）。这些
LED 可提供有关整体存储系统和系统组件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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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磁盘驱动器 LED 状态指示器 (1)

LED 名称

状态

描述

磁盘状态

绿色

正常工作

黄色

异常或不工作

绿色

正常工作

黄色

异常或不工作

电源/活动

表 1-6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系统 LED 状态指示器 (2)

LED 名称

状态

描述

电源

不亮

关

持续绿色

开

不亮

关

持续绿色

开

黄色

一个电源脱机

红色

两个电源都脱机

已保留

N/A

N/A

I/O 模块 1 活动

不亮

无活动

闪烁绿色

活动

不亮

无活动

闪烁绿色

活动

不亮

系统关闭

闪烁绿色

正常工作

全局磁盘阵列状态

I/O 模块 2 活动

心跳

请参见第 15 页的“存储扩展架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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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扩展架后面板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后面板包含两个 I/O 模块以及两个电源。I/O 模块使存储扩
展架中的存储容量可供 NetBackup Appliance 中的 RAID 控制器使用。本节提供了
有关存储扩展架后面板的信息。

存储扩展架后面板

表 1-7
编号

元素

详细信息

1

SAS_IN 端口 LED

不亮 - 无链接可用
持续绿色 - 链接可用
闪烁绿色 - 活动
红色 - 电源故障

2

SAS_IN 端口

连接到 NetBackup Appliance

3

SAS_OUT 端口

连接到另一个存储扩展架（如果已使用）

4

SAS_OUT 端口 LED

不亮 - 无链接可用
持续绿色 - 链接可用
闪烁绿色 - 活动
红色 - 电源故障

5

I/O 模块 LED

不亮 - 关闭
持续绿色 - 准备就绪
闪烁绿色 - N/A
红色 - 正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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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元素

详细信息

6

电源 LED

不亮 - 未检测到电源
持续绿色 - 电源正常
闪烁绿色 - 电源未接通
红色 - 电源无法接通

注意：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启动后，将首先启动主 I/O 模块（在后面板左侧）。
其 LED 将在启动几秒后变绿。辅助 I/O 模块（在后面板右侧）的 LED 将在主模块
可以运行后启动。
请参见第 16 页的“硬件启动顺序”。

硬件启动顺序
设备（如 NetBackup 5220 设备）需要具备设备和存储扩展架的匹配集以及特定的
顺序才能启动设备。这些规范不是 NetBackup 5230 设备所必需的。
NetBackup 5230 设备和存储扩展架的启动顺序如下所示。
■

无需将设备与存储扩展架相匹配。引导顺序是预设和静态的。

■

现在，存储配置的导入是自动的。无需手动导入外部配置。

■

必须首先打开任何和所有存储扩展架，然后打开设备。此顺序确保设备可识别
存储扩展架。

■

接下来，可以继续进行设备和存储单元的初始配置。

请参见第 31 页的“打开存储扩展架”。
请参见第 31 页的“打开设备”。

关于硬件安装
警告：NetBackup Appliance 和容器的重量可能超过 70 磅（31.75 千克）。处理不
当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或设备损坏。处理 NetBackup Appliance 时请使用适当的技
术、工具和材料。
硬件安装流程如下：
■

了解 NetBackup Appliance 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

■

检查安全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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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安装要求。
为 NetBackup 5230 设备提供的机架滑轨可扩展到 30 英寸（752 毫米）。此距
离是两个机架支柱之间允许的最大深度。如果机架支柱之间的距离长于 30 英寸
（752 毫米），则无法正确安装滑轨和设备。设备的宽度是 19 英寸（482.6 毫
米）。
为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提供的机架滑轨可延伸到 36 英寸（914 毫米）。此距
离是两个机架支柱之间允许的最大深度。如果机架支柱之间的距离长于 36 英寸
（914 毫米），则无法正确安装滑轨和设备。存储扩展架的宽度是 19 英寸（482.6
毫米）。

■

打开设备包装。

■

在 NetBackup Appliance 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设备机架中安装机架滑轨。
存储扩展架比设备重。所有存储扩展架应安装在机架底部（设备下方）。

■

在机架滑轨中安装 NetBackup Appliance 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设备高度
为 2U，存储扩展架高度为 3U。设备上的导销用于在滑轨上正确定位设备。它
完全位于机架内。

■

螺丝随硬件一起提供（根据需要）。将螺丝插入到机架中。使用前面和后面的
螺丝将设备固定到机架上。

■

如果设备滑轨有内置的定位销（而非螺丝），请将定位销固定在机架孔中。蓝
色定位销表示滑轨底部。

■

在 NetBackup Appliance 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之间连接两根 SAS 电缆。

■

将每个设备所需的两根电源线插入到适当的交流电源中。

■

首先打开存储扩展架，然后使其初始化。如果您有两个存储扩展架，请打开未
连接到设备的存储扩展架。该存储扩展架初始化后，打开另一个存储扩展架并
使其初始化。

■

打开 NetBackup Appliance。

■

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并初始化设备的配置。

工具
硬件安装需要以下工具和用品。
■

十字螺丝刀 M3-M6

■

斜口钳

■

刀（用于打开纸箱）

■

防静电服、手腕带或手套

■

万用表（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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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运输包装
在打开设备包装之前，请检查包装是否完好且无破损。
设备包装中应包括以下物品：
■

NetBackup Appliance

■

设备的安装滑轨

■

用于将设备安装到机架的卡扣式螺丝锁

■

设备的两根交流电源线

■

一个产品组合，其中包含许可证信息、文档和 USB 存储器

如果设备附带一个或多个存储扩展架，每个存储扩展架包装中应包含以下物品：
■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

■

每个扩展架的安装滑轨

■

用于将滑轨固定到机架的螺丝

■

用于固定螺丝（用于将滑轨固定到机架）的卡扣式螺丝锁

■

每个扩展架的两根交流电源线

■

每个扩展架的两根 SAS 线

打开设备包装前，请执行以下检查。
在打开包装前检查设备

1

确认收到的包装数量与运输单据数量相符。

2

检查包装是否完好。 如果包装严重损坏或潮湿，请执行步骤 5。

3

查包装箱上粘贴的防震标签。 如果指示条是红色的，请执行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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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包装完好，请打开设备包装。

5

如果包装破损，请停止开箱并确定出现的任何问题。将此情况报告给当地的工
程经理。

小心：将未开箱的系统存放在室内，以免受天气影响。 如果产品损坏，对损坏的货
物进行拍照并将其与任何运输记录和发票一起存放在安全的地方。
请参见第 19 页的“防静电措施”。

防静电措施
防静电服、手腕带和手套可防止静电损坏设备。 防静电服的防护效果最佳，其次是
防护接地腕带，最后是防护手套。
如果条件允许，Symantec 建议您穿着防静电服。 如果没有防护服，请佩戴防护接
地手腕带，如果没有手腕带，请佩戴防护手套。
穿着防静电服时请务必扣紧钮扣。
佩戴防静电手腕带

1

将手伸过防静电手腕带。

2

扣上防静电手腕带以使其完全接触您的皮肤。

3

防静电手腕带有一个插头夹或金属夹。根据您的环境执行下列步骤之一。
■

将插头插入到工作台上的 ESD 插孔。

■

将金属夹固定到设备、机架机柜或正在使用的特定组件上未涂漆的金属表
面。

您可以验证是否使用了适当的防静电仪表。使用适用于仪表的说明。
请参见第 19 页的“环境规范”。

环境规范
表 1-8 列出了 NetBackup Appliance 和存储设备的要求。
表 1-8

环境要求

组件

要求

存储扩展架标称电压

220VAC

工作温度

10°C 到 35°C（50°F 到 95°F）

存储温度

-10℃ 到 50℃（-10.00℃ 到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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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要求

运输温度

-40℃ 到 60℃（-40°F 到 140°F）

相对湿度工作范围

10% 到 80%

相对湿度存储范围

10% 到 90%

相对湿度运输范围

5% 到 90%

相对湿度工作梯度

10°C (50°F) 每小时最大值

相对湿度存储梯度

15℃ (15.00℃) 每小时最大值

工作海拔

-30 米到 3,000 米（-98.4 英尺到 9842.5 英尺）
海拔为 -60 米到 +1,800 米时，环境温度为 5°C
到 35°C。
海拔为 1,800 米到 3,000 米时，海拔每增加 100
米，环境温度就下降 0.6°C。

存储高度

-30 米到 3,000 米

噪音

< 72 dB(A)
此值反映了环境温度为 25°C (77°F) 时 NetBackup
Appliance 的最大噪声。

请参见第 18 页的“检查运输包装”。

确保机架就绪
机架检查如下：
■

确保机架已正确安装和接地。

■

为 NetBackup 5230 设备提供的机架滑轨可扩展到 30 英寸（752 毫米）。此距
离是两个机架支柱之间允许的最大深度。如果机架支柱之间的距离长于 30 英寸
（752 毫米），则无法正确安装滑轨和设备。设备的宽度是 19 英寸（482.6 毫
米）。

■

为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提供的机架滑轨可延伸到 36 英寸（914 毫米）。此距
离是两个机架支柱之间允许的最大深度。如果机架支柱之间的距离长于 36 英寸
（914 毫米），则无法正确安装滑轨和设备。存储扩展架的宽度是 19 英寸（482.6
毫米）。

■

确保机架至少离墙 100 厘米（约 3 英尺）。

■

确保任何机架之间的间隙至少为 120 厘米（约 4 英尺），以便于进行维护、保
持良好通风和有效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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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其他设备不影响机柜和房间之间的空气传输。充足的距离对于设备冷却是
必要的。

安装硬件
本节介绍了将导轨安装到设备和存储扩展架的机架所需的步骤。固定导轨后，可以
安装硬件。请务必将存储扩展架安装到机架中的设备下方。存储扩展架比设备重，
因此应位于机架中尽可能低的位置。如果拥有两个存储扩展架，请将其均安装在设
备下方。
请参见第 21 页的“取下存储扩展架的保护膜”。

取下存储扩展架的保护膜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在底盘顶部、底部和两侧附带一张透明的保护膜。前面板和
后面板不包含任何保护膜。在将存储扩展架安装到机架之前，需要取下保护膜。如
果未取下保护膜，则无法正确安装存储扩展架。
有两个黄色标签位于底盘背面顶部并翻转到后面板。这些标签包含设备和存储扩展
架的序列号。
取下保护膜并保留标签
警告：请确保还有其他人可以帮助抬起存储扩展架。

1

撕开保护膜的黄色标签顶部。

2

请勿丢弃标签。

3

从存储扩展架背面顶部撕开保护膜。

4

将标签放回存储扩展架的顶部，或将其保存在一个安全位置。您以后可能需要
参考这些标签。

5

抬起存储扩展架的一端，然后从底盘底部撕开保护膜。

6

取下将近一半的保护膜后，抬起存储扩展架的另一端，然后取下剩余的保护
膜。

7

撕开存储扩展架两侧的保护膜。

8

丢弃所有保护膜。

请参见第 22 页的“安装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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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导轨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随左侧和右侧安装滑轨一起提供。这些滑轨安装在标准的 19
英寸机架中。滑轨的前板标有左侧和右侧。滑轨底部的两英寸边缘为存储系统提供
了一个扩展架。可通过滑轨内置的延长器调整滑轨以适合机架的深度。
小心：考虑到这些单元的重量，Symantec 建议将存储扩展架安装在机架底部或靠
近底部。
要求
■

19 英寸设备机架

■

可用的 3U 插槽

■

六个 M5 螺丝（已提供）

■

六个锁紧螺母（已提供）

■

2 号十字螺丝刀

■

手电筒

安装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滑轨

1

在装运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包装箱中找到左侧安装滑轨。滑轨前端的安装
板标有左前方。

2

在机架中安装咬合锁紧螺母，如下所示：
■

在发送存储扩展架的包装中找到 M5 咬合锁紧螺母。

■

在要安装存储扩展架的机架的前部和后部标出 1U（3U 底部三分之一处）
的位置。
注意：安装滑轨的高度为 1U。用于固定机架中的滑轨的孔位于该高度的中
间。

■

3

在要安装安装滑轨的凹槽的前面和后面，从机架内部插入咬合锁紧螺母。
确保将螺母安装在同一高度。

放置左侧安装滑轨，使其边缘位于底部且在机架内部。您可以调整滑轨的长度
以适合机架的深度。
注意：支撑存储扩展架的滑轨边缘必须位于机架内部且位于滑轨底部。

4

将滑轨中的螺丝孔与机架中安装的咬合锁紧螺母对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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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插入 5M 螺丝并拧紧。螺丝随单元一起提供。

6

对于右侧安装滑轨，请重复步骤 1 到 5。确保将两个滑轨安装在相同的高度。

将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安装到机架
小心：考虑到这些单元的重量，Symantec 建议将存储扩展架安装在机架底部或靠
近底部。

警告：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已安装磁盘）重约 71.7 磅（32.5 千克）。处理这些
组件时，请使用适当的做法、技术和工具。
将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安装到机架

1

验证导轨是否已在机架中正确安装并安全紧固。

2

在机架前面两侧的凹槽中插入咬合锁紧螺母以保护存储扩展架。将存储扩展架
安装在机架中时，咬合锁紧螺母必须与存储扩展架每端前三分之一的通孔对
齐。

3

将存储扩展架沿安装滑轨滑到机架柜中。

4

将 M5 螺丝插入前面板两端的通孔，然后将其拧紧。这些通孔必须与之前安装
的咬合锁紧螺母对齐。

请参见第 23 页的“安装 NetBackup Appliance 导轨”。

安装 NetBackup Appliance 导轨
在机架中安装设备之前：
■

请参考设备随附的 Rail Installation Guide（《滑轨安装指南》）。在安装滑轨时
必须用到的一些螺丝随该指南一起提供。如果您的设备附带包含定位销而非螺
丝的滑轨，请确保将定位销固定在后端的孔中。

■

确定导轨在机架中的安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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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机架滑轨

1

从机架左侧的滑轨开始。

2

使滑轨内侧面向机架内侧。

3

使用提供的螺丝连接滑轨。

4

对于机架右侧的滑轨，重复步骤一至三。

5

验证两个滑轨是否平行并已牢牢固定。

表 1-9

设备导轨组件

编号

功能

1

前支架

2

外部成员

3

后支架

4

内部成员

5

安全锁销

6

释放按钮

请参见第 25 页的“将 NetBackup Appliance 安装到机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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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NetBackup Appliance 安装到机架中
设备应安装在所有存储扩展架上方。此配置允许机架承担适当的重量。
将 NetBackup Appliance 安装到机架中

1

验证滑轨是否已正确安装并安全紧固。

2

紧接在滑轨之下将两个紧固防脱落螺丝插入到机架中。
这些锁可在设备完全安装到机架中时对其进行保护。

3

将滑轨延长器抽出到可轻松且安全延长的位置。 完全延长滑轨后，应单击释放
按钮。
警告：设备的重量至少为 52 磅（23.58 千克）。至少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起或移
动设备。

