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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

关于主服务器角色

■

关于介质服务器角色

■

关于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

关于 Appliance 控制台组件

■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登录页面

■

NetBackup Appliance 主页

■

设备中的常见任务

■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文档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NetBackup Appliance 为 NetBackup 配置和备份环境日常管理提供了一个简化的解
决方案。其目标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而不必安排专人来管理其备份环境。
这些设备是运行 Linux 操作系统的机架安装式服务器。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软件已安装和配置为与操作系统、磁盘存储单元和机械手磁带设备一起使用。
您可以确定要将设备配置为执行何种角色。可以选择将 52xx 设备配置为充当：
■

主服务器设备

■

要与现有主服务器设备一起使用的介质服务器

■

要在现有 NetBackup 环境中使用的介质服务器

这些 52xx 配置中的每种配置都能让您获得内部磁盘存储的额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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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5330 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器。可以选择将 5330 设备配置为充当：
■

要与现有主服务器设备一起使用的介质服务器

■

要在现有 NetBackup 环境中使用的介质服务器

注意：5330 设备没有可用于备份或存储的内部磁盘空间。主存储扩展架和扩展存
储扩展架中的可用空间可用于备份。
此设备版本允许轻松扩展已安装 NetBackup 7.6.1 或更高版本的现有 NetBackup 环
境。该设备还包括其自身基于浏览器的界面。此界面用于网络、内部磁盘存储、磁
带库等的本地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支持以下功能：
■

用于设备配置和管理的两个界面：
■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是一个基于 Web 的图形用户界面。此
界面与以下浏览器兼容：Internet Explorer 版本 9.0 及更高版本；Mozilla
Firefox 版本 21.0 及更高版本。

■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是命令行驱动的界面。有关所有设备命令的
完整描述，请参考以下文档：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或称为 MSDP）在所有 52xx 和 5330 设备上均受
支持。MSDP 在 52xx 和 5330 设备上提供了最大可用容量。

■

VMware 虚拟机的备份。NetBackup Appliance 版本 2.6.1 及更高版本支持对
VMware 虚拟机直接进行备份。该设备可以将不带独立 Windows 系统的虚拟机
作为备份主机进行备份。

■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SCSP) 集成。当对设备进行初始配置时，
会安装和配置 SCSP 代理。此代理可确保将设备的审核日志发送到 SCSP 服务
器进行验证。

■

BMR 集成。当将设备配置为主服务器时，可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启用 Bare Metal Restore (BMR)。

■

IPv4-IPv6 网络支持。NetBackup Appliance 在双堆栈 IPv4-IPv6 网络上受支持。
NetBackup Appliance 可备份和还原 IPv6 客户端并与其进行通信。可以将 IPv6
地址分配给某个设备，配置 DNS、路由以包括基于 IPv6 的系统。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可用于输入有关 IPv4 和 IPv6 地址的信息。

■

ACSLS 支持。此功能有助于在 NetBackup Appliance 上配置 NetBackup ACS
机械手。设备管理员可以更改本地设备上 vm.conf 文件中的 ACSLS 条目。

■

NetBackup SAN 客户端和光纤传输。SAN 客户端是一种 NetBackup 可选功能，
可实现 NetBackup 客户端的高速备份和还原。光纤传输是 NetBackup 高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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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方法的名称，此方法是 SAN 客户端功能的一部分。备份和还原通信发生在
SAN 上，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管理通信发生在 LAN 上。
■

预安装的 NetBackup。简化部署以及到现有 NetBackup 环境的集成。

■

磁带输出选件。设备包括一个千兆位双端口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器 (HBA)。
可将多个 FC 端口用于磁带输出，只要这些 FC 端口专用于磁带输出功能。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网络端口参考指南》。

■

硬件组件监视。设备可监视关键的硬件组件，如 CPU、磁盘、内存、电源模块
和风扇。此外，该设备还提供了可选的自动通报功能，允许对这些 NetBackup
组件进行主动监视和消息传送。

■

NetBackup Appliance 支持核心 NetBackup 软件代理。NetBackup 代理可优化
重要数据库和应用程序的性能。
有关每个软件代理支持的策略类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
第 I 卷》。有关最新的 NetBackup Appliance 兼容性信息，请参考 Symantec 支
持网站上的 NetBackup server 7.x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NetBackup 服
务器 7.x 硬件兼容性列表》）。
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

灵活的硬件配置。可以采用各种配置订购该设备以提供必需的以太网端口。除
主板上的内置以太网端口之外，还可以指定扩展卡，以提供额外的 1 GB 或 10
GB 以太网端口。支持双端口或四端口的扩展卡。

有关硬件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考相应平台的《Symantec NetBackup 硬件安装指
南》和《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产品说明》。
以下内容介绍了如何将此设备合并到当前的 NetBackup 环境：
替换不支持的介质服务器

替换在 NetBackup 7.6.1 不支持的平台上运行的现有介质服
务器。

添加重复数据删除功能

■

■

■

将设备添加到现有的 NetBackup 环境或替换不支持重复
数据删除的现有介质服务器。
添加 NetBackup AdvancedDisk 支持，以实现非重复数据
删除备份。AdvancedDisk 可以提供更快速的还原操作，
但是无法像 MSDP 那样优化空间。如果备份包含严格的
磁带输出计划，则这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导入 MSDP
后会使备份失效，并释放 AdvancedDisk 上的空间，以便
进行次日的备份。
在设备上配置 MSDP 分区以获取重复数据删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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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更多存储功能

将存储功能添加到现有 NetBackup 7.6.1 和更高版本的环境。
■

52xx 设备的内置设备磁盘存储
内部磁盘可用于 52xx 设备上的其他备份存储。

注意：5330 设备没有可用于备份或存储的内部磁盘空
间。主存储扩展架和扩展存储扩展架中的可用空间可用于
存储。
■

磁带备份

其他外部存储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是一个外部单元，可提供额外的磁
盘存储空间。可最多向 NetBackup 5220 或 5230 设备添
加四个这样的单元。
对于 NetBackup 5220 设备，必须将出厂匹配的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连接到这种设备。NetBackup 5230 或 5330
设备无需匹配的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
同时购买一个 5220 设备和一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
时，会在出厂时对这些单元进行匹配，以获得最佳性能。
例如，如果购买带有两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单元的
5220 设备，则出厂匹配的的单元必须物理连接到该设备。
第二个（不匹配）单元必须连接到第一个单元，而不是连
接到 5220 设备。
如果需要或希望将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添加到现有或可
运行的 NetBackup Appliance，则设备可能会首先需要升
级硬件和/或内存。有关您的扩展需求的更多信息，请与
NetBackup Appliance 代表联系。

对于 TLD 磁带存储设备，该设备包括光纤通道主机总线适配
器卡以实现存档支持。

关于主服务器角色
可以将 NetBackup 52xx 系列设备配置为具有自身内部磁盘存储的主服务器。配置
和使用此设备与使用常规 NetBackup 主服务器非常相似。可以手动预定备份或启动
备份。具有相应权限的用户可以执行还原。
注意：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5330 设备是介质服务器，且不受主服务器角色配
置支持。
此设备为本地网络、磁盘和存储单元管理提供简化的管理界面。但是，必须通过传
统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执行多数 NetBackup 管理（如备份管理）。
有关完整的 NetBackup 管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 - UNIX 和 Linux，
第 I 卷》和《NetBackup 管理指南 - UNIX 和 Linux，第 I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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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介质服务器角色
在此角色中，NetBackup 52xx 系列设备以介质服务器身份操作自己的内部磁盘存
储。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5330 设备是介质服务器。5330 设备中的内部存储不能用
于存储任何数据或执行任何备份。内部存储用于存储操作系统、检查点和日志。
主服务器可以是使用设备软件版本 2.6.1 或更高版本的 52xx，或 NetBackup 版本
为 7.6.1 或更高版本的传统 NetBackup 主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设备将简化的管理界面用于本地网络和磁盘存储管理。但是，大多
NetBackup 管理（如备份管理）在主服务器上执行。
在设备上执行初始配置时，指定关联的主服务器：
■

用于传统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此设备角色必须仅用于标准 NetBackup 主服务器。NetBackup 主服务器必须已
安装 NetBackup 版本 7.6.1 或更高版本。Symantec 建议您安装 NetBackup 主
服务器的最新版本。

■

指定主服务器
指定的主服务器必须是使用设备软件版本 2.6.1 或更高版本的 NetBackup 52xx，
或使用版本 7.6.1 或更高版本的传统 NetBackup 主服务器。

表 1-1 介绍了每台设备介质服务器的受支持重复数据删除配置：
表 1-1

NetBackup Appliance 的受支持重复数据删除配置

设备型号

介质服务器上的重复数据删除支持

52xx

仅限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MSDP)

5330

关于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在通过网络连接到设备的系统上，启动 Web 浏览器。
在 Web 浏览器地址栏，输入以下网址：http://host.domain
host.domain 是 Appliance 的完全限定域名 (FQDN)，也可以是 IP 地址。

必须在 Appliance 登录页面上提供登录凭据。管理员初次登录时，用户名为 admin，
密码为 P@ssw0rd 或在初始配置过程中所选的任何自定义密码。

13

概述
关于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设备支持的 Web 浏览器
可以使用 Web 浏览器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或 IPMI 控制台。
对于 Web 浏览器，应考虑以下要求和建议：
■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和 IPMI 控制台使用弹出式菜单。如果 Web
浏览器使用了弹出窗口阻止程序，其中某些菜单可能无法正确显示。必须禁用
弹出窗口阻止功能，或者将设备 Web 地址添加到浏览器中的可接受站点列表
中。

■

Web 浏览器应启用活动脚本（ActiveX 和 JavaScript）。

■

在某些服务器级系统上，增强的安全配置会导致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无法正确
显示某些页面。如果遇到此问题，请将 Appliance Web Console 添加到受信任
站点列表，并降低安全设置。要解决此问题，请打开 Internet Explorer 并选择
“工具”>“Internet 选项”>“安全”以配置可信站点列表，并降低安全级别。

■

如果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9.0 或更高版本访问 Appliance Web Console，访问
弹出式菜单时将出现安全证书警告。选择“继续浏览此网站 (不推荐)”登录到该
设备。选择此选项后，弹出式菜单上就不会再出现安全证书警告了。

■

查看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时使用 1280 * 1024 或更高的屏幕分
辨率效果最佳。

表 1-2 列出了设备支持的 Web 浏览器。
表 1-2

设备支持的 Web 浏览器

Web 浏览器

支持的版本

说明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0 和更高版本

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时，IE 9.0 和更高版本可

注意：不支持 IE 8.x。

能会显示“安全证书警告”页面。
选择“继续浏览此网站 (不推荐)”
访问控制台。
在兼容模式下，无法在 Internet
Explorer 9 或更高版本上查看设备
Web 控制台。在浏览器中，使用
“工具”>“兼容性视图设置”菜
单并取消选中“在兼容性视图中显
示所有网站”来查看 Appliance
Web 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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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浏览器

支持的版本

说明

Mozilla Firefox

21.0 和更高版本

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注意：如果尝试使用 Firefox 的早 Console 时，Mozilla Firefox 可能
期版本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会显示“不可信连接”页面。

并使用“设置”>“密码”重置密
码，页面可能会挂起。

请参见第 15 页的“在 Mozilla
Firefox 中禁用“不可信连接”页面”。

在 Mozilla Firefox 中禁用“不可信连接”页面
通过 Mozilla Firefox 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时，可能会看到以下
“不可信连接”页面。

您可以选择单击“离开这里”（将转到 Mozilla Firefox 起始页面），也可以单击“添
加例外”（展开“我了解风险”部分后）并永久禁用该页面。
注意：如果未显示这些选项，请查阅有关如何查看安全网站的浏览器帮助。
在 Mozilla Firefox 中禁用“不可信连接”页面

1

在“不可信连接”页面上，展开“我了解风险”部分并单击“添加例外”。

2

在“添加安全例外”对话框中，单击“索取证书”。

3

要使此特例永久存在，请确保选中“请永久存储此特例”选项。 默认情况下，
将选中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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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认安全例外”。

5

重新启动浏览器，以使更改生效。

关于 Appliance 控制台组件
此部分提供有关 Appliance 控制台中的窗格和导航功能的信息。可以使用 Web 浏
览器查看该控制台。

有关使用标题栏上的链接
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标题栏上，“已连接至”值将显示设备名
称、平台（如 5200、5220 或 5230）以及配置设备时担任的角色。如果设备已配
置为介质服务器，则也将显示它所连接到的主服务器。
示例：已连接至: 主服务器 5220: nb-appliance
其中，设备的主机名是 nb-appliance，它是 5220 Appliance，已配置为主服务器。
示例：已连接至: 介质服务器 5230: nb-appliance | 主服务器: app-master
其中，设备的主机名是 nb-appliance，它是 5230 Appliance，已配置为介质服务
器。它连接到名为 app-master 的主服务器。
在标题栏右侧，您可以看到如下文本：Welcome [admin]。 此处 admin 是指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用户名。
使用控制台顶部标题栏中的链接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要访问联机帮助，请单击 ?。 该设备提供了一个名为 Symantec 帮助中心（或
SymHelp）的增强型上下文相关帮助系统。 SymHelp 是一个基于浏览器的帮助
传送系统，具有高级搜索、自动建议和过滤功能。 SymHelp 支持您从更大的设
备内容集中进行搜索。 另外，您可以从同一 SymHelp 窗口的 NetBackup 文档
中进行搜索。
我们提供了有关联机帮助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6 页的“访问和使用帮助”。

■

要断开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连接并结束会话，请单击“注
销”。

■

要查看 Appliance 产品版本和版权信息，请单击“关于”。

访问和使用帮助
NetBackup Appliance 附带了一个名为 Symantec 帮助中心（或 SymHelp）的增强
型上下文相关的帮助系统。 SymHelp 是一个基于浏览器的帮助传送系统，具有高
级搜索、自动建议和过滤功能。

16

概述
关于 Appliance 控制台组件

SymHelp 与传统帮助系统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

SymHelp 支持您从更大的设备内容集中进行搜索。 SymHelp 包括《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NetBackup Appliance 故障排除指南》和《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指南》的内容。 这意味着您可以从 SymHelp 搜索窗口中搜索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NetBackup Appliance 故障排除指南》
和《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指南》的内容。

■

除设备内容之外，SymHelp 还可以搜索 NetBackup Administration Console Help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中的内容。默认情况下，您可以查看并搜
索设备内容。

图 1-1 显示了一个 SymHelp 示例视图，指示如何从 SymHelp 搜索设备和 NetBackup
内容。
图 1-1

选择产品过滤器 –
Appliance 和
NetBackup
在搜索框中输
入文本

将显示 Appliance
和 NetBackup 内容
的搜索结果。

SymHelp 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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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Symhelp 中的浏览功能

单击 “浏览”

将显示 Appliance 和
NetBackup 的目录。

访问并使用 SymHelp

1

单击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右上角的 ?。 此时将打开一个新浏览
器窗口，显示特定页面的上下文相关帮助内容。

2

您可以在文本框中键入要搜索的文本或短语。 也可以键入类似“关于设备”、
“配置 NetBackup Appliance”等查询短语。

3

要查看网上发布的更新文档内容，必须连接到 Internet 并选中“包括在线搜
索”。

4

默认情况下，您可以查看并搜索设备内容。 要搜索 NetBackup 内容，请从“产
品过滤器”部分中选择“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之后您可以在搜索工
具栏中键入 NetBackup 相关的搜索查询。
您也可以在左侧单击“浏览”查看 Appliance 和 NetBackup 的目录。

关于使用 Web 浏览器书签
使用 Web 浏览器为 Appliance 控制台中的任何视图添加书签并根据需要返回该视
图。
再次登录到该控制台时，可以使用此书签返回到相同的视图。

避免 CSRF（跨站点请求伪装）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引入多种功能以提高您的设备的安全性。通过
2.6.0.2 版本实施的此类功能之一是通过使用同步器令牌模式防止 Net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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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 CSRF（跨站点请求伪装）。显示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某一网页的每个请求受唯一 CSRF 安全令牌的保护。
这意味着每次您登录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都会创建一个新会话，
并且一个新的安全令牌相应地与该会话关联。如果存在与安全令牌的任何差异，将
显示以下 CSRF 错误页：
For security reasons, access to the appliance page destination
is denied.
Access is not allowed from an external link or from a bookmarked URL.
To access the appliance page, you must first log out of the appliance and
then log in again.
Click ? for more information.
■

如果您目前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并且尝试通过一个新选
项卡开始一个新会话，只有新会话才被视作当前和活动会话。您在这个之前会
话上执行的任何任务可能显示 CSRF 错误页。

■

如果您尝试使用不正确的安全令牌、一个带有书签的旧令牌或不符合同一会话
的服务器端令牌的修改过的令牌访问任何页面，都会显示 CSRF 错误页。

请参见第 19 页的“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登录页面”。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登录页面
登录页面提供了可输入登录凭据的字段，并且还包括以下链接和信息：
部分

描述

产品信息

本节提供了以下用于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信息和文档
的链接：
■

“版本 2.6.x? 中的新增功能”

■

“版本说明”

■

管理指南

■

“硬件安装和初始配置指南”

■

“查看兼容性列表”

■

“查看 Symantec Operational Readines Tools
(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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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描述

“下载软件包”

本节指明设备上是否存储了可安装到客户端的 NetBackup 客
户端软件包。客户端软件包也包括了 NetBackup 管理控制
台。您可以选择安装所有列出的客户端软件包或某个特定的
软件包。
请记住以下有关下载客户端软件包的重要指导原则：
■

自设备版本 2.6.0.2 起，NetBackup 客户端不再包含在
NetBackup Appliance 版本更新中。如果要在设备上存储
客户端，您可以下载独立的客户端软件包。客户端软件
包和设备更新版本都上传到同一 Symantec 支持站点。
存储在设备上的客户端本不一定与当前安装在设备上的
NetBackup 版本匹配。
如果设备上不存在客户端软件包，当您选择下载时会显
示类似下列消息：
No packages found.
要下载客户端软件包并将其存储在设备上，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请参考
主题“将客户端软件包下载到 NetBackup Appliance”：

■

■

浏览器建议

要安装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客户端，您必须首先下载
Windows 客户端软件包。访问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需
要使用此客户端。
可以安装 vCentre 插件以使用 vSphere Client 监视虚拟
机备份和从备份恢复虚拟机。

此部分验证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是否支持您的浏览器，如果支持则显示确认消息。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支持 Internet
Explorer 版本 9.0 及更高版本、Mozilla Firefox 版本 21.0 及
更高版本。

注意：无法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9 或更高版本上
以兼容模式查看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从您的浏览器中，使用“工具”>“兼容性视图设
置”菜单清除“在兼容性视图中显示所有网站”选择，并查
看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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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到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1

在 Web 浏览器中输入以下 URL：
http://ip|hostname/appliance
在 URL 中使用设备的 IP 或 hostname。hostname 是分配给设备的标签，用于
在网络中标识该设备。
注意：如果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9.0 或更高版本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则访问弹出式菜单时将出现安全证书警告。选择“继续浏览此
网站 (不推荐)”登录到该设备。选择此选项后，弹出式菜单上就不会再出现安
全证书警告了。
浏览器将显示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登录页面。
注意：如果正在对设备进行初始配置，请不要尝试运行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新实例。您无法登录到设备，因而会导致登录不成功。

2

在“用户名”字段中输入用户名。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3

在“密码”字段中输入密码。默认用户密码是 P@ssw0rd，其中 0 是数字零。
注意：在配置了新设备并且您已注册为用户之后，用户名和密码将会发送到您
注册的电子邮件 ID。

4

从“语言”下拉列表中选择首选语言。根据您选择的语言，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的标签将以该语言显示。
此版本提供了英语、日语和简体中文的 Web 用户界面。Symantec 建议您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选择的语言与您的系统区域设置保持一
致。如果您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选择的语言与您的系统区
域设置不同，应该首先通过以下方式更改区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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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系统区域设置

详细信息

1. 浏览您系统上的区域设置 登录到 shell 菜单并运行 Settings> SystemLocale
List language_code。
示例：运行 Settings> SystemLocale List ja 可
浏览可用的日语区域设置。
会显示以下区域设置：
■

ja_JP.UTF-8

■

ja_JP.eucJP

■

ja_JP.eucjp

■

ja_JP.shiftjisx0213

■

ja_JP.sjis

■

ja_JP.utf8

2. 设置首选区域设置及其格 运行 Settings > SystemLocale Set
式
language_code 命令。
示例：运行 Settings > SystemLocale Set
ja_JP.UTF-8 可为设备设置 ja_JP.UTF-8 区域设置。

注意：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选择与系统区域设置不同的语
言会导致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混合出现这两种语言。

5

单击“登录”。
设备将显示以下两种页面之一：
■

初始配置设置 - 首次登录到设备时，将要求您执行初始配置并设置设备。有
关详细信息，请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初始配置指南》。
注意：如果在 ISO 安装后 NetBackup 许可证密钥已过期，则会使用初始配
置。将生成一个有效期为 30 天的临时许可证密钥。Symantec 建议您在临
时许可证密钥到期之前添加永久许可证密钥。

■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主页 - 成功配置设备后将显示“主页”页
面。我们提供了有关“主页”页面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3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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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某些服务器级系统上，增强的安全配置会导致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无法
正确显示某些页面。如果遇到此问题，请将其添加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可信站点列表中，并降低安全设置。要解决此问题，请打开 Internet Explorer
并选择“工具”>“Internet 选项”>“安全”以配置可信站点列表，并降低安全级
别。
表 1-3 列出了导致出现登录失败的原因：
解决登录失败问题

表 1-3
错误消息

原因

故障排除

User authentication
■
failed. Please enter valid
user name and password.
■
If problem persists
contact your System
Administrator.

如果提供的用户名和密
码不正确。
如果身份验证服务器未
响应。

■

验证输入了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

如果此错误再次出现，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Login was
unsuccessful,
click ? for details.

如果尝试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新实
例，而该设备上正在进
行初始配置。
如果出现意外错误。

■

确保不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多个实例登录到单个设备。
查看 UI 日志以查看异常堆栈和跟踪所有编程语
句。可在以下位置找到 UI 日志：
/opt/SYMCnbappws/webserver/logs

■

■

■

The connection
has timed out

如果 Web 服务器未响应，
则不会显示登录页面。

如需更多帮助，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Unable to connect

如果 Web 服务器已关闭。

如需更多帮助，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NetBackup Appliance 主页
登录到设备时，此设备将显示“欢迎使用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主页。将设备角色配置为介质服务器或主服务器后，将显示此页面。此
页面以图示显示决定设备成功运行的所有重要组件的状态。
您可以单击相应元素查看附加信息并进一步监视状态。 下表详细介绍了主页上的元
素：

23

概述
NetBackup Appliance 主页

表 1-4

主页说明

元素

显示

存储

显示整个设备中已使用的存储空间。 此信 确定可用的存储空间。 如果使用的存 管理 > 存储
息会动态更新以显示当前存储利用率。
储空间已为最大值，则您可以采取所
请参见第 58 页的“管
需的步骤。
它显示存储系统中的已用空间和可用空
理 > 存储 > 分区”。
间，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

■

帮助

指向页面的链接

可用 = 配置的所有分区上的可用空间
总计。
已使用 = 配置的所有分区上已用空间
总计。

登录到 设备时，主页将显示“已使用”和
“可用”存储空间的状态。
通知

显示设备的最新通知。这些通知包括：
■

■

硬件

可用于设备的最新软件更新。它显示
支持站点上提供的新软件更新。
自动通报服务器的连接状态

显示所有受监视硬件设备的性能。

确定以下事项：
■

■

管理 > 软件更新

是否安装了 Symantec 支持站点上 有关更多信息，
提供的最新软件升级。
自动通报是否正常运行。

确定硬件是否正在运行以及是否已经 监视 > 硬件
检测到故障。
有关更多信息，
如果硬件组件发生故障，将显示一条
错误消息。

重复数据删除 显示与到目前为止跨所有介质服务器执行 确定使用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备份的数 此元素不链接到任何
摘要
的所有备份相关的最新重复数据删除率。 据的质量。 此比率越低，使用重复数 特定页面。 关于如
据删除功能存储的数据量也就越低。 何设置重复数据删除
参数的信息，请参
重复数据删除率 = 所备份的字节总数
见第 100 页的“关于配
（不使用重复数据删除）/所更改和备
置重复数据删除解决
份的字节总数（使用重复数据删除）
方案”。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主页将显示一个可扩展的页脚，其
中包含指向文档集、“技术支持”和“Symantec 连接”的链接。对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的所有页面均会显示此页脚。 要查看页脚的内容，只需
单击页脚上显示的向下箭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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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中的常见任务
下表包含有关如何在设备中执行常见任务的快速链接。
表 1-5

常见设备任务的快速链接

设备功能

任务

监视

监视硬件、服务和 Symantec 请参见第 29 页的““监视”>“硬件”选项”。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请参见第 29 页的“关于硬件监视和警报”。
(SCSP) 代理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管理设备

配置设备的数据缓冲区和重
复数据删除设置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配置重复数据删除解
决方案”。

添加或删除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96 页的“配置数据缓冲区参数”。

运行迁移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31 页的“关于迁移实用程序”。

管理软件更新

请参见第 146 页的“管理 > 软件更新”。

调整大小或移动分区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存储配置”。

查看磁盘状态及添加或删除
磁盘

请参见第 58 页的“管理 > 存储 > 分区”。

存储管理

转到此主题

请参见第 74 页的“管理 > 存储 > 磁盘”。

查看磁盘上的分区分布
还原设备

创建检查点

请参见第 105 页的“ 管理 > 设备还原”。

回滚到检查点
执行恢复出厂设置
配置设备设置

警报和自动通报

请参见第 189 页的“关于修改设备设置”。

网络
日期和时间
配置 LDAP 服务器
密码管理
故障排除

解决设备问题

请参见第 244 页的“从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
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文档
以下文档有助于确保您能够成功地安装、配置和使用自己的设备。所有这些文档均
在 Symantec 支持网站上发布，URL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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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2792
表 1-6

NetBackup Appliance 文档

指南

描述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硬件安装指南》

此指南提供以下信息：
■

设备硬件的物理布局简介。

■

安装准备步骤，如拆箱步骤、环境条件和安全预防措
施。
硬件配置步骤
此部分引导您完成将设备安装到机架并连接设备电缆
所需的步骤。

■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初始配置指南》

本文档引导您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或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完成配置过程。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本文档引导您通过必需的步骤完成 NetBackup Appliance
升级指南》
的升级。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包含以
下类型的信息：
■

部署信息

■

管理设备

■

监视信息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提
供了可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使用的命令
的完整列表。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本文档包含有关此版本的 NetBackup Appliance 的信息。
版本说明》
其中包含该版本中新功能的简短描述、适用于版本更新
的操作说明以及任何已知问题。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此文档包含 NetBackup Appliance 的最新故障排除信息。
故障排除指南》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本文档包含有关如何优化您的备份环境和 NetBackup
Appliance 的信息。它有助于您分析您的备份要求并设计
Capacity Planning and
出最适合您的需求的系统。
Performance Tuning Guide
（《Symantec NetBackup 容量计
划和性能优化指南》）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此文档介绍了 NetBackup Appliance 中的安全功能以及
安全指南》
如何使用这些功能确保设备环境安全。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本文档介绍 NetBackup Appliance 支持的光纤通道 (FC)
光纤通道指南》
功能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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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

描述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本文档介绍如何淘汰和重新配置 NetBackup Appliance。
淘汰和重新配置指南》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第三方法律声明》文
第三方法律声明》
档列出了此产品中包括的第三方软件，并说明了第三方
软件的归属。
此文档可从以下网站获取：
http://www.symantec.com/about/profile/policies/eulas/

有关设备硬件的其他信息，请参考以下文档：
■

《Symantec NetBackup 5220 设备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产品说明》

■

《Symantec NetBackup 5230 设备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产品说明》

■

《Symantec NetBackup 5330 设备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产品说明》

■

《Symantec NetBackup 52xx 及 5330 设备和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安全与维
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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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 NetBackup Applianc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监视 NetBackup Appliance

■

关于硬件监视和警报

■

关于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关于监视 NetBackup Appliance
在成功配置设备之后，可以使用两个用户界面（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或设备 shell 菜单）中的任意一个来监视 NetBackup Appliance。可
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监视”菜单查看并监视设备的以
下组件。
表 2-1 介绍了可以使用“监视”菜单监视的组件：
表 2-1

“监视”选项卡

监视

使您能够...

主题

硬件

监视硬件、存储设备以及所有与其关联的组
件。

请参见第 29 页的“关于硬件监
视和警报”。

SCSP 审核视 监视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
图
(SCSP) 代理。 当对设备进行初始配置时，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会安装和配置 SCSP 代理。 此代理可确保将 Protection”。
设备的审核日志发送到 SCSP 服务器进行验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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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硬件监视和警报
设备能够监视自身是否存在硬件问题。 如果它检测到需要注意的问题，则它可以使
用以下通知机制：
■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进行硬件监视和警报。
请参见第 29 页的““监视”>“硬件”选项”。

■

将电子邮件发送到本地管理员。
请参见第 38 页的“关于来自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电子邮件通知”。

■

将警报发送到 SNMP 管理器。
请参见第 195 页的“关于 SNMP”。

■

使用自动通报将通知发送到 Symantec。
请参见第 195 页的“关于自动通报”。

Symantec 建议您每天检查一次硬件警报消息。
还可以通过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运行 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lth 命令来检查设备的硬件运行状况详细信息。

“监视”>“硬件”选项
监视设备的硬件组件对于设备的正常运行非常重要。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的 “监视”>“硬件”页面，可以监视
硬件、存储设备以及与它们关联的所有组件。 如果启用了自动通报，则在出现可维
修事件时，系统还会将此信息自动发送到 Symantec 支持。 利用硬件监视信息，
Symantec 可提供主动式服务，并有助于更快地解决任何硬件问题。
通过硬件监视，可以监视下表中列出的设备硬件和存储组件：
表 2-2

在 52xx 设备中监视的硬件组件

设备

磁盘、RAID、风扇、电源、CPU、温度、光纤通道 HBA、PCI、网
卡、适配器

存储扩展架

磁盘、风扇、电源、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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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在 52xx 系列设备中监视的硬件组件

表 2-3

在 5330 设备中监视的硬件组件

设备

磁盘、RAID、风扇、电源、CPU、温度、光纤通道 HBA、PCI、网
卡、存储连接

主存储扩展架

磁盘、风扇、电池备份单元 (BBU)、控制器、卷、卷组、电源、温度

扩展存储扩展架

磁盘、风扇、电源、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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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在 5330 设备中监视的硬件组件

“监视”>“硬件”页面的左窗格列出了“设备”和“存储”。右窗格显示设备和
挂接存储的“组件摘要”。 存储设备可以包括 52xx 存储扩展架、5330 主存储扩展
架或 5330 扩展存储扩展架。 单击任何组件可了解更多信息，包括运行状况和任何
错误或警告。
显示的信息是从自动通报上次心跳生成的。 可以单击刷新图标以获取最新的硬件信
息：

解释错误或警告
设备中的任何硬件组件报告错误或警告时，将突出显示组件图标并使用数字进行标
记。 如果硬件图标以红色突出显示，则表示错误状态；如果以黄色突出显示，则表
示警告。 数字表示硬件组件遇到的错误数或警告数。
要获取有关硬件运行状况的更多信息，请单击硬件组件图标。 单击某个硬件组件可
打开一个弹出窗口，其中会显示有关该硬件组件运行状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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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错误或警告
硬件组件显示硬件状态的错误或警告消息时，设备将定期发送错误通知。在问题得
到解决之前，可以通过确认错误或警告来取消这些错误通知。在问题得到解决之
后，将自动清除错误或警告。
请参见第 37 页的“确认硬件错误”。

监视存储连接
在 5330 设备上，可以查看硬件组件之间的连接以检查连接状态。 单击“设备的组
件摘要”下的“存储连接”。 将显示以下弹出窗口：

单击硬件组件之间的电缆，以查看设备、主架和扩展架之间的连接概述。
可以在《NetBackup Appliance 硬件安装指南》中找到有关电缆连接的详细信息。

使 Beacon 闪烁
在 52xx 设备上，设备和存储扩展架的“磁盘”组件包含可使 Beacon 闪烁的选项。
Beacon 有助于在设备或存储扩展架中查找磁盘，并且可用于识别需要更换的磁盘。
注意：Beacon 选项当前对 5330 设备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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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件”>“监视”页面使 Beacon 闪烁

1

单击“设备的组件摘要”或“存储扩展架的组件摘要”下的“磁盘”图标。

2

在显示的弹出窗口中，选择希望闪烁的磁盘 ID，然后单击 Beacon。
要一次使多个 Beacon 闪烁，请按住键盘上的 Shift 和 Ctrl 键，然后单击要查
找的每个磁盘。 突出显示所有选定磁盘后，单击 Beacon。

3

将显示一个具有以下消息的弹出窗口：
Enter the duration (from 1 to 300) for which the disk drive
light should flash: (in minutes)

提供希望磁盘使 Beacon 指示灯闪烁的持续时间。 输入持续时间（以分钟为单
位）后，单击“确定”。
所选 Beacon 将在指定的时间内闪烁。 此操作完成后，Beacon 弹出窗口将更
新结果。

受监视的硬件组件
下表列出了在设备和挂接存储中监视的硬件组件及其属性。
表 2-4

受监视的 NetBackup 52xx 和 5330 设备硬件

监视的硬件

收集的数据

CPU

■

52xx：状态、电压、低位标记、高位标记

■

5330：状态、电压、低位标记、高位标记、BIOS 固件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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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的硬件

收集的数据

磁盘

■

■

52xx：Beacon、插槽号、状态、外部状态、固件版本、
序列号、容量、类型、磁盘阵列 ID
5330：插槽号、状态、外部状态、固件版本、序列号、
容量、类型、磁盘阵列 ID

注意：5330 设备包括操作系统 RAID 卷的两个热备用。
当收到 5330 设备时，位于插槽 2 和插槽 5 的磁盘将配
置为热备用。 但是，如果任一 RAID 卷中的一个磁盘遇
到硬件错误，该设备将使用其中一个热备用磁盘重建
RAID 卷。 替换故障磁盘后，替换磁盘将成为新的热备
用池。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监视
器”>“硬件”页面上的“磁盘”图标和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中的 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lth Appliance Disk 命令可显示这些磁盘
中的哪一个磁盘当前配置为热备用。也可以使用“监视
器”>“硬件”页面上的 RAID 图标或 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lth Appliance RAID 命令来
检查是否所有热备用池均可用。
风扇

■

名称、状态、速度、低位标记

电源

■

状态、瓦数、高位标记

RAID

■

WWID、名称、状态、容量、类型、磁盘、写入策略、
磁盘阵列 ID、热备用池可用性

注意：RAID 表里的 WWID 是该磁盘唯一的设备 ID。单击
RAID 表里的 WWID 可直接转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控制台的“管理”>“存储”页面的“磁盘”选项卡。控制
台将突出显示与所单击 WWID 对应的磁盘。在“管
理”>“存储”页面单击突出显示的磁盘 ID（或 WWID）
将打开“RAID 状态详细信息”窗口。RAID 详细信息窗口
提供有关 RAID 和突出显示的存储磁盘的状态信息。
温度

■

类型、温度、低位标记、高位标记

注意：P1 热边缘传感器和 P2 热边缘传感器的温度读数显
示为负值。这些负值指示在 CPU 达到最大耐热性之前所处
的最高温度（以摄氏度为单位）。这些传感器的低位标记
和高位标记分别为 -15 摄氏度和 -128 摄氏度。
适配器

■

■

52xx：适配器型号、适配器状态、BBU 状态、BBU 学
习周期处于活动状态、充电、充电状态、电压、温度、
生产日期
5330：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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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的硬件

收集的数据

PCI

■

52xx：插槽、详细信息

■

5330：插槽、详细信息、固件

■

状态、型号、PCI 插槽、端口全球名称 (WWN)、速度、
远程端口

光纤通道 HBA

注意：带有“启动器*”模式标记的光纤通道 HBA 端口指
示在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介质服务器处于活动状态时已将
其配置为目标模式。但是，这些端口当前正在以启动器模
式运行，表示 SAN 客户端处于禁用状态或不活动状态。
网卡

■

端口名称、卡型号、序列号、端口速度、MAC 地址、
链接状态

存储连接

■

52xx：N/A

■

5330：设备端口、扩展存储扩展架端口、状态

■

52xx：N/A

■

5330：状态

存储状态*

注意：“存储状态”从整体上监视存储阵列的运行状况。
如果出现“存储状态”错误或警告消息，将无法确认该错
误以禁止通知。 如果启用了“自动通报”，Symantec 将
收到该错误，并且会以您的名义提交支持请求。 随后，
Symantec 支持人员将与您联系。
如果未启用“自动通报”并且收到“存储状态”错误，请
与 Symantec 支持人员联系以获取帮助。
分区信息*

■

分区、总大小、已使用的百分比、状态

注意：在 MSDP 分区，为“已用”空间显示的值可能与
MSDP 分区上可用或已用的备份空间不同。可以通过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检查 MSDP 磁盘池大小来获取
MSDP 分区的备份空间统计数据。
MSDP*

■

队列大小、最早的 tlog 创建日期

*此选项仅在使用 Main > Monitor > Hardware 命令时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中可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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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受监视的 52xx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硬件

监视的硬件

收集的数据

磁盘

■

Beacon、插槽号、状态、外部状态、固件版本、序列
号、容量、类型、存储扩展架 ID

风扇

■

状态、速度、低位标记

电源

■

状态

温度

■

类型、温度、高位标记

温度监视包括位于存储扩展架上的以下温度传感器：

表 2-6

■

I/O 模块1 (1)

■

I/O 模块2 (1)

■

I/O 模块2(1)

■

I/O 模块2(2)

■

底板1

■

底板2

■

PSU1(1)

■

PSU1 (2)

■

PSU2(1)

■

PSU2 (2)

受监视的 5330 主存储扩展架硬件

监视的硬件

收集的数据

磁盘

■

位置、状态、容量、关联的卷组、固件版本、序列号

风扇

■

位置、状态

电源

■

ID、位置、状态

温度

■

位置、状态

BBU

■

位置、状态

控制器

■

位置、状态

卷

■

LUN、状态、关联的卷组、WWID、容量

卷组

■

卷组名称、状态、关联的卷组、RAID 级别、容量、磁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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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的硬件

收集的数据

存储连接

■

主存储扩展架端口、扩展存储扩展架端口、状态

注意：此选项仅显示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的主存储扩展架下。 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控制台
上，连接信息包括在该设备下的“存储连接”图标中。

表 2-7

受监视的 5330 扩展存储扩展架硬件

监视的硬件

收集的数据

磁盘

■

位置、状态、容量、关联的卷组、固件版本、序列号

风扇

■

位置、状态

电源

■

位置、状态

温度

■

位置、状态

确认硬件错误
可以使用硬件监视的确认功能来确认与设备硬件相关的错误或警告。确认错误可在
问题得以解决之前取消（设备在硬件发生故障时发送的）错误通知。您可以通过
NetBackup 设备 Web 控制台和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确认错误。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确认错误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此时将打开“主页”选项卡。

2

从“主页”选项卡中，单击“监视”>“硬件”。

3

在“监视”>“硬件”菜单上，单击显示错误状态的突出显示的硬件图标。 此
时将打开一个弹出窗口，该窗口会以表格格式显示错误信息。

4

要确认错误或警告，请选择您要确认的错误并单击弹出式窗口顶部的“确认”
按钮。

5

在出现的验证窗口中单击“是”。

6

此时出现“成功”通知。单击“确定”。

如果您要再次接收您之前已确认的错误的错误通知，请按照与确认错误相同的步骤
操作。单击突出显示的硬件图标，选择您要接收通知的错误，并在弹出式窗口中单
击“清除确认”。按照提示开始再次接收错误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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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确认错误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要确认任一硬件组件的错误或警告，请运行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AcknowledgeErrors 命令。将显示一张包含错误 ID 和错误状态的表。

3

输入要确认的错误的 ID。 您可以输入 all 以确认所有错误或警告。输入错误
ID 后，将显示以下消息：
Successfully acknowledged alerts.

如果您要再次接收您之前已确认的错误或警告的错误通知，请使用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learAcknowledgedErrors 命令。输入您要接收通知的错误的 ID，
或者输入 all 清除所有已确认的错误或警告。输入错误 ID 后，将显示以下消息：
[Info] Successfully removed acknowledged alerts.

关于来自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电子邮件通知
当检测到硬件故障时，NetBackup Appliance 能够向本地管理员发送电子邮件。您
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使用 命令，配置要用来接收硬件故障通知
的电子邮件地址。电子邮件内容标识了发生的硬件故障类型以及故障状态。
有关如何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配置电子邮件地址的完整信息，请
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以下是在发生任何硬件故障时发送的电子邮件通知的示例。
Compute Node abc123
Time Monitoring Ran: Tue Apr 1 2014 23:24:04 UTC
+-----------------------------------------------------------------------------+
|
Power Supply Information
|
|+---------------------------------------------------------------------------+|
||ID|
Status
| Wattage | HighWaterMark | State |Acknowledge ||
||--+----------------------+-----------+---------------+--------+------------||
||2 |Power Supply AC lost |0.00 Watts |920.00 Watts
|Warning |No
||
|+---------------------------------------------------------------------------+|
+-----------------------------------------------------------------------------+
+-------------------------------------------------------------------------------------------+
|
Primary Storage Shelf Disk Information
|
|+-----------------------------------------------------------------------------------------+|
|| |
|
|
|
|
|Associated|Firmware|
|
|
||
||ID|Tray|Drawer|Slot|Status|Capacity | Volume |Version |Serial Number|State |Ac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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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Group
|
|
|
|
||
||--+----+------+----+------+---------+----------+--------+-------------+------+-----------||
||21|99 |2
|6
|Failed|2,794.019|99_5
|MS04
|Z295R8Q100009|Failed|No
||
|| |
|
|
|
|GB
|
|
|3045HB2
|
|
||
|+-----------------------------------------------------------------------------------------+|
+-------------------------------------------------------------------------------------------+

注意：如果在您的电子邮件客户端上无法读取电子邮件通知，请将电子邮件的字体
更改为等宽字体。对于不同的电子邮件客户端，字体设置可能有所不同。 按照以下
过程，您可以将现有电子邮件字体更改为适用于 Microsoft Outlook 2010 的等宽字
体。
要针对 Microsoft Outlook 2010 改善电子邮件通知的可读性，请按照以下步骤更改
字体：

1

转到“文件”菜单并选择“选项”。 将打开“Outlook 选项”窗口。

2

从“Outlook 选项”窗口的左窗格中，选择“邮件”。

3

在“撰写邮件”部分下，单击“信纸和字体”。 将打开“签名和信纸”窗口。

4

在“个人信纸”选项卡上，在“撰写和阅读纯文本邮件”下，单击“字体”。
将打开“字体”窗口。

5

从“字体”列表中，选择 Courier New。

关于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SCSP) 是 Symantec 数据中心安全小组提供
的解决方案，用于保护数据中心中的服务器。 它使用基于主机的入侵防护和检测技
术，提供基于策略的防护并帮助保证服务器的安全。 使用最小权限遏制方法并且还
能帮助安全管理员集中管理您数据中心中的多个设备。 随 NetBackup Appliance 入
侵防护系统 (IPS) 和入侵检测系统 (IDS) 策略提供的 SCSP 安全代理已经与
NetBackup Appliance 集成，可提供以下功能：
■

加固 Linux 操作系统组件 - 防止或遏制因操作系统漏洞造成恶意软件对基础主
机系统完整性的损害。

■

保护数据 - 不论系统权限如何，严格限制对设备数据的访问，仅允许需要访问的
程序和活动进行访问。

■

加固应用程序堆栈 - 锁定设备应用程序二进制和配置设置，这样应用程序或可信
程序/脚本可严格控制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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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检测和审核功能 - 对重要用户或系统操作提供增强的可见性，以确保有效且
完整的审核跟踪，该审核跟踪将遵从性法规（例如 PCI）作为补偿控制措施。

■

支持集中管理模式操作 - 允许客户使用中央 CSP 管理器综合查看多个设备以及
CSP 管理的任意其他企业系统之中的安全性。

NetBackup Appliance 允许 SCSP 实施处于非受控模式或处于受控模式。 图 2-3 说
明了处于非受控模式的 SCSP 实施，图 2-4 说明了处于受控模式的 SCSP 实施。
图 2-3

处于非受控模式的 SCSP 实施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SCSP 实施 - 非受控模式
当 NetBackup Appliance 未连接到 SCSP 服务器时，NetBackup Appliance 处于非受控模式。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从 Appliance Web Console
和 Shell 菜单查看的事件

在非受控模式下，您可以从 Appliance Web Console 监视 SCSP 事件
- 使用 “监视” > “SCSP 事件” 页面监视已记录的事件。
-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IPS 和 IDS 策略监视事件。在初始配置时自动应用这些策略。
- 使用 “过滤审核日志” 按钮过滤和查看特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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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处于受控模式的 SCSP 实施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SCSP 实施 - 受控模式
当 NetBackup Appliance 连接到 SCSP 服务器并使用 SCSP 管理控制台监视事件时，
NetBackup Appliance 处于受控模式。在此模式下，可以使用单个 SCSP 服务器监视多个设备。

SCSP 代理

SCSP 代理

SCSP 代理

使用用于向 SCSP 服务器发送事件的每个 NetBackup Appliance 配置 SCSP 代理。

使用 SCSP 管理控制台监视来自所有设备的事件

在受控模式下，您可以：
安装 SCSP 服务器和管理控制台
使用 “监视” > “SCSP 事件” 页面可以：
- 下载 SCSP 服务器和控制台
- 安装服务器和控制台
- 下载 NetBackup Appliance IPS 和 IDS 策略
- 使用 SCSP 管理控制台应用这些策略
- 将 NetBackup Appliance 与服务器连接
- 监视所有 NetBackup Appliance 的事件连接到此服务器。

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使用 “监视” > “SCSP 事件” > “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可以:
- 添加 SCSP 服务器详细信息。
- 下载身份验证证书。
- 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有关 SCSP 实施的完整信息，请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安全指
南》。

监视器 > SCSP 事件
可以使用“监视器”>“SCSP 事件”菜单监视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SCSP) 代理。
当对设备进行初始配置时，会安装和配置 SCSP 代理。 此代理可确保将设备的审
核日志发送到 SCSP 服务器进行验证。
有关 SCSP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以下部分：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SCSP 事件”页显示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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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滤审核日志”- 可过滤在“SCSP 事件”页显示的 SCSP 审核日志。
请参见第 44 页的“过滤 SCSP 审核日志”。

■

“设置日志保留”- 可在“SCSP 事件”页设置保留审核日志的期限或文件数。
请参见第 46 页的“设置审核日志保留规范”。

■

“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可在“SCSP 事件”页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47 页的“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

“下载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可下载 NetBackup SCSP 服
务器和控制台。还可下载 SCSP 入侵检测策略和入侵防护策略
请参见第 48 页的“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下载”。

“SCSP 事件”页将显示以下用于显示事件日志信息的列：
表 2-8

用于显示事件日志的列

列

描述

事件 ID

显示为每个事件日志生成的 ID。 此事件 ID 可以用于搜索事件日
志。

日期和时间

显示每个事件日志的日期和时间。

事件类型

显示每个事件日志的事件类型。 此事件类型表示已使用事件日志记
录的事件类型。 例如，如果事件类型为“服务器错误”，则表示已
发生服务器错误，并已在事件日志中记录该错误。

严重性

在日志中显示每个事件的严重性级别。 例如，“服务器错误”等事
件的严重性级别为“严重”。
将显示以下“严重性”类型：
■

信息 - 严重性级别为“信息”的事件包含关于正常系统操作的信
息。

■

通知 - 严重性级别为“通知”的事件包含关于正常系统操作的通
知。

■

警告 - 严重性级别为“警告”的事件表示已经由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处理的意外活动或问题。 这些警告消
息可能表示在目标计算机上的服务或应用程序未正确运行所应用
的策略。 调查策略冲突之后，可以配置该策略，如果需要，可
以允许服务或应用程序访问特定资源。

■

重度 - 严重性级别为“重度”的事件比“警告”级别的影响大，
比“严重”级别的影响小。

■

严重 - 严重性级别为“严重”的事件表示可能需要管理员干预来
更正的活动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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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描述

消息

显示描述所记录的事件的消息。

详细信息

可用于查看每个记录的事件的详细信息。 例如，如果要查看事件类
型显示为“服务器错误”的事件的详细信息，请单击下拉箭头。 将
显示具有记录的事件的详细信息的“日志详细信息”弹出窗口。
请参见第 43 页的“查看 SCSP 审核日志详细信息”。

查看 SCSP 审核日志详细信息
可使用“SCSP 审核视图”页面查看每个已记录事件的详细信息。 要查看日志详细
信息，请单击“详细信息”列的下拉箭头。 以下信息将显示在“日志详细信息”弹
出窗口中：
表 2-9

SCSP 审核日志详细信息

详细信息

描述

事件严重性

显示已记录事件的严重性。
将显示以下“严重性”类型：
■

信息 - 严重性级别为“信息”的事件包含关于正常系统操作的信
息。

■

通知 - 严重性级别为“通知”的事件包含关于正常系统操作的通
知。

■

警告 - 严重性级别为“警告”的事件表示已经由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处理的意外活动或问题。 这些警告消息可能
表示在目标计算机上的服务或应用程序未正确运行所应用的策
略。 调查策略冲突之后，可以配置该策略，如果需要，可以允许
服务或应用程序访问特定资源。

■

重度 - 严重性级别为“重度”的事件比“警告”级别的影响大，
比“严重”级别的影响小。

■

严重 - 严重性级别为“严重”的事件表示可能需要管理员干预来
更正的活动或问题。

进程 ID

显示分配给该进程的 ID。

规则名称

显示生成该事件的策略规则的名称。

进程

显示应用到触发该事件的代理的策略名称。

事件日期

显示事件发生的日期和时间 (YYYY-MM-DD H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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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

描述

事件类型

显示已记录事件的事件类型。 有关所有事件类型及其描述的详细列
表，请参见 SCSP 文档。

序列号

显示已记录事件的序列号。

事件优先级

显示分配给事件的优先级 (0-100)。

工具

显示设备所在的工具。

描述

显示事件的详细描述。

用户名

显示事件发生时登录的用户名。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请参见第 41 页的“监视器 > SCSP 事件”。
请参见第 44 页的“过滤 SCSP 审核日志”。

过滤 SCSP 审核日志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过滤在屏幕上显示的 SCSP 审核日志。
过滤 SCSP 审核日志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监视器”>“SCSP 事件”。
此设备显示“SCSP 事件”页。将显示在过去 6 小时内的审核日志。

3

单击按钮过滤和查看 SCSP 审核日志。
设备将显示“过滤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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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以下字段输入过滤条件：
字段

描述

示例

搜索字符串

输入搜索字符串，使用在该字
符串中提及的参数过滤审核日
志。

出站连接

事件 ID

输入事件 ID，以使用其事件 ID 1375524
过滤审核日志。

开始日期开始时间

选择“开始”和“结束”的日 03/10/2011，14.19.01 到
期和时间。 设备将显示选定时 04/10/2011，14.19.01
间期限内的 SCSP 审核日志。

结束日期结束时间

5

事件

从该下拉列表中选择事件类型。 IDS 审核
列表显示了用于维护审核日志
的事件类型。

严重性

选择要过滤和显示的日志的严
重性类型。

严重

单击“应用”按钮应用过滤器。
设备将应用过滤器，并在“SCSP 事件”页上显示相关日志。 可以查看以下审
核日志详细信息：

字段

描述

示例

事件 ID

显示记录的事件的 ID。

1375524

日期和时间

显示记录该事件的日期和时间。 03/10/2011, 14.19.01

事件类型

显示记录事件的事件类型。

IDS 审核

严重性

显示事件的严重性。

严重

消息

显示描述该事件的消息。

Process Assignment for
/opt/NBUAppliance/scripts/storage_management.pl
to
int_rootpriv_ps. Arguments are
/opt/NBUAppliance/bin/perl

详细信息

显示日志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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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审核日志保留规范
设备尚未连接到 SCSP 服务器时，可以保留设备日志。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在
“SCSP 事件”页设置审核日志保留。
“SCSP 事件”页显示“当前日志保留”状态。 将此设备配置为托管模式时，因为
要使用 SCSP 服务器监视审核日志，所以此状态被设置为“不适用”。
注意：只有与 SCSP 服务器的连接处于非活动状态时，“设置日志保留”按钮才处
于活动状态。
设置审核日志保留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监视器”>“SCSP 事件”。

3

此设备显示“监视器”>“SCSP 事件”页。将显示在过去 6 小时内的审核日
志。
注意：如果此设备运行在托管模式中，SCSP 事件页不显示审核日志。

4

单击“设置日志保留”按钮，设置保留期限或日志文件数。
设备将显示“保留设置”对话框。

5

可以使用以下字段设置保留：
字段

描述

期限

选择此单选按钮设置日志保留的天数。
保留期限设置会考虑日志文件的修改日期，而不是创建日期。
例如，如果将保留期限设置为两天， 在过去两天内修改过的文
件不会被删除，即使它们的创建日期早于两天前也是如此。

天数

输入天数。 设备将在指定的天数内存储 SCSP 审核日志。 选
择“期限”单选按钮时，将启用此字段。

6

日志数

选择此单选按钮输入要保留的日志文件的数量。

文件号

设置文件的审核编号。 每个文件的大小为 10 MB。

单击“确定”设置保留规范。
设备将应用保留规范并相应地存储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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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从“SCSP 事件”页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SCSP 事件”页显示用于连接到 SCSP 服务器的“连接到 SCSP 服务器”部分。
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监视器”>“SCSP 审核日志”。
此设备显示“SCSP 事件”页。将显示在过去 6 小时内的审核日志。

3

单击“连接”按钮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设备将显示“连接到 SCSP 服务器”对话框。

4

在“主机名/IP”字段中输入 SCSP 服务器的一个完整有效的主机名/IP 地址。

5

在“端口”字段中输入 SCSP 服务器的端口号。
注意：如果不提供其身份验证证书，则无法添加 SCSP 服务器。 可以从站点
下载证书或在您的本地文件夹中指向一个先前下载的证书。

6

选择“从站点下载身份验证证书”单选按钮，以从 SCSP 服务器站点下载身份
验证证书。
设备将显示证书的详细信息。

7

单击“接受证书”按钮接受该证书。
设备将显示“已颁发证书”消息。
或者

8

选择“提供现有证书的位置”单选按钮，输入本地文件夹中的证书的位置。

9

单击“连接”按钮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设备将连接到 SCSP 服务器并显示以下消息：
已成功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49 页的“下载 NetBackup Appliance IPS 和 IDS 策略”。
请参见第 49 页的“下载可安装 SCSP 服务器和控制台”。

将 NetBackup Appliance 重置为非受控模式
使用以下过程将您的设备从受控模式转变为非受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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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NetBackup Appliance 从受控模式重置为非受控模式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监控”>“SCSP 事件”。
设备将显示“SCSP 事件”页面。 将显示在过去 6 小时内的审核日志。

3

单击“连接”按钮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设备将显示“连接到 SCSP 服务器”对话框。

4

在“主机名/IP”字段中输入 127.0.0.1 或 localhost。

5

在“端口”字段中输入设备的端口号。

6

单击“连接”按钮连接到设备。
设备已重置为非受控模式。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请参见第 41 页的“监视器 > SCSP 事件”。
请参见第 44 页的“过滤 SCSP 审核日志”。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下载
在受控和非受控模式下，除了提供增强的安全系统保护之外，还提供以下选项来监
视 SCSP 日志：
■

非受控模式 - 此模式可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帮助监视
NetBackup Appliance 的安全。甚至在非受控模式下也会应用 IDS 和 IPS 策略。

■

受控模式 - 实施此模式是专门为了帮助分离备份管理员和安全管理员的任务。
在此模式下，安全管理员能够监视和管理大型企业中包含的所有 NetBackup
Appliance 的安全选项。

设备可在单个代理中提供以下检测和防护技术：
■

入侵检测系统 (IDS) 策略 - 此策略是一个“事后”IDS，用于监视重大事件，并
对感兴趣的事件选择性地采取补救措施。

■

入侵防护系统 (IPS) 策略 - 此策略是一个“内联”IPS，可以在操作系统对不需
要的资源访问行为采取措施之前主动阻止这些行为。

此部分介绍了下列过程：
■

下载并安装 SCSP 服务器和控制台 - 请参见第 49 页的“下载可安装 SCSP 服务
器和控制台”。

■

下载并安装 NetBackup Appliance IPS 策略和 IDS 策略 - 请参见第 49 页的“下
载 NetBackup Appliance IPS 和 IDS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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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连接 NetBackup Appliance 之后，必须立即应用下载的 IPS 和 IDS 策略。如
果不应用这些策略，则 SCSP 代理不会在系统上强制实施任何入侵防护和入侵检测
策略。

下载可安装 SCSP 服务器和控制台
下列程序介绍了如何从“SCSP 事件”页面下载 SCSP 服务器和控制台。
下载 SCSP 服务器和控制台：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监控”>“SCSP 事件”。

3

设备将显示“SCSP 事件”页面。将显示在过去 6 小时内的审核日志。

4

从“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下载”部分中，使用“SCSP 服
务器和控制台”链接下载 SCSP 服务器和控制台的安装程序包。
scsp_server_5.2.9_MP3_EN.zip 文件将下载到您的本地文件夹中。

5

提取 scsp_server_5.2.9_MP3_EN.zip 文件中的内容。
scsp_server_5.2.9_MP3_EN > SCSPInstall 文件夹，其中包含以下内容：
■

server.exe - 用于在您的本地计算机上安装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Management Server 5.2.9。
安装向导将会显示，以帮助您在本地计算机上安装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Management Server 5.2.9。关于安装 SCSP 管理服务器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5.2.9 安装指南》。要
下载最新的安装指南，请参考 DOC5944。
■

console.exe - 用于安装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管理控制台。

安装向导将会显示，以帮助您安装管理控制台。关于安装 SCSP 管理控制
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5.2.9 安装指
南》。要下载最新的安装指南，请参考 DOC5944。
请参见第 48 页的“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下载”。
请参见第 49 页的“下载 NetBackup Appliance IPS 和 IDS 策略”。

下载 NetBackup Appliance IPS 和 IDS 策略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从“SCSP 事件”页面下载 NetBackup Appliance IPS 策略和
IDS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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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 NetBackup Appliance IPS 和 IDS 策略：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监控”>“SCSP 事件”。
设备将显示“SCSP 事件”页面。将显示在过去 6 小时内的审核日志。

3

从“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下载”部分中，使用“NetBackup
Appliance IPS 和 IDS 策略”链接下载要应用于 SCSP 服务器的策略。
SCSPPolicies.zip 文件被下载到您的本地文件夹。

4

提取 SCSPPolicies.zip 文件中的内容。
SCSPPolicies.zip 文件包含下列策略压缩文件：
■

NetBackup Appliance Detection Policy.zip - 包含 IDS 策略。 此策略

是“事后”IDS，用于监视重大事件，并对感兴趣的事件选择性地采取补救
措施。
■

NetBackup Appliance Prevention Policy.zip - 包含 IPS 策略。 此策

略是一个“内联”IPS，可以在操作系统对不需要的资源访问行为采取措施
之前主动阻止这些行为。
注意：这些策略可帮助验证设备上发生的事件，并且可以在非受控模式下通过
“监控”>“SCSP 事件”页面或是通过 SCSP Management Server 5.2.9 进
行监控。

5

从“SCSP 事件”页面的“连接到 SCSP 服务器”部分，单击“连接”。 这
让您能够将 NetBackup Appliance 连接到 SCSP 服务器以应用 IDS 和 IPS 策
略。请参见第 47 页的“连接到 SCSP 服务器”。

6

使用管理控制台登录到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Management
Server 5.2.9。 连接您的 NetBackup Appliance 并应用 IDS 策略和 IPS 策略。
关于在您的环境中安装和设置 SCSP 服务器的指示信息，请参考《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管理和安装指南》。
警告：您必须先应用下载的 IPS 和 IDS 策略，然后再将 NetBackup Appliance
连接至安装的 SCSP 服务器。如果在不应用此策略的情况下将设备连接至 SCSP
服务器，则设备将处于不受保护状态。

请参见第 48 页的“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下载”。
请参见第 49 页的“下载可安装 SCSP 服务器和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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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第三方 SSL 证书
您可以手动添加和实施第三方证书来获得 Web 服务支持。设备使用 Java KeyStore
作为安全证书的存储库。Java KeyStore (JKS) 是一个安全证书存储库，与 SSL 加
密中用于实例的授权证书或公钥证书一样。如果要实施第三方证书，请使用下列过
程：
实施第三方 SSL 证书：

1

为 Web 服务准备 keystore 文件。该过程会因您所用的 PKCS（公钥密码标准）
类型而异，下表介绍了使用 PKCS# 7 和 PKCS# 12 标准格式的步骤
PKCS 格式

准备 keystore 文件

PKCS#7 或 X.509 您可以使用下列链接：
格式
https://knowledge.verisign.com/support/ssl-certificates-support/index.html
PKCS#12 格式

1

使用以下命令将 PEM 格式的 x509 证书和密钥转换为 PKCS#
12：
openssl pkcs12 export -in server.crt -inkey
server.key -out server.p12 -name some-alias
-CAfile ca.crt -caname root
有关 openssl 用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ttp://www.openssl.org/。

注意：请确保在 PKCS #12 文件上设置密码。如果未对该文
件应用此密码，则在尝试导入该文件时可能会遇到空引用异常

2

使用以下命令将 pkcs12 文件转换为 Java Keystore：
keytool -importkeystore -deststorepass
changeit -destkeypass changeit -destkeystore
server.keystore -srckeystore server.p12
-srcstoretype PKCS12 -srcstorepass somepassword -alias some-alias
有关 keytool 用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考
http://docs.oracle.com/javase/6/docs/technotes/tools/solaris/keytool.html

2

使用以下命令关闭 Web 服务：
/etc/init.d/nbappws stop

3

将现有的 keystore 文件替换为新的 keystore 文件。默认文件名是
/opt/SYMCnbappws/Security/keystore。

4

在配置文件中更正下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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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更改 /opt/SYMCnbappws/config/server.xml 中的 keystoreFile 和
keystorePass 设置。

■

更改 /opt/SYMCnbappws/webserver/conf/server.xml 中的 keystoreFile
和 keystorePass 设置。

■

更改 /opt/SYMCnbappws/bin/startgui.sh 中的
javax.net.ssl.trustStore 和 javax.net.ssl.trustStorePassword
设置。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 Web 服务：
/etc/init.d/nbappws start

请参见第 41 页的“监视器 > SCSP 事件”。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 Symantec Critical System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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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视图

■

关于存储配置

■

关于设备支持的磁带设备

■

关于配置设备的主机参数

■

管理 > 设备还原

■

管理 > 许可证

■

关于迁移实用程序

■

NetBackup Appliance 的软件版本更新

■

管理 > 附加服务器

■

管理 > vCenter 凭据

关于“管理”视图
NetBackup Appliance 使您能够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管理客户端，创建策
略，运行备份和执行其他管理功能。 有关如何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执行这些
功能的信息，必须参考 NetBackup 核心文档集。 如果要下载此文档集的最新版本，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关于“管理”视图

可以从 Symantec 支持网站下载。 有关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帮助信息，
请参考 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的《Symantec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用户界面中的“管理”选项卡查看和配置以下设
置。
“表 3-1”介绍了“管理”>“主机”菜单中包括的选项卡：
表 3-1

管理 > 主机

管理

使您能够...

主题

数据缓冲区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 请参见第 95 页的““管理”>“主
“数据缓冲区”选项卡配置数据缓冲区参数。 机”>“数据缓冲区”中的选项”。

生命周期

当将设备配置为主服务器时，使用此选项卡查 请参见第 97 页的““管理”>“主
看和更改生命周期参数。
机”>“生命周期”中的选项”。

重复数据删
除

查看和更改重复数据删除参数。

高级

当将设备配置为主服务器时，通过此选项卡启 请参见第 102 页的“关于 BMR
用 Bare Metal Restore (BMR)。
集成”。

IPMI

重置 IPMI。重置操作包括重新启动 IPMI。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配置重
复数据删除解决方案”。

请参见第 104 页的““管理”>“主
机”> "IPMI" 选项”。

表 3-2 介绍了“管理”>“存储”菜单中包括的选项卡：
表 3-2

管理 > 存储

管理

使您能够...

主题

分区

查看设备内存储分区的图形和表格表示。 可以 请参见第 58 页的“管理 > 存储
使用此选项卡管理存储分区。
> 分区”。

磁盘

查看组成设备的存储磁盘以及挂接到该设备的 请参见第 74 页的“管理 > 存储
存储扩展架的表格表示。 可以使用此选项卡管 > 磁盘”。
理存储磁盘。

表 3-3 介绍了“管理”>“迁移实用程序”菜单中包括的选项卡：
表 3-3

管理 > 迁移实用程序

管理

使您能够...

主题

策略转换

选择开始时间、迁移窗口（持续时间）、当前 请参见第 140 页的“策略转换”。
备份映像驻留的源磁盘池、希望将映像迁移到
的目标（目标）磁盘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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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使您能够...

主题

选择条件

更改要用于现在目标为目标磁盘池的备份的策 请参见第 134 页的“选择条件”。
略。

迁移作业状
态

查看所有预定迁移作业的状态和结果。

请参见第 137 页的“迁移作业状
态”。

表 3-4 介绍了“管理”菜单下的以下各个子菜单：
表 3-4

管理 > 设备还原、许可证、软件更新、附加服务器

管理

使您能够...

主题

设备还原

将设备重置为特定状态。 该状态可以是原始出 请参见第 105 页的“ 管理 > 设
厂状态或通过使用检查点确定的状态。
备还原”。

NetBackup
许可证

通过管理 Web UI 查看、添加和删除许可证密
钥。

软件更新

查看、安装或删除设备上的软件更新。此屏幕
包含两个用于显示可供您为设备下载的软件更
新以及可以选择安装或删除的软件更新的表。
此屏幕还显示了您设备上当前安装的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版本。

附加服务器

添加或删除附加服务器。 使用该选项卡可将条 请参见第 164 页的“管理 > 附加
目添加到 NetBackup bp.conf 文件。 bp.conf 服务器”。
文件允许在设备和 Windows NetBackup 管理
控制台之间进行通信，以便您可以通过控制台
管理设备。

请参见第 128 页的“管理 > 许可
证”。

注意：此选项卡专门针对配置为主服务器的设
备显示。

关于存储配置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您可以管理存储配置。可以使用“管
理”>“存储”>“分区”和“管理”>“存储”>“磁盘”窗格管理存储空间。
Symantec NetBackup 5220 和 5230 设备最多可与四个 Symantec 存储扩展架一起
使用。存储扩展架为您提供了额外的磁盘存储空间。实际连接存储扩展架后，请使
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管理存储空间。
Symantec NetBackup 5330 设备必须连接到主存储扩展架。通过使用扩展存储扩展
架，可以扩展存储空间。实际连接扩展存储扩展架后，请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管理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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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5330 设备（基本单元）没有可用于备份或存储的内部磁盘空间。 该设备只
存储操作系统、日志、检查点等。 主存储扩展架和扩展存储扩展架中的可用空间可
用于备份。
图 3-1 提供了如何在您的 52xx 设备中配置存储空间的鸟瞰图。
图 3-2 提供了如何在您的 5330 设备中配置存储空间的鸟瞰图。
NetBackup 52xx 设备存储空间

图 3-1

Symantec NetBackup 52xx 设备存储
磁盘
对于 5200 设备，存储仅在设备基本单元提供，
并且不能使用存储扩展架对其进行扩展。
对于 5220 和 5230 设备，可以使用存储扩展架对存储
进行扩展。

存储分区

高级磁盘

MSDP

Symantec NetBackup 52xx 设备
系统磁盘
(操作系统、日志等）

基本磁盘

可以最多
为 5220 和 5230 平台
连接四个存储扩展架。

扩展磁盘 1

扩展磁盘 2

扩展磁盘 3

扩展磁盘 4

NetBackup
目录库(仅限主设备）

MSDP 目录库

配置

未分配

存储空间

NetBackup 5330 设备存储空间

图 3-2

Symantec NetBackup 5330 设备存储
Symantec NetBackup 5330 设备

存储分区

2 个系统磁盘
(操作系统、日志等）
MSDP

高级磁盘
主存储
扩展架
5330 设备必须具有一个
主存储扩展架。可以
连接一个扩展存储
扩展架（可选）。

扩展存储
扩展架
(可选）

6个
数据磁盘
1个
元磁盘

存储空间
MSDP 目录库
(位于元磁盘上）

配置

6个
数据磁盘
1个
元磁盘

未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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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列出了可以对设备存储空间执行的任务。
图 3-3

存储操作
存储操作
存储分区上执行的任务

存储磁盘上执行的任务
执行下面列出的任务：
- 转到设备控制台中的“管理”> “存储”> “磁盘 ”。
- 使用“管理”> “存储” shell 菜单

执行下面列出的任务：
- 转到设备控制台中的“管理”> “存储”> “分区 ”。
- 使用 ”管理“ > “存储” shell 菜单

添加
添加处于 “新的可用” 状态的磁盘。 将磁盘空间添加到
未分配存储。

移动
将分区从一个磁盘移动到另一个磁盘。

命令- Add <磁盘 ID>

命令 – Move <分区> <源磁盘> <目标磁盘> [大小]
[单元}
删除
调整大小

从未分配空间中删除磁盘空间。

创建分区、调整分区大小、或删除分区。
如果设备处于出厂状态（未配置为主服务器或介质
服务器），可以删除分区。

命令 – Remove <磁盘 ID>

扫描

命令- Resize <分区> <大小> <单元>

刷新存储磁盘和设备信息。
命令 - Scan
显示分区
显示分区总的, 可用存储容量, 以及所用存储容量。
显示磁盘

命令 - Show Partition

显示磁盘总的及未分配的存储容量和状态。
磁盘和分区公用的任务

命令- Show Disk

监视
显示存储管理任务（如“添加”、 “删除”, 等）的进度。
命令 - Monitor
显示分布
显示磁盘上分区的分布。
命令 - Show Distribution

所有可以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执行的任务也可以使用 Manage
> Storage shell 菜单执行。
有关 Main > Manage > Storage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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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存储 > 分区
通过“管理”>“存储”菜单，您可以管理存储配置。使用“分区”和“针对
<partition> 的分发”部分可以快速查看存储配置。可以使用“分区”和“磁盘”选
项卡管理此存储空间。
图 3-4 显示了 5330 设备的“分区”选项卡的示例视图。
图 3-4

5330 设备的“分区”视图

分区部分
分区部分的
分配情况
饼图
图例
“分区”选
项卡

“分区”部分提供了有关您设备中的存储分区的图形表示形式。该饼图显示了所配
置的存储分区。还显示了如何调整每个分区的大小。与饼图相邻的图例显示了每个
分区的颜色和大小。只有所配置的分区在图例中显示为链接，您可以单击这些链
接。
从图例单击特定分区时，“分区”选项卡中将突出显示该分区。此外，“分区的分
布”部分显示了特定分区所在的磁盘。下图介绍了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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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的分布”部分显示了特定分区所在的位置。 还显示了磁盘类型和大小。
还显示了在磁盘上的分区号。 当分区状态降级或磁盘发生故障时这能帮助对问题进
行故障排除。
根据您的设备平台，将使用以下存储分区划分设备存储：
AdvancedDisk

AdvancedDisk 使您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备份和还原数据。 它不涉及
任何重复数据删除。

NetBackup 目录库

此分区包含 NetBackup 的元数据，其中包括有关备份、存储设备和
配置的信息。 NetBackup 目录库分区仅在设备主服务器上受支持。
NetBackup 目录库始终位于 52xx 设备的基本磁盘上。

配置

存储配置信息的存储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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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上分配给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或 MSDP）的空间。

MSDP

在 5220 或 5230 设备上，为获得最佳性能，MSDP 分区应位于扩
展磁盘上。
请参见第 66 页的“将 MSDP 分区从基本磁盘移动到扩展磁盘以获
得最佳性能”。
MSDP 目录库

此分区包含 MSDP 的元数据，其中包括有关 MSDP 备份的信息。
在 52xx 设备上，MSDP 目录库分区可位于基本磁盘或者扩展磁盘
上。在 5330 设备上，MSDP 目录库分区位于称为元磁盘的专用磁
盘上。 元磁盘仅包含 MSDP 目录库分区。

未分配

尚未分配到其他分区（包括显示的所有分区，“未分配”除外）的
存储空间。 当您扩展 MSDP、AdvancedDisk 等分区的存储空间
时，将使用未分配空间。
添加磁盘时，“未分配”空间的大小将增加。 MSDP、
AdvancedDisk 和其他分区的大小保持不变。

有关分区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文档。
表 3-5 列出了每个分区支持的大小和平台。
表 3-5
分区名称

设备存储分区
支持的最小大小

AdvancedDisk 1 GB

支持的最大大小

支持的平台

最大可用容量

5200、5220、5230
5330

NetBackup 目
录库

250 GB（主服务器） 4 TB（主服务器）

配置

25 GB

5200、5220、5230
（仅限主服务器）

500 GB

5200、5220、5230
5330

MSDP

5 GB

最大可用容量

5200、5220、5230
5330

MSDP 目录库

5 GB

25 TB

5200、5220、5230、
5330

“分区”选项卡显示了有关在设备上配置的所有分区的详细信息。“分区”表中显
示了以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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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名称

描述

分区

显示分区的名称。
示例：AdvancedDisk

状态

显示分区的状态。
示例：最佳
表 3-6 介绍了每个分区状态。

已用

显示分区中已使用的空间。
示例：13.70 GB

可用

显示分区中的可用空间。
示例：1.62 TB

总计

显示分区中的总空间。
示例：1.63 TB

所用百分比

显示分区中已用空间的百分比。
示例：2%

操作

显示您可对分区执行的适用操作。 您可以调整分区大小或移动分
区。
表 3-7 列出了有关“调整大小”和“移动”操作的详细信息。

注意：“管理”>“存储”>“分区”页面上或者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上的 Manage > Storage > Show 命令所显示的 MSDP 分区的大小，可能不是
MSDP 分区的完整可用空间或已用空间。 这是因为文件系统和 MSDP 已保留部分
空间。文件系统保留空间供自己使用。此外，MSDP 还为重复数据删除数据库和事
务日志保留了 4% 的存储空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Deduplication
指南》。
检查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显示的 MSDP 磁盘池大小以了解 MSDP 统计数据。
表 3-6 介绍了显示在分区名称旁边的各种分区状态。
表 3-6

分区状态

状态

描述

最佳

存储分区是可访问的，并且整个容量均可用于备份。

降级

在此状态下，分区的整个存储容量不可用。 只有有限的分区存储
容量可用。

61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关于存储配置

状态

描述

不可访问

分区的整个存储容量不可用，因此无法执行任何任务。

未配置

没有为存储分区配置或导入存储。

表 3-7 列出了可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和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对分区执行的操作。
表 3-7

管理设备存储分区的操作

操作

描述

调整大小

创建分区、调整分区大小或删除选定分区。 ■
检查以下注意事项：
■
■

仅当设备配置为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

分区

■

时，才可以使用“调整大小”操作创建
■
分区。
您可以根据分区类型将分区大小调整为
更大或更小的值。 通过使用未分配的空
间来扩展大小。
仅当设备为出厂状态（未配置为主服务
■

■

■

AdvancedDisk
配置
MSDP
MSDP 目录库
NetBackup 目录库

器或介质服务器）时，才可以使用“调
整大小”操作删除分区。
请参见第 62 页的“调整分区大小”。
请参见第 63 页的““调整大小”对话框”。
移动

将选定分区从源磁盘移动到目标磁盘。

■

AdvancedDisk

请参见第 65 页的“移动分区”。

■

配置

■

MSDP

■

MSDP 目录库

注意：NetBackup 目录库
分区无法移动。

注意：在 5330 设备上，
MSDP 目录库分区存在于
自己的元磁盘上，并且只
能在元磁盘之间移动（如
果适用）。

调整分区大小
可以将分区大小调整为更大或更小的值。也可以通过调整分区的大小来创建或删除
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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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当设备配置为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时，才可以使用“调整大小”来创建数据分
区（如 AdvancedDisk 或 MSDP）。
当您创建 MSDP 分区时，将自动创建保护 MSDP 目录库备份策略。
仅当设备为出厂状态（未配置为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时，才可以使用“调整大
小”操作删除分区。
注意：即使设备处于出厂状态，也无法删除配置或 NetBackup 目录库分区。
在调整存储分区的大小之前，请查看以下几点：
■

可以将 AdvancedDisk、配置、MSDP、MSDP 目录库和 NetBackup 目录库分
区的大小调整为更大或更小的值。 要调整大小，请以 1 GB 为增量输入值。

■

每个分区都有一个最小和最大支持大小。 请确保在这些值的范围内调整分区的
大小。
请参见第 60 页的表 3-5。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调整分区大小。
调整存储分区的大小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存储”>“分区”。

3

找到要调整其大小的分区，然后单击旁边的“调整大小”。

4

为“调整 <分区> 的大小”对话框中的参数输入相应的值。单击“确定”调整
分区大小。
请参见第 63 页的““调整大小”对话框”。

5

调整分区大小时，会显示进度详细信息。
操作完成后，单击“确定”。此时会自动刷新“管理”>“存储”>“分区”页
面。

“调整大小”对话框
在调整存储分区的大小之前，请查看以下几点：
■

可以将 AdvancedDisk、配置、NetBackup 目录库、MSDP 和 MSDP 目录库分
区的大小调整为更大或更小的值。 要调整大小，请以 1 GB 为增量输入值。

■

每个分区都有一个最小和最大支持大小。 请确保在这些值的范围内调整分区的
大小。
请参见第 60 页的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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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大小”对话框上显示以下参数：
参数

描述

所用大小

在调整 AdvancedDisk、配置、MSDP、MSDP 目录库和 NetBackup 目录库
分区的大小时，会显示“所用大小”。 对于这些分区，您不能输入小于分
区“所用大小”的值。

未分配大小

显示设备上的可用空间。

当前大小

显示分区的总大小。

存储单元名称 仅当创建 AdvancedDisk 或 MSDP 分区（当前大小为 0）时，才显示存储单
元名称。您可以分配不同于默认值的其他存储单元名称。
存储单元名称可以包含任何字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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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当创建 AdvancedDisk 或 MSDP 分区（当前大小为 0）时，才显示磁盘池
名称。您可以分配不同于默认值的其他磁盘池名称。
磁盘池名称可以包含任何字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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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大小

在文本框中输入一个值，并选择合适的单位。还可以将滑块拖动到新大小
（以 GB、TB 或 PB 为单位）。还可以单击新大小上方的长条。
如果单位为 GB，则仅支持绝对值。如果单位为 TB 或 PB，则支持绝对值和
小数值。
滑块上的最大值显示您可以扩展到的最大分区大小。对于 AdvancedDisk 和
MSDP 分区，最大大小是当前大小和未分配大小的总和。
对于其他分区（如配置和 NetBackup 目录库），在对以下值进行比较时，
滑块上的最大值较小：
■