4

抬起设备，使后面板朝向机架背面。

5

将设备向机架背面倾斜。

6

将从设备一侧延伸出的两个有支架的后端楔子插入到滑轨延长器背面的滑轨插
槽中。

7

将设备前端缓慢地放到滑轨延长器前端的滑轨插槽中。设备中间的楔子和前端
的楔子刚好放入滑轨插槽中。

8

抬起设备并按下导轨释放按钮，然后将设备推入机架中。

9

使用设备上附带的两个螺丝将设备固定到机架中。将它们固定到之前安装到机
架正确位置的浮动螺母。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电缆”。

关于电缆
NetBackup Appliance 和存储设备使用以下类型的电缆。一些电缆随产品一起提供，
而另一些电缆为可选电缆（取决于客户的要求）。
产品随附的电缆：
■

交流电源线，用于将设备连接到主交流电源

■

SAS 电缆

客户必须提供的电缆：
■

1Gb/s 网络电缆

■

10Gb/s 网络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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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通道电缆，用于连接客户端和设备

■

PS/2 到 USB 适配器电缆

■

KVM 电缆

连接 VGA 电缆
初始化此设备时，可将监视器连接到视频图形阵列 (VGA)，并将键盘连接到 USB
端口。或者，可将 VGA 连接到键盘显示器鼠标 (KVM) 适配器或交换机。
连接 VGA 电缆

1

将 VGA (DB15) 电缆的连接器插入到 NetBackup Appliance 后面板的视频端
口。
请参见第 12 页的“ 设备后面板”。

2

将电缆的另一端直接连接到监视器，还可以连接到 KVM 适配器或 KVM 交换
机。

连接小型可插拔 (SFP+) 收发器
NetBackup Appliance 支持光纤通道 (FC) 磁带输出 PCIe 外接卡和包含两个端口的
10 Gb 以太网 NIC。这些卡通过光纤电缆连接到其他设备。以磁带输出卡（光纤通
道）为例，本节介绍了如何连接光纤电缆。 对于两种卡，连接光纤电缆的过程是相
同的。
光纤电缆需要小型可插拔 (SFP+) 收发器（每个带有光纤通道端口的设备均已提
供）。 该图显示了 SFP (1) 和连接到 SFP 的光纤电缆 (2)。

支持的 SFP 列出如下：
■

Finisar

■

JDSU

警告：光纤接口板或光纤内的激光束可造成眼睛损伤。 不要直视收发器，也不要将
收发器对准他人的眼睛。
连接光纤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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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纤收发器对静电很敏感，运输、存储和使用时应将其置于防静电和防尘的环
境中。

■

必须将不用的光纤和光纤收发器正确插入到连接器上的防尘帽中进行保护。 如
果光纤收发器受到污染，请仔细清洁光纤接口。

■

保持所有光纤连接器的表面干净且无划痕。

■

不要挤压、扭曲、折叠或修复光纤。

■

不要将光纤缠绕成半径小于 5 厘米的圆圈。 否则，可能会损坏光纤，从而降低
系统性能或导致数据丢失。

连接光纤

1

戴上适当的防静电手套或手腕带。

2

从磁带输出卡接口（两端口 8 Gb FC HBA）取下光纤收发器的盖帽。

3

从包装中取出光纤。

4

取下光纤连接器的盖帽。

5

将光纤连接器插入到该卡的接口中。

6

确保将光纤连接器安全插入到光纤收发器。

7

将光纤的另一个光纤连接器连接到光纤通道交换机。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电缆”。

连接网络电缆
从设备后面板接入网络端口。 远程管理端口可供 Symantec 技术支持人员或经批准
的现场服务技术人员使用。 以下图片显示了网络端口的布局。 它包括左侧的四个
1Gb 以太网端口、右侧的两个 10Gb 以太网端口和远程管理 (IPMI)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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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第一个以太网端口配置为 NIC1/eth0。该端口用于连接到客户的专用网络。
该端口不能用于公用网络。如果将 NIC1/eth0 端口连接到公用网络，则设备将无法
运行。
可将以太网端口 NIC2/eth1、NIC3/eth2、NIC4/eth3、NIC5/eth4 和 NIC6/eth5 连
接到公用网络。
请参见第 26 页的“连接小型可插拔 (SFP+) 收发器”。

将设备连接到存储扩展架
SAS RAID 控制器 PCIe 卡可插入到其中一个外接适配器插槽中。此卡已在工厂进
行安装。如果需要，授权的现场技术人员可添加一张新卡或替换现有的卡。不允许
客户执行这些操作。
必须使用串行连接 SCSI (SAS) 电缆来连接设备与一个或多个存储扩展架。
使用两个扩展架时，可将第一个存储扩展架上的 SAS_OUT 端口连接到第二个存储
扩展架上的 SAS_IN 端口。下图显示了挂接到两个存储扩展架的 NetBackup 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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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0

设备和存储扩展架组件

编号

功能

1

SAS RAID 控制器

2

1 Gb 以太网端口

3

串行端口

4

远程管理 (IPMI) 端口

5

10 Gb 以太网端口

6

存储扩展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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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SAS 电缆

1

将 SAS 电缆连接到存储扩展架上标记为 SAS IN 的每个端口。

2

将每个 SAS 电缆连接到设备上插件 RAID 控制器适配器上的 SAS 端口。

3

将另一个存储扩展架与 NetBackup 5230 配合使用时，请将第一个存储扩展架
上的 SAS OUT 端口连接到第二个存储扩展架上的 SAS IN 端口。

请参见第 30 页的“连接电源线”。

连接电源线
小心：应该完全地安装设备，并且应该连接所有网络电缆，然后再将任意设备连接
到电源。
NetBackup Appliance 有两个电源模块，可从设备的后面板访问。每个模块要求有
一条单独的交流电缆。 将电缆的一端插入到电源模块，然后将另一端插入到一个
120 VAC 插座。
存储扩展架也有两个电源模块，可从设备的后面板访问。每个模块要求有一条单独
的交流电缆。 将每个模块插入到一个 120 VAC 插座。

在打开设备之前检查信息
在硬件安装和电缆连接完成之后、打开设备之前，检查表 1-11 中的信息。
注意：在此过程完成之前，请不要将外部设备（如磁带驱动器或 SAN 客户端）挂
接到设备。

警告：请确认已关闭设备的所有电源，以避免人员受伤和设备损坏。
请验证设备和电缆是否已正确安装。 下表提供了检查设备安装的说明。
表 1-11

安装确认

组件

正确的安装

不正确的安装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

存储扩展架牢固地置于机柜的 存储扩展架未牢固装入或装入
最低处。
机柜的位置过高。

NetBackup 设备

NetBackup 设备牢固地置于机 NetBackup 设备未牢固装入或
柜的较低处，位于存储扩展架 装入机柜的位置过高。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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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正确的安装

不正确的安装

交流电源线

NetBackup 设备和存储扩展架 只有一根电源线连接到设备。
的交流电源线连接到电源模块
和交流电源。

SAS 驱动器电缆

SAS 电缆将设备中的两个
一个或两个 SAS 驱动器电缆
RAID 端口连接到存储扩展架 无法将设备中的两个 RAID 端
中的两个 SAS IN 端口。
口连接到存储扩展架中的两个
SAS IN 端口。

第二个存储扩展架的 SAS 驱 这些 SAS 电缆将第二个存储 一个或两个 SAS 驱动器电缆
动器电缆（如果使用）
扩展架中的两个 SAS IN 端口 无法将第二个存储扩展架连接
连接到第一个存储扩展架中的 到第一个存储扩展架。
两个 SAS OUT 端口。

打开存储扩展架
当首次打开设备时，必须按给定顺序完成这些步骤。
小心：您必须在打开 NetBackup Appliance 之前打开存储扩展架。 当初始化存储扩
展架后，请继续打开 NetBackup Appliance。
打开存储扩展架

1

将两个位于后面板上的 AC 电源连接器连接到两个主 AC 电源插座上。

2

打开两个电源开关。

3

请等待，直到存储扩展架系统前面板上的电源 LED 和全局磁盘阵列状态 LED
变绿。 请确保磁盘状态和每个磁盘驱动器上的活动 LED 都为绿色。如果它们
不是绿色的，请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
请参见第 13 页的“存储扩展架前面板”。

4

如果该存储扩展架已开始使用，请对第二个存储扩展架重复该过程。
请参见第 31 页的“打开设备”。

打开设备
必须正确安装所有设备，并且必须正确连接所有电缆。
打开 NetBackup 硬件时，不要删除或处理任何磁盘、光纤或网络电缆。 否则，可
能导致数据丢失和设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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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NetBackup 设备

1

将 NetBackup 设备后面板上的两个交流电连接器连接到两个主交流电源插座。

2

将监视器连接到 VGA 插头，将键盘连接到其中一个 USB 端口。 如果 KVM 交
换机可用，请将监视器和键盘连接到交换机，然后将交换机插入到 VGA。

3

验证存储扩展架是否已打开并正常运行。

4

使用前面板上的电源按钮打开设备。

5

确定 NetBackup 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 检查前面板上安装的磁盘驱动器的电源和活动指示器 LED 的状态。
- 检查后面板上的电源 LED。
- 查看前面板上的所有 LED，以确保系统状态、电源、硬盘驱动器和所有电缆
连接正常工作。
请参见第 30 页的“在打开设备之前检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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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产品文档

■

产品概述

■

关于硬件安装

■

将硬件安装到机架中

■

关于电缆

■

打开硬件

产品文档
本文档介绍了运行 2.5 及更高版本的 NetBackup 5220 设备的硬件安装过程。该设
备可以与零个、一个或两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结合使用。本文档可供客户和最
终用户使用。
下表列出了 NetBackup 5220 设备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硬件相关文档。
表 2-1

与 NetBackup 5220 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硬件相关的文档

文档

描述

产品描述

介绍了设备和存储扩展架的所有方面。提供了安全、
遵从性和环境信息。

Safety and Maintenance Guide（《安 提供了详细的安全信息。 与该设备和存储扩展架相
关联的硬件的任何使用人员都应该了解所有安全隐
全和维护指南》）
患。
提供了硬件例程监视和物理维护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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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以下 URL 中找到包含有关 NetBackup 52xx 设备的信息的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2792
此位置提供的文档包括：
■

NetBackup 52xx Appliance Administrator Guide（《NetBackup 52xx 设备管理
指南》）

■

NetBackup 52xx Command Reference Guide（《NetBackup 52xx 命令参考指
南》）

■

NetBackup 5200 Series Getting Started Guide（《NetBackup 5200 系列入门
指南》）

■

NetBackup 52xx Appliance Troubleshooting Guide（《NetBackup 52xx 设备故
障排除指南》）

■

NetBackup 52xx Appliance Release Notes（《NetBackup 52xx 设备发行说
明》）

请参见第 34 页的“产品概述”。

产品概述
NetBackup 5220 是一种集成的高密度和高性能备份设备。它可以满足网络备份需
求。它是内部容量为 4.5 TB 格式化容量的可扩展设备。
该设备可以使用最多两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再添加 48 TB 或 72 TB 的外部存
储。存储扩展架相当于一个包含 16 个磁盘驱动器模块的扩展单元。其中的两个磁
盘驱动器用于奇偶校验。一个磁盘驱动器是热用磁盘。剩余的 13 个磁盘驱动器提
供存储。
NetBackup 5220 磁盘阵列的高度为 2U，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磁盘阵列的高度为
3U。这两个设备均适合标准的 19 英寸机架。
有关硬件详细信息，请参考本文档的以下部分。
请参见第 35 页的“NetBackup 5220 前面板和后面板”。
请参见第 40 页的“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前面板和后面板”。
请参见第 35 页的“尺寸”。
请参见第 36 页的“NetBackup 5220 设备的前面板和后面板（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6 页的表 2-2。
请参见第 39 页的“设备控制面板”。
请参见第 41 页的“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前面板和后面板（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3 页的“硬件启动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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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任何设备机架中最重的设备都应该安装在机架底部。如果将较重的设备安装在机架
顶部，机架可能会翻倒。很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和设备损坏。Symantec 存储扩展
架比设备重。因此必须将存储扩展架安装在机架底部。将设备安装在存储扩展架上
方。
以下列表介绍了设备的尺寸：
■

高度：8.7 cm（3.5 英寸）

■

宽度：43.0 cm（16.9 英寸）

■

深度：70.4 cm（27.8 英寸）

■

重量：大约 22.7 kg（50 磅）

为 NetBackup 5220 设备提供的机架滑轨可扩展到 30 英寸（752 毫米）。此距离
是两个机架支柱之间允许的最大深度。如果机架支柱之间的距离长于 30 英寸（752
毫米），则无法正确安装滑轨和设备。设备的宽度是 19 英寸（482.6 毫米）。
以下列表介绍了存储扩展架的尺寸：
■

高度：13.1 cm（5.25 英寸）

■

宽度：44.7 cm（17.6 英寸）

■

深度：56.1 cm（22.1 英寸）

■

重量：32.5 Kg（71.7 磅）
为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提供的机架滑轨可延伸到 36 英寸（914 毫米）。此距
离是两个机架支柱之间允许的最大深度。如果机架支柱之间的距离长于 36 英寸
（914 毫米），则无法正确安装滑轨和设备。存储扩展架的宽度是 19 英寸（482.6
毫米）。

请参见第 34 页的“产品概述”。

NetBackup 5220 前面板和后面板
下图显示了 NetBackup 5220 设备的前后视图。
图 2-1

设备前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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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后面板

图 2-2

请参见第 34 页的“产品概述”。

NetBackup 5220 设备的前面板和后面板（详细信息）
此部分介绍了 NetBackup 5220 设备的前后面板、端口和指示灯。
图 2-3

设备前面板（详细信息）

表 2-2

设备前面板详细信息

编号

描述

1

设备扩展柜把手（左侧和右侧各一个）

2

2.5 英寸、1 TB SAS 硬盘驱动器的磁盘驱动器模块（8 个）。磁盘驱
动器插槽从左到右标记为 0 至 7。插槽 7 是热备用磁盘。这些磁盘驱动
器形成了一个 RAID 6 组。

警告：请勿重新排列磁盘驱动器。磁盘的插槽必须保持出厂安装状态，
才能使设备正确运行。
3

磁盘驱动器模块把手（每个磁盘驱动器模块配备一个）

4

小型驱动器托架（NetBackup 5220 不提供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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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描述

5

包含两个不可热交换的 SATA 硬盘驱动器 (HDD) 的灵活托架。这些磁
盘驱动器形成了一个 RAID 1 组。设备中内置了两个用作系统磁盘的
SATA 驱动器。

6

控制面板

下图显示了设备中磁盘驱动器模块插槽的分配情况。插槽 7 包含热备用磁盘。这些
磁盘在出厂时已进行格式化。请勿在磁盘的原始位置重新排列磁盘。
图 2-4

设备的磁盘驱动器模块插槽的位置

下图和下表介绍了设备的后面板。
图 2-5

设备后面板详细信息

表 2-3

设备后面板详细信息

编号

描述

1

半高 PCI Express (PCIe) 外接卡插槽（2 个）

2

全高 PCIe 外接卡插槽（3 个）

3

上层电源模块

4

上层电源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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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描述