当前大小和未分配大小的总和

■

分区的最大支持大小
请参见第 60 页的表 3-5。

例如，假设一个当前大小为 300 GB、未分配大小为 6 GB 的 NetBackup 目
录库分区。 NetBackup 目录库分区的最大支持大小为 4 TB。 由于 NetBackup
目录库的最大支持大小 (4 TB) 大于 306 GB（当前大小 (300 GB) + 未分配
大小 (6 GB)），因此显示的最大大小为 306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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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调整大小相关的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当对分区调整大小时，可能出现以下示例错误消息：
[错误] 因为 MSDP 分区 2 已分段或繁忙，所以无法调整其大小。稍后重试该操作可
能解决此问题。 Contact Symantec Technical Support if the issue persists.
如果特定分区被使用或分段，将会显示此消息。 例如，当备份与还原操作从分区读
取或将数据写入分区时，调整大小操作可能失败。 在此情况下，您可以稍后重试对
分区调整大小。
如果分区分段，也可能出现此消息。 请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获取进一步帮
助。

移动分区
此过程描述了将分区从一个存储磁盘移动到另一个存储磁盘的过程。
注意：NetBackup 目录库分区无法移动。 NetBackup 目录库分区必须始终位于 52xx
设备的基本单元上。
在 5330 设备上，MSDP 目录库分区必须始终位于元磁盘中，并且只能在元磁盘之
间移动（适用时）。
移动分区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存储”>“分区”。

3

转至要移动的分区，然后单击该分区旁边的“移动”。

4

在“移动”对话框中输入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66 页的““移动 <partition>”对话框”。

5

单击“确定”移动分区。
注意：分区大小和系统上的工作量将决定移动分区所花费的时间。

6

“移动”对话框会显示移动操作的进度详细信息和状态。
操作完成后，单击“确定”。此时会自动刷新“管理”>“存储”>“分区”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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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partition>”对话框
“移动 <Partition Name>”对话框显示以下参数：
参数

描述

示例

源磁盘

显示当前包含选定分区的磁盘的名称。 76YTGD2BA7CBACB4F416D631CE
(Base)

分区大小

显示源磁盘上选定分区的大小。

300 GB

目标磁盘

单击下拉列表并选择要将分区移动到
的目标磁盘。

9DB0FD2BA7CBACB4F416D631CE
(Expansion)

注意：目标磁盘必须与源磁盘不同。
未分配大
小

显示目标设备上的未分配大小。

100 GB

大小

键入要从当前磁盘移动到新磁盘的存
储大小（以 GB、TB 或 PB 为单
位）。

35 GB

注意：这是一个可选字段。 如果未指
定大小，设备将移动整个分区。

注意：要移动的大小不能大于目标磁
盘上的未分配空间。

将 MSDP 分区从基本磁盘移动到扩展磁盘以获得最佳性能
如果所有或部分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MSDP) 分区位于设备基本单元（基本
磁盘）上，则建议将 MSDP 分区移至扩展磁盘。此建议适用于 5220 和 5230
Appliance，目的是为了获得最佳性能。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将 MSDP 分区从基本磁盘移动到扩展磁盘。基本磁盘位于设备
基本单元上。扩展磁盘位于挂接到设备的存储扩展架上。5220 或 5230 Appliance
最多可以拥有两个扩展磁盘。
考虑下列方案：
■

方案 1 - MSDP 和 AdvancedDisk 分区在基本磁盘上配置。扩展单元通过物理方
式连接到设备，但尚未添加。

■

方案 2 - MSDP 分区存在于基本磁盘上。对扩展单元进行配置，并且分区位于这
些单元上。

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并按照下列适当的过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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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1 - 将 MSDP 分区从基本磁盘移动到扩展磁盘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存储”>“磁盘”。检查分区是否位于基本磁盘上。假设基本
磁盘上有 MSDP、AdvancedDisk、目录库和配置分区，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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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保通过调整非 MSDP 分区大小完全分配基本磁盘（像 AdvancedDisk 一样）。
要确保基本磁盘是满的，请将 AdvancedDisk 分区的大小调整到一个刚好低于
滑块中所示最大值的值。
单击“分区”选项卡，然后单击 AdvancedDisk 分区旁边的“调整大小”。在
“新大小”字段中输入一个略低于滑块中所示最大值的大小。在本例中，
AdvancedDisk 分区的大小被调整到 39.48 TB。它可以调整到的最大值是 39.49
TB。

单击“确定”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操作完成后，再次单击“确定”。页面将自动刷新，并反映更新的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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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磁盘”选项卡。单击扩展单元旁边的“添加”链接。单击“是”确认添
加，完成后单击“确定”。针对第二个扩展单元重复此过程。

请注意，未分配的空间将会增加。

5

检查 MSDP 分区占用的空间。在“分区”部分中，单击饼图旁边的 MSDP 链
接。
检查“MSDP 的分布”部分。在本例中，MSDP 分区位于基本磁盘上，占用
260 GB 空间。

请注意，当您以后将 MSDP 分区移动至扩展磁盘时，扩展磁盘上至少要有 260
GB 的未分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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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分区”选项卡。转至 MSDP 分区，然后单击该分区旁边的“调整大小”。
输入一个略低于“未分配大小”的值。在本例中，“未分配大小”为 47.29
TB，MSDP 大小被调整为 47 TB。确保保留的“未分配大小”必须大于基本磁
盘上的 MSDP 大小（260 GB 或更多）。

单击“确定”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操作完成后，再次单击“确定”。页面将自动刷新，并反映更新的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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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查 MSDP 分区在磁盘间如何分配。在“分区”部分中，单击饼图旁边的
MSDP 链接。
检查“MSDP 的分布”部分。在本例中，MSDP 分区的一部分位于基本磁盘
上。

8

单击“分区”选项卡。转至 MSDP 分区，然后单击该分区旁边的“移动”。

9

将 MSDP 分区从基本磁盘移动到扩展磁盘。在“移动 <MSDP>”窗口中，请
选择有足够未分配大小作为目标磁盘的扩展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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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确定”移动分区。
注意：分区大小和系统上的工作量将决定移动分区所花费的时间。

11 “移动”对话框会显示移动操作的进度详细信息和状态。操作完成后，单击
“确定”。此时会自动刷新“管理”>“存储”>“分区”页面。

12 单击 MSDP 链接。MSDP 分区位于扩展磁盘上。

以下过程说明了当扩展磁盘上配置了分区时，如何将 MSDP 分区从基本磁盘移动到
扩展磁盘。
方案 2 - 将 MSDP 分区从基本磁盘移动到扩展磁盘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存储”>“分区”

3

检查 MSDP 分区是否位于基本磁盘上。在“分区”部分中，单击饼图旁边的
MSDP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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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MSDP 的分布”部分。如果任何磁盘的“类型”均为“基本”，则所有
或部分 MSDP 分区位于基本磁盘上。在本示例中，MSDP 分区位于基本磁盘
和扩展磁盘上。

如果所有磁盘的类型为“扩展”，则 MSDP 分区不在基本磁盘上。在这种情况
下，您无需移动 MSDP 分区。此时可以忽略该过程的余下内容。

5

转至 MSDP 分区，然后单击该分区旁边的“移动”。

6

在“移动 <MSDP>”窗口中，单击下拉列表并选择要将分区移动到的目标磁
盘。目标磁盘必须为扩展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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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确定”移动分区。
注意：分区大小和系统上的工作量将决定移动分区所花费的时间。

8

“移动”对话框会显示移动操作的进度详细信息和状态。操作完成后，单击
“确定”。此时会自动刷新“管理”>“存储”>“分区”页面。

管理 > 存储 > 磁盘
“磁盘”选项卡提供了存储磁盘的表格表示形式，存储磁盘包括您的设备和挂接到
其上的存储扩展架。
图 3-5 显示了 5330 设备的“磁盘”选项卡的示例视图。
图 3-5

5330 设备的“磁盘”视图

“分区”
部分
“分区的分布”
部分
饼图
图例

“磁盘”
选项卡

“分区”部分提供了有关您设备中的存储分区的图形表示形式。该饼图显示了所配
置的存储分区。还显示了如何调整每个分区的大小。与饼图相邻的图例显示了每个
分区的颜色和大小。只有所配置的分区在图例中显示为链接，您可以单击这些链
接。
从图例中单击某个分区时，“分区的分布”部分将显示特定分区所在的磁盘。如果
您将鼠标悬停在“分区的分布”部分中的某个磁盘上，则相应的磁盘将在“磁盘”
选项卡中突出显示。下图介绍了此行为：

74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关于存储配置

在连接新存储时，您必须扫描新的磁盘。将存储从设备断开连接然后重新连接到设
备时，还必须进行扫描以刷新存储信息。
单击“扫描”以扫描新的磁盘，然后单击“确定”确认提示。
注意：如果您是第一次扫描 5330 设备，磁盘初始化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磁盘初始
化在后台进行，根据系统负载的不同，最多可能需要 56 小时。对于主存储扩展架
和扩展存储扩展架估计最多耗时 28 小时。在此时间内，您可以继续使用设备。但
是，如果磁盘初始化过程中分区使用了一个或更多新磁盘，则特定磁盘上备份与还
原操作的性能会降低达 30%。
如果要扩展存储并将存储扩展架或扩展系统挂接到设备，请参见相应平台的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硬件安装指南》。这些存储扩展架或扩展系统
正确连接到设备后，您必须从“磁盘”选项卡扫描新的可用磁盘。新磁盘具有“新
的可用”状态。一旦显示新的可用磁盘后，必须添加这些磁盘，才能使用更多空
间。
请参见第 79 页的“从新的可用磁盘中添加存储空间”。

75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关于存储配置

表中显示了以下列：
列名

描述

磁盘

显示与磁盘相关联的 ID。
示例：50001FAFA000000F5B0519CB4

类型

显示磁盘的类型。
示例：基本
表 3-8 介绍了每个磁盘类型。

状态

显示磁盘的状态。
示例：正在使用
表 3-9 介绍了每个状态。

分配

列出每个磁盘上存在的分区。还会列出每个分区的大小。
示例：AdvancedDisk: 18 TB

未分配

显示磁盘内未分配的可用空间。
示例：1.9172 GB

总计

显示磁盘内的总存储空间。
示例：4.5429 TB

表 3-8 列出了根据设备平台可能会显示的磁盘类型。
磁盘类型

表 3-8
类型

描述

支持的平台

系统

此类别将告知由设备操作系统、日志等占用的存储。 5200、5220、5230
5330

基本

此类别将告知设备基本单元提供的存储。

5200、5220、5230

扩展

连接到 5220 或 5230 设备的存储扩展架。

5220、5230

数据

除 MSDP 目录库之外的所有分区都存在于数据磁盘 5330
上。存在于数据磁盘中的分区示例为 MSDP、
AdvancedDisk、配置等。主存储扩展架可以有六个
数据磁盘，扩展存储扩展架也可以有六个数据磁盘。

元

MSDP 目录库分区仅存在于元磁盘中。主存储扩展 5330
架可以有一个元磁盘，扩展存储扩展架也可以有一
个元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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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描述

支持的平台

未知

设备无法确定磁盘类型时（例如，当磁盘不可访问 不适用
时），将显示此类别。

表 3-9 介绍了“状态”字段中显示的多种状态。
磁盘状态

表 3-9
状态

描述

外部

表示磁盘具有存储配置信息，并且可能包含数据。
所有“外部”磁盘旁边均会显示“删除”链接。您可以从“外部”磁盘删除
任何预先存在的数据。移除“外部”磁盘后，磁盘状态将变为“新的可用”。
在以下情况下，磁盘状态显示为“外部”：
■

状态曾为“正在使用”的磁盘已经以物理方式断开连接，后来又重新连
接。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启动设备将使磁盘状态返回先前的状态。

■

状态曾为“正在使用”的磁盘已经以物理方式断开连接。此设备已重映像
并重新配置，并且磁盘已重新连接。
或
曾连接到其他系统的磁盘仍然具有旧系统的配置信息。

■

正在使用

表示磁盘当前正在使用中。
如果磁盘不具有任何分区，将显示“删除”链接。

n/a

表示不能对处于此状态的磁盘执行任何命令或操作。
具有 n/a 状态的磁盘的一个示例是系统。

新的可用

表示磁盘可以添加到存储空间。将显示“添加”链接以将存储磁盘添加到存
储空间。

不可访问

状态曾为“正在使用”的存储磁盘不再可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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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您可以使用 Main > Support shell 菜单中的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存储磁
盘日志。您可以与 Symantec 支持团队共享这些磁盘日志以解决与磁盘相关的问题。
可获得更多有关 Main > Support > Datacollect 菜单的信息。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扫描存储设备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从“管理”>“存储”>“磁盘”扫描已连接的存储设备。只要
连接了某个存储设备，就可以使用“扫描”来检测该存储设备或刷新其状态。如果
Scan 不显示更新的存储设备信息，则重新启动设备以刷新存储设备信息。
注意：如果要扩展存储并将存储扩展架或扩展系统挂接到设备，请参见相应平台的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硬件安装指南》。这些存储扩展架或扩展系统
正确连接到设备后，必须从“磁盘”选项卡中扫描这些设备。一旦显示新的可用磁
盘后，必须添加这些磁盘，才能使用更多空间。新磁盘具有“新的可用”状态。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扫描存储设备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存储”>“磁盘”。

3

单击“扫描”。

4

系统将提示您进行确认。单击“是”以确认。扫描将开始。
注意：如果您是第一次扫描 5330 设备，磁盘初始化可能需要一些时间。磁盘
初始化在后台进行，根据系统负载的不同，最多可能需要 56 小时。对于主存
储扩展架和扩展存储扩展架估计最多耗时 28 小时。在此时间内，您可以继续
使用设备。但是，如果初始化过程中分区使用了一个或更多新磁盘，则特定磁
盘上备份与恢复操作的性能最多会降低 30%

5

扫描完成后，单击“确定”。“磁盘”选项卡会自动刷新。如果在 52xx 设备
上检测到新的存储扩展架，“磁盘”选项卡中将显示新的磁盘 ID。
对于 52xx 设备，新条目应具有以下属性：
■

类型 = 扩展

■

状态 = 新的可用

对于 5330 设备，会显示主存储扩展架或扩展存储扩展架的 6 个数据磁盘和 1
个元磁盘。对于具有一个主存储扩展架和一个扩展存储扩展架的 5330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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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选项卡中会显示 12 个数据磁盘和 2 个元磁盘。这些磁盘的状态为“新
的可用”。
现在可以将此磁盘添加到未分配空间。
请参见第 79 页的“从新的可用磁盘中添加存储空间”。

从新的可用磁盘中添加存储空间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将新的可用磁盘中的空间添加到未分配空间。
如果要将存储扩展架或扩展系统挂接到设备，请参见相应平台的《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硬件安装指南》。一旦将这些存储扩展架正确连接到了设备，
必须从“磁盘”选项卡扫描最新可用的磁盘。新磁盘具有“新的可用”状态。一旦
显示新的可用磁盘后，必须添加这些磁盘，才能使用更多空间。
从新的可用磁盘中添加存储空间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存储”>“磁盘”。

3

“磁盘”表显示所有磁盘。只能添加“状态”为“新的可用”的磁盘。此类磁
盘旁边会显示“添加”链接。
注意：如果磁盘状态为“外部”，单击“删除”，以便删除数据，并使磁盘状
态变为“新的可用”。如果要恢复此数据，请与 Symantec 支持联系。

4

单击“添加”以添加磁盘。
将出现一个对话框，显示以下消息：
此操作会将磁盘添加到未分配的存储。是否要继续?
单击“是”。

5

系统将显示以下消息：
Adding disk <disk ID>
Succeeded.

单击“确定”退出。“管理”>“存储”>“磁盘”页面将自动刷新。
添加磁盘时，设备会将其“状态”更新为“正在使用”。此更改还会反映在“分
区”部分中。“未分配”空间将增加，并且“分区”图和表中将更多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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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现有存储磁盘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移除现有存储磁盘。
注意：在移除处于“正在使用”状态的磁盘之前，请确保您已将磁盘中的所有分区
移到其他磁盘。您可以从“管理”>“存储”>“磁盘”中的“分配”列查看每个磁
盘上的分区。

注意：您可以在断开磁盘的同时使用 Beacon 功能识别扩展磁盘。您也可以使用
Beacon 功能识别基本磁盘。
移除现有磁盘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转到“管理”>“存储”>“磁盘”。

3

“磁盘”表中的“状态”列显示有“删除”链接。该链接适用于不包含任何分
区的处于“正在使用”状态的磁盘。该链接还适用于处于“外部”状态的磁
盘。
注意：如果处于“正在使用”状态的磁盘包含分区且您要移除该磁盘，则必须
首先将分区移到其他磁盘。您可以从“管理”>“存储”>“磁盘”中的“分
配”列查看每个磁盘上的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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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删除”链接以移除磁盘。
将出现一个对话框，显示以下消息：
This operation will remove the disk <disk ID>.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单击“是”继续。
如果移除处于“外部”状态的磁盘，会显示以下消息：
This operation will remove the disk <disk ID>. Any backup data present
in the <disk ID> disk will be deleted.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单击“是”继续。
注意：处于“外部”状态的磁盘可能含有数据。如果尝试删除此类磁盘，也将
删除其中的任何数据。

5

系统将显示以下消息：
Removing disk <disk ID>
Succeeded.

单击“确定”退出。“管理”>“存储”>“磁盘”页面将自动刷新。
删除磁盘时，设备会将此磁盘的“状态”更新为“新的可用”。此更改还会反
映在“分区”部分中。“未分配”空间将减少，并相应地显示在“分区”图和
表中。
注意：在 5220 设备上以物理方式挂接或断开存储扩展架时，必须更新引导顺序，
重新启动存储扩展架，最后重新启动设备。此外，如果断开两个已连接存储扩展架
中的其中一个，需要重新启动设备。

警告：在以物理方式断开存储扩展架后，如果 5220 设备重新启动，则它可能会挂
起并显示 Symantec“开机画面”屏幕。按 ESC 键继续。 RAID 控制器固件提供了
逐步说明，帮助您引导设备。

监视存储操控任务的进度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使用 Monitor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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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存储任务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通过使用以下命令，转至 Manage > Storage 菜单：
Main > Manage > Storage

3

输入 Monitor 命令查看正在执行的存储管理任务的当前进度。
设备将显示任务进度，如以下示例所示：
Storage > Monitor

>>>>> Press 'CTRL + C' to quit. <<<<<
Resizing the AdvancedDisk storage partition...
The estimated time to resize the partition is 2 to 5 minutes.
Stopping NetBackup processes... (2 mins approx)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扫描存储设备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扫描与您的设备连接的
存储设备。也可以通过“管理”>“存储”>“磁盘”扫描存储设备。
注意：当某个存储设备已连接或断开时，使用此命令可检测该存储设备或刷新其状
态。如果 Scan 命令不显示更新的存储设备信息，则重新启动设备以刷新存储设备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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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与您的设备连接的存储设备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通过使用以下命令，转至 Manage > Storage 菜单：
Main > Manage > Storage

设备将显示存储菜单中的所有子任务。

3

输入 Scan 命令以扫描存储设备。
对于 52xx 设备，将扫描已连接的设备并显示以下输出：
Storage> Scan
- [Info] Refreshing the storage devices...
- [Info] Succeeded.
NOTE: If you run the 'Manage->Storage->Show Disk' command
and the device information does not appear in the output, run the
'Manage->Storage->Scan' command to import and refresh the
device information. If the device information still does not appear,
restart the appliance to refresh the device information.

对于 5330 设备，将扫描已连接的设备并可能显示以下输出：
Storage> Scan
- [Info] Performing sanity check on disks and partitions...
(5 mins approx)
- [Info] The scan operation can take up to 15 minutes to complete.
- [Info] Refreshing the storage devices...
- [Info] Created 14 new disks (RAID groups) on External Storage.
- [Info] Succeeded.
- [Info] The new disks are being initialized. The disk initialization
happens in the background and may take up to 56 hours depending on the
system load. You can continue to use the appliance during this time.
However, if one or more of the new disks are used by partitions during
the disk initialization process, the performance of backup and restore
operations on the specific disks degrades by up to 30%.

NOTE: If you run the 'Manage->Storage->Show Disk' command and the device
information does not appear in the output, run the 'Manage->Storage->Scan'
to import and refresh the device information. If the device information
still does not appear, restart the appliance to refresh the devic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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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 Show 命令查看存储空间信息
本节介绍了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中的 Show [Type] 命令及其用法。可
以从 Main_Menu > Manage > Storage 访问这些命令。
对以下 Show [Type] 命令进行了说明：
■

Show [ALL] - 一起查看 Disk、Partition 和 Distribution 信息。

请参见第 84 页的“查看所有存储信息”。
■

Show [Disk] - 查看总容量、未分配的存储容量和磁盘的当前状态。

请参见第 86 页的“查看磁盘信息”。
■

Show [Partition] - 查看分区的总容量、可用容量和已使用的存储容量。

请参见第 89 页的“查看分区信息”。
■

Show [Distribution] - 查看磁盘上的分区分布。

请参见第 90 页的“查看磁盘上的分区分布”。
注意：“管理”>“存储”>“分区”页面上或者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上的 Manage > Storage > Show 命令所显示的 MSDP 分区的可用和已用大
小，可能不是 MSDP 分区的完整可用空间或已用空间。这是因为文件系统和 MSDP
已保留部分空间。文件系统保留空间供自己使用。此外，MSDP 还为重复数据删除
数据库和事务日志保留了 4% 的存储空间。
检查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显示的 MSDP 磁盘池大小以了解 MSDP 统计数据。

查看所有存储信息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使用 Show All 命令：
查看所有存储信息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打开 Storage 菜单。 要打开 Storage 菜单，请使用以下命令：
Main > Manage > Storage

设备将显示存储菜单中的所有子任务。

3

输入 Show All 命令查看设备信息。

对于 5330 平台，设备将按以下示例所示显示存储信息：
- [Info] Performing sanity check on disks and partitions..
(5 mins approx)
---------------------------------------------------------------------Disk ID
| Type
| Total
|Unallocated|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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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System
| 2.79 TB |
| n/a
5E000000100000000000000000| System
| 2.79 TB |
| n/a
50001FD36800000796537BB10F| Meta
| 5.46 TB | 5.46 T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8537BB0D5| Meta
| 5.46 TB | 5.37 T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8A537BB0DC| Data
| 19.10 TB |19.10 T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8C537BB0E4| Data
| 19.10 TB |19.10 T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8E537BB0EC| Data
| 19.10 TB | 0 G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90537BB0FA| Data
| 19.10 TB | 7.30 T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92537BB102| Data
| 19.10 TB |19.08 T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94537BB10B| Data
| 19.10 TB | 0 G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2537BB0B4| Data
| 19.10 TB |19.10 T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4537BB0C3| Data
| 19.10 TB |19.10 T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6537BB0CB| Data
| 19.10 TB |18.20 T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A537BB0D8| Data
| 19.10 TB | 0 G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C537BB0E1| Data
| 19.10 TB |19.10 T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E537BB0EA| Data
| 19.10 TB |19.10 T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8E537BB0EC (Data)
--------------------------------MSDP
: 19.10 TB
- Partition 0 : 19.10 TB
50001FD36800000790537BB0FA (Data)
--------------------------------MSDP
: 11.80 TB
- Partition 2 : 11.80 TB
50001FD36800000792537BB102 (Data)
--------------------------------Configuration :
25 GB
- Partition 0 :
25 GB
50001FD36800000794537BB10B (Data)
--------------------------------AdvancedDisk
: 19.10 TB
- Partition 0 : 19.10 TB
50001FEE6C00000A36537BB0CB (Data)
--------------------------------AdvancedDisk
: 921.89 GB
- Partition 1 : 921.89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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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1FEE6C00000A38537BB0D5 (Meta)
--------------------------------MSDP Catalog
:
90 GB
- Partition 0 :
90 GB
50001FEE6C00000A3A537BB0D8 (Data)
--------------------------------MSDP
: 19.10 TB
- Partition 1 : 19.10 TB
----------------------------------------------------------------------Partition
| Total |Available | Used
|%Used| Status
----------------------------------------------------------------------AdvancedDisk | 20 TB |19.84 TB |161.20 GB | 1 | Optimal
Configuration | 25 GB |24.66 GB |346.04 MB | 2 | Optimal
MSDP
| 50 TB |49.61 TB |402.55 GB | 1 | Optimal
MSDP Catalog | 90 GB |88.98 GB | 1.02 GB | 2 | Optimal
Unallocated
|170 TB |
|
| - | You cannot issue commands for disks with the status 'n/a'.

查看磁盘信息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使用 Show Disk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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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磁盘信息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打开 Storage 菜单。 要打开 Storage 菜单，请使用以下命令：
Main > Manage > Storage

设备将显示存储菜单中的所有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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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Show Disk 命令查看磁盘信息。
设备将显示磁盘信息，如以下示例所示：
Storage> Show Disk
- [Info] Performing sanity check on disks and partitions..(5 mins approx)
-------------------------------------------------------------------Disk ID
| Type
| Total |Unallocated|Status
-------------------------------------------------------------------5E000000000000000000000000|System
|930.39 TB| | n/a
50001FD36800000790537BB0FA|Base
| 2.24 TB| 300 G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6537BB0CB|Expansion|4.5421 TB| 840.92 GB| In Use
You cannot issue commands for devices with the status 'n/a'.

对于 5330 平台，设备将按以下示例所示显示磁盘信息：

Storage> Show Disk
- [Info] Performing sanity check on disks and partitions..(5 mins approx)
-------------------------------------------------------------------------Disk ID
|Type
| Total
|Unallocated| Status
-------------------------------------------------------------------------5E000000000000000000000000|System
| 2.73 TB |
| n/a
5E000000000001000000000000|System
| 2.73 TB |
| n/a
50001FD36800000796537BB10F|Meta
| 5.46 TB | 5.46 T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8537BB0D5|Meta
| 5.46 TB | 5.37 T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8A537BB0DC|Data
| 19.10 TB |19.10 T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8C537BB0E4|Data
| 19.10 TB |19.10 T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8E537BB0EC|Data
| 19.10 TB | 0 G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90537BB0FA|Data
| 19.10 TB | 7.30 T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92537BB102|Data
| 19.10 TB |19.08 TB
| In Use
50001FD36800000794537BB10B|Data
| 19.10 TB | 0 G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2537BB0B4|Data
| 19.10 TB |19.10 T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4537BB0C3|Data
| 19.10 TB |19.10 T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6537BB0CB|Data
| 19.10 TB |18.20 T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A537BB0D8|Data
| 19.10 TB | 0 G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C537BB0E1|Data
| 19.10 TB |19.10 TB
| In Use
50001FEE6C00000A3E537BB0EA|Data
| 19.10 TB |19.10 TB
| In Use

You cannot issue commands for disks with the status 'n/a'.

表 3-10 列出了根据设备平台可能会显示的磁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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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盘类型

表 3-10
类型

描述

支持的平台

系统

此类别将告知由设备操作系统、日志等占 5200、5220、5230
用的存储。
5330

基本

此类别将告知设备基本单元提供的存储。 5200、5220、5230

扩展

连接到 5220 或 5230 设备的存储扩展架 5220、5230
显示为单个扩展磁盘。

数据

除 MSDP 目录库之外，所有分区均存在 5330
于 5330 数据磁盘中。 存在于数据磁盘中
的分区示例为 MSDP、AdvancedDisk、
配置等。 主存储扩展架可以有六个数据
磁盘，扩展存储扩展架也可以有六个数据
磁盘。

元

MSDP 目录库分区仅存在于元磁盘中。 5330
主存储扩展架可以有一个元磁盘，扩展存
储扩展架也可以有一个元磁盘。

未知

设备无法确定磁盘类型时（例如，当磁盘 不适用
不可访问时），将显示此类别。

查看分区信息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使用 Show Partition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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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分区信息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打开 Storage 菜单。 要打开 Storage 菜单，请使用以下命令：
Main > Manage > Storage

设备将显示存储菜单中的所有子任务。

3

输入 Show Parition 命令以查看分区信息。
对于 52xx 平台，设备将显示分区信息，如以下示例所示：
Storage> Show Partition
------------------------------------------------------------------------Partition
| Total
| Available | Used
| %Used| Status
------------------------------------------------------------------------AdvancedDisk | 1 TB
| 1001.1 GB | 22.876 GB | 3
| Optimal
MSDP
| 3.6343 TB| 3.4868 TB | 151.04 GB | 4
| Optimal
Configuration| 150 GB
| 25 GB
| 125 GB
| 83.3%| Optimal
Unallocated | 53.683 TB|
|
| | -

请注意，显示的分区信息取决于硬件平台。
如果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器角色，则不支持 NetBackup 目录库分区。

查看磁盘上的分区分布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使用 Show Distribution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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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磁盘上的分区分布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打开 Storage 菜单。 要打开 Storage 菜单，请使用以下命令：
Main > Manage > Storage

设备将显示存储菜单中的所有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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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Show Distribution 命令以查看磁盘上的分区分布。
以下示例显示了在 5330 设备上运行 Show [Distribution] 命令时启动的过
程：
Show Distribution
5000294D6C0000214253716C3C (Data)
--------------------------------Configuration :
25 GB
- Partition 0 :
25 GB
5000294D6C0000214553716C47 (Data)
--------------------------------MSDP
: 19.10 TB
- Partition 3 : 19.10 TB
5000294D6C0000214853716C4E (Data)
--------------------------------AdvancedDisk
: 19.10 TB
- Partition 1 : 19.10 TB
5000294D6C0000214B53716C54 (Meta)
--------------------------------MSDP Catalog
:
5.46 TB
- Partition 0 :
5.46 TB
5000294D6C0000214E53716C59 (Data)
--------------------------------AdvancedDisk
:
1.80 TB
- Partition 2 :
1.80 TB
5000294D6C0000215453716C68 (Data)
--------------------------------MSDP
: 19.10 TB
- Partition 0 : 19.10 TB
5000294D8000001E0741ECBEBD (Data)
--------------------------------MSDP
: 19.10 TB
- Partition 2 : 19.10 TB
5000294D8000001E0A41ECBEC3 (Data)
--------------------------------MSDP
:
3.60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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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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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TB

5000294D8000001E1341ECBEDE (Data)
--------------------------------MSDP
: 19.10 TB
- Partition 1 : 19.10 TB

此命令还显示位于磁盘上的分区号。 这样可帮助对在分区状态降级或磁盘发生
故障时出现的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关于存储电子邮件警报
软件管理员可运行“设置”>“警报”> Email Software Add [Email Addresses] 命
令，添加自己的电子邮件帐户，以便接收软件警报。如果已经配置了电子邮件地址
来接收特定设备的软件警报，则会收到存储警报、硬件监视警报之类的设备警报。
在以下情形下，系统会生成存储警报：
■

在设备上执行“调整大小”或“移动”操作时。“调整大小”或“移动”操作
完成后，警报会发给指定操作和结果的电子邮件地址。“调整大小”或“移动”
操作成功或失败时都会发送警报。

■

在设备上执行的存储健全性检查失败时。存储健全性检查每天都会运行，也会
作为存储处理操作的一部分运行。存储健全性检查有助于修复部分存储问题或
报告这些问题。

下文提供了警报内容示例。在主机 nb-appliance 上将 AdvancedDisk 分区大小调整
为 1 TB 时会生成此警报：
Alerts from NetBackup Appliance
Host name:
Operation:
Status:

nb-appliance
Resize AdvancedDisk 1 TB
Succeeded

- NetBackup Appliance Alerts

存储健全性检查失败时会生成以下警报示例：
Alerts from NetBackup Appliance
Host name: nb-appliance
Operation: Storage sanity check
Status:
Failed
Reason:
Failed to mount the 'AdvancedDisk' partition '0'. A full file
system check (fsck) needs to be performed on this par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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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Appliance Alerts

关于设备支持的磁带设备
以下介绍了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磁带设备支持：
磁带库

NetBackup Appliance 支持备份到 NetBackup TLD 类型的磁带库（磁
带库 DLT）。 DLT 是数字线性磁带的缩写。
有关 NetBackup 支持的 TLD 类型，请参见位于以下 URL 的 NetBackup
硬件兼容性列表：
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磁带驱动器

NetBackup Appliance 支持写入具有 SCSI T10 加密功能的磁带设备，
以确保移到场外的磁带介质安全。磁带加密需要配置 NetBackup 密钥
管理服务 (KMS) 功能。 要了解有关 KMS 支持和 KMS 支持的磁带驱动
器列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硬件兼容性列表，URL 如下：
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磁带用法

带有条形码前缀 CLN 的磁带被视为清洗磁带。
带有任何其他条形码前缀的磁带被视为普通磁带。

NetBackup ACS 库 从设备版本 2.5 开始，NetBackup Appliance 支持 NetBackup 类型 ACS
库以及 NetBackup 设备上 NetBackup ACS 机械手的配置。 设备管理
员可以更改本地设备上 vm.conf 文件中的 ACS 条目。
有关可以用于修改 vm.conf 文件的 ACS 命令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
见《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94 页的“将外部机械手添加到 NetBackup Appliance”。

将外部机械手添加到 NetBackup Appliance
安装光纤通道 HBA 卡后，可以将外部机械手添加到设备。
使用以下过程可将机械手添加到设备。
将外部机械手添加到设备

1

如供应商提供的说明中所述，将任意物理地址交换机设置为相应设置。

2

如供应商提供的说明中所述，将机械手连接到 HBA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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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供应商提供的说明中所述，安装并配置机械手软件，以便机械手可适用于操
作系统。 操作系统必须能够识别机械手，才能将其配置为与设备一起使用。
（这是可选步骤。）

4

配置所添加的机械手以用于备份，如下所示：
对于 NetBackup 52xx 介质服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务器设备：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的“配置机
械手和驱动器”。

请参见第 94 页的“关于设备支持的磁带设备”。

关于配置设备的主机参数
通过“设置”>“主机”菜单，您可以查看并编辑设备的以下 NetBackup 设置：
■

指定数据缓冲区参数
请参见第 96 页的“配置数据缓冲区参数”。

■

指定生命周期参数
请参见第 100 页的“配置生命周期参数”。

■

指定重复数据删除参数
请参见第 102 页的“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参数”。

■

启用或禁用 BMR 作为服务器恢复选项
请参见第 102 页的“关于 BMR 集成”。

“管理”>“主机”>“数据缓冲区”中的选项
您可以使用设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管理”>“主机”>“数
据缓冲区”选项卡配置与 NetBackup 共享的数据缓冲区的参数。使用“数据缓冲区
参数”选项卡可以输入以下数据缓冲区存储的计数和大小：
■

数据缓冲区磁带

■

磁盘上的数据缓冲区

■

使用光纤传输的数据缓冲区

■

数据缓冲区还原

■

NDMP（网络数据管理协议）的数据缓冲区

■

多个副本的数据缓冲区

可以使用设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更新以下数据缓冲区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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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数据缓冲区参数

字段

“计数”字段的描述

数据缓冲区磁带 - 计数

输入 NetBackup 使用的共享数据缓冲区磁带的总数。 默认值为
30。

数据缓冲区磁带 - 大小

输入每个共享的数据缓冲区磁带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默认值
为 262144 字节。

磁盘上的数据缓冲区 计数

输入 NetBackup 使用的共享数据缓冲区磁盘的数目。 默认值为
30。

磁盘上的数据缓冲区 大小

输入每个共享数据缓冲区磁盘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默认值为
262144 字节。

数据缓冲区 FT - 计数

输入 NetBackup 使用的共享数据缓冲区 FT 存储的数目。 默认值
为 16。

数据缓冲区 FT - 大小

输入每个共享数据缓冲区 FT 存储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默认
值为 262144 字节。

数据缓冲区还原 - 计数

输入 NetBackup 使用的共享数据缓冲区还原存储的数目。默认值
为 30。

数据缓冲区 NDMP - 大 输入每个共享数据缓冲区 NDMP（网络数据管理协议）存储的大
小
小（以字节为单位）。默认值为 262144 字节。
多个副本的数据缓冲区
- 大小

输入已还原的每个共享数据缓冲区存储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
默认值为 262144 字节。

您可以使用此选项卡查看和更改数据缓冲区参数。

配置数据缓冲区参数
您可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管理”>“主机”菜单设置数
据缓冲区参数。“主机”菜单显示了“数据缓冲区”选项卡。 您可以使用此选项卡
查看和更改数据缓冲区参数。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查看和更新数据缓冲区参数。
您也可以使用设备 shell 菜单更新这些参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52xx 系列命令参考指南》。
配置数据缓冲区参数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选择“管理”>“主机”>“数据缓冲区”。
系统将显示采用默认 NetBackup 数据缓冲区参数的“数据缓冲区”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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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提供的字段中输入数据缓冲区参数。 提供了数据缓冲区参数的描述。
请参见第 95 页的““管理”>“主机”>“数据缓冲区”中的选项”。

4

单击“保存”以保存更新的参数。

“管理”>“主机”>“生命周期”中的选项
您可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管理”>“主机”菜单设置生
命周期参数。“主机”页面显示“生命周期”选项卡。您可以使用此选项卡查看和
更改生命周期参数。
表 3-12 介绍了显示的生命周期参数。
表 3-12

生命周期参数

字段

描述

清除会话间隔

输入应清除已删除生命周期策略前所经历的时间间隔。 默认值为 24
小时。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单位以度量时间。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小时

■

秒

■

分钟

■

天

■

周

■

月

■

年

复制组条件

输入用于定义如何创建批处理的复制组条件。 默认值为 1。

映像扩展重试期限

输入将映像副本添加到下一个复制作业之前 NetBackup 等待的期
限。 默认值为 2 小时。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单位以度量时间。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小时

■

秒

■

分钟

■

天

■

周

■

月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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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作业提交间隔

设置所有操作的作业提交频率。默认值为 5 分钟。
默认情况下，处理完所有作业之后才会提交更多作业。增大此时间
间隔可允许 NetBackup 在处理完所有作业之前提交更多作业。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单位以度量时间。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小时

■

秒

■

分钟

■

天

■

周

■

月

■

年

每个复制作业的最大大 输入允许批处理映像增大至的最大大小。 默认值为 100 GB。
小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单位以度量大小。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字节

■

KB

■

MB

■

GB

■

TB

■

PB

对小型作业强制应用间 输入确定在批处理作为复制作业提交前组中的映像的最长存在时间
隔
的时间。 默认值为 30 分钟。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单位以度量时间。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小时

■

秒

■

分钟

■

天

■

周

■

月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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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每个复制作业的最小大 输入对整个映像批处理运行一个复制作业之前，该映像批处理应达
小
到的最小大小。 默认值为 8 GB。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单位以度量大小。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字节

■

KB

■

MB

■

GB

■

TB

■

PB

副本元数据清除计时器 输入导入管理器在停止尝试导入映像前所经历的天数。 默认值为 0
小时。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单位以度量时间。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小时

■

秒

■

分钟

■

天

■

周

■

月

■

年

磁带资源乘法器

输入可以同时访问单个存储单元的活动复制作业数的乘数。 默认值
为 2。

版本清除延迟

输入确定活动版本变为不活动版本后必须经过的时间的小时数。 默
认值为 14 天。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单位以度量时间。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
■

小时

■

秒

■

分钟

■

天

■

周

■

月

■

年

注意：在 Appliance 2.6 中已删除“导入扩展重试会话计时器”、“导入会话计时
器”和“重复数据删除会话间隔”参数，并引入名为“作业提交间隔”的新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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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生命周期参数
您可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管理”>“主机”菜单设置生
命周期参数。“主机”菜单显示“生命周期”选项卡。 您可以使用此选项卡查看和
更改生命周期参数。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查看和更新生命周期参数。
您也可以使用设备 shell 菜单更新这些参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52xx 系列命令参考指南》。
配置生命周期参数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选择“管理”>“主机”>“生命周期”。
系统将显示“生命周期”选项卡以及默认的生命周期参数。 提供了生命周期参
数的说明。
请参见第 97 页的““管理”>“主机”>“生命周期”中的选项”。

3

单击“保存”以保存更新的参数。

关于配置重复数据删除解决方案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有两种类型的存储解决方案。 根据 Symantec
NetBackup 硬件设备的类型，您可以选择以下两种类型的重复数据删除解决方案之
一：
表 3-13

重复数据删除解决方案和设备矩阵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系列

适用的重复数据删除解决
方案
主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

Symantec NetBackup 设备 5220
系列

Media Server Deduplication Media Server
Option (MSDP)
Deduplication Option
(MSDP)

Symantec NetBackup 设备 5230
系列

Media Server Deduplication Media Server
Option (MSDP)
Deduplication Option
(MSDP)

将重复数据删除解决方案添加到 5230 介质设备
可以使用以下两个页面为 Symantec NetBackup 设备 5230 系列介质设备配置重复
数据删除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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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始配置 - 可以在对设备进行初始配置时选择重复数据删除解决方案。

■

管理 > 存储 > 调整大小 - 如果未在初始配置时配置重复数据删除解决方案，则
可以从“管理”>“存储”菜单中使用“调整大小”选项进行配置。 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见第 62 页的“调整分区大小”。

管理 > 主机 > 重复数据删除
您可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管理”>“主机”>“重复数
据删除”菜单设置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参数。“主机”页面显示“重复数据删
除”选项卡。您可以使用此选项卡查看和更改重复数据删除参数。
管理 > 主机 > 重复数据删除介绍了“重复数据删除设置”选项卡上显示的重复数据
删除参数。
表 3-14

重复数据删除参数

字段

描述

日志详细度级别

选择将写入日志文件的信息量。 您可以从 0 到 10 中选择一个
值，10 表示可以记录最多信息。

注意：仅在 Symantec 代表的指示下才可更改该值。
调试日志文件最大大小

输入日志文件的最大大小 (MB)。

用于备份和还原的 NIC

输入用于维护备份和还原的本地网络接口卡 (NIC) 的 IP 地址或
地址范围。

最大带宽

输入在介质服务器和重复数据删除池之间备份或还原数据时所
允许的最大带宽。
您不能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配置带宽限
制。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使用 Main_Menu >
Settings > Deduplication > Tune 视图选项配置
OPTDUP_BANDWIDTH。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Command Reference Guide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中的
“Settings > Deduplication”主题。

压缩

选择可压缩优化复制数据。 默认情况下，将不压缩文件。

加密

选中要加密数据的复选框。 默认情况下，不加密文件。 当您
选中该复选框时，数据将在传输和存储期间进行加密。

最大映像片段大小

输入备份映像片段的最大大小 (MB)。

注意：仅在 Symantec 代表的指示下才可更改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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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Web 服务重试计数

输入 Web 服务失败或超时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的重试次数。

注意：此参数仅适用于 PureDisk Deduplication Option。 该
参数不影响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
Web 服务调用超时

输入用于增大或缩小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调用到 PureDisk
存储单元进行的 Web 服务调用的超时值的参数。

注意：此参数仅适用于 PureDisk Deduplication Option。 该
参数不影响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
使用本地 pd.conf 设置

选中该复选框可以忽略服务器设置，使用本地 pd.conf 设置。
默认情况下将不选中此复选框。

文件段特例

输入日志文件的后缀。 将不会对具有这些后缀的文件进行分
段。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参数
您可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管理”>“主机”菜单设置重
复数据删除参数。“主机”菜单将显示“重复数据删除”选项卡。 您可以使用此选
项卡查看和更改 MSDP 参数。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查看和更新重复数据删除参数。
您也可以使用设备 shell 菜单更新这些参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52xx Series Command Reference Guide（《Symantec NetBackup
52xx 系列命令参考指南》）。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参数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选择“管理”>“主机”>“重复数据删除”。
系统将显示采用默认重复数据删除参数的“重复数据删除”选项卡。

3

输入 MSDP 参数。有关这些参数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01 页的“管理 > 主机 > 重复数据删除”。

4

单击“保存”以保存更新的参数。

关于 BMR 集成
Bare Metal Restore (BMR) 是 NetBackup 的服务器恢复选件。 BMR 可自动化和简
化服务器恢复过程，从而无需手动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或配置硬件。 使用简单的命令
即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完整的服务器还原，而无需进行大量的培训或繁琐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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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R 允许进行以下恢复：
■

在 Windows 系统上恢复到完全不同的硬件（不同系统恢复，或 DSR）

■

在 UNIX/Linux 系统上恢复到各种几何结构的磁盘（不同磁盘恢复，或 DDR）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BMR 管理指南”。
注意：NetBackup Appliance 不能用作 BMR 引导服务器。此约定与 NetBackup 不
同，您可以将任何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用作 BMR 引导服务器。您的启
动服务器可以是任何非设备 NetBackup 平台，但前提是其操作系统与要恢复的主机
相同。
请参见第 103 页的“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启用 BMR”。

“管理”>“主机”>“高级”中的选项
现在，当设备配置为主服务器时，您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
的“管理”>“主机”>“高级”启用 Bare Metal Restore (BMR)。 如果想要在设备
上禁用 BMR，您必须运行相应的 NetBackup 命令。 注意，默认情况下 BMR 处于
禁用状态。
将在“管理”>“主机”>“高级”中显示以下选项：
在此设备上启用 BMR
您可以使用此选项启用 BMR。
请参见第 103 页的“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启用 BMR”。
您无法通过设备 shell 菜单启用或禁用 BMR。
当将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器时，不需要进行 BMR 配置。 当将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
器角色时，将不会显示“管理”>“主机”>“高级”选项卡。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启用 BMR
当设备配置为主服务器时，您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管
理”>“主机”>“高级”启用 Bare Metal Restore (BMR)。
如果想要在设备上禁用 BMR，您必须运行相应的 NetBackup 命令。 注意，默认情
况下 BMR 处于禁用状态。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启用 BMR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请注意，设备必须配置为主服务
器。

2

选择“管理”>“主机”>“高级”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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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中“在此设备上启用 BMR”以在此设备上启用 BMR。

4

单击“保存”。

“管理”>“主机”> "IPMI" 选项
您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管理”>“主机”> "IPMI" 选
项卡重置 IPMI。 仅在 IPMI 接口挂起或停止响应时重置 IPMI。 IPMI 重置操作包括
重新启动 IPMI。
有关如何重置 IPMI 的过程，请参见以下链接。
请参见第 104 页的“重置 IPMI”。
注意：您也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使用 Support > IPMI Reset 命
令重置 IPMI。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指南》。

重置 IPMI
使用以下过程可重置 IPMI。 必须仅当 IPMI 控制台挂起或停止响应时才重置 IPMI。
重置 IPMI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转到“管理”>“主机”> "IPMI"。

3

单击“重置 IPMI”。

4

将显示以下警告：
“重置 IPMI 会断开当前所有的 IPMI 用户。 是否确实要重置 IPMI?”
单击“是”继续。

5

IPMI 已重置。 Symantec 建议您等待 2 分钟然后再尝试重新连接到 IPMI 控制
台。

6

如果您无法访问 IPMI 控制台，则必须关闭该设备然后重新启动。 执行以下步
骤：
■

安排一个方便的设备关机时间，并提醒所有用户。

■

关闭设备。

■

取消连接所有设备电缆。

■

等待 15 秒然后再重新连接电缆。

■

打开设备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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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设备还原
设备还原表示您要将设备还原到特定状态。该状态可以是原始出厂状态或通过使用
检查点确定的状态。 从 v2.6 开始，您便可以创建检查点，回滚设备到您选择的检
查点，或者启动恢复出厂设置。
您可在此页面单击下列按钮之一，开始想要的过程：
■

创建设备检查点
单击此图标，可在您的设备上创建用户控制的检查点。

■

设备回滚
单击此图标可将设备回滚到您选择的检查点。

■

启动设备恢复出厂设置
单击此图标可将设备重置为原始默认状态。

下列列表介绍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检查点：
■

恢复出厂设置检查点。 安装每个新设备期间，会创建此检查点。

■

在您安装软件升级前，会创建升级前检查点。 如果软件升级失败，您可以将这
种检查点用作回滚检查点。

■

将设备升级到新软件版本后，会创建升级后检查点。

■

用户控制的检查点是您使用应用程序用户界面或设备 shell 菜单在任意点创建的
检查点。如果已经存在由用户控制的现有检查点，它将替换为您创建的任何新
检查点。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创建设备检查点”。
请参见第 107 页的“创建设备检查点”。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设备回滚 ”。
请参见第 116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恢复出厂设置”。

关于创建设备检查点
您可以使用检查点保存设备当前状态的快照，然后在将来出现故障时使用该快照从
该点还原您的设备。
表 3-15 包含以下用于创建检查点的字段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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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5

“创建设备检查点”页面

字段

描述

现有设备还原检查点

该字段显示存在的所有当前检查点。 如果不存在任何检查点，则
该字段中会显示以下消息。
当前不存在任何设备还原检查点。创建设备检查点以还原为设备
的当前状态。
下面介绍了每个检查点类型。
■

■

■

升级前检查点
在执行软件升级之前，将创建此检查点。
升级后检查点
此检查点是在将设备升级到较新软件版本后创建的。如果您
需要回滚设备以修正故障，可以使用此检查点。
用户控制的检查点
您负责创建此检查点。 您可以随时创建检查点。 在任何指定
时间只能存在一个用户控制的检查点。 如果已经存在用户控
制的检查点，而您又创建了一个新的检查点，新的检查点将
重写现有检查点。 但是，在可以创建新的检查点之前，“现

■

有设备还原检查点”字段中会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如果创
建新的用户控制检查点，则新的检查点会重写任何现有检查
点。
您还可以通过此字段监视检查点创建过程的状态。

设备的以下组件将包括在 该字段列出了包括在检查点中的所有组件。 以下列表介绍了这些
检查点中：
组件：

创建设备检查点

■

设备操作系统

■

设备软件

■

NetBackup 软件

■

网络配置

■

任何先前应用的软件更新

■

检查点中不包括的项目：
■ 不包括备份数据。

此字段是可选字段。 允许您为检查点提供标签或说明。 在该字
段中输入的内容可帮助您标识新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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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此页面上的操作按钮

验证
■

■

单击“验证”按钮时，您将启动验证过程，该过程可确保服
务器正在运行并且处于创建新检查点的状态。
运行验证后将显示一条消息，通知您验证是否成功。
■ 如果验证过程成功，则会出现以下情况：
■

“创建”按钮进入活动状态。

■

显示以下消息：
检查点验证已完成。单击“创建”以创建新检查点。

■

如果验证过程未成功，则会出现以下情况：
■ 显示以下消息：
检查点验证未成功。无法创建检查点。单击此处以获取更
多信息。
■ 您可以单击消息内的链接，以查看有关错误详细信息的更
多信息。

创建
■

■

检查点验证成功完成后，将激活“创建”按钮。 单击“创建”
将开始检查点过程。
创建此检查点时，将替换所有当前用户控制的检查点（如果
存在）。

取消
此按钮将取消创建设备检查点过程。

请参见第 107 页的“创建设备检查点”。
请参见第 110 页的“检查点创建状态”。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从设备 shell 菜单创建设备检查点”。
请参见第 105 页的“ 管理 > 设备还原”。

创建设备检查点
您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 “创建设备检查点”页面开始创建用
户控制的检查点。 此页面的前两个字段不要求您进行任何输入。 第一个字段是“现
有设备还原检查点”字段。 该字段会显示目前存在的检查点。 第二个字段显示该
检查点中包括的设备内的组件。
注意：如果已存在一个用户控制的检查点，您即将创建的检查点会替换这个现有检
查点。 在任何指定时间只能存在一个用户控制的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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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创建新检查点

1

选择“管理”>“设备还原”。

2

单击“创建设备检查点”。
如果已存在任何检查点，这些检查点将显示在页面中。另外，如果用户控制的
检查点已存在，则新的检查点将替换旧检查点。

3

在页面底部的“创建设备检查点”说明字段中输入说明。 通过此说明您可以识
别新检查点。

4

单击“验证”。
会出现一个窗口，显示正在进行验证检查。 验证过程可确保所有介质服务器正
在运行。 页面上显示状态消息，告知您检查点验证是否已成功完成。 如果验
证成功，并且您要继续，请单击“创建”。

如果检查点验证失败，页面上会显示状态消息，告知您无法创建该检查点。 您
可以选择消息中提供的一个链接，查看关于不可运行的介质服务器的更多信
息。 您应该更正该问题，然后再次单击“验证”。 一旦验证成功，请单击“创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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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随即会显示“创建设备检查点”弹出窗口。 如果目前不存在检查点，并且您要
继续，请单击“是”。 如果已存在一个用户控制的检查点，并且您要重写该检
查点，请单击“是”。 否则，单击“否”。
注意：一旦开始创建检查点，将无法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
执行任何其他功能，直到该操作完成。

“创建设备检查点”页面将会刷新，并显示每个介质服务器或服务器的检查点
进度状态。要查看有关检查点创建过程的状态的更多信息，请单击“详细信
息”链接。

请参见第 110 页的“检查点创建状态”。

6

检查点创建完成后，“创建设备检查点”页面将显示提供以下信息的状态摘
要：
■

主机名是接收检查点的一个或多个设备的 IP 地址。

■

当前安装的 NetBackup 和设备软件版本。

■

检查点创建进度。

■

检查点的状态。

■

检查点的详细信息。

单击“完成”完成此过程，此时会返回到“设备还原”页面。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创建设备检查点”。
请参见第 105 页的“ 管理 > 设备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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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点创建状态
当您开始用户控制的检查点过程时，会为设备创建检查点。 每个系统均列于“检查
点创建状态”表中。 此表提供了关于每个系统的下列信息。
检查点创建状态

表 3-16
字段

描述

主机名

将接收新检查点的设备的 IP 地址。

当前版本

当前安装在设备上的 NetBackup 软件和设备软件的版
本。

进度

显示每个设备完成的百分比。

状态

显示是否成功完成检查点操作。 此字段的可能状态：
“成功”、“失败”、“超时”。

详细信息

此字段包含一个标记有“详细信息”的链接。 单击此
链接可查看关于创建检查点操作状态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07 页的“创建设备检查点”。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创建设备检查点”。
请参见第 105 页的“ 管理 > 设备还原”。

从设备 shell 菜单创建设备检查点
使用以下过程从设备 shell 菜单创建用户控制的检查点。
注意：如果已存在一个用户控制的检查点，您即将创建的检查点会替换这个现有检
查点。 在任何指定时间只能存在一个用户控制的检查点。
从设备 shell 菜单创建新检查点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并打开设备 shell 菜单。

2

输入以下命令
Main_Menu > Support > Checkpoint Create

将开始以下交互过程。 shell 菜单会通知您是否存在现有检查点，然后才能创
建新的检查点。 在下例中，不存在现有检查点。

3

输入 Yes 继续创建新的检查点。

4

输入对检查点的说明。 这是一个可选字段。

5

输入 Yes 开始检查点创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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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旦开始检查点创建过程，您仍然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请参见第 110 页的“检查点创建状态”。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创建设备检查点”。
请参见第 105 页的“ 管理 > 设备还原”。

关于回滚到检查点
安装软件更新或 EEB 后，您可能确定需要还原为以前安装的版本。 此过程称为回
滚操作，该操作通过 Symantec 更新过程安装在设备上。 回滚到设备检查点会将系
统还原到该检查点的即时点映像。 该版本可能是软件以前的 General Availability
(GA) 版本。
希望回滚设备时，可以从以下三种类型的检查点中进行选择。
■

升级前检查点
在执行软件升级之前，将创建此检查点。

■

升级后检查点
此检查点是在将设备升级到较新版本后创建的。 如果您需要回滚设备以修正故
障，可以使用此检查点。

■

用户控制的检查点
您创建的检查点。

以下是还原到检查点时要考虑的通用准则的列表：
■

仅显示有效的检查点，供您选择。

■

在执行回滚操作期间，不能运行任何用户启动的操作，如备份、还原或配置和
维护操作。

■

开始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执行回滚操作时，只有在回滚操作
完成后才能在控制台上执行任何其他功能。 仅当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而非设备 shell 菜单执行操作时才会如此。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设备回滚 ”。
请参见第 112 页的“关于设备回滚验证”。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关于检查点回滚状态”。

关于设备回滚
您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或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
单将设备回滚到现有还原检查点。通过此功能，您可解决可能遇到的任何错误配置
或系统故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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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回滚设备，请打开“管理”>“设备还
原”页面，然后选择“回滚设备”。如果不存在任何检查点，则页面上会显示一条
消息，指出不存在任何检查点。可以返回到“管理”>“设备还原”页面，然后选
择“创建设备检查点”，创建用户控制的检查点。
如果检查点已存在，则它们会显示在“回滚设备”页面中。
表 3-17 包含下列字段和功能：
表 3-17

回滚设备页面

字段

描述

选择一个设备检查点，以将设 此字段会显示可用来还原设备的可用检查点。可用的检查点
备回滚到特定检查点
可以是：
■

■

■

升级前检查点
您执行软件升级前创建的检查点。
升级后检查点
将设备升级到更新软件版本后创建的检查点。
用户控制的检查点
您创建的检查点。

选择要在回滚过程中执行的其
他操作
版本信息

如果存在检查点，您会看到此表。 如果不存在检查点，则不
会显示此表。 此表提供下列信息：
■

主机名

■

当前版本
在回滚操作开始之前当前安装的 NetBackup 和设备软件
版本。
回滚后的版本
在回滚操作成功完成之后安装的 NetBackup 和设备软件
版本。

■

操作图标

通过“预览”图标可取消回滚操作。

请参见第 112 页的“关于设备回滚验证”。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关于检查点回滚状态”。

关于设备回滚验证
此页面将显示回滚的设备配置组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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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回滚期间，会暂停所有设备功能。
回滚到设备检查点可还原下列组件：
■

设备操作系统

■

设备软件

■

NetBackup 软件

■

网络配置

■

任何先前应用的软件更新

■

检查点中不包括的项目：
■

不包括备份数据。

查看操作列表后，单击“验证”继续回滚操作。
随即会显示“回滚设备”弹出窗口。 此弹出窗口会通知您，一旦您开始回滚过程，
将无法撤消。 单击“是”继续回滚操作。 单击“否”停止回滚过程。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设备回滚 ”。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关于检查点回滚状态”。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设备回滚 ”。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回滚到设备检查点
您可以将设备回滚到您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或设备 shell 菜单中
选择的检查点。 以下过程介绍了这些步骤。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回滚到现有检查点

1

选择“管理”>“设备还原”。

2

单击“设备回滚”。

3

从“选择一个设备检查点以将设备回滚到特定检查点”列表中选择一个可用检
查点。
列表只包含存在的检查点。 最多可以有三个检查点。 升级前检查点、升级后
检查点和用户控制的检查点。

4

确定在回滚操作完成后是否要自动重新启动设备。如果是，请选中“回滚后自
动重新启动设备”复选框。

5

单击“预览”。
“回滚设备”页面将更新，并显示操作期间回滚的组件。此外，将要回滚的设
备也会显示在该页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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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验证”。
验证检查可确保所有介质服务器已启动并运行。如果所有介质服务器都正在运
行，请单击“启动”回滚到选定检查点。

如果检查点验证未成功，则无法开始回滚操作。将提供一个链接，通过该链接
您可以选择查看有关问题原因的更多信息。 然后，您可以解决该问题，再单击
“验证”。 如果验证成功，请单击“启动”。

7

将显示“回滚设备”弹出窗口。 此弹出窗口会通知您，一旦您开始回滚过程，
将无法撤消。 单击“是”继续回滚操作。 单击“否”停止回滚过程。

注意：一旦开始回滚过程，将无法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执
行任何其他功能，直到该操作完成。

8

将显示“回滚设备”状态页面，这样您可以监视设备回滚操作是否成功。

9

回滚操作完成后，必须重新启动计算设备：
■

如果您选择了在回滚完成后自动重新启动设备，将显示“正在重新启动...”
弹出窗口。此弹出窗口提醒您还原过程中网络已重置且连接已断开。 必须
使用远程管理 端口重新配置网络设置并重新连接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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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选择在回滚完成之后自动重新启动设备，将出现“立即重新启动!”
窗口。 此窗口提示您重新启动选择进行回滚的每个服务器。 单击“确定”
重新启动设备以完成回滚操作。

请参见第 115 页的“从设备 shell 菜单回滚到某个设备检查点”。
请参见第 105 页的“ 管理 > 设备还原”。

关于检查点回滚状态
表 3-18

检查点回滚状态

字段

描述

主机名

将要回滚的设备的 IP 地址。

当前版本

目前安装在设备上的 NetBackup 软件版本。

回滚后的版本

完成回滚后，安装在设备上的设备软件版本。

进度

显示每个设备完成的百分比。

状态

显示是否成功完成检查点操作。 此字段的可能状态：
“成功”、“失败”、“已完成”、“超时”。

详细信息

此字段包含一个标记有“详细信息”的链接。 单击此链
接可查看关于设备回滚操作状态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12 页的“关于设备回滚验证”。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设备回滚 ”。

从设备 shell 菜单回滚到某个设备检查点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从设备 shell 菜单将设备回滚到某个检查点。
从设备 shell 菜单回滚到现有检查点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并打开设备 shell 菜单。

2

输入以下命令：
Main_Menu > Support > Checkpoint Rollback

将开始以下交互过程。 shell 菜单会通知您会在此过程中还原的组件。 还会列
出所有现有检查点。

3

输入要在回滚操作中使用的检查点的编号。

4

如果要在回滚完成后自动重新启动所有设备，请输入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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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次输入 Yes 以确认想要在回滚操作完成后自动重新启动设备。

6

输入 Yes 开始回滚到检查点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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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滚操作开始后，将提供以下状态。
Rollback
- [Info]
- [Info]
- [Info]
- [Info]

to checkpoint? (yes/no) yes
Stopping NetBackup Services...please wait.
PERFORMING REVERT TO USER CHECKPOINT
This takes approx. 15 to 20 mins. Please wait...
Rollback to Appliance Checkpoint (User directed
checkpoint) successful.

A reboot of the appliance is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checkpoint rollback. Reboot now? (Type REBOOT to continue) REBOOT
Rebooting the appliance now...
- [Info] Rebooting app2.symantec.com
Please reconnect to the appliance shell menu to continue
using this appliance.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for reboot NOW!

请参见第 110 页的“检查点创建状态”。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创建设备检查点”。
请参见第 105 页的“ 管理 > 设备还原”。

NetBackup Appliance 恢复出厂设置
设备恢复出厂设置的目的是将设备返回到干净的、未配置的出厂状态。默认情况
下，恢复出厂设置将放弃所有存储配置和备份数据。但是，在启动恢复出厂设置之
前，可以选择保留存储配置、网络配置并备份数据（如果当前存在任何数据）。此
外，还可以选择在重置完成后重新启动该设备。
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的“管理”>“设备还原”页面中，可以
选择“启动恢复出厂设置”以开始恢复出厂设置过程。Symantec 建议在开始恢复
出厂设置之前记录网络配置信息。重置操作完成后，该设备将自动或手动重新启
动。您可能需要配置信息以登录到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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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在恢复出厂设置过程中执行的其他操作”字段包含以下内容：
■

保留存储配置和备份数据
选择此选项将保存存储分区和任何连接的扩展单元上的存储配置和所有备份数
据。
如果不选择此选项，则会出现以下情况：
■

将删除 AdvancedDisk 和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池上的所有映像。

■

将重置存储分区及任何已连接的扩展单元上的所有备份数据。

■

保留网络配置
如果您要保留设备的网络配置，请选择此选项。如果您不选择此选项，将重置
所有网络配置设置。

■

重置后自动重新启动主机
如果要在恢复出厂设置完成后自动重新启动设备，请选择此选项。

表 3-19 介绍了“设备恢复出厂设置”页面中包含的其余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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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9

设备恢复出厂设置功能

字段

描述

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可重置整个
系统，包括以下操作

“设备恢复出厂设置”的此部分显示了一旦开始设备恢复出
厂设置便会重置的设备的所有区域。
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将重置整个系统，包括重置以下内容：

操作按钮

版本信息

■

设备操作系统

■

设备软件

■

NetBackup 软件

■

主服务器上的磁带介质配置

■

网络配置（可以选择保留）

■

存储配置和备份数据（可以选择保留）

可在此页面底部找到以下操作按钮：
■

启动 - 开始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

取消 - 重置当前页面。

单击“验证”后，即会显示此字段。它可以提供以下信息：
■

■

当前版本 - 此字段可显示当前安装在每台设备上的
NetBackup 和设备软件版本。
重置后的版本 - 此字段可显示恢复出厂设置操作成功完
成后安装的 NetBackup 和设备软件版本。

注意：在恢复出厂设置、重映像之后或将数据从一个主服务器迁移至另一个主服务
器的过程中导入映像可能需要几小时乃至多天来完成，具体取决于要导入的映像的
大小和数量。
请参见第 119 页的“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启动恢复出厂设置”。
请参见第 123 页的“关于恢复出厂设置状态”。
请参见第 105 页的“ 管理 > 设备还原”。

关于恢复出厂设置的最佳做法
本主题包含了有关恢复出厂设置操作的最佳做法信息。
■

如果已将 52xx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升级到版本 2.6.0.1 或更高版本，则不支
持恢复出厂设置操作。仅当 52xx 设备的版本 2.6.0.1 或更高版本是全新安装或
52xx 设备重映像至版本 2.6.0.1 或更高版本时，才支持恢复出厂设置

■

初始配置完成后，如果您在设备上手动配置 Nirvanix，必须首先手动取消配置并
删除 Nirvanix 配置。恢复出厂设置过程不会清除 Nirvanix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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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执行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到先前的软件版本时，建议您同时重置存储。在设备
上执行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到先前的版本后存储将无法访问。
如果您只执行恢复出厂设置而不重置存储，则需要在设备上应用修补程序以将
其更新到执行恢复出厂设置之前的版本。您必须先在设备上应用此修补程序，
然后才能执行任何其他操作。

■

如果您在恢复出厂设置期间选择“存储重置”选项，则可能无法删除数据或存
储。当一个或多个分区正在使用，或者某些进程继续访问分区时，会出现此情
况。在这种情况下，要删除存储，请在恢复出厂设置后运行 Support > Storage
Reset 命令。
以下是无法重置存储时显示的错误消息的示例：
- [Error] Failed to unmount the 'Configuration' partition '0'
because the partition is currently in use. Restarting the appliance
and retrying the operation may help to resolve the issue. Contact
Symantec Technical Support if the issue persists.

注意：Storage Reset 命令仅当设备为出厂状态时才可用。

■

如果在执行恢复出厂设置前移除挂接的存储磁盘，您需要清除 RAID 控制器保留
的缓存。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Appliance Troubleshooting Guide
（《NetBackup Appliance 2.6 故障排除指南》）中的 Discard RAID preserved
cache after performing a factory reset（在执行恢复出厂设置后放弃 RAID 保留
的缓存）。

■

如果在恢复出厂设置过程中删除存储扩展架，则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可能会失败。
Symantec 建议您在恢复出厂设置期间挂接所有存储扩展架单元。

■

确保在执行恢复出厂设置前停止所有运行中的备份、复制或者还原作业。如果
在备份、复制或者还原作业仍在进行时执行恢复出厂设置，主服务器上将不清
除属于介质服务器设备的 NetBackup 存储对象、存储单元、磁盘池和存储服务
器。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启动恢复出厂设置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启动恢复出厂设置操
作。
注意：如果是将 52xx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升级到版本 2.6，则不支持恢复出厂设
置操作。仅当 52xx Appliance 的版本 2.6 是全新安装或在 52xx Appliance 上重新
制作版本 2.6 的映像时，才支持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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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可将密码恢复为原始默认值。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开始恢复出厂设置

1

打开“管理”>“设备还原”页面。

2

单击“启动设备恢复出厂设置”。

3

确定是否要保留您的存储配置和备份数据。如果要保留，请选中“保留存储配
置和备份数据”复选框。
确定是否要保留您的网络配置。如果要保留，请选中“保留网络配置”复选
框。
确定是否要在重置操作完成后自动重新启动主机。如果要自动重新启动，请选
中“重置后会自动重新启动主机”复选框。

4

单击“验证”。

单击“验证”后，会显示一个弹出窗口，提醒您验证正在进行中。

验证操作可能产生以下结果：
■

如果验证过程成功完成，会出现验证完成消息，您可以继续执行步骤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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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启动”。

6

此时将出现“设备恢复出厂设置”弹出窗口。 此窗口会通知您，恢复出厂设置
操作一旦开始，将无法撤消。

■

单击“是”开始恢复出厂设置。
注意：一旦开始恢复出厂设置，将无法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执行任何其他功能，直到该操作完成。

■

单击“否”停止执行恢复出厂设置过程，并返回上一页。

单击“是”后，“设备恢复出厂设置”将刷新，并显示状态摘要信息。 此页面
会显示设备恢复出厂设置操作的进度。此页面显示以下信息：
■

要重置的设备的名称。

■

重置开始之前设备上安装的软件的当前版本。

■

重置完成之后安装的软件版本。

■

显示完成百分比的进度条。

通过“状态摘要”页面中的“详细信息”链接，可以查看与您选择的链接对应
的主机恢复出厂设置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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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23 页的“关于恢复出厂设置状态”。

7

如果在此过程之初未选择保留存储配置和备份数据，则在重置操作完成后将开
始执行存储重置操作。
此时显示存储重置消息。

单击词语“此处”查看存储重置操作的详细信息。

8

存储重置操作完成之后，必须重新启动设备：
■

如果选择在重置完成之后自动重新启动设备，将显示“正在重新启动...”弹
出窗口。该弹出窗口的内容将提醒您，在重置过程中，网络已重置，并且
连接已丢失。 必须使用远程管理端口重新配置网络设置并重新连接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

如果您未选择在重置完成之后自动重新启动设备，将显示“立即重新启动!”
窗口。 此窗口会提示您重新启动设备。单击“确定”重新启动设备以完成
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9

必须使用远程管理 端口重新配置网络设置并重新连接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执行以下步骤：
■

设备重新启动并且在屏幕顶部出现键盘提示后，请点击键盘上的 F2 功能
键。

■

使用键盘上的向左键和向右键导航到 Server Management 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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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键盘上的向上键和向下键导航到 Baseboard LAN configuration 部
分。

■

选择 RMM4 LAN Configuration 部分。

■

输入网络配置信息，如 IP 源 [静态]、IP、子网掩码和网关 IP 地址。

■

现在，您可以连接到设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请参见第 116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恢复出厂设置”。
请参见第 123 页的“从设备 shell 菜单启动恢复出厂设置”。
请参见第 123 页的“关于恢复出厂设置状态”。

关于恢复出厂设置状态
此页面显示恢复出厂设置操作的状态。 此页面上的表提供了以下信息：
表 3-20
字段名称

描述

主机名

将要重置的设备的名称。

当前版本

目前安装在设备上的 NetBackup 软件版本。

重置后的版本

重置完成后安装在设备上的设备软件的版本。

进度

显示每个设备完成的百分比。

状态

显示是否成功完成检查点操作。 此字段的可能状态：“活
动”、“失败”、“成功”、“超时”。

详细信息

此字段包含一个标记有“详细信息”的链接。 单击此链
接可查看关于创建检查点操作状态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16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恢复出厂设置”。
请参见第 105 页的“ 管理 > 设备还原”。

从设备 shell 菜单启动恢复出厂设置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从设备 shell 菜单启动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注意：如果是将 52xx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升级到版本 2.6，则不支持恢复出厂设
置操作。仅当 52xx 设备的版本 2.6 是全新安装或在 52xx 设备上重新制作版本 2.6
的映像时，才支持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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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可将密码恢复为原始默认值。

注意：在恢复出厂设置过程中导入映像、重映像或将数据从一台主服务器移动到另
一台可能在 NetBackup 5330 设备上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这是由 5330 硬件的基础
存储布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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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备的 shell 菜单开始恢复出厂设置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并打开设备 shell 菜单。

2

输入 Main_Menu > Support > FactoryReset。 此命令将显示以下消息，并
且在开始恢复出厂设置之前需要您回答以下问题。

Appliance factory reset will reset the entire system
to the factory installed image. The appliance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reset to the factory restored settings/image:
1) Appliance Operating System
2) Appliance Software
3) NetBackup Software
4) Tape media configuration on the master server
5) Networking configuration (optionally retain)
6) Storage configuration and backup data (optionally retain)
- [Info] Running factory reset validation...please wait (approx 2 mins)
- [Info] Factory reset validation successful.
RESET NETWORK CONFIGURATION [Optional]
-- Resets the IP and routing configuration.
-- Resets the DNS configuration.
>> Do you want to reset the network configuration? [yes/no] (yes) no
RESET STORAGE CONFIGURATION and BACKUP DATA [Optional]
-- Removes all the images on the AdvancedDisk and MSDP storage pools.
-- Resets the storage partitions.
-- Resets storage expansion units, if any.
>> Do you want to delete images and reset backup data? [yes/no] (yes)
>> Resetting the storage configuration will remove all backup
data on the storage partitions and any connected expansion
units. This is not reversible.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reset storage configuration? [yes/no] (yes)
>> A reboot of the appliance is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factory reset.
Reboot automatically after reset? [yes/no] (no) yes
>> Automatically rebooting after the reset will not provide you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progress/final status of the reset. Are you sure
you would like to automatically reboot? [yes/no]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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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答这些问题之后，将显示“恢复出厂设置摘要”。 下面是该摘要的一个示
例：

FACTORY RESET SUMMARY
--------------------Reset Appliance OS, software configuration
:
Reset Appliance network configuration
:
Reset Appliance storage configuration (REMOVE DATA) :
Auto reboot after reset?
:

[YES]
[NO]
[YES]
[YES]

Appliance will make the following version changes:
+------------------------------------------------------------------------------+
| Appliance |
Current Version
|
Reverted Version
|
|------------+--------------------------------+--------------------------------|
|v49
|NetBackup 7.6.0.2 Appliance
|NetBackup 7.6.0.2 Appliance
|
|
|2.6.0.2
|2.6.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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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显示以下警告。 如果要开始恢复出厂设置操作，请输入 Yes。
WARNING: An Appliance Factory reset cannot be reversed!
Continue with factory reset?? (yes/no) yes

继续恢复出厂设置时会显示以下摘要消息：
-

[Info] PERFORMING APPLIANCE RESET TO FACTORY STATE ON : app2.symantec.com
[Info] Delete checkpoints (type: NON_FACT) succeeded
[Info] Reset of the appliance to FACTORY STATE successful.
[Info] Stopping NetBackup processes... (6 mins approx)
[Info] Moving NetBackup Appliance Directory to ce-win21-urmi1...
[Info] Acquired lock on the storage.
[Info] Resetting the storage configuration...
[Info] Checking whether the 'MSDP' storage partition exists...
[Info] Initiating deletion of 'MSDP' storage partition...
[Info] Unmounting the 'MSDP' partition '0'...
[Info] Deleting the 'MSDP' partition '0'...
[Info] Checking whether the 'Catalog' storage partition exists...
[Info] Initiating deletion of 'Catalog' storage partition...
[Info] Unmounting the 'Catalog' partition '0'...
[Info] Deleting the 'Catalog' partition '0'...
[Info] Checking whether the 'Configuration' storage partition exists...
[Info] Initiating deletion of 'Configuration' storage partition...
[Info] Unmounting the 'Configuration' partition '0'...
[Info] Deleting the 'Configuration' partition '0'...
[Info] Checking whether the 'AdvancedDisk' storage partition exists...
[Info] Initiating deletion of 'AdvancedDisk' storage partition...
[Info] Unmounting the 'AdvancedDisk' partition '0'...
[Info] Deleting the 'AdvancedDisk' partition '0'...
[Info] Removing the storage configuration...
[Warning] Failed to query SCSI device '/dev/system/root'.

- [Warning] Failed to query SCSI device '/dev/system/root'.
>> A reboot of the appliance is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factory reset.
Reboot now?[yes/no] (no)yes
Rebooting the appliance now...
- [Info] Rebooting app2.symantec.com...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 (Mon Nov 25 11:56:39 2013):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for reboot NOW!
- [Info] Rebooting appliance to complete the reset.
Please reconnect to the Appliance shell menu to continue using this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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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必须使用远程管理端口重新配置网络设置并重新连接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执行以下步骤：
■

设备重新启动并且在屏幕顶部出现键盘提示后，请点击键盘上的 F2 功能
键。

■

使用键盘上的向左键和向右键导航到 Server Management 菜单。

■

使用键盘上的向上键和向下键导航到 Baseboard LAN configuration 部
分。

■

选择 RMM4 LAN Configuration 部分。

■

输入网络配置信息，如 IP 源 [静态]、IP、子网掩码和网关 IP 地址。

■

现在，您可以连接到设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请参见第 116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恢复出厂设置”。
请参见第 119 页的“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启动恢复出厂设置”。
请参见第 123 页的“关于恢复出厂设置状态”。

管理 > 许可证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管理”>“许可证”页面，可以查看、
添加和删除设备的许可证密钥。
以下介绍了“管理”>“许可证”页面上显示的许可证密钥信息：
“许可证密钥”表

■

■

■

“功能详细信息”表

■

■

密钥
显示已安装的所有许可证密钥。
类型
介绍许可证类型。
截止日期
指示许可证的失效日期。
功能 ID
指示与所选许可证密钥关联的功能编号。
功能名称
指示与所选许可证密钥关联的功能名称。

请参见第 129 页的“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上的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130 页的“如果评估许可证密钥失效，请添加一个永久的许可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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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上的许可证密钥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设备用户界面或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查看、
添加和删除 NetBackup 选件许可证密钥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添加许可证密钥：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许可证”
此时将显示所有安装的许可证密钥、关联的功能 ID 以及关联的功能名称。

3

要添加新的许可证密钥，请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添加”。 此时将显示以下警告消息：
This operation restarts NetBackup processes after the
licenses have been added successfully. The NetBackup domain does not
run any job during this time.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proceed?

单击“是”。
■

在“添加许可证密钥”对话框中，针对所选服务器在“密钥”字段中输入
许可证密钥。

■

单击“确定”。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删除许可证密钥：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许可证”。
此时将显示所有安装的许可证密钥、关联的功能 ID 以及关联的功能名称。

3

在“密钥”列中，通过选中许可证密钥编号旁边的复选框，选择要删除的许可
证密钥。

4

单击“删除”。
显示以下消息：
Deleting the selected license(s) will disable related
features in NetBackup. This operation restarts NetBackup processes
after the licenses have been deleted successfully. The NetBackup
domain does not run any job during this time.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proceed?