5

下层电源插座

6

下层电源模块

7

I/O 扩展模块（不可用）

8

远程管理端口，也称为 IPMI 端口

9

连接到客户生产网络或实验室的 NIC2 以太网端口

10

连接到便携式计算机的 NIC1 专用管理以太网端口

11 和 12

USB 2.0 端口

13

DB-9 串行 B 连接器（保留）

14

视频图形阵列 (VGA) 端口

15

RJ-45 串行 A 连接器

根据自上而下、从左到右的顺序，对五个 PCIe 插槽进行编号。下图标识了这五个
插槽。
图 2-6

设备 PCIe 插槽号

安装在插槽 2 或 4 中的 FC HBA 卡可用作光纤传输介质服务器 (FTMS) 卡。将每个
卡上的一个端口配置为启动器端口。此端口在下图中显示为黄色。将每个卡上的另
一个端口配置为目标端口并将其显示为蓝色。安装在插槽 3 中的 FC HBA 卡可用作
磁带重复数据删除的启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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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FTMS 端口

请参见第 34 页的“产品概述”。

设备控制面板
此部分提供了设备前面板右上角中控制面板的物理视图和技术规范。
图 2-8

设备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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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控制面板的详细信息

表 2-4
编号

图像

1

LED 功能
硬盘活动
绿灯任意闪烁指示硬盘驱动器处于活动状态 (SAS)。
无灯光指示硬盘驱动器处于静止状态。

2

NIC 1 活动
绿灯长亮指示系统与它所连接到的网络之间有链路。
绿灯闪烁指示网络活动。

3

NIC 2 活动
绿灯长亮指示系统与它所连接到的网络之间有链路。
绿灯闪烁指示网络活动。

4

黄灯长亮的系统状态指示情况严重或不可恢复。
绿灯长亮指示正常运行。
绿灯闪烁指示性能降低。
黄灯闪烁指示非严重情况。
无灯光指示 POST 正在运行或系统已关闭。

5

Power/Sleep
绿灯长亮指示系统具有已加电或系统处于 S0 状态。
绿灯闪烁指示系统处于休眠或 ACPI S1 状态。
无灯光指示电源已关闭或系统处于 ACPI S4 或 S5 状态。

6

系统标识
蓝灯长亮指示系统标识处于活动状态。
无灯光指示系统标识未激活。

请参见第 34 页的“产品概述”。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前面板和后面板
下图显示了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前后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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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前面板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后面板

图 2-10

请参见第 34 页的“产品概述”。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前面板和后面板（详细信息）
存储扩展架的前面板包含 16 个 SAS 磁盘驱动器模块。其中的两个磁盘驱动器用于
奇偶校验。插槽 16 包含一个用作热备用磁盘的磁盘驱动器。其余 13 个磁盘驱动器
形成了 RAID6 存储卷。
下图显示了磁盘驱动器插槽的分配情况。
图 2-11

存储扩展架的磁盘驱动器插槽分配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中的每个 I/O 模块包含三个网络端口、一个串行端口、一个
SAS IN 端口和一个 SAS OUT 端口。配有风扇的电源位于每个 I/O 模块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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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扩展架后面板

图 2-12

编号

组件

功能

1

串行端口

由 Symantec 技术支持使用。

2

释放闩锁

解除 I/O 模块锁定并允许移除模块。

3

I/O 模块 #1

提供从存储扩展架到设备或到其他存储扩展架的冗余
连接。

4

SAS_IN 端口

将存储扩展架连接到设备或其他存储扩展架。

5

SAS_OUT 端口

存在多个存储扩展架时，将存储扩展架连接到其他存
储扩展架。

6

I/O 模块 #2

提供从存储扩展架到设备或到其他存储扩展架的冗余
连接。

7

电源 #1

将一个冗余交流电源连接到存储扩展架。

8

风扇 #1

为存储扩展架内部和电源 #1 提供冷气。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考“NetBackup 52xx 管理指南”中的硬件监
视信息。

9

风扇 #2

为存储扩展架内部和电源 #1 提供冷气。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考“NetBackup 52xx 管理指南”中的硬件监
视信息。

10

电源 #2

将一个冗余交流电源连接到存储扩展架。

11

风扇 #3

为存储扩展架内部和电源 #2 提供冷气。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考“NetBackup 52xx 管理指南”中的硬件监
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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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组件

功能

12

风扇 #4

为存储扩展架内部和电源 #2 提供冷气。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考“NetBackup 52xx 管理指南”中的硬件监
视信息。

请参见第 60 页的“将设备与一个或两个存储扩展架连接”。

硬件启动顺序
与一个或两个存储扩展架一起使用时，NetBackup 5220 设备具备特定的启动要求。
NetBackup 5220 设备和存储扩展架的启动顺序如下所示。
■

请确保具备设备和存储扩展架的匹配集。
取下存储扩展架的保护膜时，可以参考存储扩展架后面板上的黄色标签。
可以在存储扩展架的背面找到设备和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在存储扩展架的右
侧，从底盘拉动标签。

■

HOST 编号是指该设备。

■

您可以在设备前端找到该设备的序列号。在设备的左侧，拉动设备的标签。将
序列号与存储扩展架上的匹配编号进行比较。

■

打开连接到设备的存储扩展架。允许存储扩展架有时间进行初始化。

■

打开第二个存储扩展架（如果具有另一个单元）。使其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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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设备。

注意：当所有系统均已初始化时，请确保不会断开这些单元或将其关闭（非正常关
闭）。如果您确实中断了设备和存储扩展架之间的通信，则必须执行其他任务。
通过系统 BIOS 更改引导顺序。
导入存储 RAID 列阵的外部配置。
请参见第 53 页的“取下存储扩展架的保护膜”。
请参见第 64 页的“打开存储扩展架和设备”。

关于硬件安装
有多个因素必须加以解决和验证，然后才能安装硬件组件。建议您最好先查看这些
部分中的信息，然后再开始工作。

硬件安装流程
硬件基本安装流程如下：
■

了解 NetBackup 5220 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

■

检查安全防范措施。

■

检查安装要求。

■

■

为 NetBackup 5220 设备提供的机架滑轨可扩展到 30 英寸（752 毫米）。
此距离是两个机架支柱之间允许的最大深度。如果机架支柱之间的距离长于
30 英寸（752 毫米），则无法正确安装滑轨和设备。设备的宽度是 19 英寸
（482.6 毫米）。验证机架中是否有牢固容纳设备所需的空间量。

■

为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提供的机架滑轨可延伸到 36 英寸（914 毫米）。
此距离是两个机架支柱之间允许的最大深度。如果机架支柱之间的距离长于
36 英寸（914 毫米），则无法正确安装滑轨和设备。存储扩展架的宽度是
19 英寸（482.6 毫米）。验证机架中是否有牢固容纳存储扩展架所需的空间
量。

打开设备包装。
注意：如果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是随 NetBackup 5220 同时订购的，则会在装
运前安装 RAID 控制器卡及其附件。如果存储扩展架是在以后订购的，则必须订
购 RAID 控制器卡及其附件，并将它们安装到 NetBackup 5220。如需要，请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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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 NetBackup 5220 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机架柜滑轨。

■

如需要，可以请求技术支持工程师安装 RAID 控制器卡及其附件。

■

如需要，可以请求技术支持工程师安装其他 PCI 卡。

■

除去存储扩展架外表的保护膜。

■

在机架中安装 NetBackup 5220 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如需要）。

■

根据需要，在 NetBackup 5220 和第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之间连接两根
SAS 电缆。

■

根据需要，在第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和第二个存储扩展架之间连接两根
SAS 电缆。

■

插入交流电源和外围设备。

■

打开存储扩展架 #1 的电源，然后使其初始化。

■

打开存储扩展架 #2 的电源，然后使其初始化。

■

打开设备电源。

■

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请参见第 49 页的“工具和仪器”。

环境要求
此部分介绍了操作环境和存储环境。参数包括温度、湿度、海拔和噪声。安装任何
设备前，请检查外部环境是否满足设备正确运行的条件。
组件

详细信息

工作温度 (a)

最小范围：10°C 到 35°C
设备范围：5°C 到 35°C
存储扩展架范围：10°C 到 35°C

存储温度

-40°C 到 +60°C（-40 到 70）（-40 到 60）

运输温度

-40°C 到 +70°C（-40 到 70）（-40 到 60）

每小时的最大温差

10°C/h

工作湿度

10% RH 到 80% RH (10-85) (8-80)

工作海拔

-30.5 米到 +3000 米 (0-3000)

运输海拔

-30.5 米到 +3000 米 (0-3000)（低于 35°C）

噪声 (b)

小于 72 dBA (7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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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a：当 NetBackup 5220 设备位于海拔 -60 米和 +1800 米之间时，工作温度
范围介于 5°C 到 35°C。当设备位于海拔 1800 米和 3000 米之间时，每上升 100
米气温下降 0.6°C。b：环境温度为 25°C 时，NetBackup 5220 设备产生的噪声最
大。
请参见第 47 页的“电源概述”。
请参见第 47 页的“电气安全”。
请参见第 46 页的“环境检查清单”。

环境检查清单
下表介绍了安装设备前必须完成的环境检查清单。
表 2-5

环境注意事项

项目

要求

设施准备

地面符合承载要求。已准备好线槽、梯子和孔。所有构造都是
完整的。

空调

如果室内温度可能超过 35°C，请安装从电源故障恢复时可以重
新启动的空调。请勿让空调直吹设备。

防潮

如果相对湿度大于 70%，则必须安装除湿设备。这些设备的示
例包括具有除湿功能的空调或专用的除湿设备。机房中必须防
止渗水、滴水或水凝结。

加热

如果室内温度低于所述的最低温度 (10°C)，则需要加热设备。

防尘

如果机房位置靠近潜在灰尘或其他颗粒物的来源，则必须安装
双层铝合金窗和防盗防火门。设备必须与门隔离，同时必须使
用挡板防止灰尘污染。

防雷

机房必须有防雷设备，例如避雷针或避雷带。防雷设备的接地
装置和机房的防护接地装置必须共用一个接地体。

另外，请确保符合以下特殊要求：
■

安装前，请检查是否需要向负责安装现场的物业管理公司提交安装公司的资质
证书。

■

运输前，请确保设备尺寸符合运输通道（例如电梯和通道）的要求。

设备运输过程中，避免与门、墙或其他结构发生碰撞。不要用脏手套接触组件表
面。
请参见第 45 页的“环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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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7 页的“电源概述”。
请参见第 47 页的“电气安全”。

电源概述
NetBackup 5220 设备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各有两个连接到主交流电源的电源
模块。这两个设备上的两个电源模块可在停电时提供冗余电源。
提供了两根电源线（一根用于设备，另一根用于存储扩展架）。将每根电源线分别
连接到独立的交流电源。
此部分介绍了 NetBackup 5220 设备的电源要求。安装该设备前，请检查电源是否
满足设备正确运行的条件。

如果要在工作场所内安装多个 NetBackup 5220 设备，请检查机房中的配电是否满
足电源要求。您在计划时应考虑到最大输入功率和设备数量。
表 2-6

功率值

组件

子部件

基本系统

存储扩展架

电源消耗

最大电源消耗

750 W

580 W

电源参数

交流电压范围

100 V 到 127 V

200 V 到 240 V

交流频率范围

47 Hz 到 63 Hz

47 Hz 到 63 Hz

该设备有两个提供冗余电源的电源模块。选择设备和存储扩展架的安装场所时，请
考虑以下内容：
请参见第 45 页的“环境要求”。
请参见第 47 页的“电源概述”。
请参见第 46 页的“环境检查清单”。

电气安全
使用以下最佳做法以确保环境中有正确的电气设置。
■

验证主交流电源是否有适当的接地装置。

■

整个系统的过流和过载保护必须可用。

■

电路和相关的断路器必须提供足够的电源和过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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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电源与其他大型配电负载或引擎分开，防止对 NetBackup 5220 造成可能的损
坏。功耗较大的系统（包括空调、电梯或工厂机器）的示例。

请参见第 47 页的“电源概述”。

散热准则
为进行最佳的维护、通风和散热，在机架柜中安装设备和存储扩展架时，请注意以
下事项：
■

为进行适当通风，机架柜与周围的墙壁应至少相距 100 厘米（4 英尺），与其
他机架柜应至少相距 120 厘米（4 英尺）。

■

为保持机柜与机房间的对流气流，请确保机柜周围没有障碍物。

■

建议在每个设备上下保留 1U（1U=44.45 毫米）空间。

请参见第 48 页的“气流”。

气流
NetBackup 5220 从前面板（沿着前面的缺口）吸入空气，并使空气在系统中流通。
风扇将空气从设备的后部排出。空气从设备前端流到后端。可以在前面板上安装可
选挡板，而不减少空气流动。
图 2-13

NetBackup 5220 的气流

请参见第 48 页的“散热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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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仪器
介绍了安装所需的工具、电源和仪器。
■

十字螺丝刀 M3-M6

■

斜口钳

■

刀（用于打开纸箱）

■

防静电手腕带

■

防静电手套

■

万用表

表 2-7

工具

名称

示例

工具包

万用表

防静电手腕带

防静电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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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示例

用于固定电线或电
缆的束带

下面列出了建议使用的文档。
文档

表 2-8
类型

文档名称

描述

总平面图

网络规划、机房布局和布线/
电源图。

带有“竣工”标记的结构/构
造图

技术文档

NetBackup 5220 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

这些文件提供有关使用这些设
备的其他信息。

■

版本说明

■

Safety and Maintenance
Guide（《安全和维护指
南》）

请参见第 50 页的“防静电措施”。

防静电措施
防静电手腕带可以防止来自人体的静电损坏设备。为了防止来自衣服的静电，建议
穿着防静电服。如果没有可用的防静电手腕带，请戴上防静电手套。
请参见第 44 页的“硬件安装流程”。

佩戴防静电手腕带
佩戴防静电手腕带

1

将手伸过防静电手腕带。

2

扣上扣环并确保防静电手腕带完全接触您的皮肤。

防静电手腕带可能会包含一个插头或金属夹。对于包含 ESD 插孔的防静电手腕带。
将手腕带的接地端插入到机柜上的 ESD 插孔，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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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包含插头的防静电手腕带

对于带有金属夹的防静电手腕带，应将金属夹固定到机柜侧面的方形孔中。
图 2-15

带有金属夹的防静电手腕带

请确保已紧固手腕带的扣环。将接地连接器紧紧地插入 ESD 插座或将金属夹紧紧
地夹住机柜上的方形孔。
请参见第 51 页的“戴防静电手套和穿防静电服”。

戴防静电手套和穿防静电服
移动设备时，请戴上防静电手套（如果不可能佩戴防静电手腕带的话），如下图所
示。
图 2-16

防静电手套

防静电手腕带不能防止设备和人的衣服接触所产生的静电。建议穿防静电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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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保扣紧防静电服的纽扣。
图 2-17

防静电服

请参见第 52 页的“确保机架就绪”。

确保机架就绪
确保机架柜已正确安装和接地。任意两个机柜之间的间隙必须至少为 120 厘米（约
4 英尺），以便于进行维护、保持良好通风和有效散热。请确保机柜中的设备没有
形成封闭的空间，以保证机柜和机房之间的正常空气传输。
为 NetBackup 5220 设备提供的机架滑轨可扩展到 30 英寸（752 毫米）。此距离
是两个机架支柱之间允许的最大深度。如果机架支柱之间的距离长于 30 英寸（752
毫米），则无法正确安装滑轨和设备。设备的宽度是 19 英寸（482.6 毫米）。验证
机架中是否有牢固容纳设备所需的空间量。
为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提供的机架滑轨可延伸到 36 英寸（914 毫米）。此距离
是两个机架支柱之间允许的最大深度。如果机架支柱之间的距离长于 36 英寸（914
毫米），则无法正确安装滑轨和设备。存储扩展架的宽度是 19 英寸（482.6 毫米）。
验证机架中是否有牢固容纳存储扩展架所需的空间量。
如果您的机架大小不正确，请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
请参见第 44 页的“硬件安装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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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硬件安装到机架中
准备好所需的所有工具和设备后，即可开始安装硬件。考虑到重量问题，建议将一
个或多个存储扩展架安装在机架底部。

取下存储扩展架的保护膜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在底盘顶部、底部和两侧附带一张透明的保护膜。前面板和
后面板不包含任何保护膜。在将存储扩展架安装到机架之前，需要取下保护膜。如
果未取下保护膜，则无法正确安装存储扩展架。
有两个黄色标签位于底盘背面顶部并翻转到后面板。这些标签包含设备和存储扩展
架的序列号。
取下保护膜并保留标签
警告：请确保还有其他人可以帮助抬起存储扩展架。

1

撕开保护膜的黄色标签顶部。

2

请勿丢弃标签。

3

从存储扩展架背面顶部撕开保护膜。

4

将标签放回存储扩展架的顶部，或将其保存在一个安全位置。您以后可能需要
参考这些标签。

5

抬起存储扩展架的一端，然后从底盘底部撕开保护膜。

6

取下将近一半的保护膜后，抬起存储扩展架的另一端，然后取下剩余的保护
膜。

7

撕开存储扩展架两侧的保护膜。

8

丢弃所有保护膜。

请参见第 54 页的“安装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导轨”。

53

NetBackup 5220 安装
将硬件安装到机架中

安装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导轨
将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每个左侧和右侧安装滑轨作为一个单元运送。 将每个滑
轨的前端和后端滑开几英寸，从而能精确安装到机架机柜中。 每个滑轨的底部包括
一个坚固的金属壁架，可将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置于其上。
安装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滑轨

1

获取左侧和右侧安装滑轨。 这些滑轨的前端安装在机架柜的垂直金属接线柱的
前端。

2

面向机架柜，将左侧滑轨与机架左侧的垂直金属接线柱对齐。确保支撑壁架位
于滑轨底部和机柜内部。存储扩展架位于壁架上。

3

将定位销置于滑轨顶部的孔中。 确保它穿过机架并固定定位销的后端。

4

使用滑轨底部孔中的标准机架螺丝将滑轨固定到机架中。

5

将安装滑轨的后端滑入机架后端的金属接线柱。

6

重复这些步骤，在机架右侧装入安装滑轨。确保支撑壁架位于滑轨底部和机柜
内部。

请参见第 54 页的“将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安装到机架”。

将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安装到机架
验证左侧和右侧安装滑轨是否已成功安装。

一个完全装载的存储扩展架重达 33 千克。（73 磅）。 需要两个以上人员来移动和
安装每个设备。如果要在安装过程中减少重量，您可以取下电源。
将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安装到机架

1

佩戴防静电手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2

将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沿安装滑轨滑到机架柜中。

3

用 M4 十字螺丝刀拧紧所有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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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保存储扩展架放置正确，且所有螺丝都已固定。

5

使用提供的螺丝将左 (1) 和右 (2) 机架把手固定到机架支柱。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机架把手

请参见第 54 页的“安装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导轨”。

安装 NetBackup 5220 导轨
在机架柜中安装设备之前，请先根据设备的安装计划确定免工具导轨的安装位置。
安装 NetBackup 5220 导轨

1

看着机架柜的前面，将左侧导轨放在机架机柜的左侧立柱上。

2

使导轨的底部与计划安装位置的底部相平行。

3

将导轨前后的导销分别插入机柜前后的孔中。

4

将左侧和右侧的滑轨延长器尽可能拉伸到可轻松且安全延伸的位置。

请参见第 55 页的“将 NetBackup 5220 设备安装到机架”。

将 NetBackup 5220 设备安装到机架
验证导轨是否已成功安装。

一个完全装载的设备重达 33 千克（73 磅）。 需要两个以上人员来移动和安装此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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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NetBackup 5220 安装到机架中

1

佩戴防静电手腕带和防静电手套。
注意：在 NetBackup 5220 的左右两侧找到凸出的三个重螺丝。这三个螺丝适
合滑轨延长部分的三个插槽。

2

在至少两个人的帮助下，提起 NetBackup 5220 并将其置于滑轨延长器。请确
保滑轨插槽刚好适合设备侧面的螺丝。

3

将设备轻轻地滑入机架。

4

如果需要，请将前安装板安装到每个滑轨的前端，然后使用螺丝紧固。

5

重复之前的步骤，在机柜右侧安装导轨。

请参见第 55 页的“安装 NetBackup 5220 导轨”。

关于电缆
本章介绍了如何连接 NetBackup 5220 的电缆，包括网络电缆、光纤电缆和电源线。
请参见第 56 页的“电缆示例”。
请参见第 57 页的“连接 VGA 电缆（可选）”。
请参见第 58 页的“连接网络电缆”。
请参见第 59 页的“连接光纤”。
请参见第 59 页的“连接 NetBackup 5220 电源线”。
请参见第 60 页的“连接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电源线”。

电缆示例
下表显示了电缆示例。
表 2-9

电缆

组件
PS/2 到 USB 适配器电缆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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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示例

KVM 电缆

100/1000 兆位/秒网络电缆

LC 多模光纤

SAS 互连电缆（带有 RAID 连接器）

交流电源线

请参见第 57 页的“连接 VGA 电缆（可选）”。

连接 VGA 电缆（可选）
连接视频图形阵列 (VGA) 电缆是可选的。可直接将电缆连接到计算机，或者通过键
盘显示器鼠标 (KVM) 适配器或交换机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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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VGA 电缆

1

将 VGA 电缆的连接器插入到 NetBackup 5220 设备后面板左下方的视频端口。

2

将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 KVM 交换机或适配器。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电缆”。

连接网络电缆
NetBackup 5220 设备包括两个 1Gb 以太网端口和一个远程管理端口。从设备后面
板接入这些端口。远程管理端口可供 Symantec 技术支持人员或经批准的现场服务
技术人员使用。
图 2-18

设备网络端口（后面板）

表 2-10

网络接口端口

端口

详细信息

NIC1/eth0

专用网络/管理以太网端口为 NetBackup 5220 的系统管理提
供了通道。默认 IP 地址为 192.168.1.1。

NIC2/eth1

公用网络以太网端口为备份客户数据提供了通道。

IPMI

通过智能平台管理接口端口，可以收集远程数据和监视硬件
状态。此端口仅供 Symantec 技术支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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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电缆”。

连接光纤
NetBackup 5220 支持磁带输出卡（光纤通道、FC）和 10 GE NIC，此两者均通过
光纤连接到其他设备。以磁带输出卡（光纤通道）为例，本节介绍了如何连接光
纤。将光纤连接到 10GE NIC 的过程与将其连接到磁带输出卡（光纤通道）的过程
相同。
小心：光纤接口板或光纤内的激光束可造成眼睛损伤。 安装或维护光纤或光纤收发
器时，不要直视光纤或收发器的插座。
连接光纤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光纤收发器对静电很敏感，运输、存储和使用时应将其置于防静电和防尘的环
境中。

■

必须使用防尘帽对不用的光纤和光纤收发器进行保护。如果光纤收发器受到污
染，请仔细清洁光纤接口。

■

保持所有光纤连接器的表面干净且无划痕。

■

不要挤压、扭曲、折叠或修复光纤。不要将光纤缠绕成半径小于 5 厘米的圆圈。
否则，可能会损坏光纤，从而降低系统性能或导致数据丢失。

连接光纤

1

从磁带输出卡接口（两端口 8 Gb FC HBA，光纤通道）取下光纤收发器的盖
帽。

2

从包装中取出光纤。

3

取下光纤连接器的盖帽。

4

将光纤连接器插入到该卡的接口中。

5

确保将光纤连接器安全插入到光纤收发器。

6

将光纤的另一个光纤连接器连接到 FC 交换机或磁带库。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电缆”。

连接 NetBackup 5220 电源线
设备有两个电源模块，一个堆积在另一个上面，可在设备的后面板上访问。 每个模
块都需要一根单独的交流电源线和一个主交流电源插座。
连接电源线时，请佩戴一条防静电手腕带以防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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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NetBackup 5220 电源线：

1

将电源线的一端插入到 NetBackup 5220 的电源模块。

2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到交流电源插座。

3

将第二根电源线连接到第二个电源模块和第二个电源插座。

4

确认两根交流电源线都已连接且所有接地设备已正确放置。

请参见第 57 页的“连接 VGA 电缆（可选）”。

连接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电源线
存储扩展架有两个电源模块，一个挨着另一个，可在设备的后面板上访问。每个模
块都需要一根单独的交流电源线和一个主交流电源插座。无论将一个还是两个存储
扩展架与设备一起使用，本节提供的信息都适用。
连接电源线时，请佩戴一条防静电手腕带以避免组件损坏或人员伤害。
连接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电源线

1

将电源线的一端插入到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电源模块。

2

将电源线的另一端插入到交流电源插座。

3

将第二根电源线连接到第二个电源模块和第二个电源插座。

4

确认两根交流电源线都已连接且所有接地设备已正确放置。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电缆”。

将设备与一个或两个存储扩展架连接
下图显示了设备和两个存储扩展架之间的后面板连接。NetBackup 5220 2.5 版本和
更高版本支持添加一个或两个存储扩展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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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连接到两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 NetBackup 5220 设备 - 实
际

下图显示了连接到两个存储扩展架的设备。在此图中，少量隐藏了设备和两个存储
扩展架的主要硬件组件。因此，可以更容易地看到 4 根 SAS 电缆和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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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

连接到两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 NetBackup 5220 设备 - 端
口和电缆

以下示意图显示了设备上的 SAS OUT 端口。显示了存储扩展架上的 SAS IN 和
SAS OUT 端口。电缆连接以下端口：
■

将存储扩展架 #1 的 SAS IN 端口连接到设备。

■

将存储扩展架 #1 的 SAS OUT 端口连接到存储扩展架 #2 的 SAS IN 端口。

■

不要将存储扩展架 #2 的 SAS OUT 端口连接到任何其他设备。

以下示意图显示了在设备和存储扩展架上使用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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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连接到两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 NetBackup 5220 设备 - 示
意图

请参见第 41 页的“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前面板和后面板（详细信息）”。

打开硬件
本节介绍了打开存储扩展架和设备所需的步骤。

在打开前进行检查
本节提供在硬件安装和电缆连接完成之后但在打开设备之前需要检查的信息。

确保防止人员伤害或设备损坏。检查设备安装和电缆连接之前，确认 NetBackup
5220 的所有电源已关闭。
请验证设备和电缆是否已正确安装。下表提供了可用于检查设备安装和电缆连接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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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安装确认

组件

正确的安装

NetBackup 5220

NetBackup 5220 已安全地置于机 NetBackup 5220 在机架柜中倾
架柜中。
斜或松动。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 扩展架固定在机架柜中。
交流电源线

不正确的安装

扩展架在机架柜中倾斜或松动。

设备的交流电源线在设备的电源 ■
模块和主交流电源间已安全连接。
■

只有一根电源线连接到设备。
没有电源线连接到设备。

存储扩展架的交流电源线在设备
的电源模块和主交流电源间已安
全连接。
SAS 电缆

SAS 电缆将设备中的 RAID 卡连 ■
接到第一个存储扩展架的 SAS_IN
端口。
■
SAS 电缆将第一个存储扩展架的
SAS_OUT 端口连接到第二个存储
■
扩展架的 SAS_IN 端口。

SAS 电缆未连接到设备中的
RAID 卡。
SAS 电缆将设备的 RAID 卡
连接到第一个存储扩展架的
SAS_IN 端口以外的端口。
第二个存储扩展架的 SAS_IN
端口未连接到第一个存储扩展
架的 SAS_OUT 端口。

请参见第 64 页的“打开存储扩展架和设备”。
请参见第 66 页的“关闭设备和存储扩展架”。

打开存储扩展架和设备
小心：如果您使用的设备具有一个或两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请首先打开存储
扩展架 #1。此存储扩展架将连接到设备。初始化存储扩展架 #1 后，打开存储扩展
架 #2。此存储扩展架将连接到存储扩展架 #1。
必须正确安装所有设备，并且必须正确连接所有电缆。
打开 NetBackup 5220 时，不要取下或处理任何磁盘、光纤或网络电缆。否则，可
能导致数据丢失和设备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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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设备

1

将设备右侧后面板上的两个交流电源连接器连接到两个主交流电源插座。

下表列出了设备电源模块的组件。

2

编号

组件

1

风扇

2

模块手柄

3

打开/警报指示灯

4

交流电源插座

5

弹簧片

从 NetBackup 5220 设备的前端打开电源。电源按钮位于设备右侧的控制面板
附近。

NetBackup 5220 的开关位于设备前端右上方的控制面板上。

65

NetBackup 5220 安装
打开硬件

图 2-22

NetBackup 5220 控制面板和开关

图 2-23

NetBackup 5220 开关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5220 前端右侧的控制面板。系统状态消息在屏
幕上以向下滚动的方式显示。 使用向左、向右、向上和向下按钮访问消息。
检查 NetBackup 5220 前面板上每个磁盘驱动器 LED 的状态，以确定 NetBackup
5220 是否正常工作。检查设备后端的电源 LED 以验证其是否正常工作。
请参见第 63 页的“在打开前进行检查”。
请参见第 66 页的“关闭设备和存储扩展架”。

关闭设备和存储扩展架
本节介绍如何关闭 NetBackup 5220。NetBackup 5220 设计为每天运行 24 小时。
如果需要维护设备或计划关闭或断开电源，请执行以下步骤以完全关闭设备。
在磁盘停止运行前，不要关闭电源。否则，可能导致磁盘损坏和数据丢失。在关闭
系统后，请至少等待一分钟，然后再次打开电源。
关闭 NetBackup 5220