5

单击“是”以确认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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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查看、添加和删除许可证密钥
要查看所有已安装的许可证密钥的列表或每个密钥的详细信息，请输入以下命
令之一：

1

■

Main_Menu > Manage > License > List

此时会显示完整的已安装许可证密钥列表。
■

Main_Menu > Manage > License > ListInfo

此时将显示关联的功能 ID 和功能名称。
要添加许可证密钥，请执行以下操作：

2

■

输入 Main_Menu > Manage > License > Add。

■

针对要安装的选件输入许可证密钥。 然后，请按 Enter 键。

■

要添加其他许可证密钥，请按 y。

■

重复先前的步骤，或按 n 退出。

要删除许可证密钥，请执行以下操作：

3

■

输入 Main_Menu > Manage > License > Remove。

■

针对要删除的选件输入许可证密钥。 然后，请按 Enter 键。

■

要删除其他许可证密钥，请按 y。

■

重复先前的步骤，或按 n 退出。

如果评估许可证密钥失效，请添加一个永久的许可证密钥
如果评估许可证密钥失效，则若需要安装或配置设备，可能会遇到问题。 如果在评
估密钥失效之前添加永久的许可证密钥，则可避免将来的问题。
以下列表标识了如果评估密钥失效且未添加永久密钥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

完全配置的 NetBackup Appliance 停止工作。

■

配置 NetBackup 时，使用 USB 驱动器进行该版本的全新安装时可能会挂起。

■

尝试运行恢复出厂设置失败。

■

无法完成对预安装的 NetBackup Appliance 的初始配置。

■

无法将设备从先前版本升级到此版本。

■

对于未安装永久密钥的预安装 NetBackup Appliance，您甚至可能会发现以下问
题。
■

系统自检失败。

■

备份和还原作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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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法加载用户界面。

配置 NetBackup 时，强制进行的恢复出厂设置将挂起。

在评估密钥已失效的预安装 NetBackup Appliance 上安装永久的许可证密钥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使用 admin 作为用户名，并使用
P@ssw0rd 作为密码。

2

输入 Main_Menu > Manage > License > Add。

3

当出现提示时，请输入 yes 以继续。

4

提示您输入 NetBackup 许可证密钥时，请输入有效的评估或生产 NetBackup
许可证密钥。

5

提示添加其他许可证密钥时，请输入 n。

6

停止 NetBackup 进程。
Main_Menu > Support > Processes > NetBackup Stop

7

启动 NetBackup 进程。
Main_Menu > Support > Processes > NetBackup Start

请参见第 128 页的“管理 > 许可证”。
请参见第 129 页的“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上的许可证密钥”。

关于迁移实用程序
“迁移实用程序”可用于将备份映像副本从源磁盘池移动到目标磁盘池。 它可用
于：
■

将映像从源存储迁移（复制）到目标存储以播种目标存储客户端备份历史记录

■

转换策略以使新的备份转到新的目标存储

■

完成此操作而不影响现有的备份日程表

■

最终淘汰或重新规划源存储

对于 v2.6.x，“迁移实用程序”功能的适用条件如下：
■

可用于迁移的映像是特定策略/客户端对的“最新的完整备份图片”。 这意味
着，它是特定策略/客户端的最新完全备份
对于不遵循完全备份约定的策略类型，其他映像将包括在迁移中。 迁移实用程
序将尝试包括所需的一切来表示最新的完整备份图片。

■

最新的完整备份图片只包括完整的映像和“存储生命周期完整的”映像。

■

迁移不是通过光纤通道执行的，这是因为 v2.6.x 不支持以下项之间的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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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光纤通道电缆从 NetBackup PureDisk 传输到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
池 (MSDP)

■

通过光纤通道电缆从一个 MSDP 传输到另一个 MSDP

注意：您必须确保拥有适当的凭据以计划并完成迁移作业。要确保您拥有适当的凭
据，请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转至“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存储
服务器”>“介质服务器”窗口。确保已选中要用于迁移作业的介质服务器旁边的
复选框。只有选中这些选项后您才可以执行迁移作业。
下图提供了迁移实用程序功能的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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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实用程序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1. 从“选择条件” 屏幕中，确定以下内容，并单击“应用搜索”：

0
源磁盘池

目标磁盘池

分钟

20

持续时间

2. 使用步骤 1 中的选择。迁移实用程序可确定策略/客户端备份图片候选对象。
这将允许迁移限制要搜索的 NetBackup 目录库数据量。

源磁盘池
目标磁盘池

持续时间
迁移策略

3. 从“选择条件”屏幕中，选择迁移策略并计划迁移：
迁移策略

4. 将使用所选策略传输备份图片（以及重复数据删除历史记录）。

源磁盘池

最新完整备份图片

目标磁盘池

5. 通过 “迁移作业状态” 屏幕，监控迁移和可选策略转换结果。
该实用程序将监控、估计和显示传输时间。通过确定指定迁移时段内可以迁移的数据量来限定估
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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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实用程序通过使您在迁移运行时进行预定，提供了自动执行迁移作业的能力。 该
实用程序还跟踪已迁移的映像。 可以预定多个迁移，以免干扰正常的备份和复制。
单击“管理”>“迁移实用程序”时，将显示以下选项卡：
■

选择条件
使用此选项卡可选择开始时间、迁移时段（持续时间）、当前备份映像所在的
源磁盘池和要将映像迁移到的目标磁盘池。
单击“应用搜索条件”时，将使用与搜索条件匹配的源磁盘池上的所有文件的
列表刷新该选项卡。

■

策略转换
使用此选项卡可更改要用于现在目标为目标磁盘池的备份的策略。
映像迁移到目标磁盘池后，在此选项卡上选择策略名称和策略类型，以便该映
像的备份和复制针对目标磁盘池。

■

迁移作业状态
使用此选项卡可查看所有预定的迁移作业的状态和结果。 最近的作业将显示在
列表顶部。

请参见第 134 页的“选择条件”。
请参见第 137 页的“选择搜索条件及计划迁移作业”。
请参见第 140 页的“策略转换”。
请参见第 142 页的“设置策略转换映射”。
请参见第 137 页的“迁移作业状态”。
请参见第 139 页的“查看迁移作业状态和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43 页的“运行迁移作业的最佳做法”。

选择条件
当您导航到“管理”>“迁移”页面时，设备会显示“选择条件”选项卡。您可以
使用该选项卡执行以下任务：
■

通过选择适当的源磁盘池、目标磁盘池和策略类型应用搜索条件

■

查看运行迁移作业所需的预计传输时间

■

计划迁移作业

“选择条件”页面划分为两个部分：
■

第一部分可用于应用搜索条件。

■

第二部分显示了基于所选参数运行迁移作业的预计时间。根据预计时间，您可
以选择运行迁移作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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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描述了要在选择条件中提供的信息。默认设置包括多数策略类型、所有策
略名称以及 60 分钟的迁移时段。
表 3-21

迁移的选择条件

搜索条件

描述

源磁盘池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原始备份映像所驻留的相应磁盘池。源
可以是任何已识别并连接的磁盘池。

注意：您可以使用“策略转换”选项卡添加新的源磁盘
池。
目标磁盘池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希望已迁移（已复制）备份映像驻留的
相应磁盘池。目标可以是任何已识别的由 Symantec 提供
的磁盘池。

注意：您可以使用“策略转换”选项卡添加新的源磁盘
池。
策略类型

单击复选框以从显示的策略列表中选择策略类型。要迁移
的策略是基于此选择进行搜索的。例如，如果您将策略类
型选为“标准”，则会显示属于此类型的所有策略。
可以使用“全选”和“全部清除”链接以同时选择所有策
略或删除该选择。

策略名称

迁移时段持续时间

如果您知道要迁移的策略的名称，请输入该策略的名称。
要执行高级搜索，请使用 * 和 ？ 字符，如下所示：
■

输入“*策略”可搜索以“策略”一词结尾的策略名
称。

■

输入“策略???”可搜索以“策略”一词开头且后面
包含三个字符的策略名称。

输入运行迁移作业所期望的持续时间，该时间允许迁移对
必须搜索的 NetBackup 目录库数据量施加限制。此持续
时间可帮助您最大程度地减小对 NetBackup 的影响，并
避免返回不需要的信息。搜索要迁移的映像是一个耗时的
过程，因此搜索进程受“迁移时段持续时间”约束。

应用搜索条件

单击以搜索符合选择条件的策略。

迁移实用程序开始搜索符合条件的映像。根据映像大小、目标的传输速率和传输时
间，将策略映像添加到“可能的选择”部分。您可以使用此检索后的信息运行迁移
作业。表 3-22 介绍了“可能的选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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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会复制不完全属于 SLP（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映像，因此，“可能的选
择”部分中不包括这些映像。
可能的选择

表 3-22
列标题

描述

预计迁移作 基于所选策略名称更新此条形图，以显示迁移时段的预计利用率。此条形图使
业运行的时 用百分比和分钟数来表示迁移时段的预计利用率。
间 (分钟)
策略

显示复选框以及根据搜索条件检索的策略的名称。选中要迁移的策略旁边的复
选框。此条形图会根据所选策略进行更新。

预计传输时 显示运行迁移作业时数据传输所需的预计时间。
间
大小

显示将在迁移作业运行时传输的预计数据大小。

策略类型

显示基于搜索条件进行检索的策略的策略类型。

客户端数/ 在第一行中显示客户端数，然后在剩余行中显示客户端名称。
客户端名称
映像日期

显示相应客户端名称上次备份数据的日期。

计划迁移

在您评估了可能的选择之后，请使用以下单选按钮计划迁移作业：
■

立即启动，当前运行迁移作业。

■

计划迁移，根据指定的时间运行迁移作业。

您现在可以导航到以下选项卡：
■

计划迁移
迁移作业已预定，单击“迁移作业状态”选项卡时可以查看迁移作业的状态。
请参见第 137 页的“迁移作业状态”。

■

“策略转换”选项卡。
单击此选项卡可更改要用于现在目标为目标磁盘池的备份的策略。
请参见第 140 页的“策略转换”。

请参见第 137 页的“选择搜索条件及计划迁移作业”。
请参见第 131 页的“关于迁移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43 页的“运行迁移作业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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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搜索条件及计划迁移作业
此部分提供了使用“管理”>“迁移实用程序”>“选择条件”选项卡选择搜索条件
的过程。
选择搜索条件及计划迁移作业：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迁移实用程序”>“选择条件”。
设备将显示“选择条件”选项卡。

3

在提供的字段中输入选择条件。选择条件提供了选择条件的说明。

4

单击“应用搜索条件”，为预定迁移作业设置搜索条件。
设备基于搜索条件显示可用的迁移策略以及使用这些策略迁移备份数据的估计
时间。选择条件提供了可能选择的说明。

5

选择所列客户端的映像应从源存储复制到目标存储的一个或多个策略。
基于选择的策略名称，“预计迁移作业运行的时间 (分钟)”条形图将更新以显
示迁移窗口的估计利用率。

6

要运行迁移作业，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法中选择：
单击“立即启动”在当前时间运行迁移作业。
或者
输入开始时间并单击“计划迁移”。

7

单击“迁移”运行迁移作业。

设备将运行迁移作业。 您可以使用“迁移作业状态”选项卡查看迁移作业的详细信
息。
请参见第 134 页的“选择条件”。
请参见第 131 页的“关于迁移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43 页的“运行迁移作业的最佳做法”。

迁移作业状态
“迁移作业状态”选项卡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法来协调迁移作业、取消作业以及查
看汇总的迁移结果，并报告状态。您可以通过此选项卡查看所有已预定迁移作业的
状态和结果。 最近的作业将显示在列表顶部。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一个作业处于
“排队”或“正在运行”状态
表 3-23 描述了报告的状态和结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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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迁移作业报告

报告

描述

迁移作业 ID

显示已执行的迁移作业的 ID。

状态

显示迁移作业的当前状态。
■

■

■

■

■

■

QUEUED
迁移作业在作业队列中已计划，正在等待启动。
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有一个作业进行排队。 您可以选择取
消处于此状态的迁移作业。
RUNNING
迁移作业当前正在运行。
在任何时候都只能运行一个作业。 您可以选择取消处于
此状态的迁移作业。
COMPLETE
迁移作业已完成，可以启动新的迁移。
CANCELED
取消了处于 QUEUED 或 RUNNING 状态的迁移作业。
CANCEL_IN_PROGRESS
用于协调取消的短暂活动状态。
POST_PROCESSING
数据传输已完成，实用程序正在总结结果。

开始时间

显示执行迁移作业的时间。

计划的持续时间 (分钟)

显示估计用于执行迁移作业的计划持续时间（分钟）。

实际持续时间 (分钟)

显示执行迁移作业所花费的实际持续时间（分钟）。

复制的映像

显示在迁移期间复制的备份映像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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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描述

结果

显示迁移作业的最终执行方式。
■

■

■

■

成功
迁移作业已成功完成，没有错误。也就是说，N 个映像均
成功复制。
要查看作业详细信息列表，请单击该作业的关联链接。
成功*
迁移作业已成功完成，没有错误。也就是说，N 个映像均
成功复制。
结果旁边的 * 表示应该检查作业详细信息。
要查看作业详细信息列表，请单击该作业的关联链接。
部分
迁移作业正在进行，或者无法迁移作业中的所有文件。也
就是说，成功复制了 N 个映像的子集。
要查看作业详细信息列表，请单击该作业的关联链接。
失败
迁移作业无法迁移作业中的任何文件。也就是说，未成功
复制任何映像。
要查看作业详细信息列表，请单击该作业的关联链接。

作业详细信息

显示“详细信息”链接。 单击以查看已执行的迁移作业的日
志。它显示了 NetBackup 映像副本详细信息和迁移传输速率
信息

取消作业

此按钮可用于取消当前正在执行的迁移作业。

请参见第 139 页的“查看迁移作业状态和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134 页的“选择条件”。
请参见第 140 页的“策略转换”。
请参见第 131 页的“关于迁移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43 页的“运行迁移作业的最佳做法”。

查看迁移作业状态和详细信息
本部分提供了使用“管理”>“迁移实用程序”>“迁移作业状态”选项卡查看迁移
作业详细信息和取消迁移作业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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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迁移作业的详细信息：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迁移实用程序”>“迁移作业状态”。
该设备可显示“迁移作业状态”选项卡。 它列出了使用“选择条件”选项卡执
行的所有迁移作业。

3

单击“详细信息”链接以查看有关如何执行迁移作业的详细信息。
设备可显示迁移作业的详细信息。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取消迁移作业。
取消迁移作业：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迁移实用程序”>“迁移作业状态”。
该设备可显示“迁移作业状态”选项卡。 它列出了使用“选择条件”选项卡执
行的所有迁移作业。

3

选中要取消的迁移作业旁边的复选框。
注意：只能取消状态为“已预定”或“正在进行中”的作业。

4

单击“取消”。
“取消”操作记录在迁移作业的作业详细信息中。

请参见第 137 页的“迁移作业状态”。
请参见第 131 页的“关于迁移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43 页的“运行迁移作业的最佳做法”。

策略转换
“策略转换”选项卡是一个重要操作，但它是可选操作。这就是迁移实用程序的默
认登录页面为“选择条件”选项卡的原因。通过“策略转换”选项卡可以执行以下
任务：
■

通过将新的源磁盘池和目标磁盘池映射到现有源磁盘池和目标磁盘池来添加它
们。

■

成功迁移后，将 NetBackup 策略更新为使用新目标存储进行备份。

■

策略转换由策略转换映射进行配置。每个源存储都有其自身的唯一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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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转换”选项卡包括两个部分：
■

选择策略转换映射

■

策略转换映射详细信息

表 3-24 描述了“选择策略转换映射”部分中必须输入的信息。
表 3-24

“选择策略转换映射”字段和按钮

字段和按钮

描述

源存储/映射名
称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策略转换映射。在 NetBackup 域中，每个可能的源存储
都具有策略转换映射。

加载并激活映
射

单击以加载所选源存储的当前映射。

“策略转换映射详细信息”划分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和“存储单元”两列。当
您首次访问“策略转换”选项卡时不存在任何映射，因此实用程序会查找引用了给
定源磁盘池的所有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和存储单元 (STU)，并将其显示在相应
列中。表 3-25 描述了更改源磁盘池和目标磁盘池时必须输入的信息。
表 3-25

策略转换映射详细信息数据条目字段和选项

字段

描述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 当前

选择要映射的当前 SLP（引用了给定源磁盘
池）。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 新建

输入要映射到当前 SLP 的新 SLP 的名称。

存储单元 (STU) - 当前

选择要映射的当前 STU（引用了给定源磁盘
池）。

存储单元 (STU) - 新建

输入要映射到当前 STU 的新 STU 的名称。

提交新映射

单击以保存并激活映射。如果在 NetBackup 中
添加、删除或修改 SLP 或 STU，“当前”列将
自动修改以便与最新的系统状态匹配。如果在
NetBackup 中添加、删除或修改 SLP 或 STU，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 当前”和“存储生
命周期策略 (SLP) - 新建”列将自动修改以便与
最新的系统状态匹配。

请参见第 142 页的“设置策略转换映射”。
请参见第 134 页的“选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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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37 页的“迁移作业状态”。
请参见第 131 页的“关于迁移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43 页的“运行迁移作业的最佳做法”。

设置策略转换映射
此部分提供了设置策略转换映射的过程。 在迁移策略中，可以通过将新的源磁盘池
和目标磁盘池映射到现有源磁盘池和目标磁盘池来添加它们。 迁移实用程序将更新
策略，这样新备份将使用新的目标存储来代替旧的源存储。
设置策略转换映射：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迁移实用程序”>“策略转换”。
设备将显示“策略转换”选项卡。

3

从“源存储/映射名称”下拉列表中选择策略转换映射。

4

单击“加载并激活映射”。
首次访问“策略转换”选项卡时不存在任何映射，所以该实用程序将查找引用
给定源磁盘池的所有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和存储单元 (STU)，并在各自的
列中显示。

5

在“策略转换映射详细信息”部分中，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 当前”
字段中选择要映射的引用给定源磁盘池的当前 SLP。

6

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 新”字段中输入要映射到当前 SLP 的新 SLP
的名称。

7

在“策略转换映射详细信息”部分中，从“存储单元 (STU) - 当前”字段中选
择要映射的引用给定源磁盘池的当前 STU。

8

在“存储单元 (STU) - 新”字段中输入要映射到当前 STU 的新 STU 的名称。

9

单击“提交新映射”以映射并激活 SLP 和 STU。
设备使用这些信息映射 SLP 和 STU。如果操作成功，将在 NetBackup 中添
加、删除或修改 SLP 或 STU，“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 当前”和“存储生
命周期策略 (SLP) - 新”列将自动修改以匹配最新的系统状态。

请参见第 140 页的“策略转换”。
请参见第 131 页的“关于迁移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43 页的“运行迁移作业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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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迁移作业的最佳做法
使用迁移实用程序运行迁移作业时，应牢记以下最佳做法：
■

不要在同一设备上或 NetBackup 域中的任何其他位置同时运行迁移实用程序的
多个实例。
■

尝试在同一设备上运行多个实例可能会导致实用程序在“可能的选择”部分
中生成错误的估计。

■

尝试在 NetBackup 域中针对相同的源/目标组合运行多个实例可能会导致实
用程序在“可能的选择”部分中生成错误的估计。

■

在 NetBackup 域中选择一个设备作为“迁移实用程序设备”并仅从该设备运行
实用程序。该实用程序将作业信息保存在给定设备上，并且可从该设备进行访
问。

■

如果主服务器是主服务器设备，则选择主服务器设备作为“迁移实用程序设
备”。由于迁移实用程序需要访问 NetBackup 域（例如，策略、存储和目录库）
信息，因此使用主服务器可在生成“可能的选择”列表时提供更好的性能。

■

迁移实用程序一次仅支持一个作业处于“排队”或“正在运行”状态。在该作
业达到“完成”或“已取消”状态之前不支持任何其他迁移实用程序活动。

■

做出选择后，单击“迁移”，然后使用“应用搜索条件”按钮刷新“可能的选
择”部分。当作业处于“排队”或“正在运行”状态时，该实用程序将立即返
回 0 个可能的选择。

■

不要尝试在多个迁移中重新使用“可能的选择”中的选项。前一个作业完成后，
必须使用“应用搜索条件”按钮刷新“可能的选择”列表。

请参见第 134 页的“选择条件”。
请参见第 131 页的“关于迁移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40 页的“策略转换”。
请参见第 137 页的“迁移作业状态”。

NetBackup Appliance 的软件版本更新
Symantec 为可以从 Symantec 支持网站下载的设备提供了成包的版本更新软件包。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或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可以
查看 Symantec 支持网站并确定是否存在可用的软件更新。
成包的软件包包括以下设备软件应用程序的更新：
■

Linux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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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服务器

■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自 NetBackup Appliance 版本 2.6.0.2 起，NetBackup 客户端不再包含在 NetBackup
Appliance 版本更新中。 如果要在设备上存储客户端，您可以下载独立的客户端软
件包。客户端软件包可以从服务器版本更新的 同一位置获得，它包括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注意：存储在该设备的客户端版本无需与该设备当前安装的 NetBackup 版本匹配。
要访问可用的设备软件版本更新，请参见下列主题：
请参见第 150 页的“直接向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软件更新”。
请参见第 151 页的“使用客户端共享向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软件更新”。
请参见第 147 页的“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下载和安装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
请参见第 154 页的“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安装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

安装软件更新的准则
要使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的安装或升级更便捷，建议您遵循某些准则来执行
软件升级。

准备软件升级过程：
■

确定设备升级设备软件时的停机时间。 升级过程会估算完成该过程所需的时间。
您可以选择在其他时间继续进行或重新计划，以便继续自己的工作。

■

对于 Appliance 升级，请遵循与传统 NetBackup 升级一样的顺序。 首先更新主
服务器，然后更新介质服务器设备。

■

如果传统 NetBackup 主服务器使用介质服务器设备，则该主服务器必须具有与
介质服务器设备相同的 NetBackup 版本或更高版本。例如，在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版本 2.6 升级介质服务器设备之前，请首先将主服务器升级到
NetBackup 版本 7.6。

在启动软件升级过程之前：
■

升级 NetBackup Appliance 时，将自动重新启动 FTMS 服务器。因此，必须重
新扫描光纤通道 (FC) 端口，才能允许所有 SAN 客户端计算机重新连接到光纤
传输 (FT) 设备。
要重新扫描 FC 端口，升级完成后，请参见以下内容：
■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安装软件更新的过程的步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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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安装软件更新的过程的步骤 4

■

如果计划升级多个介质服务器，则必须对每个介质服务器执行升级过程。

■

根据软件更新的要求，Web 服务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不可用。 Web 服务可能有几
分钟不可用，也可能整个升级过程中都不可用。 Web 服务不可用的时间取决于
您下载的软件更新类型。 因此，在还原 Web 服务之前，您无法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如果 Web 服务不可用，在您可以再次打开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之前，可以运行以下命令来查看升级过程。
Main > Manage > Software > UpgradeStatus

注意：此命令仅用于从版本 2.6.0.1 和更高版本升级，不能用于从 2.5.x 升级。

■

由于软件更新的要求，系统可能会在升级过程中重新启动多次。当系统重新启
动时，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和与服务器的任何基于 SSH 的连接
在重新启动过程完成之前都将不可用。您可以使用 Symantec Remote
Management 界面查看系统重新启动状态。

■

当您执行设备升级时，Symantec 建议您采取预防措施避免连接中断。升级期间
内的任何连接中断都会导致失败。应当设置用于升级设备的计算机以避免以下
事件：
■

导致计算机休眠的情况

■

导致计算机关闭或掉电的情况

■

导致计算机丢失其网络连接的情况

注意：如果升级失败，则升级过程会尝试将所有软件回滚到先前安装的版本。 该错
误会记录在设备日志中并通知管理员。您可以参阅 /log 目录获取更多错误信息。
升级机制采取下列措施保证升级过程顺利完成：
■

首先确定可用更新是否比当前安装的软件版本新。

■

然后确定设备上是否有足够的可用空间来安装版本更新。

■

停止设备上当前正在运行的进程。

■

检查是否存在活动的 NetBackup 作业。 仅当确定没有检测到任何活动作业时，
升级过程才会继续。

只有符合所需的条件才会升级设备软件，并且设备版本将更新为最新的版本更新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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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软件更新
使用“管理”>“软件更新”选项卡可查看设备的软件升级并启动安装。
“软件更新”页面显示以下部分：
■

■

已下载软件更新 - 此部分显示以下内容：
■

在您的设备上安装的当前软件版本。

■

可在您的设备上安装的已下载软件更新（软件包）

联机软件更新 - 此部分显示可下载然后安装到您的设备上的软件更新。

表 3-26 显示了“已下载软件更新”部分中的字段和按钮。
表 3-26

已下载软件更新

字段名称

描述

可用软件更新

显示已经下载可以安装的设备软件更新的名称和版
本。

版本

显示可用于安装的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的版
本。

NetBackup 版本

显示该设备软件更新版本中所带的 NetBackup 软
件的版本。

大小

显示软件更新的大小，以帮助确保设备上有足够的
空间来进行此安装。

详细信息

单击“详细信息”可查看有关软件更新的其他信
息。

安装

选择要安装的软件更新后，单击“安装”启动升级
过程。
某些软件更新可能会显示预安装弹出式窗口，需要
用户输入信息后才能继续进行操作。可能要求您：
■

回答每个弹出窗口中显示的问题。
回答所有问题后，将显示服务器升级列表，其
中包含已选择进行升级的服务器的名称。

■

单击“下一步”。
显示“需要确认”窗口时，请输入用户名和密
码。
升级过程开始，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将显示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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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删除

如果您确定不需要或不希望安装已下载软件更新，
请从列表中将其删除，如下所示：
■

单击要删除的已下载软件更新旁边的单选框。

■

单击“删除”。

要获得被删除的软件更新，请通过“联机软件更
新”表重新下载。

表 3-27 显示了“联机软件更新”部分中的字段和按钮。此表在整个升级过程中都
保持可见。
表 3-27

联机软件更新

字段名称

描述

联机软件更新

此列显示您可以选择下载到设备的设备软件更新的
版本。

版本

显示可用于安装的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的版
本。

大小

此列显示您可以选择下载的设备软件版本中所带的
NetBackup 软件的版本。

下载进度

此列显示软件下载的进度。例如，2.2G/2.9G 正在
下载。

下载

选择软件更新版本后，单击“下载”可启动下载过
程。
该表刷新以显示下载的状况。如果您决定取消下
载，请在该表右侧所选的软件更新旁点击红色 X。

请参见第 147 页的“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下载和安装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安装软件更新的准则”。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下载和安装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
本主题说明了如何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升级设备。在开始升级过
程之前，请先阅读与升级过程相关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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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升级您的设备

1

登录设备并打开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选择“管理”>“软件更新”。

3

在“软件更新”页面中，确定“已下载软件更新”表中是否存在可安装的软件
更新。
■

如果该表包含要安装的软件更新，请继续执行步骤 4。

■

如果该表不包含您要安装的软件更新，则必须首先下载软件更新。在该页
面的“联机软件更新”表中，选择一个软件更新并单击“下载”。
在下载操作期间，下载的进度和状态会在“下载进度”列中显示。下载过
程成功完成后，软件更新将在“已下载软件更新”表的“可用软件更新”
列中显示。

4

选中与您要安装的软件更新相关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安装”。
单击“安装”后，会出现以下事件：
■

“软件更新”页会刷新并显示包含要升级的服务器（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
器）的表。该表还会显示软件更新的名称和版本。
注意：如果计划升级多个介质服务器，则必须对每个介质服务器运行此升
级过程。

■

此时会显示一个交互式预安装检查窗口。
必须提供预安装问题的答案。然后，选择“完成”退出预安装检查窗口。

5

在“已下载软件更新”表中单击“下一步”。

6

“确认”弹出窗口显示您将要升级的服务器（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
如果此信息正确，请单击“下一步”。如果此信息不正确，请单击“取消”。

7

单击“下一步”将打开“需要确认”弹出窗口。作为软件安装或升级开始前的
最后一步，管理员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单击“确
认”。如果要停止或退出安装，请单击“取消”。
此时会刷新“软件更新”页面并更新“已下载软件更新”表中显示的信息。此
表显示了软件安装的进度（以百分比形式）和状态。
注意：根据软件更新的要求，Web 服务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不可用。请参
见第 144 页的“在启动软件升级过程之前：”一节。以获取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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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在服务器的状态达到 100% 后，该表标题行中的信息就会说明升级是否成功。
根据升级是否成功，可能会出现下列状态：
■

设备版本为 <目标版本>，且不处于升级状态。如果显示目标版本，则表明
升级成功。单击“完成”以完成此过程。

■

设备版本为 <原始版本>，且不处于升级状态。如果显示原始版本，则表明
升级失败，且已进行自动回滚。回滚操作会将服务器返回到原始版本。

■

无法创建 PRE_UPGRADE 检查点，请先解决此问题
在升级操作开始之前，将自动执行检查点创建过程。如果升级失败，可以
使用该检查点回滚服务器。如果显示故障消息，则表明检查点创建失败，
且未执行升级操作。您必须确定是什么原因导致此问题并解决问题，然后
才能再次尝试升级。

■

<nodename> 上的自检失败，请先解决此问题。在升级操作开始之前，将
自动执行自检操作。如果自检操作失败，升级过程将不会继续。如果遇到
此问题，您必须尝试解决它才能继续。

仅当备份环境包括 SAN 客户端计算机时才完成此步骤。
必须重新扫描光纤通道 (FC) 端口，才能允许所有 SAN 客户端计算机重新连接
到光纤传输 (FT) 设备。必须从设备上的 NetBackup CLI 视图执行重新扫描。
重新扫描 FC 端口：
■

输入以下命令查看 NetBackup 用户帐户列表：
Manage > NetBackupCLI > List

■

以列出的 NetBackup 用户身份之一登录到此设备。

■

运行下列命令以重新扫描 FC 端口：
nbftconfig -rescanallclients

■

如果任何 SAN 客户端仍无法正常运行，请在每个客户端上按如下所示顺序
运行以下命令：
在 UNIX 客户端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在 Windows 客户端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

如果任何 SAN 客户端仍无法正常运行，则必须在操作系统级别手动启动
SCSI 设备刷新。完成此操作的方法取决于客户端所运行的操作系统。刷新
完成后，再次尝试 nbftconfig -rescanallclients 命令。

■

如果任何 SAN 客户端仍无法正常运行，请重新启动这些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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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任何 SLES 10 或 SLES 11 SAN 客户端仍无法正常运行，
Symantec 建议您在这些客户端上升级 QLogic 驱动程序。对于受影响的
SLES 10 客户端，请升级到版本 8.04.00.06.10.3-K。对于受影响的 SLES
11 客户端，请升级到版本 8.04.00.06.11.1。
请参见第 150 页的“直接向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软件更新”。
请参见第 151 页的“使用客户端共享向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软件更新”。
请参见第 154 页的“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安装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下载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
和客户端软件包
您可以使用以下任意方法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下载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和客户端软件包：
■

直接向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软件更新

■

使用客户端共享向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软件更新

直接向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软件更新
本主题介绍直接将软件版本更新下载到 NetBackup Appliance 上。
要使用此方法，设备必须具有互联网连接才能从 Symantec 支持网站下载文件或软
件包。
直接将软件版本更新下载到 NetBackup Appliance 上：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输入下列命令确定是否可从 Symantec 支持网站获得软件更新：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List AvailablePatch

3

输入下列适当的命令来下载软件更新或客户端软件包：
■

对于软件更新：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Download
SYMC_NBAPP_update-<version>-<release>.x86_64.rpm

其中 <version> 是软件的发行版本，<release> 是软件的发行版本号。
■

对于 UNIX 客户端软件包：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Download
SYMC_NBAPP_addon_nbclient_<platformname>-<version>-<release>.x86_64.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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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latformname> 是客户端平台或操作系统的名称，<version> 是客
户端软件包的版本，<release> 是软件的发行版本号。
例如：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Download
SYMC_NBAPP_addon_nbclient_Solaris-7.6.0.2-SLES11.x86_64.rpm
■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软件包：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Download
SYMC_NBAPP_addon_nbwin_<platformname>-<version>-<release>.x86_64.rpm

其中 <platformname> 是客户端平台或操作系统的名称，<version> 是客
户端软件包的版本，<release> 是软件的发行版本号。
例如：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Download
SYMC_NBAPP_addon_nbwin-7.6.0.2-SLES11.x86_64.rpm

4

输入以下命令验证 rpm 是否已成功下载。
Main_Menu > Manage > List Downloaded

使用客户端共享向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软件更新
本主题介绍使用客户端共享方法向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软件版本更新或客户
端软件包。
注意：如果直接向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软件更新失败，那么您可以使用此方
法将设备软件版本更新或客户端软件包下载到您的设备上
从连接到设备且同时也有网络连接的计算机使用此方法。要从 Symantec 支持网站
将文件或软件包下载到设备必须具有互联网连接。
使用客户端共享方法向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软件版本更新或客户端软件包：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输入以下命令，打开 NFS 和 CIFS 共享：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Share Open

3

映射或装入设备共享目录，如下所示：
Windows 系统

在您的计算机上映射下列设备 CIFS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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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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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入以下设备 NFS 共享：
■

mkdir -p /mount/<appliance-name>

■

mount
<appliance-name>:/inst/patch/incoming
/mount/<appliance-name>

在 Windows 系统上，系统会提示您提供用户名 admin 及其对应的密码。

4

要下载版本更新，请输入下列 URL，转到发布版本更新和客户端软件包的
Symantec 支持站点：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landing&key=58991

5

下载并解压缩版本更新或客户端软件包，如下所示：
■

对于版本更新
版本更新 .rpm 文件名可能会拆分成多个具有相应名称的文件。下列示例显
示了一个拆分成三个文件的软件更新文件：
NB_Appliance_N_<version>-<release>.x86_64-tar-split.1of3
NB_Appliance_N_<version>-<release>.x86_64-tar-split.2of3
NB_Appliance_N_<version>-<release>.x86_64-tar-split.3of3

其中 <version> 是软件的发行版本，<release> 是软件的发行版本号。
要继续执行版本更新下载，请转至步骤 6。
■

对于客户端软件包
客户端软件包没有拆分并且不使用下列命名约定：
SYMC_NBAPP_addon_nbwin_<version>.x86_64.rpm 或
SYMC_NBAPP_addon_nbclient_<platform and version>.x86_64.rpm

其中，<platform and version> 是特定的平台操作系统和客户端软件包
的 NetBackup 版本。例如：
SYMC_NBAPP_addon_nbclient_HP-UX-IA64-7.6.0.2-SLES11.x86_64.rpm

要继续执行客户端软件包下载，请转至步骤 8。

6

使用下列命令之一联接（和提取）版本更新 .rpm 文件：
■

对于 Windows，使用类似以下内容的 copy /b 命令联接三个拆分的文件：
copy /b NB_Appliance_N_<version>-<release>.x86_64-tar-split.1of3+
NB_Appliance_N_<version>-<release>.x86_64-tar-split.2of3+
NB_Appliance_N_<version>-<release>.x86_64-tar-split.3of3+
NB_Appliance_N_<version>-<release>.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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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命令是一个字符串。请确保在输入时不包含任何空格。另外，
<version> 是软件的发行版本，<release> 是软件的发行版本号。
使用 Windows WinRAR 实用程序解压缩生成的 .tar 文件
NB_Appliance_N_<版本>-<发行版本>.tar。
生成的文件是：
SYMC_NBAPP_update-<version>-<release>.x86_64.rpm
update.rpm.md5_checksum
■

对于 UNIX，使用类似以下内容的 cat 命令联接三个拆分的文件：
cat NB_Appliance_N_<version>-<release>.x86_64-tar-split.1of3<space>
NB_Appliance_N_<version>-<release>.x86_64-tar-split.2of3<space>
NB_Appliance_N_<version>-<release>.x86_64-tar-split.3of3 | tar xvf -

注意：此命令是一个字符串。在此示例中，每个软件包之间有一个空格，
用 <space> 标识。另外，<version> 是软件的发行版本，<release> 是软
件的发行版本号。
上述命令生成的文件：
SYMC_NBAPP_update-<version>-<release>.x86_64.rpm
update.rpm.md5_checksum

注意：Symantec 建议您在 UNIX 系统上使用 GNU tar 1.16 版或更高版本而不
是 tar 来提取软件包。有关提取映像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下列 Technote。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54080

7

计算 SYMC_NBAPP_update-<version>-<release>.x86_64.rpm 的 md5 校验
和值，如下所示：
■

对于 Windows 系统：
要计算 md5 校验和，请单击下列链接了解详细信息：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889768

■

对于 UNIX 系统，请运行下列命令：
md5sum SYMC_NBAPP_update-<version>-<release>.x86_64.rpm

验证此校验和值是否与 update.rpm.md5_checksum 文件的内容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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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此版本更新或客户端软件包 .rpm 复制到装入共享。
注意：在复制过程中，不要在设备上运行任何命令。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复制操
作失败。

9

当您将版本更新或客户端软件包 .rpm 成功复制到装入共享之后，请取消该共
享目录的映射或将其卸载。

10 从设备中，输入以下命令以关闭 NFS 和 CIFS 共享：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Share Close

如果您在运行 Share Close 命令之前运行下列任何命令，下载的版本更新或客
户端软件包会从共享目录位置移到其适当的位置。但是，您仍必须运行 Share
Close 命令才能确保关闭 NFS 和 CIFS 共享。
■

List Version

■

List Details All

■

List Details Base

■

Share Open

■

Share Close

11 要列出在设备上可用的版本更新或客户端软件包，请输入下列命令并记录下载
文件的名称：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List Downloaded

运行此命令会验证版本更新或客户端软件包，并将更新或软件包从共享目录移
到其适当的位置。将不会收到关于位置移动的通知。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安装 NetBackup Appliance 软
件
在将软件更新下载到设备之后，可以使用此步骤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
单进行安装。如果您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执行升级，您依然可以在
升级操作期间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表 3-28显示了 Software > List 命令的命令选项，允许您查看、验证和检查可用
软件版本更新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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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Manage > Software > List 命令选项

命令名称

描述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List AddOns

列出该设备上安装的软件附加产品。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List AvailablePatch

检查 Symantec 站点是否存在可用的软件更
新。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List Details All

列出工厂安装期间应用到您设备的所有软件
版本更新。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List Details Base

列出工厂安装期间应用到您设备的所有软件
版本更新。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List Downloaded

列出已下载的软件更新的详细信息。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List EEBs

显示出厂时安装的所有紧急工程二进制文件
(EEB) 的详细列表。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List Version

显示您设备上目前安装的软件版本。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安装已下载到设备的软件更新

1

登录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并运行以下命令安装软件版本更新。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Install patch_name

其中 patch_name 是要安装的版本更新的名称。 请确保此修补程序的名称与下
载到设备的更新名称匹配。

2

观察屏幕上的升级进度以了解估计的完成时间。要查看当前的升级状态，请输
入下列命令：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UpgradeStatus

注意：此命令仅用于从版本 2.6.0.1 和更高版本升级，不能用于从 2.5.x 升级。

3

升级过程可能会致使设备多次重新启动。在升级完成且磁盘池重新联机之后，
设备会运行自诊断测试。测试结果请参考下列文件：
/log/selftest_report_<appliance_serial>_<timedate>.txt

如果配置了 SMTP，则会发送包含自测试结果的电子邮件通知。

4

仅当备份环境包括 SAN 客户端计算机时才完成此步骤。

155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NetBackup Appliance 的软件版本更新

必须重新扫描光纤通道 (FC) 端口，才能允许所有 SAN 客户端计算机重新连接
到光纤传输 (FT) 设备。必须从设备上的 NetBackup CLI 视图执行重新扫描。
重新扫描 FC 端口：
■

输入以下命令查看 NetBackup 用户帐户列表：
Manage > NetBackupCLI > List

■

以列出的 NetBackup 用户身份之一登录到此设备。

■

运行下列命令以重新扫描 FC 端口：
nbftconfig -rescanallclients

■

如果任何 SAN 客户端仍无法正常运行，请在每个客户端上按如下所示顺序
运行以下命令：
在 UNIX 客户端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在 Windows 客户端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