1

如果存在一个或两个挂接到设备的存储扩展架，必须首先关闭存储扩展架。

2

如果存在两个存储扩展架，请首先关闭存储扩展架 #2。此扩展架已挂接到存储
扩展架 #1。存储扩展架 #2 未挂接到设备。

3

关闭存储扩展架 #2 后，关闭存储扩展架 #1。此扩展架已挂接到设备。

4

登录到 NetBackup 5220 的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以检查正在运行
的任务或作业。如果存在正在运行的任务，请不要在任务完成之前关闭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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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NetBackup 5220 的系统电源指示灯显示设备已关闭后，关闭 NetBackup
5220 的电源。

6

确认没有程序或任务正在运行。

请参见第 63 页的“在打开前进行检查”。
请参见第 64 页的“打开存储扩展架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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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始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设备配置准则

■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初始配置页面

■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执行 NetBackup 52xx 设备的初始配置

■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在 52xx 主服务器设备上执行初始配置

■

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设备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在 52xx 介质服务器设备上执行初始配置

■

关于配置最大传输单元大小

■

从软件包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

通过 CIFS 和 NFS 共享在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关于设备配置准则
部署新设备时，请使用下列配置准则：

初始配置
关于设备配置准则

表 3-1

设备配置准则

参数

描述

必需的名称和地址

在开始配置之前，请确保您拥有以下信息：
■

设备的网络 IP 地址、网络掩码和网关 IP 地址。

■

所有设备的网络名称

■

DNS 或主机信息
如果使用 DNS，请确保所有设备和主服务器的网络名称均可由 DNS
解析（FQHN 和短名称）。
此外，还要确保正向查找和反向查找均可正常运行。

注意：如果未使用 DNS，请确保在初始配置期间为设备输入合适
的主机条目。
合适的主机条目包括主服务器、此服务器的重复数据删除操作所涉
及的任何介质服务器，以及必须与此介质服务器通信的任何客户端。
■

■

设备访问密码
设备访问的默认密码为 P@ssw0rd。
NetBackup 存储单元的名称
“存储名称”字段仅在将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器时显示。您可以更
改默认名称，也可以保留默认名称。

注意：在介质设备角色配置期间，只能对存储单元名称进行自定
义。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显示的存储单元和磁盘池的默认值如下：
■ 对于 AdvancedDisk：
默认存储单元名称：stu_adv_<hostname>
默认磁盘池名称：dp_adv_<hostname>
■ 对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
默认存储单元名称：stu_disk_<hostname>
默认磁盘池名称：dp_disk_<hostname>
防火墙端口用法

请确保已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之间的任意防火墙上打开以下端口：
■

13724 (vnetd)

■

13720 (bprd)

■

1556 (PBX)

■

7578（使用 TCP 协议时，专用于 5220）

有关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Appliance 的防火墙端口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的以下 Technote。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7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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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描述

介质服务器角色配
置

为介质服务器角色配置新设备之前，必须首先在计划与新设备一起使用
的主服务器上更新配置。当主服务器是设备或传统的 NetBackup 主服
务器时，必须将此介质服务器的名称添加到“附加服务器”列表中。
在介质服务器的初始配置期间，如果在配置介质服务器设备之前将介质
服务器名称添加到主服务器中，则可以提供以下好处：
■

■

提供合适的网络通信以允许介质服务器成为 NetBackup 域的一部
分。
允许介质服务器创建存储服务器和磁盘池条目。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设备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磁盘存储选件许可
证

您的设备随附了在特定时间段后失效的 NFR 许可证密钥。该设备不会
提供有关此许可证密钥将要失效的警告消息。因此，Symantec 建议您
在安装并配置设备后将此密钥更改为永久密钥。有关如何查看和更改许
可证密钥的信息和说明，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管
理指南》。

注意：必须将这些密钥失效之前将其替换为永久密钥。
NetBackup 版本兼 NetBackup Appliance 2.6 版包括 NetBackup 版本 7.6。
容性
如果计划将此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器，请针对关联的主服务器使用以下
准则：
■

■

设备主服务器
计划与此设备介质服务器结合使用的设备主服务器必须使用设备软
件版本 2.6 或更高版本。如果设备主服务器当前使用设备软件版本
2.5.x 或更低版本，则必须先将其升级到版本 2.6，然后再配置此设
备。
传统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要将设备介质服务器与传统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结合使用，主服
务器必须使用 NetBackup 版本 7.6 或更高版本。如果 NetBackup
主服务器当前使用 NetBackup 版本 7.5.x 或更低版本，则必须先将
其升级到版本 7.6，再配置此设备。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 NetBackup 52xx 设备角色”。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设备系统配置顺序”。

关于设备系统配置顺序
如果系统包含多个设备或一个存储扩展单元，则必须按照特定的顺序完成配置。
下面基于系统组件介绍了正确的设备配置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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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设备配置顺序

系统

配置顺序

单个设备系统（独立）

将设备配置为主服务器。

多个设备系统（主服务器和介 ■
质服务器）
■

包括存储扩展单元的系统

将第一个设备配置为主服务器。
将剩余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器以与设备主服务器结合使
用。

配置所有设备后，将存储扩展单元添加到在其上进行物理连
接的服务器。

关于 NetBackup 52xx 设备角色
首次配置某个设备时，必须为其选择角色。该角色是指服务器类型，如下所示：
表 3-3

设备角色和模式描述

角色

描述

主

选择此角色可将设备配置为主服务器。

介质

选择此角色可将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器。
还必须确定计划与此设备结合使用的主服务器。该主服务器
可以是传统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也可以是 NetBackup
Appliance 主服务器。
传统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必须已安装 NetBackup 版本 7.6
或更高版本。NetBackup Appliance 主服务器必须已安装设
备软件版本 2.6 或更高版本。
选择介质服务器角色时，还必须为以下磁盘卷定义存储名称：
■

重复数据删除卷

■

AdvancedDisk 卷

请参见第 7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初始配置页面”。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 Symantec NetBackup 52xx 设备初始配置检查清单”。

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NetBackup 设备受双协议栈 IPv4-IPv6 网络支持，并可以与 IPv6 客户端就备份和
还原进行通信。 可以将 IPv6 地址分配到设备，配置 DNS，以及将路由配置为包括
基于 IPv6 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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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或者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都
可以用于输入 IPv4 和 IPv6 地址信息。
查看以下 IPv6 地址的注意事项：
■

NetBackup 设备不支持纯 IPv6 网络。 必须为该设备配置 IPv4 地址，否则初始
配置（需要 hostname set 命令）不会成功。 要使此命令运行，至少需要一个
IPv4 地址。
例如，假设您要将特定主机的 hostname 设置为 v46。 要执行该操作，首先确保
特定主机至少具有一个 IPv4 地址，然后运行以下命令：
Main_Menu > Network > Hostname set v46

■

只可以使用全局地址，而不是具有链接本地范围或节点本地范围的地址。 SUSE
将全局范围的地址和唯一的本地地址都视为全局地址。
全局范围 IP 地址是指全局范围内可路由的地址。 SUSE 将唯一的本地地址视为
全局地址。

■

无法在同一命令中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 地址。 例如，无法使用 Configure
9ffe::9 255.255.255.0 1.1.1.1。 应该使用 Configure 9ffe::46 64
9ffe::49 eth1。

■

不支持在 IPv6 地址中嵌入 IPv4 地址。 例如，无法使用 9ffe::10.23.1.5 等地址。

■

如果 IPv6 地址和设备介质服务器的主机名可用，则可以将设备介质服务器添加
到主服务器。
例如，要将设备介质服务器添加到主服务器，请输入设备介质服务器的 IPv6 地
址，如下所示：
示例：
Main > Network > Hosts add 9ffe::45 v45 v45
Main > Appliance > Add v45 <password>

无需提供设备介质服务器的 IPv4 地址。
■

支持纯 IPv6 客户端的方式与在 NetBackup 中相同。

■

只能为一个网络接口卡 (NIC) 或结合输入一个 IPv4 地址。 但可以为一个 NIC
或结合输入多个 IPv6 地址。

■

设备上的 IPv4 网络支持网络文件系统 (NFS) 或通用 Internet 文件系统 (CIFS)
协议。 IPv6 网络不支持 NFS 或 CIFS。

■

现在，NetBackup 客户端可以与 IPv6 上的介质服务器设备进行通信。

■

Main_Menu > Network > Hosts 命令支持将多个 IPv6 地址分配到具有网络接

口卡 (NIC) 的相同主机名。 但是，仅一个 IPv4 地址可以使用此命令分配到具有
一个 NIC 的特定主机名。
■

无需指定网关地址就可以添加网络接口的 IPv6 地址。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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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初始配
置页面
NetBackup Appliance 可让您通过包含一系列页面（可在其中输入相应信息）的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执行初始配置。
欢迎
图 3-1 显示了登录到未经配置的设备后所显示的首个页面。此页面提供了初始配置
任务的摘要。
图 3-1

“欢迎”页面

注意：Symantec 建议先单击“下载检查清单”链接并使用它记录所有必要信息，
然后开始进行配置。
网络配置
图 3-2 显示了用于输入公司网络信息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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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网络配置”页面

主机配置
图 3-3 显示了用于输入此设备服务器的主机标识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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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主机配置”页面

密码更改
图 3-4 显示了用于更改此设备服务器的密码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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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密码更改”页面

日期和时间
图 3-5 显示了用于设置此设备服务器的日期、时间和时区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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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日期和时间”页面

警报和自动通报
图 3-6 显示了用于配置系统警报和自动通报功能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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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警报和自动通报”页面

注册
图 3-7 显示了用于识别此设备服务器的物理位置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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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注册”页面

设备角色配置 (主)
图 3-8 显示了用于为此设备服务器选择“主”角色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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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设备角色配置”页面（主）

设备角色配置 (介质)
图 3-9 显示了用于为此设备服务器选择“介质”角色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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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设备角色配置”页面（介质）

存储配置 (AdvancedDisk)
图 3-10 显示了用于为 AdvancedDisk 分区分配存储空间并为存储单元和磁盘池命名
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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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存储配置”页面 (AdvancedDisk)

存储配置 (重复数据删除磁盘/MSDP)
图 3-11 显示了用于为 MSDP（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分区分配存储空间并
为存储单元和磁盘池命名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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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存储配置”页面（重复数据删除磁盘/MSDP）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 Symantec NetBackup 52xx 设备初始配置检查清单”。
请参见第 84 页的“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执行 NetBackup 52xx 设
备的初始配置 ”。
请参见第 97 页的“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在 52xx 主服务器设备上
执行初始配置”。
请参见第 105 页的“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在 52xx 介质服务器设备
上执行初始配置”。

关于 Symantec NetBackup 52xx 设备初始配置检查清单
我们提供了初始配置检查清单以帮助您规划设备的初始配置和日后的任何重新配
置。
该检查清单包含一系列表，介绍了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显示的每
个初始配置页面的数据条目字段。
对于新设备，在配置设备前请先使用该检查清单记录初始配置设置。如果设备曾恢
复出厂设置或重映像，则必须重新配置该设备。检查清单中记录的设置可以节省宝
贵的时间，帮助设备快速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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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检查清单可在以下位置找到：
■

《Symantec NetBackup 52xx 设备硬件安装和初始配置指南》
每个新的 52xx 设备都随附有此文档。有关检查清单，请参见“附录 A”。

■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首次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登录到设备时，将在“欢迎”页
面上显示“下载检查清单”链接。单击该链接可打开检查清单文件。也可以通
过单击任何页面上的联机帮助 (?) 图标并搜索 checklist 来访问检查清单。

■

Symantec NetBackup 在线文档
可下载 PDF 版本的检查清单并保存到您选择的位置。您也可以使用 PDF 文件
输入设置，以便您保存或打印完成的检查清单。
要访问此检查清单的最新版本，请参见以下链接：
www.symantec.com/docs/DOC6675

请参见第 7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初始配置页面”。
请参见第 84 页的“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执行 NetBackup 52xx 设
备的初始配置 ”。
请参见第 97 页的“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在 52xx 主服务器设备上
执行初始配置”。
请参见第 105 页的“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在 52xx 介质服务器设备
上执行初始配置”。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执行
NetBackup 52xx 设备的初始配置
安装、连接并打开所有的设备系统组件后，便可以配置服务器。
如果打算将此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器，必须先在主服务器上完成以下任务，然后再
开始执行初始配置。以下链接提供了有关如何完成必需任务的具体说明：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设备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

确保主服务器与此介质服务器的软件版本互相兼容。

■

将此介质服务器的名称添加到要与其结合使用的主服务器。

■

如果主服务器与此介质服务器之间存在防火墙，请按照上述链接中所述打开相
应的端口。

■

确保此介质服务器的日期和时间与主服务器上的日期和时间相符。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配置新设备或重映像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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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在初始配置之前或紧接初始配置之后，必须更改您设备的默认维护密码
(P@ssw0rd)。必须将此密码提供给技术支持，以便在将来获取故障排除协助。您必
须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使用以下命令之一更改维护密码：Main >
Settings > Password maintenance 或 Main > Support > Maintenance >
passwd。有关完整信息，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
南》。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执行 NetBackup 52xx 设备的初始配置

1

在连接到 NIC1 设备端口的便携式计算机上，导航到“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
在“常规”选项卡上，选择“Internet 协议(TCP/IP)”，确保其突出显示，然
后单击“属性”。

在“备用配置”选项卡上，执行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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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单击“用户配置”。

■

在“IP 地址”中，输入 192.168.229.nnn，其中 nnn 为 2 和 254 之间的任
意数字，但 233 除外。

■

在“子网掩码”中，输入 255.255.255.0。

■

单击“确定”。

在已连接到设备的便携式计算机上，打开 Web 浏览器以访问以下 URL：
http://192.168.229.233
请确保确认安全例外以继续操作。

3

4

登录到设备，如下所示：
■

对于“用户名”，请输入 admin。

■

对于“密码”，请输入 P@ssw0rd。

在“欢迎使用设备设置”页面上，查看执行初始配置需要的信息摘要。
■

下载配置检查清单
为帮助您进行初始配置，请单击此链接，打开一个可以在其中记录所有配
置设置的文件。 Symantec 建议您打印此文件并填写相应信息，以供您执行
配置时使用。 然后将其存储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供将来参考。

■

设置设备
填写配置检查清单后，单击此项目开始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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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设备硬件检查清单”页面上，确认该设备检测到正确数量的已连接硬件设
备。
如果有任何已连接设备未显示，请单击“重新扫描”。
当检测到并显示所有已连接设备时，单击“下一步”开始初始配置。
如果仍有连接的设备未显示，请检查以下各项：
■

验证是否所有电缆均已连接并固定好。

■

验证是否所有单元均已打开并完全启动。

■

验证是否已检查硬件检查列表上的所有项。

■

验证以上各项之后，请单击“重新扫描”。
当显示所有已连接设备时，单击“下一步”开始初始配置。

注意：如果验证以上各项并重新扫描后仍无法显示所有设备，请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

6

“网络配置”页面包含以下具有必要数据条目字段的表，可用于配置网络连
接：
■

网络配置

■

路由配置

输入适当的“网络配置”信息，如下所示：
警告：NetBackup Appliance 不支持配置属于同一子网的两个 IP 地址。设备在
Linux 操作系统上运行，并且此类型的网络是当前的一项限制。您所创建的每
个结合必须使用属于不同子网的 IP 地址。

注意：如果设备主机名解析为某个 IP 地址，则无法移除该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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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配置”数据条目字段
■

■

■

■

网络接口
单击此下拉框并选择要用于网络连接的以太网 NIC 端口。
IP 地址
输入此设备服务器的 IP 地址。
子网掩码
输入用于识别此设备服务器 IP 地址的网络地址。
结合模式
单击此下拉框并选择要用于您想结合的 NIC 端口的结合模式。
通过结合，您可以将多个网络接口合并（聚合）成一个逻辑“结合”接口。结合接
口的行为取决于模式。 默认结合模式为 balance-alb。
下拉列表中提供了以下结合模式：
■ balance-rr
■

active-backup

■

balance-xor

■

broadcast

■

802.3ad

■

balance-tlb

■

balance-alb

在交换机或路由器中，某些结合模式需要其他配置。 当您选择结合模式时，您应该
格外小心。
有关结合模式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文档：
http://www.kernel.org/doc/Documentation/networking/bonding.txt
在所有字段中输入相应数据后，必须单击 + 以添加并立即探测所选网络接口。要配

■

置结合，您必须从“结合模式”下拉框中选择多个接口。对于 IPv6 地址，输入 64
作为子网掩码。
在所有字段中输入相应数据后，单击 + 保存并添加网络配置设置。

输入适当的“路由配置”信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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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配置”数据条目字段
■

■

目标 IP
输入目标网络的网络 IP 地址。此地址可以是 IPv4 或 IPv6。 仅允许使用全局范围
IPv6 地址和唯一本地 IPv6 地址。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目标子网掩码
输入与“目标 IP”地址对应的子网值。

■

■

■

7

对于初始配置，此字段包含一个无法更改的默认值。在配置其他路由时，必须输入
适当的值。
网关
输入用作其他网络的入口的网络点地址。此地址可以是 IPv4 或 IPv6。 仅允许使用
全局范围 IPv6 地址和唯一本地 IPv6 地址。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网络接口
单击此下拉框并选择要用于网络连接的以太网 NIC 端口。
在所有字段中输入相应数据后，请单击 + 保存并添加路由配置设置。

在“主机配置”页面上，按如下所示输入设备主机名和相关的主机解析信息：
主机名

输入此设备的完全限定域名 (FQDN)。

对于 DNS 系统：

输入以下“域名系统”信息：
■

■

■

域名后缀
输入 DNS 服务器的后缀名。
DNS IP 地址
输入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然后单击 + 图标添加此地址。必
要时，可重复上述过程来添加所需数量的地址。
此地址可以是 IPv4 或 IPv6。 对于 IPv6 地址，仅允许全局范
围地址或唯一的本地地址。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要删除某个地址，请从数据条目字段下方显示的列表中选择该
地址并单击 x 图标。
搜索域
输入搜索域名，然后单击 + 图标添加该名称。必要时，可重复
上述过程来添加所需数量的搜索域。
要删除某个搜索域，请从数据条目字段下方显示的列表中选择
该搜索域并单击 x 图标。

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之后，请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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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使用 DNS
的系统：

输入以下“主机名解析”信息：
■

要手动编辑主机文件，请单击此处
如果愿意，也可以将 IP 地址、完全限定的主机名和短主机名直
接添加到 /etc/hosts 文件中。 单击“此处”打开并编辑
/etc/hosts file 文件。
要输入两个或多个短主机名，请在每个名称之间添加一个逗号
（不含空格）。
否则，请在数据条目字段中输入此信息，如下所示：
■ IP
输入设备的 IP 地址。
此地址可以是 IPv4 或 IPv6。 对于 IPv6 地址，仅允许全局
范围地址或唯一的本地地址。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 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输入设备的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FQHN)。
■ 短主机名
输入设备的短名称。
要输入两个或多个名称，请在每个名称之间添加一个逗号
（不含空格）。
填充所有字段之后，请单击 + 图标。 此时将在字段下方显示添
加的条目。

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之后，请单击“下一步”。

8

在“密码更改”页面上，按如下所示输入一个新密码来替换默认密码：
注意：要继续执行此设备的初始配置，则无需更改默认密码。 但是，为了提高
环境安全性，Symantec 建议您定期更改管理员密码。 确保将当前密码记录在
安全的位置。
旧管理员密码

输入出厂默认密码 (P@ssw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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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员密码

输入新密码。
密码必须包含至少 7 个字符。 仅包含 7 个字符的密码必
须满足以下所有要求，更长的密码必须满足至少 3 个要
求：
■

一个大写字母

■

一个小写字母

■

一个数字 (0 - 9)

■

一个特殊字符 (!@#$%^&*()[]{})

密码可以以大写字母开头，或以数字结尾。 但是，当字
符位于这些位置时，密码会被认为不满足最低要求。
确认新密码

重新输入新密码进行确认。

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之后，请单击“下一步”。

9

在“日期和时间”页面上，为此设备输入合适的日期和时间。
您可以手动输入信息，也可以使用网络时间协议 (NTP) 服务器同步此网络上的
设备日期和时间。
时区

要为设备分配时区，请单击“时区”下拉框并选择相应的时区。

指定日期和时间

要手动输入日期和时间，请选择此选项并输入以下信息：
■

■

NTP

在第一个字段中，使用 mm/dd/yyyy 格式输入日期。或者，
单击日历图标并选择相应的年、月和日。
在第二个字段中，使用 hh:mm:ss 格式输入时间。 输入值必
须使用 24 小时格式 (00:00:00 - 23:59:59)。

要将设备与网络时间协议 (NTP) 服务器同步，请选择此选项并输
入 NTP 服务器 IP 地址。

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之后，请单击“下一步”。

10 在“警报和自动通报”页面上，为此设备输入相应信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
Symantec 自动通报服务器发送警报或上载状态报告。
对于警报，输入适当的“警报配置”信息，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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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配置”数据条目字段
要配置设备上载警报，请输入以下信息：
■

■

■

■

■

■

■

■

通知间隔 (以分钟为单位)
输入设备将警报上载到 Symantec 自动通报服务器的间隔。 输入的值的增量必须为
15 分钟。
启用 SNMP 警报
单击此复选框并输入以下 SNMP 信息：
■ SNMP 服务器
输入 SNMP 服务器主机名或其 IP 地址来定义此计算机。
IP 地址可以是 IPv4 或 IPv6。 对于 IPv6，仅允许全局范围地址和唯一的本地地
址。
■ SNMP 端口
输入 SNMP 服务器的端口号以允许与此设备进行通信。
■ SNMP 团体
输入警报或陷阱发送到的团体的名称。
例如，可输入与用于 SNMP 服务器的信息相同的信息。 还可以输入公司名称或
其他名称，如 admin_group、public 或 private。 如果不输入任何内容，则默认
值为 Public。
■ 查看 SNMP MIB 文件
要设置设备 SNMP 管理器以接收与硬件监视相关的陷阱，请单击此链接查看
MIB 文件的内容。 然后，将此文件复制到其他位置并使用此内容更新 SNMP 管
理器。
设备仅接受 SNMPv2c 格式的陷阱。
SMTP 服务器
输入 SMTP 服务器主机名或其 IP 地址来定义此计算机。
软件管理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输入您的软件管理员的电子邮件地址，以便其可以接收通知。
硬件管理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输入您的硬件管理员的电子邮件地址，以便其可以接收通知。
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
输入设备的电子邮件地址，以便收件人可以确定报告来源。
SMTP 帐户
输入 SMTP 服务器的帐户名称。
密码
为提高安全性，请输入 SMTP 服务器的密码。

您可以将此服务器配置为向代理服务器或 Symantec 自动通报服务器发送电子
邮件报告。
以下内容介绍了支持的代理服务器：
■

Squid

■

Apache

92

初始配置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执行 NetBackup 52xx 设备的初始配置

■

TMG

注意：还支持代理配置中的 NTLM 身份验证。
对于自动通报，输入适当的“自动通报配置”信息，如下所示：
“自动通报配置”数据条目字段
要配置设备向代理服务器或 Symantec 自动通报服务器发送电子邮件报告，请输入以下
信息：
■

■

■

启用自动通报
单击此复选框，使设备向 Symantec 自动通报服务器发送电子邮件报告。
启用代理服务器
单击此复选框，以使用代理服务器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并提供后续的代理信息。
启用代理隧道
要启用代理隧道，请单击此复选框并提供以下代理信息：
■ 代理服务器
输入服务器的 IP 地址。
IP 地址可以是 IPv4 或 IPv6。 对于 IPv6，仅允许全局范围地址和唯一的本地地
址。
■ 代理端口
输入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以允许与此设备进行通信。
■ 代理用户名
输入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
■ 代理密码
输入代理服务器的密码。
■ 测试自动通报
输入所有必要信息后，Symantec 会建议您单击“测试自动通报”验证与
Symantec 服务器的通信。
如果测试失败，请检查您是否正确地输入了所有名称、IP 地址和端口号。 如果
测试再次失败，请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

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之后，请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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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注册”页面上，输入以下信息，通过 Internet 向 Symantec 注册该设备。
注意：NetBackup Appliance 注册有助于确保您收到产品更新以及有关设备的
其他重要信息的提示。
设备名称

输入服务器的网络名称。

公司名称

输入您的公司名称。

街道

输入此服务器所在的街道名称（实际位置）。

城市

输入此服务器所在的城市。

省/市/自治区

输入此服务器所在的省/市/自治区。

邮政编码

输入此服务器所在地区的邮政编码。

国家/地区

输入此服务器所在的国家/地区。

联系人姓名

输入主要联系人的姓名，如您备份环境的网络或备份管
理员。

联系人电话号码

输入联系人的主要电话号码。 此号码应为可随时联系到
联系人的电话号码。

联系人电子邮件

在先前标识的“联系人姓名”中输入企业电子邮件地
址。

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之后，请单击“下一步”。

12 配置此设备服务器的角色，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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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或数据条目字段

描述

设备角色

■

主
选择此角色时，不需要执行其他操作。单击“下一
步”继续。

■

介质
如果您选择此角色，请先在要与此介质服务器结合
使用的主服务器上执行或验证以下配置，然后再继
续配置。以下链接提供了有关如何完成必需任务的
具体说明：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设备介质服
务器进行通信”。
■ 确保主服务器与此介质服务器的软件版本互相兼
容。
■ 将此介质服务器的名称添加到要与其结合使用的
主服务器。
■ 打开主服务器上的以下端口，以允许其与此介质
服务器进行通信：
vnetd：13724
bprd：13720
PBX：1556
■

主服务器名

如果主服务器为设备主服务器，而且使用 TCP，
请打开以下端口：
80、5900 和 7578。
确保此介质服务器的日期和时间与主服务器的日
期和时间匹配。

如果您选择了“介质服务器”角色，请标识必须与此介
质服务器通信的主服务器的名称，如下所示：
■

对于仅有一个名称和 IP 地址的主服务器：
输入主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然后单击“添
加”。

■

对于已建立群集的主服务器或具有多个名称和 IP 地
址的主服务器：
在字段中输入每个主机名或 IP 地址（一次输入一
个），然后单击“添加”。

注意：如果主服务器已建立群集，则第一个输入值
必须为群集的虚拟主机名。

13 在“存储配置”页面上，为计划使用的存储单元和磁盘池创建名称，并配置磁
盘分区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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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单独配置 AdvancedDisk、重复数据删除 (MSDP) 的存储分区，或同时
配置两者的存储分区。
AdvancedDisk

输入以下信息：
■

存储单元名称
输入要用于识别此存储单元的名称。 此名称可包含
任何字母、数字或特殊字符。 此名称最多可包含 256
个字符。

注意：此名称不应以减号 (-) 字符开头，也不应在名
称中的任何位置使用空格。
■

磁盘池名称
输入要用于识别此磁盘池的名称。 此名称可包含任
何字母、数字或特殊字符。 此名称最多可包含 256
个字符。

注意：此名称不应以减号 (-) 字符开头，也不应在名
称中的任何位置使用空格。
■

大小
通过在“大小”字段中输入精确数字来设置此分区
的大小，或单击灰色滑杆上的滑块并将其拖动到所
需大小。大小必须以 0.5 或 1 GB 为增量进行设置。

重复数据删除磁盘

输入以下信息：
■

存储单元名称
输入要用于识别此存储单元的名称。 此名称可包含
任何字母、数字或特殊字符。 此名称最多可包含 256
个字符。

注意：此名称不应以减号 (-) 字符开头，也不应在名
称中的任何位置使用空格。
■

磁盘池名称
输入要用于识别此磁盘池的名称。 此名称可包含任
何字母、数字或特殊字符。 此名称最多可包含 256
个字符。

注意：此名称不应以减号 (-) 字符开头，也不应在名
称中的任何位置使用空格。
■

大小
通过在“大小”字段中输入精确数字或单击灰色滑
杆上的滑块并将其拖动到所需大小，可以设置此分
区的大小。
以 1 GB 为增量设置此分区的大小。

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之后，请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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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配置进度”页面上，在设备应用配置页的所有数据输入时，您可以监视设
备的进度。
完成配置所需的时间会各有不同，具体取决于环境的复杂程度。

15 在“配置摘要”页面上，查看配置的结果。检查结果以确保配置成功完成。
此页面也会标识可能已发生的任何错误。 如果结果中显示错误，则您可能需要
再次执行初始配置。

16 配置成功完成后，等待大约 10 分钟 NetBackup 服务才能启动。 之后，您必须
使用完全限定的主机名重新连接并登录到该设备。

17 所有设备均已配置且可运行后，您便可以在希望备份的计算机上安装客户端软
件。
请参见第 113 页的“从软件包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请参见第 115 页的“通过 CIFS 和 NFS 共享在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软件”。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在 52xx 主服
务器设备上执行初始配置
安装、连接并打开所有的设备系统组件后，便可以配置服务器。
如果打算将此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器，必须先在主服务器上完成以下任务，然后再
开始执行初始配置。以下链接提供了有关如何完成必需任务的具体说明：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设备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

确保主服务器与此介质服务器的软件版本互相兼容。

■

将此介质服务器的名称添加到要与其结合使用的主服务器。

■

如果主服务器与此介质服务器之间存在防火墙，请按照上述链接中所述打开相
应的端口。

■

确保此介质服务器的日期和时间与主服务器上的日期和时间相符。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配置新的 52xx 主服务
器设备。
警告：NetBackup Appliance 不支持配置属于同一子网的两个 IP 地址。设备在 Linux
操作系统上运行，并且此类型的网络是当前的一项限制。您所创建的每个结合必须
使用属于不同子网的 IP 地址。