如果任何 SAN 客户端仍无法正常运行，则必须在操作系统级别手动启动
SCSI 设备刷新。刷新方法取决于客户端的操作系统。刷新完成后，再次尝
试 nbftconfig -rescanallclients 命令。

■

如果任何 SAN 客户端仍无法正常运行，请重新启动这些客户端。
注意：如果 SLES 10 或 SLES 11 SAN 客户端仍无法正常运行，Symantec
建议您在这些客户端上升级 QLogic 驱动程序。对于受影响的 SLES 10 客
户端，请升级到版本 8.04.00.06.10.3-K。对于受影响的 SLES 11 客户端，
请升级到版本 8.04.00.06.11.1。

要升级的设备服务器
单击“安装”安装软件更新后，“管理”>“软件更新”页面会刷新并显示以下表：
■

安装软件更新
此表显示将与您选择安装的软件更新一起升级的服务器。

■

联机软件更新可用
此表在整个升级过程中都保持可见。 它显示您可以下载的设备适用的可用软件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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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

标识为需要进行软件更新的服务器

字段名称

描述

服务器

当前在您的主服务器环境中配置的服务器的名称。
在群集配置中，会显示多个介质服务器。

软件更新名称

您选择安装的软件更新的名称。

软件更新版本

软件更新成功后服务器上设备软件的新版本。

下一步

选择要升级的服务器后，单击“下一步”可继续执
行升级过程。在您单击“下一步”后，会显示一个
弹出窗口，其中列出了所选的服务器。
要继续，请执行以下操作：

取消

■

确认服务器升级列表是正确的。

■

显示“需要确认”窗口时，请输入用户名和密
码。这是升级操作开始之前的最后确认步骤。

单击“取消”以取消或退出升级过程。
“下一步”和“取消”按钮位于表的右上角。

请参见第 157 页的“软件更新安装状态”。
请参见第 146 页的“管理 > 软件更新”。

软件更新安装状态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并单击“确认”以确认软件安装后，将刷新“管理”>“软件更
新”页面并显示以下两个表：
■

安装软件更新
通过此表，可以查看软件安装的进度和状态，因为它适用于您选择升级的每台
服务器。
所有服务器升级完成后，单击“完成”。

■

联机软件更新可用
此表在整个升级过程中都保持可见。 它显示您可以下载的设备适用的可用软件
更新。
请参见第 146 页的“管理 > 软件更新”。

表 3-30 描述了关于软件更新的安装状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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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0

软件更新安装状态

字段名称

描述

服务器

为软件更新安装选择的服务器。

状态

显示每台服务器处于联机还是脱机状态。

安装进度

显示每台服务器的安装进度（以百分比形式）。
例如，15%。

安装状态

显示安装的状态。 例如，“设备正在<设备名称>
上运行自测试…”。

注意：由于升级某些 Web 控制台组件，软件更新的安装临时需要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要监视安装状态，请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然后运行 Manage > Software > UpgradeStatus 命令。
请参见第 156 页的“要升级的设备服务器”。
请参见第 146 页的“管理 > 软件更新”。

关于安装 EEB
为客户个人提供了紧急工程二进制文件，以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 如果您要安装一
个或多个 EEB，必须将其存储在本地，以便能够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将它们上载到设备。
请参见第 158 页的“安装 EEB”。

安装 EEB
安装紧急工程二进制文件 (EEB) 的方式与安装软件更新相同。可以使用设备 shell
菜单在设备上安装 EEB。安装 EEB 时，必须登录到要安装二进制的设备上。还应
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获取需要安装和存储在本地计算机上的 EEB。此外，
如果要安装多个 EEB，一次只能安装一个 EEB。
要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安装 EEB，请参阅以下部分。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上载和安装设备紧急工程二进制文件

1

应从连接到设备和 Internet 的计算机执行此步骤。

2

打开一个 SSH 会话，并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

3

输入以下命令，打开 NFS 和 CIFS 共享：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Shar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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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映射或装入设备共享目录，如下所示：
Windows 系统

映射以下设备 CIFS 共享：

UNIX 系统

装入以下设备 NFS 共享：
<appliance-name>:/inst/patch/incoming

注意，在 Windows 系统上，系统会提示您提供用户名 admin 及其对应的密码。

5

将 EEB 从本地计算机复制到此映射的目录。
应已获得 Symantec 技术支持提供的 EEB。

6

成功下载 EEB 后，取消映射或卸载目录。

7

从设备中，输入以下命令以关闭 NFS 和 CIFS 共享：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Share Close

将 EEB 下载到您在步骤 3 中定义的共享目录之后，将其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将不会收到关于位置移动的通知。
如果在运行 Share Close 命令之前运行 List EEBs 命令，则仍然会将更新从
共享目录位置移动到合适的位置。请确保您已运行 Share Close 命令，以保证
已关闭 NFS 和 CIFS 共享。

8

输入以下命令以列出可供下载的 EEB：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List Downloaded

9

输入以下命令以安装版本更新。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Install patch_name

其中，patch_name 是安装 EEB 时的名称。必须确保输入的名称与在设备上上
载的 EEB 名称相匹配。
继续安装 EEB 之前，请确保设备上未在运行任何作业。
请参见第 158 页的“关于安装 EEB”。

关于安装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和客户端软件
您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在想要备份的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您可以在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如下所示：
■

使用 CIFS 和 NFS 共享并运行脚本以静默安装软件。
根据操作系统，可以运行 quickinstall.exe 脚本或 unix-client-install 脚
本。 此为静默安装。 脚本不会提示您任何用户相关问题。 脚本将自动更新客户
端上的 NetBackup 配置（设备服务器名称为主服务器）。

■

在设备登录页面上选择一个链接来下载软件包并安装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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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登录页面上，您可以单击“软件”链接来下载包含 NetBackup 管理控制
台和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的软件包。
您也可以选择下载并安装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要下载并安装客户端软件，
请执行以下功能：
■

选择要安装的客户端类型。

■

选择要下载的软件包。

■

解压缩软件包。

■

运行安装 (UNIX) 或 setup.exe (Windows) 脚本。

■

更新客户端上 NetBackup 配置的主服务器信息（例如，UNIX 系统上的
bp.conf）。

请参见第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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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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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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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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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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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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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页的“关于安装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和客户端软件”。
请参见第 161 页的“将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包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到客
户端”。

将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包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到
客户端
您可以将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到您想备份的任何
客户端。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登录页面包含“下载软件包”部分，
以便您下载客户端软件包。
软件包以下拉框的形式按操作系统类型列出，如下所示：
■

全部

■

Windows

■

Linux

■

Solaris

■

AIX

■

HP

■

BSD

■

Mac OS

■

VMware vCenter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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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下载 Linux、UNIX、Solaris、AIX 或·BSD 软件包，Symantec 建议使
用 GNU tar 1.16 版或更高版本来提取 .tar 软件包。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的以下 TechNote：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54080
除下载说明外，此程序还包含提取已下载文件并将其安装在客户端上的步骤。
将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包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到客户端

1

登录到要备份的客户端。

2

打开浏览器窗口并输入设备 URL。

3

在登录页面中间的“下载软件包”部分，单击下拉框查看软件包列表。

4

右键单击所选的软件包并指定将其下载到客户端上的位置。
示例位置如下所示：
■

在 Windows 平台上，将软件包下载到 C:\temp 或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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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Linux 或 UNIX 平台上，将软件包下载到 /tmp。

注意：如果您做出选择后出现消息“找不到软件包”，则说明该客户端软件包
当前未安装在设备上。请参阅以下主题，将客户端软件包下载到设备上：

5

解压缩软件包。

6

如下所述安装客户端软件：

7

■

Windows 系统
单击 setup.exe 文件。

■

UNIX 系统
运行 .install 脚本。

成功安装客户端软件后，应如下所述将设备主服务器名称添加到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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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系统
■

在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后，打开

UNIX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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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所有程序”> Symantec

■

输入 ls 查看目录内容。

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

■

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bp.conf 文件。

从“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选择

■

输入设备主服务器的完全限定的主机
名。
保存更改并关闭文件。

“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

“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
策略类型...”
■

■

从“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
型”对话框，在“用于备份和还原的服
务器”字段中输入服务器名称。然后依
次单击“编辑服务器列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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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打开 Windows 命令提示符，重新
启动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然后输
入 services.msc 并按 Enter 键。

请参见第 160 页的“通过 CIFS 和 NFS 共享在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
件”。
请参见第 163 页的“将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到
Windows 计算机”。

将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到
Windows 计算机
您可以将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软件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到您要用来访
问此设备的 Windows 计算机。Windows 计算机无需 NetBackup 安装即可使用管理
控制台。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登录页面包含“下载软件包”部分，
以便您下载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软件包。
除下载说明外，此程序还包含提取已下载文件并将其安装在客户端上的步骤。
将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软件包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到 Windows 计算机

1

登录到要用于设备访问的 Windows 计算机。

2

打开浏览器窗口并输入设备 URL。

3

在登录页面中间的“下载软件包”部分中单击下拉框，然后选择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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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下拉框下方显示软件包文件名时，请右键单击此名称并选择“下载链接的文
件”或“将链接的文件下载为”，然后在 Windows 计算机上指定软件包的下
载位置。
例如，将软件包下载到 C:\temp 或桌面。

5

解压缩软件包。

6

如下所述安装管理控制台软件：
■

在客户端上导航至 Addons/JavaInstallFiles 目录。

■

单击 setup.exe 文件。

请参见第 161 页的“将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包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到客
户端”。
请参见第 160 页的“通过 CIFS 和 NFS 共享在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
件”。

管理 > 附加服务器
通过“管理”>“附加服务器”页面，您可以添加或删除附加服务器。 使用该选项
卡可将条目添加到 NetBackup bp.conf 文件。 bp.conf 文件允许在设备和 Windows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之间进行通信，以便您可以通过控制台管理设备。 在配置介
质服务器之前，必须将介质服务器的主机名添加到附加服务器中。
请参见第 164 页的“管理设备的附加服务器”。

管理设备的附加服务器
使用下列过程，可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的“附加服务器”页添
加或删除服务器。
使用以下过程向设备添加附加服务器。
添加附加服务器：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附加服务器”。

3

单击“添加”按钮。
显示“添加附加服务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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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服务器名称”字段中输入要添加的服务器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注意：您能添加多个服务器名称项，中间使用逗号 (,) 分隔。
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Additional server(s) added successfully.

5

单击“取消”退出“添加附加服务器”对话框。

使用以下过程从设备中删除服务器。
删除附加服务器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管理”>“附加服务器”。
“附加服务器”页显示所有添加到您的设备的附加服务器列表。

3

选中要删除的服务器对应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删除”按钮。

4

此时将显示以下警告消息：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proceed?

5

单击“是”删除所选服务器。显示以下消息：
Additional server(s) deleted successfully.

6

要从设备中删除所有服务器，请选中“服务器名称”复选框，然后单击“删
除”。

请参见第 164 页的“管理 > 附加服务器”。

管理 > vCenter 凭据
使用“管理”>“vCenter 凭据”页面可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下
载您的客户端的 vCenter 凭据。 vCenter 凭据是 NetBackup 主设备上生成的身份
验证令牌。身份验证令牌可以保存在本地，方便以后上载到用于 vCenter 的
NetBackup 插件。
必须具有 vCenter 客户端凭据，才能授权用于 vCenter 的 NetBackup 插件还原虚
拟机。 客户端凭据以 .pem 文件形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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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您的客户端的 vCenter 凭据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转到“管理”>“vCenter 凭据”页面。

3

单击“下载”。 将显示“下载 vCenter 凭据”对话框。

4

在“下载 vCenter 凭据”对话框的“客户端名称”字段中，输入要为其下载
vCenter 凭据的客户端名称并单击“确定”。

5

单击“确定”将打开一个窗口，可以保存或打开 <ClientName>.zip 文件。
<ClientName>.zip 文件包含两个含有您的客户端的 vCenter 凭据的 .pem 文件。

有关安装用于 VMware 的 NetBackup 插件的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Plug-in for
VMware vCenter Guide（《用于 VMware vCenter 的 NetBackup™ 插件指南》）。
请参见第 164 页的“管理 > 附加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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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 菜单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扩展 NetBackup Appliance 上的带宽

■

关于配置最大传输单元大小

■

关于 OpenStorage 插件安装

■

关于装入远程 NFS

■

关于从设备运行 NetBackup 命令

■

关于设备之间的自动映像复制

扩展 NetBackup Appliance 上的带宽
NetBackup Appliance 具有提供链路聚合的功能。 链路聚合可增加该设备和其他设
备之间通信通道的带宽和可用性。 默认情况下，当您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或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执行初始网络配置时会启用链路聚合。
您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来启用或禁用链路聚合，以及查看链
路聚合的状态。
使用以下命令可启用、禁用链路聚合和查看其状态：
■

启用网络链路聚合：
Main_Menu > Network > LinkAggregation Enable

■

禁用网络链路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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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_Menu > Network > LinkAggregation Disable
■

显示网络链路聚合的状态：
Main_Menu > Network > LinkAggrega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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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中的 SetProperty 命令配置接口的 MTU
属性。
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中的 SetProperty 命令。

关于 OpenStorage 插件安装
您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在 NetBackup Appliance 上安装并打
开 OpenStorage (OST) 插件。 使用 OST 插件可以安装多个插件，以便与它们相应
的存储系统进行通信。
下图显示了安装 OpenStorage 插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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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Storage 插件安装过程

图 4-1

1. 复制并共享
OpenStorage
插件

1.1 在共享目录中
下载 OST 插件

2. 列出设备上
的插件

2.1 列出所有已下载
的 OST 插件

3.1 解压 tar.gz
文件并提取其内容

2.2 列出已安装
的 OST 插件

3.2 检查插件
是否位于安装目录中

3 检查 nbrmms
是否正在运行
并终止该进程

3.4 检查
nbrmms
是否正在运行

4 安装
OpenStorage 插件

1.3 将插件复制到
装入的共享目录
并关闭共享目录

1.2 打开设备上的共享目录

3.3 检查插件目录路径
是否存在
(/usr/openv/lib/ost-plugins)

3.5 将 libstspi*.so 和 libstspi*MT.so
复制到插件目录
(/usr/openv/lib/ost-plugins)
* - 供应商名称，例如 libstspiDataDomain.so

4.1 输入命令
OpenStorage > Install
plugin_name.tar.gz

3.6 重新启动
nbrmms 进程

4.1 按照说明操作直到显示
Shell 菜单成功完成安装

请参见第 170 页的“安装 OpenStorage 插件”。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卸载 OpenStorage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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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Main > Manage > OpenStorage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安装 OpenStorage 插件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安装 OpenStorage (OST)
插件。
安装 OpenStorage 插件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从所需供应商的支持网站下载最新版本的 OST 插件。

3

打开共享目录。要打开设备上的共享目录，请从以下命令中进行选择：
■

Main Menu > Manage > OpenStorage > Share Open

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The CIFS share \\nbapphostname\incoming_plugins
and the NFS share nbapphostname:/inst/plugin/incoming
have been opened on this appliance.

4

使用 CIFS 或 NFS 共享复制 OST 插件。

5

关闭共享目录。要关闭共享目录，请使用以下命令：
■

6

MainMenu > Manage > OpenStorage > Share Close

插件下载到设备之后，您可以使用 List 命令查看插件详细信息。要查看下载的
插件的详细信息，请从以下命令中进行选择：
■

OpenStorage > List Available

显示所有已下载但未应用的插件列表。
■

OpenStorage > List Installed

显示设备上所有已安装插件的详细列表。

7

安装已下载的插件。要安装已下载的插件，请根据您使用的设备从以下命令中
选择：
■

OpenStorage > Install plugin_name，用于在 介质设备和主设备上安装

OST 插件。
如下例所示，设备将启动安装过程：
Welcome to the installation of plugin_name.tar.gz
- [Info] Checking if upgrade is running from the console...failed
WARNING: Symantec recommends that this upgrade is ru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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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ance console.
>>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yes/no)
- [Info] Extracting the contents of the tar file
- [Info] Terminating the nbrmms process before proceeding
with the installation.
- [Info] Executing the install script
- [Info] Install script exited successfully!
- [Info] Restarting nbrmms
- Successfully installed the plugin plugin_name.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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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ok
ok

ok

请参见第 168 页的“关于 OpenStorage 插件安装”。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卸载 OpenStorage 插件”。

卸载 OpenStorage 插件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设备的 shell 菜单卸载 OpenStorage (OST) 插件。
卸载 OpenStorage 插件

1

要卸载 OST 插件，请使用以下命令：
OpenStorage > Uninstall plugin_name
Uninstalls the OST plugin on media and master appliances.

如下例所示，设备将启动卸载 OST 插件的过程：
- [Info] Checking for the installed OpenStorage plugin ...
>> The plugin package plugin_name.tar.gz is currently installed
on the system.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uninstalling it? (yes/no)

2

键入 yes 继续卸载插件。
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There might be some existing backups on the storage server.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continue uninstalling the plugin? (yes/no)

3

键入 yes 继续卸载插件。
设备将继续执行卸载过程并显示以下消息：
- Uninstalling the plugin plugin_name.tar.gz

ok

- Successfully uninstalled the plugin plugin_name.tar.g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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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68 页的“关于 OpenStorage 插件安装”。
请参见第 170 页的“安装 OpenStorage 插件”。

关于装入远程 NFS
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在设备服务器上装入远程网络文件系统
(NFS)。 现在可通过“管理”>“装入点”菜单使用更简单的界面装入 NFS。 要使用
NFS 驱动器，可以运行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中的以下命令：
表 4-1

使用 NFS 驱动器的命令

命令

说明

Mount

使用 Mount 命令装入 NFS 驱动器。

List

使用 List 命令列出设备上所有的现有装入点。

Unmount

使用 Unmount 命令卸载以前装入的 NFS 驱动器。

请参见第 172 页的“装入 NFS 远程驱动器”。
请参见第 174 页的“卸载 NFS 驱动器”。
有关 Main > Manage > MountPoints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装入 NFS 远程驱动器
此过程说明如何装入远程 NFS 驱动器。
装入 NFS 远程驱动器

1

使用管理员凭据登录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输入 Main > Manage > MountPoints
设备将列出 MountPoints 菜单下的所有命令。

3

要装入远程 NFS 驱动器，请键入以下命令：

4

Mount RemotePath MountPoint[FileSystemType][options]

此命令包括以下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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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RemotePath

MountPoint

提供要在设备上
装入的设备或目
录的地址。

提供要装入 NFS 驱动 指定要装入的设 使用 Mount 命
器的目录的名称。
备的类型。
令指定要传递
到此设备的任
注意：以下情况下将
何其他选项。
显示一个错误：
■

■

■

[FileSystem
Type]

[Options]

如果目录名称不正
确。
如果指定名称的目
录不存在，则会创
建一个目录。
如果指定名称的目
录已在某个装入点
装入。

格式

HOST:DIRECTORY 目录名称必须以 / 开
头且必须具有正确的
目录名称。

参数类型

必填

必填

可选

示例

suryan.

/mymounts/moun1

基础 Mount 命 ro 用于以只读
令支持的 nfs、 方式装入设
nfs4 或任何其 备。
他类型。

engba.
symantec.com

只能使用专用
于装入 NFS 驱
动器的选项。
可选

:/build1

5

设备装入远程 NFS 驱动器。
注意：如果装入远程共享，然后重新启动设备，则将在下次启动时重新装入。
装入点在所有重新启动过程中是持久性的，对此规则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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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出和查看装入的设备

1

使用管理员凭据登录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输入 Main > Manage > MountPoints
设备将列出 MountPoints 菜单下的所有命令。

3

要查看装入的设备的列表，请使用以下命令：
List [Type]

当您将 [Type] 参数的值指定为 [All] 时，此设备将显示 NFS 驱动器中所有的
可用装入点。 如果没有提供此参数，则此命令将列出所有 NFS 装入点。
请参见第 172 页的“关于装入远程 NFS”。

卸载 NFS 驱动器
此过程介绍了如何卸载 NFS 驱动器。
卸载 NFS 驱动器

1

使用管理员凭据登录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输入 Main > Manage > MountPoints
设备将列出 MountPoints 菜单下的所有命令。

3

要卸载驱动器，请使用以下命令：
Unmount MountPoint[force].

以下选项用于标识要卸载的 NFS 驱动器。

描述

MountPoint

[force]

提供要卸载的目录的名称。

指定此参数可强制卸载
NFS。

注意：以下情况下将显示一个错误：

格式

■

如果目录名称不正确。

■

具有给定名称的目录不存在。

目录名称必须以 / 开头且必须具有正
确的目录名称。

注意： 如果指定目录为无效的装入目
录，则将其卸载。
参数类型

必填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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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Point
示例

4

[force]

/mymounts/moun1

如果已正确指定目录名称，则将发生以下过程：
■

已成功卸载 NFS。

■

将从文件系统中删除目录。

■

如果目录位于嵌套路径中，则将仅删除该目录。

请参见第 172 页的“关于装入远程 NFS”。
请参见第 172 页的“关于装入远程 NFS”。

关于从设备运行 NetBackup 命令
使用 NetBackup 命令行 shell 功能，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通过超级用户权限执行
NetBackup 命令。通过这些权限，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执行支持完整 NetBackup
日志记录的命令，以及开发和使用脚本和自动化操作。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可以为多个 NetBackup 管理员提供访问权限，并审核
这些管理员的活动。另外，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内的 Main > Manage > NetBackupCLI 视图管理 NetBackup 管理员帐
户。从 NetBackupCLI 视图中，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可以创建、删除和列
出 NetBackup 管理员帐户，以及管理其用户帐户密码。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管理员功能”。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1 页的“管理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密码”。
请参见第 182 页的“审核 NetBackup 管理员帐户”。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删除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3 页的“查看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关于 NetBackup 管理员功能
NetBackup 管理员具备超级用户权限，而且在受限 shell 内共享一个通用主目录。
通过此受限 shell，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基本命令名、绝对或相对路径或 shell 脚本作为执行 NetBackup 命令的方
式。

■

具有完整的 NetBackup 日志记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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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表列出了 NetBackup 管理员能以超级用户权限运行的 NetBackup 命令以及
含有 NetBackup 命令的目录。
■

/usr/openv/netbackup/bin/*

■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

/usr/openv/netbackup/bin/goodies/*

■

/usr/openv/volmgr/bin/*

■

/usr/openv/volmgr/bin/goodies/*

■

/usr/openv/pdde/pdag/bin/mtstrmd

■

/usr/openv/pdde/pdag/bin/pdcfg

■

/usr/openv/pdde/pdag/bin/pdusercfg

■

/usr/openv/pdde/pdconfigure/pdde

■

/usr/openv/pdde/pdcr/bin/*

注意：由于 NetBackup Appliance 上存在 NetBackup 命令，因此，某些命令参数
可能不受支持。
以下列表列出了无法通过目录运行的命令和脚本：
■

库文件 - 以 .so 或 .so64 扩展名结尾的文件。

■

通知脚本 - 文件名中含有 notify 字符串的脚本。

■

文件列表文件 - 以 .filelist 扩展名结尾的文件。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从设备运行 NetBackup 命令”。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运行 NetBackup 命令”。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删除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3 页的“查看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关于运行 NetBackup 命令
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通过受限的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使用多种方式执行
NetBackup 命令。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使用基本命令名、绝对或相对路径，或通
过 shell 脚本执行命令。
以下示例介绍了 NetBackup 管理员如何通过受限的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运
行 NetBackup 命令：
■

使用基本命令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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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bpps

■

# nbemmcmd –listhosts

使用绝对或相对路径。在此情况下必须在命令前指定 sudo。例如，
■

# sudo /usr/openv/netbackup/bin/bpps

■

# sudo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emmcmd -listhosts

通过 shell 脚本执行。使用命令前必须指定 sudo。这适用于基本命令名、绝对
路径或相对路径。

请参见第 177 页的“关于创建 NetBackup touch 文件”。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关于操作系统命令”。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关于已知的限制”。

关于创建 NetBackup touch 文件
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使用 cp-nbu-config 命令在以下任何目录中创建和编辑
NetBackup touch 配置文件：
■

/usr/openv/netbackup

■

/usr/openv/netbackup/bin

■

/usr/openv/netbackup/bin/snapcfg

■

/usr/openv/netbackup/db/config

■

/usr/openv/netbackup/db/event

■

/usr/openv/netbackup/db/images

■

/usr/openv/netbackup/db/media

■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

■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db2

■

/usr/openv/lib/ost-plugins

■

/usr/openv/volmgr

■

/usr/openv/volmgr/database

■

/usr/openv/var

例如，要在 /usr/openv/netbackup/db/config 目录中创建一个名为
DEFERRED_IMAGE_LIMIT 的 touch 文件，可以使用以下步骤：
■

在 NetBackup 管理员主目录或子目录中创建一个具有该名称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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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cp-nbu-config configuration-filetarget-directory 命令向 touch
文件添加所需的内容。例如：
cp-nbu-config DEFERRED_IMAGE_LIMIT /usr/openv/netbackup/db/config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运行 NetBackup 命令”。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关于操作系统命令”。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关于已知的限制”。

加载 NetBackup 通知脚本
cp-nbu-notify 实用程序与 cp-nbu-config 实用程序类似，后者添加到 NetBackup

Appliance 以修改 NetBackup 通知脚本，例如 start 和 exit 通知脚本在每个作业
后运行。
NetBackup CLI 用户能修改以下脚本位置的通知脚本：
■

/usr/openv/netbackup/bin

■

/usr/openv/volmgr/bin

注意：cp-nbu-notify 假设通知脚本作为示例文件预存在于实际位置，或作为模板
预存在于 goodies 目录。 如果这些目录中不存在示例或模板通知脚本，则您可能尝
试加载的脚本将被认为无效。
安装或编辑通知脚本：

1

作为 NetBackupCLI 用户登录设备，然后在主目录中创建通知脚本。

2

输入 cp-nbu-notify 命令安装脚本：
cp-nbu-notify <notify-script>

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NetBackup Appliance admin must review and
approve this operation.
Enter admin password:

3

当命令提示需要管理员密码时，请输入设备管理员密码（不是 NetBackupCLI
密码）。 此密码用于安全目的，确保设备管理员批准此通知脚本。
当密码成功通过验证后，通知脚本将自动加载到正确位置。
注意：源通知脚本必须存在于主目录或其子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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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您只能复制通知脚本。 不能复制 NetBackup 安装路径中的任何其他脚本。
通过通知脚本执行任何外部脚本会导致安全问题。

关于操作系统命令
以下规则适用于操作系统命令：
■

以下命令在之前版本中可用，而且目前仍然可用：
awk、bash、cat、clear、cut、grep、head、ls、rm、sudo、uname、vi

■

编写脚本时，以下命令十分有用：
date、mkdir、rmdir、touch、whoami、hostname 等等

■

NetBackup 管理员可使用 passwd 命令更改其密码。

■

要执行主机名查找，必须使用 host 命令。nslookup 命令不受支持。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运行 NetBackup 命令”。
请参见第 177 页的“关于创建 NetBackup touch 文件”。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关于已知的限制”。

关于最佳做法
以下列表提供了一些示例，说明 NetBackup 管理员如何配置设备，才能使其可以通
过受限的 shell 运行 NetBackup 命令。
■

您只能在用户主目录和子目录中创建文件和目录。

■

系统会在用户主目录中创建一个自动生成的别名文件，其中包含所有 NetBackup
命令的 sudo 别名。因此，使用基本命令名时，您无需在运行命令时指定 sudo。

■

在脚本中运行命令时不会引用别名文件。您必须先指定 sudo，然后才能使用命
令。

■

您可以创建一个文件，包含带 sudo 前缀的所有 NetBackup 命令的变量。该变
量可以用在自动化脚本中，以免每次调用 NetBackup 命令时都使用 sudo。该变
量文件可在脚本中用作源。例如：
■

以下命令能让您使用变量 ${bpps}。
bpps=”sudo /usr/openv/netbackup/bin/bpps”

■

以下命令能让您使用变量 ${nbemmcmd}。
nbemmcmd=”sudo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emmcmd”

■

cdnbu 别名可用于更改 NetBackup 安装路径的目录。使用该别名会切换至
/usr/openv/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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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运行 NetBackup 命令”。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关于操作系统命令”。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关于已知的限制”。

关于已知的限制
以下列表列出了一些已知的限制，NetBackup 管理员在使用此功能前应了解这些内
容：
■

您无法使用编辑器直接编辑 bp.conf 文件。要编辑 bp.conf 文件，您必须使用
bpsetconfig 命令设置该文件内的一个参数。

■

您无法修改或创建 NetBackup 通知脚本。

■

nslookup 命令不受支持。

■

您无法使用 man 命令。要查看命令用法，请使用命令附带的 help 选项。

■

用来执行设备管理的操作系统命令不受支持。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运行 NetBackup 命令”。
请参见第 177 页的“关于创建 NetBackup touch 文件”。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关于操作系统命令”。
请参见第 179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可以使用以下过程创建新的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
户。这些用户帐户有权登录到设备，并以超级用户权限运行 NetBackup 命令。
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1

在设备上打开 SSH 会话。

2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3

输入以下命令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Main > Manage > NetBackupCLI > Create UserName

其中 UserName 是为新用户指定的名称。此外，每次只能创建一个用户帐户。

4

然后必须为新用户帐户输入新密码。
Symantec 建议新密码是大写和小写字母、数字和其他字符的组合，以增加密
码强度。 此外，将要求您再次输入密码以进行验证。
创建新用户帐户之后，将出现一条确认消息，表明已成功创建新用户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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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此命令及其使用的其他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从设备运行 NetBackup 命令”。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管理员功能”。
请参见第 181 页的“管理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密码”。
请参见第 182 页的“审核 NetBackup 管理员帐户”。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删除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3 页的“查看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以 NetBackup 管理员身份登录
在为您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帐户后，您可以使用新帐户凭据登录到设备。
以 NetBackup 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

1

在设备上打开 SSH 会话。

2

输入为 NetBackup 管理员帐户创建的用户名和密码以登录到设备。
以 NetBackup 管理员身份成功登录到设备后，将显示以下欢迎消息。
Welcome NetBackup CLI Administrator to the NetBackup Appliance

3

要离开会话，请键入 exit，然后按 Return 键。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管理员功能”。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1 页的“管理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密码”。
请参见第 182 页的“审核 NetBackup 管理员帐户”。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删除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3 页的“查看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管理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密码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帐户后，设备管理员可以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管理该帐户的密码。
表 4-2 介绍了管理帐户密码时可以执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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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功能

管理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密码
命令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可以针对一个 Main > Manage > NetBackupCLI > PasswordExpiry Age
或多个用户指定密码的最长有效天数。
UserNameDays
使用 Days 变量可以设置密码的有效天数。此外，使用 UserName 变量
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用户。输入 All 会将此设置应用于所有用户。您也
可以输入 Default，将此设置应用于日后创建的所有新用户帐户。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可以针对一个 Main > Manage > NetBackupCLI > PasswordExpiry Now
或多个用户强制要求密码失效。
UserName
使用 UserName 变量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用户。输入 All 会使得所有用
户的密码失效。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可以查看密码 Main > Manage > NetBackupCLI > PasswordExpiry Show
失效信息。
UserName
使用 UserName 变量可以指定一个或多个用户。输入 All 会使得所有用
户的密码失效。您也可以输入 Default 查看默认设置。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可以在密码失 Main > Manage > NetBackupCLI > PasswordExpiry Warn
效前配置一个警告期，在警告期内会收到 UserNameDays
警告。您也可以配置一个或多个用户来接
使用 Days 变量可以设置密码失效前的警告天数。此外，使用 UserName
收警告。
变量可以指定接收警告的一个或多个用户。输入 All 会将此设置应用于
所有用户。您也可以输入 Default 指定默认设置。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从设备运行 NetBackup 命令”。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管理员功能”。
请参见第 181 页的“以 NetBackup 管理员身份登录”。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2 页的“审核 NetBackup 管理员帐户”。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删除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3 页的“查看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审核 NetBackup 管理员帐户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可以监视每个 NetBackup 管理员帐户的活动。这意味
着，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可以监视 NetBackup 管理员执行的 NetBackup
命令。要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审核活动，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
员可以运行以下命令。
Main > Support > Logs > Browse > cd OS > less mess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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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运行该命令，将显示类似于以下内容的输出。以下示例显示，NetBackup 管理
员 nbadmin 在名为 nbappliance 的设备上执行了 bpps 命令。
Aug 24 23:10:28 nbappliance sudo:
nbadmin : TTY=pts/1 ;
PWD=/home/nbusers ; USER=root ; COMMAND=/usr/openv/netbackup/bin/bpps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1 页的“管理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密码”。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删除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3 页的“查看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删除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可以使用以下过程删除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删除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1

在设备上打开 SSH 会话。

2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3

输入以下命令删除用户帐户：
Main > Manage > NetBackupCLI > Delete UserName

其中 UserName 是现有用户帐户的名称。此外，每次只能删除一个用户帐户。
删除用户帐户之后，将出现一条确认消息，表明已成功删除用户帐户。
有关此命令及其用法的其他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从设备运行 NetBackup 命令”。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管理员功能”。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1 页的“管理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密码”。
请参见第 182 页的“审核 NetBackup 管理员帐户”。
请参见第 183 页的“查看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查看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可以使用以下过程查看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的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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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的当前列表

1

在设备上打开 SSH 会话。

2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3

输入以下命令可查看现有用户帐户：
Main > Manage > NetBackupCLI > List

此时会显示所有现有用户帐户名。
有关此命令及其用法的其他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从设备运行 NetBackup 命令”。
请参见第 175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管理员功能”。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请参见第 181 页的“管理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密码”。
请参见第 182 页的“审核 NetBackup 管理员帐户”。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删除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关于设备之间的自动映像复制
自动映像复制是将一个 NetBackup 域中生成的备份复制到其他 NetBackup 域中的
存储的功能（通常是跨多个地理位置）。
可以按以下方式在设备之间执行自动映像复制：
■

NetBackup Appliance 之间的自动映像复制
提供了关于如何在 NetBackup Appliance 之间执行自动映像复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84 页的“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之间的自动映像复制”。

■

NetBackup Appliance 和重复数据删除设备之间的自动映像复制
提供了关于如何在 NetBackup Appliance 和重复数据删除设备之间执行自动映
像复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88 页的“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和重复数据删除设备之间的自动
映像复制”。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之间的自动映像复制
可以将在一个 NetBackup 域中生成的备份复制到一个或多个 NetBackup 域中的存
储。 此过程称为自动映像复制。 您可以在两个 NetBackup Appliance 之间配置自
动映像复制。
要在两个 NetBackup Appliance 之间配置自动映像复制，您需要执行以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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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编号

任务

参考信息

1.

在两台主服务器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请参见第 185 页的“添加可信主服务器”。

2.

查看自动映像复制的前提条件。

请参见第 186 页的“自动映像复制的前提条件”。

3.

配置复制目标

请参见第 186 页的“配置复制目标”。

4.

在源域和目标域中配置存储生命周
期策略

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的“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一节。

添加可信主服务器
您可以在多个 NetBackup 域之间配置信任关系。要执行该操作，请在源域中指定您
要对其添加信任关系的远程主服务器。使用以下过程在源域中添加一台远程主服务
器作为可信的主服务器。
域之间的信任关系有助于进行复制操作。
注意：如果源或远程主服务器已加入群集，则必须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启用节点
间通信。 请在添加可信的主服务器之前执行此操作。
添加可信主服务器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
性”>“主服务器”。

2

在右窗格中，选择主服务器。

3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属性”。

4

在属性对话框的左窗格中，选择“服务器”。

5

在“服务器”对话框中，选择“可信的主服务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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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可信的主服务器”选项卡上，单击“添加”。
此时将显示“添加一个新的可信主服务器”对话框。
下面是该对话框的一个示例：

7

在“添加一个新的可信主服务器”对话框中，输入以下内容并单击“确定”：
■

远程主服务器的完全限定主机名。

■

远程主服务器主机的登录帐户用户名。

■

远程主服务器主机的登录帐户的密码。

8

针对您要对其添加信任关系的每台主要服务器重复步骤 6 和步骤 7。

9

在您添加完可信的主服务器后，单击“确定”。

自动映像复制的前提条件
在 NetBackup Appliance 之间设置复制配置之前必须遵循下列前提条件：
■

目标存储服务器类型必须与在目标主服务器域中配置的服务器相同。

■

目标存储服务器名称必须与在目标主服务器域中配置的服务器相同。

配置复制目标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源域中配置复制目标。

186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关于设备之间的自动映像复制

配置复制目标

1

在源 NetBackup 域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凭
据”>“存储服务器”。

2

选择源存储服务器。

3

在“编辑”菜单上，选择“更改”。

4

在“更改存储服务器”对话框中，选择“复制”选项卡。

5

选择一台可信的主服务器和一个复制目标。
在“目标主服务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向其复制数据的域的主服务器。 所有
可信主服务器均位于下拉列表中。

6

在“存储服务器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存储服务器的类型。 所有可用目
标类型均位于下拉列表中。
目标存储服务器类型必须与在目标主服务器域中配置的服务器相同。

7

在“存储服务器名称”字段中，输入目标存储服务器的简称。
您必须输入在目标主服务器域中配置的目标存储服务器名称。

8

在“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名称”字段中，输入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的名称。
注意：“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名称”和“用户名”字段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已预
填充。

9

输入目标设备的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密码：设备重复数据删除密码。

使用以下过程可确定设备重复数据删除密码。
请参见第 188 页的“确定设备重复数据删除密码”。

10 单击“添加”。 您现在可以在顶部的“复制目标”部分中查看新的复制目标。
单击“确定”。

11 在设置复制目标后，必须刷新磁盘池。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
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设备”>“磁盘池”。在右窗格中，选择要更新的磁盘
池。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刷新”配置磁盘池的复制设置。
配置复制目标后，就可以在源域和目标域上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有关配置存储
生命周期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管理指南 - UNIX、
Windows 和 Linux，第 I 卷》中的“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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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设备重复数据删除密码
在设备之间配置自动映像复制需要以下凭据。
■

用户名：user_name

■

密码：设备重复数据删除密码

确定设备重复数据删除密码

1

登录到目标设备并进入设备的 shell 菜单。

2

在 Main_Menu 提示符处输入以下内容：
Appliance > ShowDedupPassword

此命令可显示在设备上配置的重复数据删除解决方案的密码。重复数据删除密
码将显示在屏幕上。
注意：如果更改了重复数据删除密码，则设备 shell 菜单不会显示新密码。
ShowDedupPassword 选项仅显示在安装过程中创建的原始密码。

注意：如果您的配置中有一台设备主服务器和一台或多台设备介质服务器，则所有
服务器的重复数据删除密码都是相同的。 在这种情况下，请使用设备主服务器的
shell 菜单检索重复数据删除密码。
有关自动映像复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管理指南 - UNIX
和 Linux，第 I 卷》或《Symantec NetBackup™ 管理指南 - Windows，第 I 卷》。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和重复数据删除设备之间的自动映像复
制
可以将在 NetBackup Appliance 中生成的备份复制到一个或多个重复数据删除设备
中的存储池。 可以将自动映像复制从一个域中的 NetBackup Appliance 配置到另一
个域中的重复数据删除设备。
要将自动映像复制从 NetBackup Appliance 配置到重复数据删除设备，需要输入目
标重复数据删除设备的用户名和密码。
将自动映像复制从 NetBackup Appliance 配置到重复数据删除设备需要以下凭据：
■

用户名：root

■

密码：P@ssw0rd 或为 SPA (Storage Pool Authority) 配置的自定义密码

有关自动映像复制的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管理指南 - UNIX、
Windows 和 Linux，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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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修改设备设置

■

设置 > 通知

■

设置 > 网络

■

设置 > 日期和时间

■

设置 > 身份验证

■

设置 > 密码管理

关于修改设备设置
在成功配置设备之后，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和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更改设备的各种设置。可以使用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的“设置”选项卡查看和配置以下设置。
表 5-1 介绍了在“设置”>“配置”菜单中可用的设置：
表 5-1

设置 > 通知

子菜单

使您能够...