注意：如果设备主机名解析为某个 IP 地址，则无法移除该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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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在初始配置之前或紧接初始配置之后，必须更改您设备的默认维护密码
(P@ssw0rd)。必须将此密码提供给技术支持，以便在将来获取故障排除协助。您必
须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使用以下命令之一更改维护密码：Main >
Settings > Password maintenance 或 Main > Support > Maintenance >
passwd。有关完整信息，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
南》。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在 52xx 主服务器设备上执行初始配置

1

在连接到 NIC1 设备端口的便携式计算机上，导航到“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
在“常规”选项卡上，选择“Internet 协议(TCP/IP)”，确保其突出显示，然
后单击“属性”。

在“备用配置”选项卡上，执行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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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单击“用户配置”。

■

在“IP 地址”中，输入 192.168.229.nnn，其中 nnn 为 2 和 254 之间的任
意数字，但 233 除外。

■

在“子网掩码”中，输入 255.255.255.0。

■

单击“确定”。

在连接到设备的便携式计算机上，打开连接至 192.168.229.233 的 SSH 会话，
然后登录到设备。
登录名为 admin，默认密码为 P@ssw0rd。
登录后，shell 菜单中会出现欢迎消息，而且 Main_Menu 视图中会出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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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输入以下命令来配置希望设备连接到的单
个网络的 IP 地址。
Configure IPAddressNetmaskGatewayIPAddress [InterfaceNames]

其中，IPAddress 是新 IP 地址，Netmask 是网络掩码，而 GatewayIPAddress
是该接口的默认网关。 [InterfaceNames] 选项为可选选项。
IP Address 或 Gateway IP Address 可以为 IPv4 或 IPv6 地址。 仅允许使用全
局范围 IPv6 地址和唯一本地 IPv6 地址。
请记住，您不应在同一个命令中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 地址。 例如，无法使用
Configure 9ffe::9 255.255.255.0 1.1.1.1.。 您应使用 Configure
9ffe::46 64 9ffe::49 eth1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如果要配置多个网络，则必须先配置要添加的每个网络的 IP 地址， 然后配置
所添加的每个网络的网关地址。 必须确保先添加默认网关地址。 使用以下两
个命令：
配置每个网络的 IP 地址

根据是为网络接口配置 IPv4 地址还是配置 IPv6 地址，
使用以下命令之一：
配置网络接口的 IPv4 地址：
IPv4 IPAddressNetmask [InterfaceName]
其中，IPAddress 是新的 IP 地址，Netmask 是网络掩
码，而 [InterfaceName] 是可选的。 对要添加的每
个 IP 地址重复此命令。
配置网络接口的 IPv6 地址：
IPv6 <IP Address> <Prefix> [InterfaceNames]
其中，IPAddress 是 IPv6 地址，Prefix 是前缀长度，而
[InterfaceName] 是可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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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所添加的每个网络的网关 Gateway Add GatewayIPAddress
地址
[TargetNetworkIPAddress] [Netmask]
[InterfaceName]
其中，GatewayIPAddress 是接口的网关，
TargetNetworkIPAddress、Netmask 和
InterfaceName 是可选的。 重复此命令将网关添加到
所有目标网络。
Gateway IP Address 或 TargetNetworkIPAddress 可以
为 IPv4 或 IPv6 地址。
请记住，您不应在同一个命令中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
地址。 例如，您不能使用 Gateway Add 9ffe::3
255.255.255.0 eth1。 而应该使用 Gateway Add
9ffe::3 6ffe:: 64 eth1。

4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设置设备 DNS 域名。
注意：如果不使用 DNS，则可以转至步骤 7。
DNS Domain Name

其中，Name 是该设备的新域名。

5

在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将 DNS 名称服务器添加到
您的设备配置。
DNS Add NameServer IPAddress

其中，IPAddress 是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此地址可以是 IPv4 或 IPv6。 仅允许使用全局范围 IPv6 地址和唯一本地 IPv6
地址。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要添加多个 IP 地址，请使用逗号分隔每个地址，不要使用空格。

6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将 DNS 搜索域添加到您的
设备配置，这样设备可以解析不同域的主机名：
DNS Add SearchDomain SearchDomain

其中，SearchDomain 是要添加以进行搜索的目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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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步骤为可选步骤。 此步骤可让您在设备主机文件中添加其他主机的 IP 地址。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将主机条目添加到您设备上
的主机文件中。
Hosts Add IPAddressFQHNShortName

其中，IPAddress 是 IPv4 或 IPv6 地址，FQHN 是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ShortName 是短主机名。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8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设置您设备的主机名。
Hostname Set Name

其中，Name 是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通过此步骤，NetBackup 得到重新配置，可以新主机名使用。 完成此过程可能
需要一些时间。
要运行 Hostname set 命令，至少需要一个 IPv4 地址。 例如，您可能要将特
定主机的主机名设置为 v46。 要执行此操作，请首先确保特定主机至少有一个
IPv4 地址，然后运行以下命令。
Main_Menu > Network > Hostname set v46

9

从 Main_Menu > Settings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输入 SMTP 服务器名称和设
备故障警报的电子邮件地址。
输入 SMTP 服务器名称

Email SMTP Add smtp [acct] [pass]
其中，smtp 是目标 SMTP 服务器的主机名，acct 是用
于对 SMTP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帐户名，pass 是用
于对 SMTP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密码。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Email Software Add eaddr
其中，eaddr 是您要从设备接收故障警报的电子邮件地
址。
要输入多个地址，请用分号将每个地址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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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设备的角色设置为主服务器。
从 Main_Menu > Appliance 视图中运行以下命令：
Master

11 所有设备均已配置且可运行后，您便可以在希望备份的计算机上安装客户端软
件。
请参见第 113 页的“从软件包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请参见第 115 页的“通过 CIFS 和 NFS 共享在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软件”。

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设备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在为新设备配置“介质”服务器角色之前，必须首先在计划与新设备一起使用的主
服务器上更新配置。这些更改允许在主服务器和新介质服务器之间进行适当的通
信。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新的设备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新的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1

2

在为新设备配置介质服务器角色之前，请验证软件版本是否与主服务器兼容，
如下所示：
■

如果主服务器为 NetBackup 设备：
设备主服务器必须使用设备软件版本 2.6 或更高版本。

■

如果主服务器是传统（非设备）NetBackup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必须使用 NetBackup 版本 7.6 或更高版本，新介质服务器必须使
用设备软件版本 2.6 或更高版本。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主服务器，然后将新介质服务器的名称添加到主服务器
中，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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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设备主服务器：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管理”>“附加服务器”>“添加”。

■

在“设备主机名”字段中，输入要添加的设备介质
服务器的完全限定主机名 (FQHN)。

■

单击“添加”。
如果设备具有多个主机名，则必须添加所有的主机
名。

从设备 shell 菜单运行以下命令：
■

从 Main_Menu >“设备”视图中运行以下命令：
Settings > NetBackup AdditionalServers
Add media-server
其中 media-server 是尚未配置的设备介质服务器的
完全限定主机名 (FQHN)。
如果设备具有多个主机名，则必须添加所有的主机
名。

对于传统 NetBackup 主服务
器：

■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

在主控制台窗口的左窗格中，单击“NetBackup 管
理”>“主机属性”>“主服务器”。

■

在右窗格中，单击主服务器的主机名。

■

在“主机属性”窗口的左窗格中，单击“服务器”。

■

在右窗格的“附加服务器”部分中，单击“添加”
并输入设备主机名。设备主机名应出现在“附加服
务器”部分的顶部。
如果设备具有多个主机名，则必须添加所有的主机
名。

■

3

单击“确定”，然后关闭“主服务器属性”窗口。

如果主服务器与介质服务器之间存在防火墙，则在主服务器上打开下列端口以
允许与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注意：您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才能更改端口设置。
■

vnetd：13724

■

bprd：13720

■

PBX：1556

■

如果主服务器是使用 TCP 的 NetBackup 设备，则打开以下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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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5900 和 7578。

4

确保介质服务器的日期和时间与主服务器的日期和时间相匹配。您可以使用
NTP 服务器或手动设置时间。

请参见第 84 页的“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执行 NetBackup 52xx 设
备的初始配置 ”。
请参见第 105 页的“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在 52xx 介质服务器设备
上执行初始配置”。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在 52xx 介质
服务器设备上执行初始配置
安装、连接并打开所有的设备系统组件后，便可以配置服务器。
如果打算将此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器，必须先在主服务器上完成以下任务，然后再
开始执行初始配置。以下链接提供了有关如何完成必需任务的具体说明：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设备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

确保主服务器与此介质服务器的软件版本互相兼容。

■

将此介质服务器的名称添加到要与其结合使用的主服务器。

■

如果主服务器与此介质服务器之间存在防火墙，请按照上述链接中所述打开相
应的端口。

■

确保此介质服务器的日期和时间与主服务器上的日期和时间相符。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配置新的 52xx 介质服
务器设备。
警告：NetBackup Appliance 不支持配置属于同一子网的两个 IP 地址。设备在 Linux
操作系统上运行，并且此类型的网络是当前的一项限制。创建的每个结合必须使用
属于不同子网的 IP 地址。

注意：如果设备主机名解析为某个 IP 地址，则无法移除该 IP 地址。

小心：在初始配置之前或紧接初始配置之后，必须更改您设备的默认维护密码
(P@ssw0rd)。必须将此密码提供给技术支持，以便在将来获取故障排除协助。您必
须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使用以下命令之一更改维护密码：Main >
Settings > Password maintenance 或 Main > Support > Maintenance >
passwd。有关完整信息，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
南》。

105

初始配置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在 52xx 介质服务器设备上执行初始配置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在 52xx 介质服务器设备上执行初始配置

1

在连接到 NIC1 设备端口的便携式计算机上，导航到“本地连接属性”对话框。
在“常规”选项卡上，选择“Internet 协议(TCP/IP)”，确保其突出显示，然
后单击“属性”。

在“备用配置”选项卡上，执行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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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单击“用户配置”。

■

在“IP 地址”中，输入 192.168.229.nnn，其中 nnn 为 2 和 254 之间的任
意数字，但 233 除外。

■

在“子网掩码”中，输入 255.255.255.0。

■

单击“确定”。

在连接到设备的便携式计算机上，打开连接至 192.168.229.233 的 SSH 会话，
然后登录到设备。
登录名为 admin，默认密码为 P@ssw0rd。
登录后，shell 菜单中会出现欢迎消息，而且 Main_Menu 视图中会出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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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输入以下命令来配置希望设备连接到的单
个网络的 IP 地址。
Configure IPAddressNetmaskGatewayIPAddress [InterfaceNames]

其中，IPAddress 是新 IP 地址，Netmask 是网络掩码，而 GatewayIPAddress
是该接口的默认网关。 [InterfaceNames] 选项为可选选项。
IP Address 或 Gateway IP Address 可以为 IPv4 或 IPv6 地址。 仅允许使用全
局范围 IPv6 地址和唯一本地 IPv6 地址。
请记住，您不应在同一个命令中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 地址。 例如，无法使用
Configure 9ffe::9 255.255.255.0 1.1.1.1.。 您应使用 Configure
9ffe::46 64 9ffe::49 eth1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如果要配置多个网络，则必须先配置要添加的每个网络的 IP 地址， 然后配置
所添加的每个网络的网关地址。 必须确保先添加默认网关地址。 使用以下两
个命令：
配置每个网络的 IP 地址

根据是为网络接口配置 IPv4 地址还是配置 IPv6 地址，
使用以下命令之一：
配置网络接口的 IPv4 地址：
IPv4 IPAddressNetmask [InterfaceName]
其中，IPAddress 是新的 IP 地址，Netmask 是网络掩
码，而 [InterfaceName] 是可选的。 对要添加的每
个 IP 地址重复此命令。
配置网络接口的 IPv6 地址：
IPv6 <IP Address> <Prefix> [InterfaceNames]
其中，IPAddress 是 IPv6 地址，Prefix 是前缀长度，而
[InterfaceName] 是可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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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所添加的每个网络的网关 Gateway Add GatewayIPAddress
地址
[TargetNetworkIPAddress] [Netmask]
[InterfaceName]
其中，GatewayIPAddress 是接口的网关，
TargetNetworkIPAddress、Netmask 和
InterfaceName 是可选的。 重复此命令将网关添加到
所有目标网络。
Gateway IP Address 或 TargetNetworkIPAddress 可以
为 IPv4 或 IPv6 地址。
请记住，您不应在同一个命令中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
地址。 例如，您不能使用 Gateway Add 9ffe::3
255.255.255.0 eth1。 而应该使用 Gateway Add
9ffe::3 6ffe:: 64 eth1。

4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设置设备 DNS 域名。
注意：如果不使用 DNS，则可以转至步骤 7。
DNS Domain Name

其中，Name 是该设备的新域名。

5

在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将 DNS 名称服务器添加到
您的设备配置。
DNS Add NameServer IPAddress

其中，IPAddress 是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此地址可以是 IPv4 或 IPv6。 仅允许使用全局范围 IPv6 地址和唯一本地 IPv6
地址。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要添加多个 IP 地址，请使用逗号分隔每个地址，不要使用空格。

6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将 DNS 搜索域添加到您的
设备配置，这样设备可以解析不同域的主机名：
DNS Add SearchDomain SearchDomain

其中，SearchDomain 是要添加以进行搜索的目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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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此步骤为可选步骤。 此步骤可让您在设备主机文件中添加其他主机的 IP 地址。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将主机条目添加到您设备上
的主机文件中。
Hosts Add IPAddressFQHNShortName

其中，IPAddress 是 IPv4 或 IPv6 地址，FQHN 是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ShortName 是短主机名。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8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设置您设备的主机名。
Hostname Set Name

其中，Name 是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通过此步骤，NetBackup 得到重新配置，可以新主机名使用。 完成此过程可能
需要一些时间。
要运行 Hostname set 命令，至少需要一个 IPv4 地址。 例如，您可能要将特
定主机的主机名设置为 v46。 要执行此操作，请首先确保特定主机至少有一个
IPv4 地址，然后运行以下命令。
Main_Menu > Network > Hostname set v46

9

从 Main_Menu > Settings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输入 SMTP 服务器名称和设
备故障警报的电子邮件地址。
输入 SMTP 服务器名称

Email SMTP Add smtp [acct] [pass]
其中，smtp 是目标 SMTP 服务器的主机名，acct 是用
于对 SMTP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帐户名，pass 是用
于对 SMTP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密码。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Email Software Add eaddr
其中，eaddr 是您要从设备接收故障警报的电子邮件地
址。
要输入多个地址，请用分号将每个地址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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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设备的角色设置为介质服务器。
注意：将此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器前，必须将此设备的名称添加到必须与此设
备配合使用的主服务器。
从 Main_Menu > Appliance 视图中运行以下命令：
Media MasterServer