主题

警报配置

配置 SNMP、SMTP 和“自动 请参见第 191 页的“设置 > 通知
> 警报配置 ”。
通报”设置。

注册

注册设备和联系人信息的详细 请参见第 201 页的“设置 > 通知
信息。
>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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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介绍了在“设置”>“网络”菜单中可用的设置：
表 5-2

设置 > 网络

子菜单

使您能够...

主题

网络

查看和更改网络配置设置。

请参见第 204 页的“设置 > 网络
> 网络设置”。

主机

为 DNS 系统或非 DNS 系统
配置主机名

请参见第 215 页的“设置 > 网络
> 主机”。
请参见第 216 页的“更改 DNS
和主机名配置设置”。

光纤传输配置

为设备配置光纤传输设置。

请参见第 212 页的“设置 > 网络
> 光纤传输”。
请参见第 213 页的“更改光纤传
输设置”。

WAN 优化

改善出站网络通信。

请参见第 217 页的““设置”>“网
络”>“WAN 优化”选项”。
请参见第 218 页的“禁用、启用
和查看 WAN 优化设置”。

表 5-3 介绍了在“设置”>“密码”菜单中可用的设置：
表 5-3

设置 > 密码

子菜单

使您能够...

主题

密码

更改设备的管理员密码。

请参见第 242 页的“设置 > 密码
管理”。

表 5-4 介绍了在“设置”>“日期和时间”菜单中可用的设置：
表 5-4

设置 > 日期和时间

子菜单

使您能够...

主题

日期和时间配置

更改设备上的日期和时间。

请参见第 223 页的“设置 > 日期
和时间 ”。

表 5-5 介绍了在“设置”>“身份验证”菜单中可用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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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设置 > 身份验证

子菜单

使您能够...

主题

服务器配置

配置 LDAP（轻量型目录访问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 > 身份
协议）服务器。 使用 LDAP 验证 > 服务器配置”。
服务器可以访问并维护设备的
分布式目录信息服务。

用户管理

添加新用户并创建用户组，以 请参见第 237 页的“设置 > 身份
访问设备。
验证 > 用户管理”。

设置 > 通知
“设置”>“通知”菜单可显示以下选项卡：
■

警报配置 - 使您能够提供 SMTP、SNMP 以及“自动通报”设置。请参
见第 191 页的“设置 > 通知 > 警报配置 ”。

■

注册 - 使您能够注册设备和联系人信息。请参见第 201 页的“设置 > 通知 > 注册”。

设置 > 通知 > 警报配置
“设置”>“通知”>“警报配置”页面为您提供了可启用 SNMP、SMTP 和自动通
报警报通知的一个位置。页面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专用于启用并提供 SNMP、
SMTP 和“自动通报”的详细信息。
在“警报配置”下是“通知间隔”字段。 您必须为 SNMP 和 SMTP 配置输入两个
后续通知之间的时间间隔（分钟）。时间间隔应是 15 的倍数，且不得为 0。
表 5-6 列出了 SNMP（简单网络管理协议）部分中的字段。
表 5-6

SNMP 服务器配置设置

字段

描述

启用 SNMP 警报

选中此复选框可启用 SNMP 警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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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SNMP 服务器

输入 SNMP 服务器主机名。 您可以输入主机名或 IP 地址来定义该
计算机。 IP 地址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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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备中生成的警报通知或陷阱通知将发送到该 SNMP 管理器。

注意：NetBackup Appliance支持市场上的所有 SNMP 服务器。但
是，ManageEngine™ SNMP 服务器和 HP OpenView SNMP 服务
器只有版本 2.6 经过测试和认证。
请参见第 222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SNMP 端口

输入 SNMP 服务器端口号。 如果您不为此变量输入任何值，则默认
端口为 162。

SNMP 团体

输入接收警报或陷阱的团体。例如，备份报告部门。
可以输入在 SNMP 服务器上配置的值。 例如，可以输入公司名称或
如下名称：admin_group、public 或者 private。 如果您不输
入任何值，则默认值为 public。

您可以从“SNMP 服务器配置”窗格检查 SNMP MIB 文件的详细信息。 要检查有
关 SNMP MIB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单击“查看 SNMP MIB 文件”。SNMP MIB 文
件将打开。 MIB 文件充当用于汇编和解译 SNMP 邮件的数据字典。
SMTP 邮件服务器协议用于传出电子邮件。 您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设置”>“警报配置”>“SMTP 服务器配置”）配置 SMTP。您可以
使用以下命令配置 SMTP 服务器并添加一个新的电子邮件帐户。
Main_Menu > Settings > Alerts > Email SMTP Add

表 5-7 列出了 SMTP 部分中的字段。
表 5-7

SMTP 服务器配置设置

字段

描述

SMTP 服务器

输入 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服务器主机名。 使用该 SMTP
服务器发送设备中生成的警报通知。 IP 地址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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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222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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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软件管理员的电子邮件 输入软件管理员的电子邮件 ID 以接收特定于 Symantec NetBackup
地址
Appliance 软件的软件警报。 您指定的此电子邮件 ID 接收如下软件
条件的警报：
■

主机信息，如：
■ 磁盘信息。
■

总体备份状态。

■

每个客户端最近七次备份的结果。

■

您的目录库备份灾难恢复文件的电子邮件。

■

修补程序安装成功报告。

硬件管理员的电子邮件 输入硬件管理员的电子邮件 ID 以接收特定于 Symantec NetBackup
地址
硬件设备的硬件警报。 例如，hardwareadmin@usergroup.com
有关潜在硬件警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38 页的“关于来自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电子邮件通知”。
发件人电子邮件

输入电子邮件 ID 以接收设备发送的任何警报或报告的答复。

SMTP 帐户

输入用户名以访问 SMTP 帐户。

注意：可能要求您输入用户名，因为某些 SMTP 服务器可能需要
用户名和密码凭据以发送电子邮件。
密码

输入上述 SMTP 用户帐户的密码。

注意：可能要求您输入密码，因为某些 SMTP 服务器可能需要用
户名和密码凭据以发送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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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MG

注意：还支持代理配置中的 NTLM 身份验证。
表 5-8 列出了“自动通报配置”部分中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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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自动通报配置设置

字段

描述

启用自动通报

选中此复选框可启用自动通报警报配置。

启用代理服务器

选中此复选框可启用代理。

启用代理隧道

如果您的代理服务器支持 SSL 隧道，请选中此复选框。

代理服务器

输入代理服务器的名称。

代理端口

输入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

代理用户名

输入登录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

代理密码

输入登录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的密码。

当启用自动通报时，可以通过单击自动通报配置设置下的“测试自动通报”选项测
试自动通报是否正在正确运行。
注意：只有当启用自动通报时，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的“测试自
动通报”选项才处于活动状态。

配置警报配置设置
本节介绍了使用“设置”>“通知”>“警报配置”页面配置 SNMP、SMTP 和自动
通报服务器设置的过程。
配置 SNMP、SMTP 和自动通报服务器设置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通知”>“警报配置”。
此时系统将显示“警报配置”页面。
“警报配置”页面分为三个部分，用于启用 SNMP、SMTP 和自动通报以及提
供相关详细信息。

3

对于 SNMP、SMTP 和自动通报警报配置，请在“通知间隔”字段中输入两次
后续通知之间的时间间隔（分钟）。

4

在提供的字段中输入 SNMP 设置。 表 5-6 中提供了 SNMP 参数的说明

5

在提供的字段中输入 SMTP 设置。 表 5-7 中提供了 SMTP 参数的说明
设备使用全局服务器设置将电子邮件通知发送到您指定的 SMT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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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提供的字段中输入自动通报设置。 表 5-8 中提供了自动通报参数的说明

7

单击“保存”以保存 SNMP、SMTP 和自动通报设置。

关于 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是一种应用程序层协议，可以简化网络设备之间管理信
息的交换。 它是传输控制协议/网络协议 (TCP/IP) 协议套件的一部分。 网络管理员
可以使用 SNMP 来管理网络性能，查找和解决网络问题，以及针对网络增长进行规
划。
SNMP 基于管理器模型和代理模型。 此模型由管理器、代理、管理信息数据库、管
理对象和网络协议组成。
管理器提供网络管理员与管理系统之间的接口。 代理提供管理器与受管理的物理设
备之间的接口。
管理器和代理使用管理信息库 (MIB) 和相对较小的一组命令来交换信息。 MIB 是一
种树型组织结构，树枝上的叶子表示各个变量，如点状态或描述。 数字标签或对象
标识符 (OID) 用于区分 MIB 和 SNMP 消息中具有唯一性的各个变量。

关于管理信息库 (MIB)
每个 SNMP 元素都管理特定的对象，而各个对象都有特定的特性。 每个对象和特
性都有一个与其关联的唯一对象标识符 (OID)。 每个 OID 由以小数点隔开的数字组
成（例如，1.3.6.1.4.1.2682.1）。
这些 OID 形成了一个树型结构。 MIB 将每个 OID 与可读的标签以及与对象相关的
各种其他参数相关联。 然后，MIB 用作数据字典，该字典用于汇编和解释 SNMP
消息。 此信息保存为 MIB 文件。
可以从“设置”>“通知”>“警报配置”页面检查 SNMP MIB 文件的详细信息。
要配置设备 SNMP 管理器以接收与硬件监视相关的陷阱，请单击“SNMP 服务器
配置”窗格中的“查看 SNMP MIB 文件”。

关于自动通报
设备可与 Symantec AutoSupport 服务器连接并上载硬件和软件信息。Symantec
支持可使用此信息解决可能报告的任何问题。设备使用 HTTPS 协议并使用端口 443
连接到 Symantec AutoSupport 服务器。设备的此功能称为“自动通报”。 该功能
在默认情况下处于启用状态。
设备中的 AutoSupport 使用由自动通报收集的数据为设备提供主动监视。如果启用
了自动通报，设备便会以 15 分钟的间隔定时将硬件和软件信息（或自动通报数据）
上载到 Symantec AutoSupport 服务器。
如果确定某块硬件存在问题，您可能希望与 Symantec 支持联系。技术支持工程师
可以使用设备的序列号并根据自动通报数据评估硬件状态。要从 Net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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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ance Web Console 查看设备的序列号，请转到“监视器”>“硬件”>“运行
状况详细信息”页面。要使用 shell 菜单确定设备的序列号，请转到 Monitor >
Hardware 命令。有关 Monitor > Hardware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使用“设置”>“通知”页面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配置自动通报。
单击“警报配置”，然后在“自动通报配置”窗格中输入详细信息。
表 5-9 介绍了在该功能处于启用或禁用状态时如何报告硬件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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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当启用或禁用自动通报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已启用或禁用监视

硬件故障例程

自动通报已启用

当发生硬件故障时，会依次出现以下警报：
■

■

自动通报已禁用

设备将以下硬件和软件信息上载到 Symantec AutoSupport
服务器：
■ CPU
■

磁盘

■

风扇

■

电源

■

RAID 组

■

温度

■

适配器

■

PCI

■

光纤通道 HBA

■

网卡

■

分区信息

■

MSDP 统计数据

■

存储连接

■

存储状态

■

52xx 存储扩展架 - 磁盘、风扇、电源和温度的状态

■

■

5330 主存储架 - 磁盘、风扇、电源、温度、备用电池
（BBU）、控制器、卷和卷组的状态
5330 扩展存储架 - 磁盘、风扇、电源和温度的状态

■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版本

■

NetBackup 版本

■

设备型号

■

设备配置

■

固件版本

■

设备、存储和硬件组件序列号

请参见第 33 页的“受监视的硬件组件”。
设备可通过电子邮件生成本地警报，通知您出现硬件故
障。 设备还可生成 SNMP 陷阱。

数据没有发送到 Symantec AutoSupport 服务器。您的系统
不会向 Symantec 报告硬件错误以启用更加快速的问题解决
方法。

请参见第 191 页的“设置 > 通知 > 警报配置 ”。
请参见第 198 页的“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配置自动通报”。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关于 AutoSup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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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9 页的““监视”>“硬件”选项”。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配置自动通报
您可以从“设置”>“通知”页面配置自动通报详细信息。
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配置以下自动通报设置：
■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启用和禁用自动通报

■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配置自动通报代理服务器

■

通过运行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 Test 命令来测试自动通报是否
正常运行。

如果启用了自动通报，则可以使用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Registration
命令为设备配置联系人详细信息，方法是输入以下信息：
■

负责设备的第一联系人的姓名。

■

联系人的地址。

■

联系人的电话号码。

■

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要了解有关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有关导致警报的硬件问题列表，请参见下列主题：
请参见第 29 页的““监视”>“硬件”选项”。
请参见第 195 页的“关于自动通报”。
请参见第 38 页的“关于来自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电子邮件通知”。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启用和禁用自动通报
您既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也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启用或禁用自动通报。默认情况下启用自动通报。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启用或禁用自动通报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要启用自动通报，请运行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Enable
命令。

3

要禁用自动通报，请运行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Disable
命令。

有关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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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配置自动通报代理服务器
如果需要，可以为自动通报配置代理服务器。如果设备环境在环境与外部 Internet
访问之间存在代理服务器，则必须在设备上启用代理设置。 代理设置包括代理服务
器和端口。 该代理服务器必须接受来自 Symantec AutoSupport 服务器的 https 连
接。默认情况下，将禁用此选项。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添加自动通报代理服务器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要启用代理设置，请运行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Proxy
Enable 命令。

3

要添加代理服务器，请运行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Proxy
Add 命令。
■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代理服务器的名称。代理服务器名称是代理服务器的
TCP/IP 地址或完全限定域名。

■

输入代理服务器的名称后，系统将提示您输入该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

■

接着，您将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Do you want to set credentials for proxy server? (yes/no)

■

回答 yes 后，系统将提示您输入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

■

输入用户名后，系统将提示您为该用户输入密码。输入所需信息后，将显
示以下消息：
Successfully set proxy server

4

要禁用代理设置，请运行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Proxy
Disable 命令。

接着，您也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为设备启用或禁用代理服务
器隧道。要执行此操作，请运行 Main > Settings > CallHome Proxy
EnableTunnel 和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Proxy DisableTunnel
命令。通过代理服务器隧道，您可以通过不信任的网络提供安全路径。

了解自动通报工作流程
本节说明自动通报用于将数据从设备上载到 Symantec AutoSupport 服务器的机制。
自动通报将 HTTPS（安全和加密协议）端口号 443 用于与 Symantec AutoSupport
服务器的所有通信。为了使自动通报正常工作，请确保您的设备可通过 Internet 直
接访问或通过代理服务器访问 Symantec AutoSupport 服务器。AutoSupport（主动
监视设备的机制）使用自动通报数据分析和解决设备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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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通报数据的传输使用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代理完成。该代理使用安全套接
字层 (SSL) 通过端口 443 进行通信。所有通信都由设备启动。 您的设备需要能够
访问 https://telemetrics.symantec.com 和 https://www.symappmon.com。
设备的自动通报功能使用以下工作流程与 AutoSupport 服务器进行通信：
■

每 15 分钟访问一次以下网站的端口：https://www.symappmon.com 。

■

对以下网站执行自检操作：https://www.symappmon.com。

■

如果此设备遇到错误状态，则会随当前日志一起收集三天前的所有硬件日志。

■

然后，将日志上载到 Symantec AutoSupport 服务器作进一步的分析并获取支
持。 这些错误日志也将存储在设备上。 可从 /log/upload/<date> 文件夹访问
这些日志。

■

如果三天后错误状态仍然存在，则将重新上传日志。

请参见第 195 页的“关于自动通报”。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关于 AutoSupport ”。

关于产品改进计划
NetBackup Appliance 产品改进计划使用自动通报获取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
Symantec 收到的信息将成为持续质量改进计划的一部分，它有助于了解客户配置、
部署和使用产品的方式。 此信息随后将用于帮助 Symantec 识别产品功能、测试、
技术支持和未来要求的改进。
您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启用或禁用产品改进计划。 NetBackup
设备 Web 控制台不提供此选项。
默认情况下已启用产品改进计划。但是，如果您禁用了自动通报，产品改进计划也
将禁用。如果不启用自动通报，将无法启用产品改进计划。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启用或禁用产品改进计划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要启用产品改进计划，请运行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NBInventory Enable 命令。

3

要禁用产品改进计划，请运行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NBInventory Disable 命令。

有关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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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 通知 > 注册
您可以在“设置”>“通知”菜单下的“注册”选项卡中注册设备并提供您的联系
人信息。 也可以在配置设备时完成此注册。 此页面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条目字段，
可用来通过 Internet 向 Symantec 注册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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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0 介绍了与特定信息部分相关的数据条目字段以及这些字段中输入的信息类
型。
表 5-10

用于设备注册的数据条目字段

部分和相关字段名称

描述

在我们与您通信时用于指代设备的名称。
设备名称

输入一个设备名称。

提供设备物理位置的详细信息。
公司名称

输入您的公司名称。

街道

输入设备所在街道的名称。

城市

输入设备所在城市的名称。

省/市/自治区

输入设备所在省/市/自治区的名称。

邮政编码

输入邮政编码。

国家/地区

输入设备所在国家/地区的名称。

提供官方联系人的联系详细信息。
联系人姓名

输入负责您设备或备份环境的主要联系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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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设备已置备并且具有 Internet 连接，则会自动填充注册详细信息。 如果设
备未置备，则显示以下消息：
请验证并更新 Symantec 已为此设备记录的设备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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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下使用 Main >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Registration 命令注册您的设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将设备从一个物理位置移动到另一个物理位置
要将设备从一个物理位置移动到另一个物理位置，请考虑下列问题，以保证维护和
支持覆盖范围的连续性
■

世界上的某些位置或区域尚未实现或设立处理部件替换的现场服务呼叫请求。

■

某些位置或区域可能不符合所定义的该设备可能关联的服务级别协议 (SLA) 合
同。

■

客户不应该将设备运至另一个国家/地区。

■

如果必须移动该设备，您必须联系 Symantec 的帐户访问小组以了解对与该设备
关联的服务协议的后果或影响（如果有）。

■

移动设备后，请务必更新您的注册详细信息（例如该设备的联系人详细信息和
位置信息），以确保覆盖的连续性。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关于 AutoSupport ”。
请参见第 191 页的“设置 > 通知 > 警报配置 ”。

关于 AutoSupport
通过 AutoSupport 功能，可以在 Symantec 技术支持网站上注册该设备和您的联系
人详细信息。 Symantec 技术支持可使用此信息解决您报告的任何问题。这些信息
允许 Symantec 支持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停机时间，并提供一种更主动的支持方法。
使用以下其中一种置备提供设备的注册详细信息：
■

“注册”页面上的设备初始配置

■

通过导航到“设置”>“通知”>“注册”页面显示的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

通过运行 Settings > Alerts > CallHome Registration 命令显示的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有关此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可以通过输入以下基本信息进行注册：
■

名称：您的姓名、公司名称

■

地址，即设备的物理位置：市/县、街道、省/市/自治区、邮政编码

■

联系人信息：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

技术支持基础设施旨在允许 Symantec 支持通过以下方式为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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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主动监视，Symantec 支持可以自动创建案例、修正问题并派送任何可能面
临危险的设备部件。

■

Symantec 中的 AutoSupport 基础设施将分析来自设备的自动通报数据。此分析
可针对硬件故障提供主动的客户支持，从而减少需要备份管理员启动支持案例
的情况。

■

通过 AutoSupport 功能，Symantec 支持可以开始了解客户如何配置并使用其设
备，以及在哪里做出改进最为有利。

■

发送并接收设备的状态和警报通知。

■

使用自动通报接收硬件和软件状态。

■

提供对问题的更多见解，并识别由于现有问题可能进一步出现的任何问题。

■

查看自动通报数据的报告以分析硬件故障模式，并查看使用趋势。 该设备每隔
30 分钟发送一次运行状况数据。

您在注册设备时提供的信息可帮助 Symantec 支持启动针对您报告的任何问题的解
决过程。但是，如果想提供其他详细信息，如第二联系人、电话、机架位置等，可
以访问 https://my.symantec.com。
请参见第 201 页的“设置 > 通知 > 注册”。

设置 > 网络
“设置”>“网络”菜单可显示以下选项卡：
■

网络设置 - 使您能够为设备配置网络和路由设置。
请参见第 204 页的“设置 > 网络 > 网络设置”。

■

主机 - 使您能够重新配置设备的主机设置。
请参见第 215 页的“设置 > 网络 > 主机”。

■

光纤传输 - 使您能够重新配置光纤传输设置。
请参见第 212 页的“设置 > 网络 > 光纤传输”。

■

WAN 优化 - 使您能够禁用或启用 WAN 优化设置。
请参见第 217 页的““设置”>“网络”>“WAN 优化”选项”。

还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使用 Main_Menu > Network 命令配置网
络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
南》。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VLAN 配置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2.6.0.3 版本开始，您可以在您的现有网络环境中配置
V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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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局域网 (VLAN) 的概念在设计上是将一个物理网络进行逻辑分隔，以创建多个
不同的广播域。 这些广播域可根据组织职能、职能内的团队或应用进行分段。 虽
然 VLAN 的属性与 LAN 相同，但 VLAN 具有传统 LAN 不具备的以下几个关键优
势：
■

允许组成虚拟工作组。

■

提高网络性能。

■

简化网络管理。

■

提供更好的安全性。

■

减少网络管理的总成本。

要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为您的设备配置 VLAN，请使用“设
置”>“网络”页面上的“网络”选项卡。
要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配置 VLAN，请运行 Main_Menu> Network
> VLAN 命令。
请参见第 204 页的“设置 > 网络 > 网络设置”。

设置 > 网络 > 网络设置
“设置”>“网络”菜单将跳转至默认“网络设置”页面。 在“网络设置”页面中，
可以配置和更新设备的网络设置。 在初始配置时就已应用这些网络设置。
“网络设置”页面分为“接口和路由属性”窗格与“网络配置”窗格两个部分。 使
用“接口属性”选项卡下的任务栏，可以完成以下任务：
表 5-11

任务栏上的元素和要输入的信息类型：

功能

使您能够...

按网络接口筛选

按名称筛选网络接口。 如果在此字段中输入物理接口的名称，则
结果将显示物理接口的信息以及在物理接口上创建的所有结合的信
息。 例如，如果 eth2 是 bond1 的一部分，则针对 eth2 的筛选条
件也会显示 bond1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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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使您能够...

编辑

编辑网络接口属性。 使用此按钮可以针对选定的网络接口编辑
MTU、删除 IP 地址以及分配 IP 地址。

注意：您必须选择单个网络接口编辑其属性。 如果选择多个接
口，“编辑”按钮将被禁用。
根据所选要编辑的接口类型的不同，可以编辑以下所列的部分属
性：
■

"MTU" - 用于更新所选接口的最大传输单元 (MTU) 大小。

注意：此字段仅适用于物理和结合接口。
■

“描述” - 用于更新所选 VLAN 设备的描述。

注意：此字段仅适用于 VLAN 设备。 而且，为 VLAN 添加描
述的置备仅能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完成。
■

“删除 IP 接口” - 用于删除 IP 地址。

■

“分配 IP” - 用于更新或分配 IP 地址。
在“分配 IP”部分中可以编辑以下字段：

删除

■

“IP 地址 [IPv4]” - 输入 IPv4 地址。

■

“网络掩码 IP 地址 [IPv4]” - 输入 IPv4 地址的网络掩码信
息。

■

“IP 地址 [IPv6]” - 输入 IPv6 地址。

■

“前缀大小 [IPv6]” - 输入 IPv6 地址的前缀大小。

删除多个虚拟接口。 例如，bond1, bond2 或 vlan2, vlan3, vlan4。

注意：您不能同时删除多个网络接口。 而且，您不能删除物理接
口。
此外，您也不能删除属于某个结合的接口或已标记 VLAN 的接口。

注意：无法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编辑专用接口 (eth0)。 但是，
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编辑专用接口。

注意：在 NetBackup 5330 Appliance 上，您可以在“网络设置”页面上编辑的以
太网端口数取决于该设备的 PCIe 配置。
请参见第 207 页的“NetBackup 5330 Appliance 以太网端口配置”。
“路由属性”选项卡下的任务栏中包含“删除”功能，您可以用它来删除所选网络
接口的路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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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功能之外，“接口和路由属性”表中的网络接口还带有链接，方便您访问详
细的网络属性。 单击网络接口的任意部分，将打开“接口属性
<NetworkInterface>”窗口。 此窗口提供了诸如 MAC 地址、端口类型、固件版
本、总线 ID、结合模式和多种其他网络属性的信息。
表 5-12

网络和路由属性

字段名称

描述

“接口属性”：单击此选项卡可查看设备的现有网络接口配置设置。
网络接口

显示 NIC（网络接口卡）编号。 例如，eth1 或 vlan1。

描述

显示为 VLAN 接口输入的信息。 例如，HR 域，财务域。

IP 地址 [IPv4 或 IPv6]

显示网络连接的 IPv4 或 IPv6 地址。

子网掩码

显示与 IP 地址对应的子网掩码值。

速度

显示网络连接的当前速度。 例如，1 Gb/s。

电缆状态

显示电缆连接的状态，如已连接或已断开。

链接状态

显示网络连接的状态，如启动或关闭。

链路聚合

显示物理接口是否属于结合。 如果物理接口属于结合，则此字段
将显示 YES。

VLAN

显示 VLAN 是否已标记到网络接口。 如果 VLAN 已标记到网络接
口，则此字段将显示 YES。

已保留

显示网络是否已保留。

“路由属性”：单击此选项卡可查看设备的现有路由配置设置。
网络接口

显示 NIC（网络接口卡）编号。 例如，eth1。

目标 IP

显示目标网络的网络 IP 地址。

目标子网掩码

显示与 IP 地址对应的子网值。

网关

显示用作另一网络的入口的网络点地址。

表 5-13

网络配置

操作

描述

创建结合

提供数据条目字段以创建网络结合。
请参见第 209 页的“创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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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描述

标记 VLAN

提供数据条目字段以在网络接口上标记 VLAN。
请参见第 210 页的“标记 VLAN”。

添加静态路由

提供数据条目字段以添加网络路由信息。
请参见第 211 页的“添加静态路由”。

请参见第 203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的 VLAN 配置”。

NetBackup 5330 Appliance 以太网端口配置
NetBackup 5330 Appliance 的后面板包含六个 PCIe 插槽，这些插槽根据五个不同
的受支持配置来填充。 PCIe 插槽配置可确定您的设备上可用的以太网端口数量。
图 5-1 显示每个以太网端口在设备后面板上的具体位置。
图 5-1

NetBackup 5330 Appliance 以太网端口位置

NetBackup 5330
PCIe-3
PCIe-2

eth7
eth9

eth6
eth8

eth13 eth12
eth11 eth10

PCIe-6
PCIe-5
PCIe-4

PCIe-1

eth0 eth1 eth2

eth3

eth4 eth5

所有 NetBackup 5330 Appliance 都包括以下端口，这些端口内置于后面板的底座
中：
■

1-Gb 端口：eth0、eth1、eth2 和 eth3

■

10-Gb 端口：eth4 和 eth5

其他端口位于安装在 PCIe 插槽中的 10-Gb 以太网网络接口卡上。 端口的数量取决
于设备的 PCIe 插槽配置。
表 5-14 显示了每个 PCIe 插槽配置的其他可用以太网端口。
表 5-14

NetBackup 5330 Appliance PCIe 以太网端口配置

型号

插槽和以太网端口号

A

■

插槽 2：eth8（右）、eth9（左）

（四个 10-Gb 以太网卡）

■

插槽 3：eth6（右）、eth7（左）

■

插槽 5：eth10（右）、eth11（左）

■

插槽 6：eth12（右）、eth13（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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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插槽和以太网端口号

B

■

插槽 2：eth8（右）、eth9（左）

（三个 10-Gb 以太网卡）

■

插槽 3：eth6（右）、eth7（左）

■

插槽 5：eth10（右）、eth11（左）

C

■

插槽 2：eth8（右）、eth9（左）

（两个 10-Gb 以太网卡）

■

插槽 3：eth6（右）、eth7（左）

D

■

插槽 3：eth6（右）、eth7（左）

（一个 10-Gb 以太网卡）
E

N/A

（无 10-Gb 以太网卡）

请参见第 204 页的“设置 > 网络 > 网络设置”。

网络和 VLAN 配置准则
为方便网络配置和管理，建议您遵循特定准则来配置或更新您的网络设置。

创建结合的准则：
■

确保参与结合的接口具有相同的端口速度（即 1GB 或 100GB）。

■

必须插入至少一个参与结合的接口。

■

确保选择用于创建结合的接口均未标记任何 VLAN。

■

验证任一选定接口不是或已经是另一个结合的一部分。

标记 VLAN 的准则：
■

确保已插入所选接口或以太网设备。

■

验证所选接口不是结合的一部分。

■

所选接口不能有配置的 IP 地址。 如果已对所选接口配置了 IP 地址，必须首先
删除 IP 地址然后对其标记 VLAN。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删除 IP 地址
■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

转到“设置”>“网络”菜单。 设备将显示默认“网络设置”页面。

■

从“接口属性”选项卡中，选择要删除 IP 地址的接口。

■

单击位于“接口属性”选项卡下方的“编辑”按钮。 设备将显示所选接口的
可编辑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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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中针对“删除 IP 接口”的复选框。

■

单击“确定”保存更改。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删除 IP 地址
■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

运行 Network > Unconfigure InterfaceName[IPAddress] 命令。

■

输入您要为其取消配置 IP 地址的接口的名称。 此外，也可以提供取消配置
的 IP 地址。

创建结合
使用以下过程在两个或多个网络接口之间创建结合。
创建结合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网络”选项卡。 设备将显示默认“网络设置”页面。

3

在“网络配置”部分，使用下列字段输入创建结合所需的网络接口信息：
字段名称

描述

选择接口

选择要在其间创建结合的接口或设备名称。
要结合多个网络接口卡 (NIC)，请考虑以下准则：
■

■

■

“网络接口”下拉列表显示了可用于创建结合的设备以太
网端口。 选择两个或多个接口以创建结合。 要取消选择接
口，请对其再次单击。
您可以输入 IPv4 地址或 IPv6 地址。 NIC 或结合不允许多
个或重复的 IP 地址。
只能结合具有相同类型和速度的 NIC。

有关创建结合的其他准则，请参见 请参见第 208 页的“网络和
VLAN 配置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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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描述

结合模式

选择用来配置结合的结合模式。
有八个可用模式：
■

balance-rr

■

active-backup

■

balance-xor

■

broadcast

■

802.3ad

■

balance-tlb

■

balance-alb

默认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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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P 地址 [IPv4 或 IPv6]

输入要用于此设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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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网掩码

输入与 IP 地址对应的子网掩码值。

要添加网络配置详细信息以创建结合，请单击“添加”。

新条目将在设备上进行配置，并自动列在“接口属性”选项卡的只读字段中。
要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创建结合，请运行 Main_Menu > Network
> LinkAggregation Create 命令。 有关 LinkAggregation Create 命令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210 页的“标记 VLAN”。
请参见第 211 页的“添加静态路由”。

标记 VLAN
使用以下过程将 VLAN 标记到您的现有网络环境。
标记 VLAN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网络”选项卡。 设备将显示默认“网络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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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网络配置”部分，展开“标记 VLAN”选项并使用以下字段输入标记 VLAN
所需的网络信息：
字段名称

描述

选择接口

选择要标记 VLAN 的网络接口或设备名称。
有关标记 VLAN 的其他准则，请参见 请参见第 208 页的
“网络和 VLAN 配置准则”。。

描述

输入 VLAN 的描述。 例如，“财务”或“人力资
源”。

VLAN ID

输入 VLAN 的数字标识符。 例如，1 或 10。

IP 地址 [IPv4 或 IPv6]

输入要用于此设备上的 IPv4 或 IPv6 地址。

子网掩码

输入与 IP 地址对应的子网掩码值。

4

单击“添加”将标记 VLAN 的配置信息添加到您的现有网络环境。

5

要输入标记其他 VLAN 的信息，请单击 + 符号添加行。 要删除其中任意行，
请单击“子网掩码”字段相邻的 - 符号。

新条目将在设备上进行配置，并自动列在“接口属性”选项卡的只读字段中。
要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标记 VLAN，请运行 Main_Menu > Network
> VLAN Tag 命令。 有关 VLAN Tag 命令的详细信息，请参阅《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209 页的“创建结合”。
请参见第 211 页的“添加静态路由”。

添加静态路由
使用以下过程为您的设备添加或更新网络路由信息。
为您的设备添加网络路由信息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网络”>“网络”选项卡。 设备将显示“网络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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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网络配置”部分，展开“添加静态路由”选项并使用以下字段输入添加路
由信息所需的网络接口信息：
字段名称

描述

目标 IP

输入目标网络的网络 IP 地址。
输入目标网络的网络 IP 地址。对于初始设备配
置，此字段包含一个无法更改的默认值。 在配置
其他目标 IP 时，必须输入适当的地址。

目标子网掩码

输入与 IP 地址对应的子网值。
输入与 IP 地址对应的子网值。对于初始设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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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网关

输入用作其他网络的入口的网络点地址。

网络接口

设备可以使用多个网络接口卡 (NIC)。 此列会显
示网络设备名称。 例如，eth0 或 bond0 或
vlan1。

单击“添加”为您的设备添加网络路由信息。

新条目将在设备上进行配置，并自动列在“路由属性”选项卡的只读字段中。
请参见第 209 页的“创建结合”。
请参见第 210 页的“标记 VLAN”。

设置 > 网络 > 光纤传输
使用光纤传输 (FT) 选项可将设备设置为通过 FT 与 SAN 客户端或 NetBackup 重复
数据删除设备结合使用。 默认情况下，FT 选项处于禁用状态，其中一个选项的配
置不会影响另一个选项。
以下是 FT 选项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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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FT 选项

FT 选项描述
描述

在介质服务器上启用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 (将 FT 使用此选项可更改设备光纤通道 (FC) HBA 卡的端口配置，以便使
用于备份到该设备)
用 SAN 客户端 FT。
■

双目标端口光纤通道连接

以下是受影响的 FC HBA 卡的描述：

■

四目标端口光纤通道连接

■

NetBackup 5220 - 插槽 2 和 4 中的 FC HBA 卡

■

NetBackup 5230 和 NetBackup 5330 - 插槽 5 和 6 中的 FC
HBA 卡

默认情况下，此选项处于禁用状态，且所有端口处于启动器模式。
启用此选项并选择“双目标端口光纤通道连接”后，所有受影响
的 FC HBA 卡上的端口 1 将设置为目标模式。 该设备现在可以使
用这些端口通过 FT 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备份。
启用此选项并选择“四目标端口光纤通道连接”后，所有受影响
的 FC HBA 卡上的端口 1 和端口 2 将设置为目标模式。 该设备现
在可以使用这些端口通过 FT 进行重复数据删除备份。
在启用此选项之前，请注意以下要求和行为：
■

■

要使用此选项，SAN 客户端许可证密钥必须位于与此设备关联
的主服务器上。 如果当前未使用 FT，但想要使用 SAN 客户端
功能，则必须先获取 SAN 客户端许可证密钥。 要获取相应的
许可证密钥，请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 获取许可证密钥
后，必须将其添加到主服务器。
启用或更改此选项后，将显示警告，提醒您需要重新启动设
备。 在启用此选项之前，建议先暂停或取消所有作业。

启用光纤传输以在重复数据删除设备上进行复制和 使用此选项可将该设备配置为与 NetBackup 5020 或 5030 重复数
备份
据删除设备结合使用。 默认情况下，此选项处于禁用状态，设备
无法与重复数据删除设备进行通信。
启用此选项后，该设备可以使用 FT 复制和备份到重复数据删除设
备。
启用此选项后，还必须在关联的或目标 NetBackup 5020 或 5030
上启用光纤通道通信。 有关完整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Appliance Software Administrator's
Guide（《Symantec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设备软件管理指
南》）。 请参见“验证、启用或禁用光纤通道通信”一节。

更改光纤传输设置
使用以下过程可更改光纤传输设置。
在您更改光纤传输 (FT) 设置前，请阅读以下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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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启用或更改 FT SAN 客户端功能时，将显示一条消息提示您设备需要重新启
动。 在启用或更改此功能之前，建议先暂停或取消所有作业。

■

当启用或更改用于复制功能的 FT 时，将重新启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后台驻留程
序。 在启用或更改此功能之前，建议先暂停或取消所有作业。

更改光纤传输设置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网络”，然后选择“光纤传输”。

3

单击以启用“在介质服务器上启用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将 FT 用于备份到该
设备)”。

4

要启用 SAN 客户端 FT 选项，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双目标端口配置
单击“在介质服务器上启用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 (将 FT 用于备份到该设
备)”，然后选择“双目标端口光纤通道连接”。 然后，单击“保存”。
当显示消息提示您设备需要重新启动时，请单击“确定”继续或单击“取
消”阻止重新启动。 单击“取消”不会更改此功能的状态。

■

四目标端口配置
单击“在介质服务器上启用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 (将 FT 用于备份到该设
备)”，然后选择“四目标端口光纤通道连接”。 然后，单击“保存”。
当显示消息提示您设备需要重新启动时，请单击“确定”继续或单击“取
消”阻止重新启动。 单击“取消”不会更改此功能的状态。

5

单击以启用“为重复数据删除设备启用光纤传输 (用于复制或备份)”。
注意：要将此功能用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设备，还必须在关联的
NetBackup 5020 或 5030 上启用光纤通道通信。 有关完整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Appliance Software Administrator's Guide
（《Symantec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设备软件管理指南》）。 请参见“验
证、启用或禁用光纤通道通信”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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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要启用 FT 以复制和备份到 NetBackup 5020 或 5030，请单击“为重复数据删
除设备启用光纤传输 (用于复制或备份)”。 然后，单击“保存”。
注意：要将此功能用于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设备，还必须在关联的
NetBackup 5020 或 5030 上启用光纤通道通信。 有关完整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Appliance Software Administrator's Guide
（《Symantec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设备软件管理指南》）。 请参见“验
证、启用或禁用光纤通道通信”一节。

7

单击“保存”应用更改的设置。

8

要禁用这两个 FT 选项中的任何一个，请单击该选项以清除复选标记。 然后，
单击“保存”。

9

要禁用这两个 FT 选项中的任何一个，请取消选择该选项以清除复选标记。 然
后，单击“保存”。
如果您选择禁用 FT SAN 客户端功能，将显示一条警报提示您设备需要重新启
动。 单击“确定”继续或单击“取消”阻止重新启动。 单击“取消”不会更
改此功能的状态。
如果您选择针对复制功能禁用 FT，将显示一条警报提示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后
台驻留程序需要重新启动。 单击“确定”继续或单击“取消”阻止重新启动。
单击“取消”不会更改此功能的状态。

10 重新启动设备后，请使用以下过程验证您选择的 FT 设置：
■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

单击“设置”>“网络”，然后选择“光纤传输”。

■

验证设置是否正确。

请参见第 212 页的“设置 > 网络 > 光纤传输”。

设置 > 网络 > 主机
通过“设置”>“网络”>“主机配置”选项卡，可以配置 DNS 或非 DNS 系统的主
机名。 “主机配置”选项卡显示了您的设备的“主机名”，剩余的页面将划分为以
下两个部分：
■

“域名系统”将显示用于输入 DNS 配置详细信息的字段。

■

“主机名解析”将显示使用主机名详细信息配置系统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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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 DNS 和主机名配置设置
可按照以下过程更改或添加“DNS 配置”设置。
更改 DNS 配置设置：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网络”>“主机”选项卡。

3

根据以下所述在 DNS 数据条目字段中输入相应信息：
字段

描述

DNS IP 地址

输入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要输入多个 DNS 服务器名称，请在
各个名称之间使用逗号作为分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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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4

域名后缀

输入 DNS 服务器的后缀名。

搜索域

当给出一个未限定的主机名时，您可以输入一个或多个 DNS 搜索
域名以进行搜索。 要输入多个搜索域名，请使用逗号字符作为每个
名称之间的分隔符。

单击“保存”。

更改非 DNS 配置设置：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网络”>“主机”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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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以下字段输入非 DNS 配置信息：
字段

描述

IP 地址

输入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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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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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字段中输入所有必要的信息后，必须单击“添加”。

4

单击“保存”。

“设置”>“网络”>“WAN 优化”选项
WAN 优化功能运用多种技术改进您的设备的出站网络通信。 此功能包括以下优点：
■

对在速度较慢的网络上发送通信的设备有益。 如延迟大于 20 毫秒且数据丢失率
超过 0.01%（十万分之一）的网络。

■

有利于单个 TCP 连接。 评估每个出站网络连接以确定是否可以改进性能。

■

在尽量不依赖出站网络通信的前提下改进网络性能。

■

改进优化复制的网络性能。

■

改进还原到远程客户端的网络性能。

■

WAN 优化是非介入式的，如果整体网络通信量已经很高，则它不会增加任何开
销。 在某些情况下，整体网络通信量较高，但连接速度可能并没有因为此功能
的启用而得到优化。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绕过了 WAN 优化而导致在通信命令
优化的数据每秒报告中没有记录。

可以从“设置”>“网络”>“WAN 优化”选项卡启用或禁用“WAN 优化”。
表 5-16 列出了可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和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在 WAN 优化下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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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优化操作

表 5-16
操作

描述

启用

Enable 命令用于启用网络优化设置。 默认情 是
况下，WAN 优化功能已启用。

NetBackup NetBackup
Appliance Appliance
Shell 菜单 Web Console
是

请参见第 218 页的“禁用、启用和查看 WAN 优
化设置”。
禁用

Disable 命令用于禁用网络优化设置。 可以 是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或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禁用此设置。

是

请参见第 218 页的“禁用、启用和查看 WAN 优
化设置”。
状态

Status 命令用于查看网络优化报告。

是

不适用

请参见第 221 页的“查看 WAN 优化状态”。
通信

Traffic 命令用于查看网络吞吐量。 它显示 是
特定时间段内的优化和非优化通信量。

否

请参见第 219 页的“查看网络连接通信量”。
参数

Parameter 命令用于查看 WAN 优化参数信 是
息。 它显示用于 Symantec 支持和工程的内
部值列表。

否

请参见第 218 页的“禁用、启用和查看 WAN 优
化设置”。

有关 Main > Network > WANOptimization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设备命令参考指南》。

禁用、启用和查看 WAN 优化设置
本节介绍了可以为优化网络连接而执行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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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 WAN 优化设置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网络”>“WAN 优化”。
将显示“WAN 优化”选项卡。

3

取消选中“启用网络优化”复选框以禁用 WAN 优化设置。
设备将禁用 WAN 优化设置并显示以下消息：
Network Optimization Status Updated Successfully.