其中，MasterServer 为独立主服务器、多宿主主服务器或群集主服务器。以下
内容分别定义了这些情形：
独立主服务器

此情形将显示一个主服务器主机名。只要设备可以识别
网络上的主服务器，此名称便无需为完全限定的名称。
以下是该命令的用法示例。
Media MasterServerName

多宿主主服务器

在此情形中，主服务器有多个与之关联的主机名。您必
须使用逗号分隔各个主机名。以下是该命令的用法示
例。
Media MasterNet1Name,MasterNet2Name

群集主服务器

在此情形中，主服务器位于群集中。Symantec 建议先
列出群集名称，接着是群集中的主动节点，最后是被动
节点。此列表需要使用逗号分隔各个节点名称。以下是
该命令的用法示例。
Media
MasterClusterName,ActiveNodeName,PassiveNodeName

多宿主群集主服务器

在此情形中，主服务器位于群集中，而且有多个与之关
联的主机名。Symantec 建议先列出群集名称，接着是
群集中的主动节点，最后是被动节点。此列表需要使用
逗号分隔各个节点名称。以下是该命令的用法示例。
Media MasterClusterName,ActiveNodeName,
PassiveNodeName,MasterNet1Name,MasterNet2Name
为防止日后出现问题，执行设备角色配置时，Symantec
建议提供所有关联的主服务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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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选择介质服务器角色时，会显示设备的默认磁盘存储配置。以下示例说明了
设备上内置磁盘存储的默认信息的显示方式：
Available Storage = xGB
Current Storage Pool Configuration:
Deduplication Storage = xGB (100%), AdvancedDisk = 0GB (0%)

12 配置过程将询问您是否要将存储配置为 AdvancedDisk。
Do you want part of your storage configured as AdvancedDisk?
(yes/no): y

输入 y 配置 AdvancedDisk 卷。

13 然后将要求您输入 AdvancedDisk 卷的大小。
Enter Size of AdvancedDisk Volume (use a % sign if you want it as a
percent of the total, or input size is GBs): 50%

输入总存储的百分比，或输入一个值（以 GB 为单位）。

14 输入 y 确认您输入的大小。 如果您要更改该值，请输入 n。
15 如果 AdvancedDisk 卷大小大于 0，将提示您输入一个 AdvancedDisk 存储单
元名称。 此外，如果重复数据删除卷大小大于 0，将提示您输入一个重复数据
删除存储单元名称。 可以不必更改默认名称。
输入 AdvancedDisk 分区的名称。 例如，stu_adv_hostname。
输入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分区的名称。 例如，stu_disk_hostname
注意：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显示的存储单元和磁盘池的默认值如下：
■

对于 AdvancedDisk：
默认存储单元名称：stu_adv_<hostname>
默认磁盘池名称：dp_adv_<hostname>

■

对于 Deduplication：
默认存储单元名称：stu_disk_<hostname>
默认磁盘池名称：dp_disk_<ho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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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显示指明存储单元池已成功创建的确认消息。

16 所有设备均已配置且可运行后，您便可以在希望备份的计算机上安装客户端软
件。
请参见第 113 页的“从软件包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请参见第 115 页的“通过 CIFS 和 NFS 共享在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软件”。

关于配置最大传输单元大小
MTU 属性可控制以太网帧的最大传输单元大小。 以太网的标准最大传输单元大小
为 1500 字节（不含标头）。 在受支持的环境中，可将 MTU 属性设置为较大值（最
大 9000 字节）。 在接口上设置较大的帧大小通常称为使用极大帧。 因为数据是通
过网络发送的，所以极大帧有助于降低碎片化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极大帧还
可以提高吞吐量，减少 CPU 使用率。 要利用极大帧，以太网卡、驱动程序和开关
都必须支持极大帧。 此外，必须为极大帧配置每个用于将数据传输到设备的服务器
接口。
Symantec 建议，如果将某个接口的 MTU 属性配置为大于 1500 字节的值，请确保
所有已连接到特定接口上的设备的系统具有相同的最大传输单元大小。 此类系统包
括但不限于 NetBackup 客户端和远程桌面。 在配置 MTU 属性之前，还请验证所有
系统上的网络硬件、操作系统和驱动程序支持。
可以使用设备 shell 菜单中的 SetProperty 命令配置接口的 MTU 属性。
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设备命令参考指南》中的 SetProperty 命令。

从软件包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您可以在要备份的客户端上安装客户端软件和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软件。
NetBackup 设备用户界面的登录页面提供了一个可用来安装该软件的“软件”链
接。 下拉列表中显示了适合安装该软件的可用操作系统。
将代理软件安装到客户端

1

登录到要备份的客户端。

2

在登录页面的右窗格中，单击“软件”。 必须从下表显示的选项中进行选择：
■

全部

■

Windows

■

Linux

■

Sol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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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X

■

HP

■

BSD

■

Mac OS

注意：如果选择提取 Linux、UNIX、Solaris、AIX 或 BSD 映像，Symantec 建
议您使用 GNU tar 版本 1.16 或更高版本提取所有 .tar 软件包。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的以下 Technote。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54080

3

选择“全部”，或者从“操作系统”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操作系统。

4

右键单击“软件”下的相应文件下载代理软件。
浏览器会将软件文件写入到您指定的位置。
示例位置如下所示：
■

在 Windows 平台上，将软件下载到 C:\temp 或桌面。

■

在 Linux 或 UNIX 平台上，将软件下载到 /tmp。

要确定 Windows 系统上的硬件类型，请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并选择“属
性”。

5

解压缩软件包。

6

安装客户端软件
对于 Windows，单击 Windows 可执行文件 setup.exe
对于 UNIX 系统，运行 .install 脚本。

7

成功安装客户端软件后，应将设备主服务器名称添加到客户端。
■

在 Windows 系统上，可以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添加客户端上的
设备主服务器名称。 执行以下操作：
■

在客户端上加载 NetBackup 后，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开始”>“所有程序”> Symantec 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
原”

■

从“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选择“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
机和策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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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的“用于备份和还原
的服务器”字段中输入服务器名称并单击“编辑服务器列表”，然后单
击“确定”。

■

■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输入设备主服务器的完全限定的主机名，然后单击
“确定”。

■

关闭“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

重新启动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 打开 Windows 命令提示符。
- 输入 services.msc，然后按 Enter 键。

在 UNIX 系统上，将设备主服务器名称添加到客户端上的 bp.conf 文件，
如下所示：
■

在客户端上，导航至以下位置：
cd /usr/openv/netbackup

■

输入 ls 查看目录内容。

■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bp.conf 文件。

■

输入设备主服务器的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

保存您的更改并关闭文件。

请参见第 115 页的“通过 CIFS 和 NFS 共享在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
件”。

通过 CIFS 和 NFS 共享在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在完成所有设备配置之后，可以使用以下步骤在使用 NetBackup 设备的客户端上安
装 Windows 和 UNIX 客户端软件。 以下步骤将说明如何通过 CIFS 或 NFS 共享获
得软件包。
注意：如果现有要与设备主服务器结合使用的 NetBackup 客户端，它们的版本必须
都为 6.0 或更高版本。 对于这些客户端，只需要将设备主服务器名称添加到客户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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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NFS 共享在 UNIX 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1

在要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的 UNIX 客户端计算机上，以 root 用户身份
登录。

2

装入以下 NFS 共享：
<appliance_name>:/inst/client

3

4

浏览 NFS 共享目录中的文件。 此时会出现类似于以下类型的文件：
.packages

clientconfig

quickinstall.exe

PC_Clnt

docs

unix-client-install

运行 unix-client-install 脚本。
通过此操作可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5

将设备主服务器名称添加到客户端上的 bp.conf文件，如下所示：
■

在客户端上，导航至以下位置：
cd /usr/openv/netbackup

■

输入 ls 查看目录内容。

■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bp.conf 文件。

■

输入设备主服务器的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

保存您的更改并关闭文件。

请参见第 113 页的“从软件包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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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初始配置检查清单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Symantec NetBackup 52xx 设备初始配置检查清单

Symantec NetBackup 52xx 设备初始配置检查清单
此检查清单旨在帮助您计划设备的初始配置。
对于新设备，请使用下表记录此设备的初始配置设置。如果此设备曾经恢复出厂设
置或重映像，则必须重新配置该设备。检查清单中记录的设置可以节省宝贵的时
间，帮助设备快速联机。
使用此检查清单的打印件或打印版本时，请确保将完成的检查清单放置在安全位
置。
您也可以获取检查清单的 PDF 版本，以便下载并保存到您选择的位置。您也可以
使用 PDF 文件输入设置，以便您保存或打印完成的检查清单。
要访问此检查清单的最新版本，请参见以下链接：
www.symantec.com/docs/DOC6675
表 A-1
字段
网络接口
IP 地址
子网掩码
结合模式

网络配置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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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路由配置

字段

设置

目标 IP
目标子网掩码
网关
网络接口

表 A-3

主机配置

字段

设置

主机名
域名系统 (DNS)

DNS：

■

域名后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DNS IP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搜索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机名解析（无 DNS）

无 DNS：

■

IP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短主机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 A-4

密码更改

字段

设置

旧管理员密码
新管理员密码
确认新管理员密码

表 A-5
字段
时区
NTP 服务器 IP
日期和时间

日期和时间配置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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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警报配置

字段

设置

通知间隔（以 15 分钟为间隔）
启用 SNMP 警报
SNMP 服务器（仅当您选中“启用 SNMP 警
报”时才需要）
SNMP 端口
SNMP 团体
SMTP 服务器
软件管理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硬件管理员的电子邮件地址
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
SMTP 帐户
密码

表 A-7

自动通报配置

字段
启用自动通报
启用代理服务器
启用代理隧道
代理服务器（仅当您选中“启用代理服务器”
时才需要）
代理端口（仅当您选中“启用代理服务器”
时才需要）
代理用户名称
代理密码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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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8

注册

字段

设置

设备名称
公司名称
街道
城市
省/市/自治区
邮政编码
国家/地区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号码
联系人电子邮件

表 A-9

角色配置

字段

设置

主或介质
主服务器名称（仅当您选中“介质”时才需
要）

表 A-10
字段

AdvancedDisk 存储配置
设置

存储单元名称
磁盘池名称
大小

表 A-11
字段
存储单元名称
磁盘池名称

重复数据删除 (MSDP) 磁盘配置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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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大小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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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第二个存储扩展架添加
到可操作设备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添加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

安装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并将其连接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磁
盘空间添加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磁盘空
间添加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关于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添加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如果您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当前包括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则可通过添
加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来扩展设备的磁盘存储。
软件版本 2.5 及更高版本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最多可让您连接两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单元。
向可运行设备添加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需要您执行以下任务：
■

安装新的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
此任务涉及在机架中装入新单元以及连接 SAS 电缆和电源线。
请参见第 123 页的“安装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并将其连接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

向系统添加新的磁盘存储空间
此任务使新单元的磁盘存储空间可供使用。

将第二个存储扩展架添加到可操作设备
安装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并将其连接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请参见第 124 页的“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磁盘空间添加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请参见第 125 页的“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
储扩展架的磁盘空间添加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注意：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添加到可运行设备时，Symantec 建议在系
统活动较低时计划此任务。

安装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并将其连接到可运
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使用以下过程安装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并将其连接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安装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并将其连接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1

在机架中安装存储扩展架。

2

找到存储扩展架随附的 SAS 电缆并进行连接，如下图和文本说明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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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SAS 电缆的一端插入到第一个存储扩展架最左侧的 I/O 模块中的
SAS_OUT 端口。SAS_OUT 端口在图中标记为端口号 2。
将此 SAS 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新存储扩展架最左侧的 I/O 模块中的 SAS_IN
端口。SAS_IN 端口在图中标记为端口号 1。

■

将另一根 SAS 电缆的一端插入到第一个存储扩展架最右侧的 I/O 模块中的
SAS_OUT 端口。
将此 SAS 电缆的另一端连接到新存储扩展架最右侧的 I/O 模块中的 SAS_IN
端口。

3

将电源线连接到第二个存储扩展架。

4

打开新存储扩展架的电源。

5

要将新存储扩展架的存储空间添加到系统中，请参考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24 页的“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磁盘空间添加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请参见第 125 页的“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磁盘空间添加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磁盘空间添加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使用以下过程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将新存储扩展架的磁盘空间
添加到 NetBackup Appliance。
使用 NetBackup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将新存储扩展架的磁盘空间
添加到 NetBackup Appliance

1

启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并验证新的存储系统是否显示在“监
视器”>“硬件”页面上。如果新的存储设备未显示，请检查电缆连接并确保
已打开电源。

2

单击“管理”>“存储”。

3

选择“磁盘”选项卡。

4

单击“单击此处扫描新磁盘”选项。

5

在“是否要扫描新磁盘?”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扫描将开始。

6

扫描完成时，单击“确定”刷新“磁盘”选项卡。
在“磁盘”列中，应为新存储扩展架显示一个新的 ID。新条目应具有以下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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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磁盘空间添加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
备

■

类型 = 扩展

■

状态 = 新的可用

7

在“状态”列中，单击“新的可用”旁边的“添加”激活 RAID 中的存储。

8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是”启动扫描。
该进程完成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存储操作已完成。成功。

9

单击“确定”刷新系统。
系统刷新后，“磁盘”选项卡应显示新存储扩展架的以下属性：
■

类型 = 扩展

■

状态 = 正在使用

■

未分配 = n TB
其中，n 是新存储扩展架中可用的卷或磁盘空间。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磁盘空间添加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备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将新存储扩展架的磁盘
空间添加到 NetBackup Appliance。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将新存储扩展架的磁盘空间添加到 NetBackup
Appliance

1

使用 PuTTY 启动 SSH 会话以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注意：您还可以将便携式计算机、键盘和监视器或 KVM 连接到设备以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此时将显示 Main_Menu 提示符。

3

转到“监视器”视图，如下所示：
输入 monitor，然后按 Enter。

4

转到“硬件”视图，如下所示：
输入 hardware，然后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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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将另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的磁盘空间添加到可运行的 NetBackup 52xx 设
备

5

转到“显示”视图，如下所示：
输入 show，然后按 Enter。
此时将显示有关系统的信息。“设备”列将新存储扩展架显示为“扩展单元存
储 (单元 3)”。该单元的“状态”应显示为“不受支持”。

6

按如下方式执行扫描：
■

在 Main_Menu 提示符下，输入 manage，然后按 Enter。

■

输入 storage，然后按 Enter。

■

输入 scan，然后按 Enter。

扫描需要几分钟才能完成。

7

8

按如下方式查看可用的存储空间：
■

导航到“存储”视图。

■

在提示符下，输入 Show ALL，然后按 Enter。

■

在“磁盘 ID”表中，找到并写下或复制具有以下属性的磁盘的 ID：
■

操作系统 = 扩展

■

源 = 新的可用

从“存储”视图中，输入 add，然后按 Enter。此时将启动“添加扩展单元存
储”向导。

9

在提示符下，输入之前复制的新扩展单元 ID，然后按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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