启用 WAN 优化设置

1

登录到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网络”>“WAN 优化”。
将显示“WAN 优化”选项卡。

3

选中“启用网络优化”复选框以启用 WAN 优化设置。

4

设备将启用 WAN 优化设置并显示以下消息：
Network Optimization Status Updated Successfully.

查看 WAN 优化设置参数

1

登录到管理设备 shell 菜单。

2

要查看“WAN 优化”选项，请使用以下命令：
Main > Network > WANOptimization

设备将在 WANOptimization 下显示所有选项。

3

要查看优化设置参数，请使用以下命令：
Parameters

4

设备将显示一个值列表： 第二个值是 WAN 优化的版本号。 其他的值用于调
试，可帮助 Symantec 支持和工程服务团队对任何与优化相关的问题进行故障
排除。

查看网络连接通信量
traffic 命令可执行以下操作：
■

显示特定时间段内的优化通信量和未优化通信量。

■

以兆字节/秒、兆位/秒和千位/秒为单位显示输出，以帮助最大程度地降低混淆位
和字节测量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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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显示 WAN 优化的优势。 输出不应用于解释每个通信的每一个字节。

■

测量连接的总通信量，包括优化连接之前和优化连接之后。

■

使用以下等式计算未优化连接的通信量：
Total traffic - Optimized traffic = non-optimized traffic

注意：由于测量限制和舍入误差，未优化的通信量值占总通信量的百分比可能
略有不准。
查看网络连接通信量

1

登录到管理设备 shell 菜单。

2

要查看“WAN 优化”选项，请使用以下命令：
Main > Network > WANOptimization

设备将在 WANOptimization 下显示所有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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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查看网络连接通信量，请使用以下命令：
Traffic period_length periods

注意：在命令 period_length 中以秒为单位。 Periods 是报告的期间数。
例如，Traffic 10 3 列出了期间 [0 to 10]、[10 to 20] 和 [20 to 30] 秒
的通信量。 时间段必须至少为 10 秒。

4

设备将显示特定时间段内的优化通信量和未优化通信量。 此信息以兆字节/秒、
兆位/秒和千位/秒为单位进行显示。
注意：将 period 指定为 0 可使 traffic 命令无限期运行。
以下示例显示了执行 Traffic 10 5 命令之后生成的输出。
WANOptimization > Traffic 10 3
OPTIMIZED
Time Offset
(Sec)
---------10
20
30

MB/sec
(avg)
----0.00
0.00
0.00

40
50

0.00
0.00

MB/sec
(avg)
-----0
0
0
0
0

NON-OPTIMIZED
KB/sec
(avg)
---8
14
21
102
8

MB/sec
(avg)
-----0.00
0.00
0.00
0.00
0.00

MB/sec
(avg)
-----0
0
0
0
0

KB/sec
(avg)
----17
11
15
0
17

注意：如果已启用“WAN 优化”且 TCP 连接的性能尚未改进， 则通信将绕过
WAN 优化设置，并视为 NON-OPTIMIZED 通信。

查看 WAN 优化状态
Status 命令显示已优化和未优化的连接数。 此分类在建立 TCP 连接时进行设置。
■

如果已启用 WAN 优化且性能可以改进，将优化连接。

■

如果已启用 WAN 优化但性能无法改进，则不优化连接。

■

如果已禁用 WAN 优化，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优化连接。

■

如果 WAN 优化状态已更改（从禁用改为启用，或者从启用改为禁用），不会重
置现有连接的状态。 只有新连接会遵循新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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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WAN 优化状态

1

登录到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要查看“WAN 优化”选项，请使用以下命令：
Main > Network > WANOptimization

设备将显示“WAN 优化”下的所有选项。

3

要查看优化状态，请使用以下命令：
Status

4

设备将显示已优化和未优化的连接数以及当前启用/禁用的设置。 以下示例显
示了执行 Status 命令之后生成的输出：
Network Optimization Report
--------------------------------------TCP connections optimized = 53
TCP connections not optimized
(or not appropriate for optimization) = 0
Network Optimization = ENABLED

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NetBackup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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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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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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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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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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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设置 > 日期和时间
在“设置”>“日期和时间”页面上，可以更改日期、时间和进行初始配置时添加
的时区参数。
按照以下过程更改配置后日期和时间设置。
更改日期、时间和时区配置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日期和时间”。

3

在以下字段中输入相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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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时区

要为设备分配时区，请单击“时区”下拉框并选择相应的区
域、国家/地区和时区。

设置日期和时间

您可以选择下列任一选项为设备设置日期和时间。
■

“使用 NTP 服务器日期和时间设置”- 使用此选项可将
设备与 NTP 服务器同步。在“服务器 IP 或主机名”字
段，请指定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

“指定日期和时间”- 使用此选项可手动指定日期和时
间。在“日期”字段，请单击日历选择合适的日期（格式
为年、月和日或 mm/dd/yyyy）。在“时间”字段，请使
用 hh:mm:ss 格式输入时间。

4

单击“保存”。
还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下的 Main > Network > Date 命
令配置日期和时间设置。有关 Date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设置 > 身份验证
NetBackup Appliance 具有授权和身份验证功能，可帮助提供对设备和 NetBackup
CLI 的受限访问。
■

“身份验证”功能可帮助验证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用户。请参
见第 228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

■

“授权”功能可帮助验证在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之后允许或授权用户
执行的操作。请参见第 237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用户管理”。

有关 Authentication 和 Authorization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关于身份验证功能
表 5-17 描述了为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和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对新用户进行身份验证而提供的选项：
注意：您需要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配置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并
注册 AD 用户和用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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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验证功能

表 5-17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路径

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选项 Main > Settings > Security
卡
> Authentication 命令

LDAP 配置

您可以配置 LDAP 服务器并执行以 LDAP 服务器配置命令
下任务：
■ Configure - 配置 LDAP 身份验
■ 添加新 LDAP 服务器的详细信
证。
息。
■ Enable - 使用此命令可启用 LDAP
■ 导入现有 LDAP 服务器的设置。
身份验证。
■ 识别并挂接 LDAP 服务器的
■ 导入现有 LDAP 服务器的设置。
SSL 证书。
■ Certificate - 为 LDAP 服务器
■ 添加、编辑和删除 LDAP 服务
识别并挂接 SSL 证书。
器的属性映射。
■ Attribute - 添加、编辑和删除
■ 添加、编辑和删除 LDAP 服务
LDAP 服务器的属性映射。
器的配置参数。
■ Map - 设置并查看 NSS 映射属性
■ 将当前 LDAP 配置导出为 xml
或对象类。
文件。 可以导入这些配置以在 ■ ConfigParam - 添加、编辑和删
其他设备上配置服务器。
除 LDAP 服务器的配置参数。
■ 禁用配置的 LDAP 服务器。
■ Export - 导出当前 LDAP 配置为
■

取消配置已禁用的 LDAP 服务
器。

■

xml 文件。 可以导入这些配置以在
其他设备上配置服务器。
Disable - 禁用已配置的 LDAP
服务器。
Unconfigure - 取消配置已禁用
的 LDAP 服务器。
Status - 查看配置状态。

■

Show - 查看配置详细信息。

■

Users - 添加和删除 LDAP 用户。
*
Groups - 添加和删除 LDAP 用户
组。 （可授予 NetBackupCLI 角
色的最大用户组数为 9。）*
List - 列出用户和用户组。*

使用“设置”>“身份验证”>“用 ■
户配置”选项卡可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添加
LDAP 用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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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AD 配置任务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您无法从 NetBackup Appliance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配置
Web Console 配置 Active Directory
■ Configure - 添加新 Active
服务器或注册 AD 用户。
Directory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 Unconfigure - 取消配置已禁用
的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
■ Status - 查看配置状态。
■

■

■

本地用户任务

Users - 添加和删除 Active
Directory 用户。*
Groups - 添加和删除 Active
Directory 用户组。* 可授予
NetBackupCLI 角色的最大用户组
数为 9。
List - 列出用户和用户组。*

使用“设置”>“身份验证”>“用 本地用户配置*
户配置”选项卡可从 NetBackup
■
Appliance Web Console 添加本地 ■
用户。
■

■

Users - 添加或删除本地用户。
Clean - 删除所有本地用户。
Password - 更改本地用户的密
码。
List - 列出用户和用户组。

* - 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设置”>“身份验证”>“用
户配置”选项卡执行这些任务。

关于授权功能
表 5-18 介绍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和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授权新用户的选项：
表 5-18

授权功能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路径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用户 Main > Settings > Security
> Authorization
管理”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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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用户管理

■

添加和删除本地用户。

使用 Main > Settings >
■ 添加和删除 LDAP 用户和用户组。 Security > Authentication 命
令可添加本地用户、LDAP 用户和
注意：您无法从 NetBackup
Active Directory 用户。
Appliance Web Console 添加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只能管理 Active
Directory 用户的访问权限。

授予权限

■

向用户和用户组授予“管理员”的 “授权”命令：
权限
■ Grant - 授予访问权限。
向用户和用户组授予“NetBackup
■ 将管理权限授予本地用户、
CLI 用户”的权限。
LDAP 用户、LDAP 用户组、
撤销管理员权限
AD 用户和 AD 用户组。
撤销 NetBackup CLI 权限
■ 将 NetBackup CLI 用户权限授
予 LDAP 用户、LDAP 用户
组、AD 用户和 AD 用户组。
■ List - 列出所有用户和组。

■

■
■

■

Revoke - 撤销访问权限。
将管理权限从本地用户、LDAP
用户、LDAP 用户组、AD 用户
和 AD 用户组撤销。
■ 将 NetBackup CLI 用户权限从
LDAP 用户、LDAP 用户组、
AD 用户和 AD 用户组撤销。
SyncGroupMembers - 同步已注
册组的成员。
■

■

除 Authorization 和 Authentication 命令之外，也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中的 Settings > Security > PolicyBanner 命令来设置登录提示。
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2.6.0.3 版本设置登录提示，该提示会在用户尝
试通过 SSH 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时显示。

通用安全准则
Symantec 建议服务器和用户配置遵循以下准则：
■

在给定时间只能在 NetBackup Appliance 上配置一种身份验证类型（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

只能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的 Main > Settings > Security
> Authorization > Active Directory 命令配置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和用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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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的 Settings > Security >
PolicyBanner 命令，针对 SSH 登录应用登录提示。

■

最多可向 NetBackup CLI 角色分配九 (9) 个用户组。

■

NetBackup CLI 用户角色无法分配给本地用户。

■

不应将具有相同用户 ID 的两个用户添加到相同的 NetBackup Appliance。这种
冲突的用户 ID 会导致安全问题。例如，具有相同名称 John Doe 的两个用户，
其中一个是 Active Directory 用户，而另一个是本地用户。这两个用户均应具有
不同的用户 ID 以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例如 John_Doe1 和
John_Doe_new。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关于身份验证功能”。
请参见第 226 页的“关于授权功能”。

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
NetBackup Appliance 使用 PAM 插件可支持多种身份验证方法。 其中一个是 LDAP
PAM 插件。 此插件用于支持 LDAP 和 Active Directory 身份验证方法，利用此方法
可对属于 LDAP（轻量型目录访问协议）目录或 Active Directory 的用户进行配置以
登录到设备。
LDAP PAM 插件还可用于支持 Active Directory 身份验证方法，利用此方法可对属
于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的用户进行配置以登录到设备。 UNIX 服务认为 Active
Directory 是安装了架构的另外一种类型的用户目录。
通过服务器配置功能，您能够使用 LDAP 目录和/或 Active Directory 作为目录源在
所有设备中访问用户信息并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 使用该功能还可以导入和导出
LDAP 与 AD 服务器配置设置，从而将这些设置应用于多个设备。
您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的“设置”>“身份验证”>“服
务器配置”选项卡来配置 LDAP 服务器。
注意：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中的 Security > Authentication
> ActiveDirectory 命令配置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 此外，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中的 Security > Authentication > ActiveDirectory >
Users 命令可以管理 AD 用户和用户组。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配置 LDAP 服务器或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之前，应满足下列先决条件：
■

在 NetBackup Appliance 上必须安装软件版本 2.6 或更高版本。

■

与 NetBackup Appliance 集成的 LDAP 和 AD 也依赖于设备中用作 Linux 操作
系统一部分的分布式 LDAP PAM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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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配置 LDAP 服务器，LDAP 架构必须兼容 RFC 2307 或 RFC 2307 bis。

■

如果要配置 LDAP 服务器，必须打开下列防火墙端口：
■

LDAP 389

■

LDAP OVER SSL/TLS 636

■

HTTPS 443

添加 LDAP 服务器配置
可以使用“服务器配置”选项卡来添加 LDAP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并使用设备对其进
行配置。 使用 LDAP 服务器可以访问并维护设备的分布式目录信息服务。
以下过程介绍了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配置 LDAP 服务器的步
骤。
配置 LDAP 服务器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服务器配置”。
设备将显示“服务器配置”选项卡以及两个单选按钮。

3

选择“添加新配置”单选按钮。
设备将显示要创建新配置的字段。

4

基于以下字段输入配置信息：
字段

描述

示例

服务器名称/IP 输入 LDA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注意：为 LDAP 服务器指定的服务器名
称/IP 应符合 RFC2307bis。RFC2307bis 指
定采用 IPv6 地址的主机必须使用其首选形
式写入，这样便可指示地址的所有组件并省
略前导零
基本 DN

输入作为 LDAP 目录树顶层的基本目录名
称。

绑定 DN

输入绑定目录名称。 绑定 DN 是用于从外 DC=com
部对定义的搜索库中的 LDAP 目录进行搜索
的一种身份验证方式。

密码

输入访问 LDAP 服务器所需的密码。

OU=ExampleUsers，
dc=my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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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示例

常见用户名

输入 LDAP 服务器上现有 LDAP 用户的名
称。

NBUApplianceAdmin

常见组名

输入 LDAP 服务器上现有 LDAP 用户组的
名称。

所需 SSL 证书 显示一个下拉列表，用以启用 LDAP 服务器
的 SSL 证书。 此下拉列表中有以下选项：
■

是 - 选择此项添加 SSL 证书

■

否 - 选择此项在没有 SSL 证书的情况下
继续配置 LDAP 服务器
启动 TLS

■

注意：如果在配置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身份验证服务器时使用“启动
TLS”和“是”选项，将通过非 SSL 通道
完成初始设置。LDAP 连接和初始发现阶段
结束后，SSL 通道将打开。即使在此阶段，
建立的 SSL 通道也不会执行服务器端证书
验证。使用“设置证书”选项显式设置服务
器的根证书后，此验证才会启动。有关详细
信息，请参见第 231 页的“设置 SSL 证书”。
验证存在冲突 选中此复选框可验证用户 ID 和组 ID 并识别
的 UID 和 GID Netbackup Appliance 与 LDAP 服务器或
Active Directory 之间的冲突条目。

5

单击“配置”，使用输入的参数配置 LDAP 服务器。
设备将配置并启用新的 LDAP 服务器，并且显示“属性映射”和“配置参数”
表。

注意：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中的 Security > Authentication
> ActiveDirectory 命令配置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

导入 LDAP 服务器配置
您可以使用“服务器配置”选项卡导入 LDAP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并在设备中进行配
置。 以下过程介绍了导入包含 LDAP 服务器配置详细信息的 .xml 文件的步骤。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使用这些详细信息配置并连接到 LDAP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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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基目录或基目录下的目录中保存 .xml 文件。
导入 LDAP 服务器配置：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服务器配置”。
设备将显示“服务器配置”选项卡以及两个单选按钮。

3

选择“导入现有配置”选项。
设备将显示“文件名”字段。

4

在“文件名”字段中输入 .xml 文件的绝对路径。
注意：确保 .xml 文件位于基目录或基目录下的目录中。
:/inst/patch/incoming/

5

单击“导入”。
设备将导入 .xml，并使用 .xml 中提供的详细信息配置 LDA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229 页的“添加 LDAP 服务器配置”。
请参见第 230 页的“导入 LDAP 服务器配置”。

设置 SSL 证书
可以使用“服务器配置”选项卡导入和设置 LDAP 服务器的 SSL 证书。 以下过程
介绍了为 LDAP 服务器设置 SSL 证书的步骤。
注意：仅在配置 LDAP 服务器后，才启用“设置 SSL 证书”链接。 将 SSL 证书文
件保存在要将 LDAP 服务器配置到的设备的文件夹中。
设置 SSL 证书：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服务器配置”。
设备将显示“服务器配置”选项卡，其中包含已配置 LDAP 服务器的详细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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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选项卡底部显示的“设置证书”链接。
设备将显示一个弹出框，以供您输入 SSL 证书的路径。
注意：仅在使用“设置证书”选项显式设置服务器的根证书后，才会启动 LDAP
和 AD 验证。

4

在“文件路径”字段中输入 SSL 证书文件的绝对路径。
注意：确保该文件位于基本目录或基本目录下的某个目录中。
:/inst/patch/incoming/

5

单击“确定”。
设备将导入 SSL 证书，用于验证 LDA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

导出配置文件
您可以使用“服务器配置”选项卡导出 LDAP 配置文件。 此文件可用于保存配置的
LDAP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并导入到其他设备。 以下过程介绍了将 LDAP 服务器的配
置详细信息导出到 .xml 文件的步骤。
注意：仅在配置 LDAP 服务器后，才启用“导出”链接。
导出配置文件：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服务器配置”。
设备将显示“服务器配置”选项卡，其中包含已配置 LDAP 服务器的详细信
息。

3

单击选项卡末尾显示的“导出”链接。
设备将显示一个弹出框，以供您输入用于导出 .xml 文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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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设备内用于导出配置详细信息的位置。
注意：确保将此文件保存到基目录或基目录下的目录中。
:/inst/patch/incoming/

5

单击“确定”。
设备将转换 .xml 文件中的配置详细信息并将其导出到指定位置。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

取消配置 LDAP 服务器
您可以使用“服务器配置”选项卡取消配置 LDAP 服务器。 以下过程介绍了取消配
置 LDAP 服务器的步骤。
取消配置 LDAP 服务器之前，您必须撤消已向其授予管理权限的用户的所有权限。
警告：取消配置 LDAP 服务器将删除当前设置以及通过 LDAP 服务器提供的身份验
证。
取消配置 LDAP 服务器：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服务器配置”。
设备将显示“服务器配置”选项卡，其中包含已配置 LDAP 服务器的详细信
息。

3

单击选项卡末尾显示的“取消配置”链接。
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Do you want to unconfigure the LDAP server?

4

单击“确定”继续取消配置 LDAP 服务器。
设备将删除 LDAP 设置。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

启用 LDAP 服务器
您可以使用“服务器配置”选项卡启用已禁用的 LDAP 服务器。以下过程介绍了启
用已配置的 LDAP 服务器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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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当您配置 LDAP 服务器时，它在默认情况下设置为已启用。
启用已配置的服务器：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服务器配置”。
设备将显示“服务器配置”选项卡，其中包含已配置 LDAP 服务器的详细信
息。
如果禁用已配置的 LDAP 服务器，则将在“启用”链接旁边的“服务器配置”
选项卡上显示以下消息。
LDAP authentication is disabled.

3

单击“启用”链接。
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enable the configuration?

4

单击“确定”以启用 LDAP 服务器。
设备将启用 LDA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

禁用 LDAP 服务器
以下过程介绍了禁用已配置的 LDAP 服务器的选项。
禁用已配置的服务器：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服务器配置”。
设备将显示“服务器配置”选项卡，其中包含已配置 LDAP 服务器的详细信
息。
如果启用已配置的 LDAP 服务器，则将在“禁用”链接旁边的“服务器配置”
选项卡上显示以下消息。
LDAP authentication is en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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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禁用”链接。
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isable the LDAP server?

4

单击“确定”以启用 LDAP 服务器。
设备将启用 LDA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

删除 LDAP 配置参数
配置新的 LDAP 服务器时，将在“LDAP 身份验证”选项卡的“配置参数”表中显
示添加或导入的配置参数。 以下过程介绍了添加 LDAP 配置参数的步骤。
删除配置参数：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 LDAP >“服务器配置”。
设备将显示“LDAP 身份验证”选项卡，其中“配置参数”表中包含已配置的
LDAP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3

选择要删除的配置参数。

4

单击“配置参数”表顶部显示的“删除”按钮。
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elete th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5

单击“是”继续。
已删除的配置参数将从“配置参数”表中移除。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

添加 LDAP 配置参数
配置新的 LDAP 服务器时，添加或导入的配置参数将显示在“服务器配置”选项卡
上的“配置参数”表中。 以下过程介绍了添加 LDAP 配置参数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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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配置参数：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服务器配置”。
设备将显示“服务器配置”选项卡，“配置参数”表中包含已配置 LDAP 服务
器的详细信息。

3

单击“配置参数”表顶部显示的“添加”按钮。
设备将在“配置参数”表中显示一个新行，其中显示“更新”和“取消”按
钮。

4

在“名称”字段中输入新配置参数的名称。

5

在“值”字段中输入配置参数的值。

6

单击“更新”。
新的配置参数将添加到“配置参数”表。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

添加 LDAP 属性映射
配置新的 LDAP 服务器时，将添加或导入其属性映射，这些属性映射会显示在“服
务器配置”选项卡上的“属性映射”表中。 以下过程介绍了为 LDAP 服务器添加新
属性映射的步骤。
添加属性映射：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服务器配置”。
设备将显示“服务器配置”选项卡，“属性映射”表中包含已配置 LDAP 服务
器的详细信息。

3

单击“属性映射”表顶部显示的“添加”按钮。
设备将在“属性映射”表中显示一个新行，其中显示“更新”和“取消”按
钮。

4

在“映射类型”字段中输入映射类型。

5

在“NSS 值”字段中输入 NSS 值。

6

在“LDAP 值”字段中输入属性的 LDAP 值。

7

单击“更新”。
新的属性映射将添加到“属性映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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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

删除 LDAP 属性映射
配置新的 LDAP 服务器时，将添加或导入其属性映射，这些属性映射会显示在“服
务器配置”选项卡上的“属性映射”表中。 以下过程介绍了为 LDAP 服务器删除属
性映射的步骤。
删除属性映射：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服务器配置”。
设备将显示“服务器配置”选项卡，“属性映射”表中包含已配置 LDAP 服务
器的详细信息。

3

在“属性映射”表中选择要删除的属性映射。

4

单击“属性映射”表顶部显示的“删除”按钮。
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delete the configuration parameter?

5

单击“是”继续。
已删除的属性映射将从“属性映射”表中删除。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服务器配置”。

设置 > 身份验证 > 用户管理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可以使用“用户管理”选项卡添加下列类型的用户和用
户组：
■

本地用户

■

LDAP 用户和用户组

■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用户组

使用“用户管理”选项卡可以展开和查看属于单个组的所有用户。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可以为用户与用户组授予和撤销下列权限：
■

为本地、LDAP 和 AD 用户授予管理权限。

■

为 LDAP 和 AD 用户组授予管理权限。

■

为 LDAP 和 AD 用户授予 NetBackup CLI 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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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LDAP 和 AD 用户组授予 NetBackup CLI 用户权限。

■

为本地、LDAP 和 AD 用户撤销管理权限。

■

为 LDAP 和 AD 用户组撤销管理权限。

■

为 LDAP 和 AD 用户撤销 NetBackup CLI 用户权限。

■

为 LDAP 和 AD 用户组撤销 NetBackup CLI 用户权限。

您可以使用“设置”>“身份验证”>“用户管理”菜单来访问“用户管理”选项
卡。 本节概述了使用“用户管理”选项卡可执行的任务。

使用“用户管理”选项卡添加用户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添加新用户。
注意：只能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添加 Active Directory 用户。 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中的 Settings
> Security > Authorization 命令。
添加新用户：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用户管理”选项卡。
设备将显示“用户管理”选项卡。

3

单击“添加用户”链接，该链接显示在“用户管理”选项卡的末尾。
设备将显示“添加用户”弹出框。

4

从“用户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用户的类型。 此下拉列表中有以下选项：
■

本地 - 选择此选项可将用户添加到设备数据库中。

■

LDAP - 选择此选项可将已配置的 LDAP 服务器上存在的用户注册到设备。

注意：如果您不将 LDAP 用户注册到设备，用户将无法访问设备。

5

请在“用户名”字段中输入用户名。

6

在“确认密码”字段重新输入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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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单击“保存”。
设备将添加新用户并显示以下消息：
User added successfully.

8

单击“确定”继续。
新用户将添加到“用户管理”选项卡上的用户列表。

请参见第 237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用户管理”。

使用“用户管理”选项卡删除用户
始终确保先将用户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中删除，然后再从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中删除。 如果用户已从 LDAP 目录中删除（但未从允许登录列表的设备
中删除），则虽然用户列为 LDAP 授权用户，但此用户无法登录。 因此，此用户不
构成安全威胁。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删除现有用户。
注意：只能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删除 Active Directory 用户。 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中的 Settings
> Security > Authorization 命令。
删除现有用户：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用户管理”选项卡。
设备将显示“用户管理”选项卡。

3

选择要删除的用户。

4

单击“删除用户”链接，该链接显示在“用户管理”选项卡的末尾。
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User Deleted Successfully

5

单击“确定”继续。
选定的用户将删除，并从“用户管理”选项卡中移除。

请参见第 237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用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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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用户管理”选项卡添加用户组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添加新的用户组。
注意：只能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添加 Active Directory 用户组。 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中的
Settings > Security > Authorization 命令。
添加用户组：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用户管理”选项卡。
设备将显示“用户管理”选项卡。

3

单击“添加组”链接，该链接显示在“用户管理”选项卡的末尾。
设备将显示“添加组”弹出框。

4

在“组名”字段输入用户组的名称。
注意：如果您不将 LDAP 用户组注册到设备，属于该用户组的用户将无法访问
设备。

5

单击“保存”。
设备将添加新的用户组并显示以下消息：
Group Added Successfully

6

单击“确定”继续。
用户组将添加到“用户管理”选项卡上的用户和用户组列表。

请参见第 237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用户管理”。

使用“用户管理”选项卡删除用户组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删除现有用户组。
注意：只能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删除 Active Directory 用户组。 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中的
Settings > Security > Authorization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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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用户组：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用户管理”选项卡。
设备将显示“用户管理”选项卡。

3

选择要删除的用户组。

4

单击“删除用户”链接，该链接显示在“用户管理”选项卡的末尾。
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Group Deleted Successfully

5

单击“确定”删除选定的用户组。
选定的用户组将删除，并从“用户管理”选项卡中移除。

请参见第 237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用户管理”。

向用户和用户组授予权限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向用户和用户组授予管理权限。
授予管理权限：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用户管理”选项卡。
设备将显示“用户管理”选项卡。

3

选择在“角色”列中显示为 NoRole 的用户或用户组。

4

单击“授予权限”链接，该链接显示在“用户管理”选项卡的末尾。
设备将显示“授予权限”对话框：
■

选择“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员”选项为所选的用户授予管理员权
限。

■

选择 NetBackup CLI 选项为所选的用户授予 NetBackup CLI 用户权限。
注意：只能为 LDAP 和 AD 用户/用户组添加 NetBackup CLI 用户权限。

5

单击“确定”继续。
术语“管理员”或“NetBackup CLI 用户”将显示在所选用户的“角色”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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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37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用户管理”。

撤消用户和用户组的权限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撤消分配给用户和用户组的权限。
撤消权限：

1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单击“设置”>“身份验证”>“用户管理”选项卡。
设备将显示“用户管理”选项卡。

3

选择“角色”列中显示“管理员”或“NetBackup CLI 用户”的用户或用户
组。

4

单击“用户管理”选项卡底部显示的“撤消权限”链接。
设备将显示以下消息：
User Un-authorized Successfully

5

单击“确定”继续。
术语 NoRole 将显示在所选用户的“角色”列中。 此用户无法再以管理员用户
身份登录到设备。

请参见第 237 页的“设置 > 身份验证 > 用户管理”。

设置 > 密码管理
在进行初始配置后，您可以从“设置”>“密码”>“密码管理”页面更改设备用户
密码。
注意：为了获取最大的安全性，Symantec 建议您定期更改密码并在安全位置存放
所有密码的记录。
如果在此更改密码，将同时更新使用命令行界面所需的密码。如果从命令行界面更
改此密码，在登录到设备用户界面时也需要使用新密码。
表 5-19 介绍了“密码管理”页面上的数据条目字段。
表 5-19

管理员密码可更改的数据条目字段

字段

描述

用户名

输入您的当前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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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旧密码

输入当前密码。
如果当前密码是出厂默认密码，请输入 P@ssw0rd。

新密码

输入新密码。
具有 7 个字符的密码必须满足以下所有要求，而较长的
密码必须至少满足三个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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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置密码

单击此项可提交密码更改。

清除字段

单击此项可从所有字段中删除数据并重新开始。

还可以使用 shell 菜单下的 Main > Settings > Password 命令配置密码设置。有
关更多信息，请参阅《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189 页的“关于修改设备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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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排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从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

使用 Support 命令查看日志文件

■

使用 Browse 命令查找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

关于密码恢复

■

关于灾难恢复

■

通过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设备日志

■

将 NetBackup 5330 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

从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通过使用设备诊断中心中的一些交互式自我修复向导，可以排除 NetBackup
Appliance 中的多个故障并解决问题。每个向导可帮助您执行特定的诊断任务。某
些向导还可指导您完成系统优化和调整。这些向导可以通过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单击设备诊断中心图标进行访问。此图标位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右上角，类似如下：

单击此图标时，将显示设备诊断中心页面，在其中您可以看到“可用”和“运行向
导作业”选项卡。通过关闭此页面，您可以返回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所有故障排除向导都列在“可用”选项卡下。
图 6-1 显示了“可用”选项卡的示例视图。

故障排除
从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图 6-1

“可用”选项卡

“运行向导作业”选项卡列出了已启动但尚未完成的向导。如果在没有完成向导的
情况下关闭向导（使用叉号图标），或保持向导处于未完成状态，则将在“运行向
导作业”选项卡下列出该向导。通过单击“继续”或“删除”列中的相应图标，可
以继续或删除这些活动向导。
图 6-2 显示了“运行向导作业”选项卡的示例视图。
图 6-2

“运行向导作业”选项卡

您可以从“可用”选项卡执行以下操作来运行向导：
单击“测试自动通报功 使用此向导可对自动通报故障进行故障排除。此向导可检查自动通
报功能是否已启用、自动通报代理服务器（或代理服务器）是否已
能”
启用以及设备、代理服务器和 Symantec 自动通报服务器是否可以
通信。
单击“检查磁盘配置” 使用此向导可对磁盘存储问题、调整和可用性进行故障排除。此向
导可检查诸如 AdvancedDisk 等的存储分区并执行以下操作：
■

■

■

检查存储路径是否已装入。如果未装入，会提供用于进行装入的
选项。
检查磁盘池和磁盘卷是否已启动且正在运行。如果未运行，向导
会提供用于进行重置的选项。
检查 PureDisk 服务是否已启动且正在运行。如果未运行，向导
会帮助启动这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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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收集日志文件” 使用此向导可从设备收集日志文件。
通过此向导，可以收集诸如 NetBackup、设备、操作系统、
PureDisk、GUI、NBSU（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DataCollect
等不同类型的日志文件。请注意，收集 NetBackup 日志可能需要几
分钟时间。
表 6-1 列出了有关向导所收集的日志文件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选择将日志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收件人、下载到您的计
算机或者上载到 Symantec 支持。
如果您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日志文件，请检查下列事项：
■

必须已针对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日志配置 SMTP。您可以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通过“设置”>“通
知”>“警报配置”配置 SMTP。

■

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日志，收集的日志大小不得超过 10 MB。

单击“执行硬件运行状 使用此向导可以对环境执行硬件运行状况检查。此向导可帮助您确
定诸如 CPU、磁盘、风扇、RAID 等硬件组件是否正常运行。
况检查”
单击“测试并诊断网络 使用此向导可检查您的设备与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存储服务器
和客户端的网络连接。此向导可帮助您快速测试和诊断网络相关问
问题”
题。

表 6-1 列出了由收集日志文件向导收集的日志文件。日志是根据您指定的日志类型
进行收集的。如果要收集 NetBackup 日志，还可以指定要收集日志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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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日志向导收集的日志文件

表 6-1
日志类型

收集内容

NetBackup

NetBackup 复制日志工具 (nbcplogs) 创建的日志。其中包括以下日志：
■

NetBackup 旧式日志

■

NetBackup VxUL（统一）日志

■

NetBackup OpsCenter 日志

■

NetBackup PureDisk 日志

■

Windows 事件日志（应用程序日志、系统日志、安全日志）

■

PBX 日志

■

NetBackup 数据库日志

■

NetBackup 数据库错误日志

■

NetBackup 数据库尝试日志

■

保管库会话日志

■

卷管理器调试日志

■

VxMS 日志（如果启用）

注意：旧式日志和 VXlog 都是根据您指定的时段进行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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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类型

收集内容

设备

设备日志（包括升级、硬件和事件日志等）。收集了下列设备日志：
■

hostchange.log、selftest_report*

■

CallhomeDataGather 实用程序创建的日志。

■

config_nb_factory.log、iso_postinstall.log、sf.log

■

patch_*、upgrade_* logs

■

NetBackup Appliance VxUL（统一）日志，包括：
■ All
■

CallHome

■

Checkpoint

■

Common

■

Config

■

Database

■

Hardware

■

HWMonitor

■

Network

■

RAID

■

Seeding

■

SelfTest

■

Storage

■

SWUpdate

■

Commands

■

CrossHost

■

Trace

注意：NetBackup Appliance 统一日志与 NetBackup 统一日志不相同，
例如 nbpem 或 nbjm。NetBackup Appliance 有自己的统一日志集。要
收集 NetBackup 统一日志，请在收集日志向导中选择 NetBackup。
操作系统

重复数据删除
（介质服务器
重复数据删除
池或
PureDisk）

操作系统日志，其中包括：
■

boot.log

■

boot.msg

■

boot.omsg

■

messages

与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MSDP) 相关的所有日志收集在以下目录中：
<DIR> PD
■

/var/log/puredisk

■

/disk/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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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类型

收集内容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日志相关的所有日志收集在以下目
录中：
/log/webgui

NetBackup 支 有关 NetBackup 和操作系统的诊断信息。
持实用程序
(nbsu)
DataCollect

硬件和存储设备日志。将收集 DataCollect 实用程序创建的日志。

使用 Support 命令查看日志文件
您可以使用以下部分查看日志文件信息。
使用 Support > Logs > Browse 命令查看日志：

1

通过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中使用 Main_Menu > Support > Logs，
然后运行 Browse 命令，进入浏览模式。此时将出现 LOGROOT/> 提示符。

2

要显示设备上的可用日志目录，请在 LOGROOT/> 提示符下键入 ls。

3

要查看任何日志目录中的可用日志文件，请使用 cd 命令将目录更改为您选择
的日志目录。 提示符将更改以显示您所在的目录。 例如，如果您将目录更改
为 GUI 目录，则提示符将显示为 LOGROOT/GUI/>。 在此提示符下，您可以使
用 ls 命令以显示 GUI 日志目录中的可用日志文件。

4

要查看文件，请使用 less <FILE> 或 tail <FILE> 命令。 文件使用 <FILE>
来标记，目录使用 <DIR> 来标记。

请参见第 250 页的“使用 Browse 命令查找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使用 Support > Logs 命令查看 NetBackup Appliance 统一 (VxUL) 日志：

1

使用 Support > Logs > VXLogView 命令查看 NetBackup Appliance 统一
(VxUL) 日志。在 Shell 菜单中输入命令，并使用下列选项之一：
■

Logs VXLogView JobID job_id

用于显示特定工作 ID 的调试信息。
■

Logs VXLogView Minutes minutes_ago

用于显示特定时段的调试信息。
■

Logs VXLogView Module module_name

用于显示特定模块的调试信息。可用模块名称包括：All、CallHome、
Checkpoint、Common、Config、Database、Hardware、HW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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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RAID、Seeding、SelfTest、Storage、SWUpdate、Commands、
CrossHost 和 Trace。

用于显示特定模块的调试信息。可用模块名称包括：All、CallHome、
Checkpoint、Common、Config、Database、FTMS、Hardware、
HWMonitor、Network、RAID、Seeding、SelfTest、Storage、SWUpdate、
Commands、CrossHost 和 Trace。

2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 Main > Support > Share Open 命令复制统一日志。使
用桌面映射、共享和复制日志。

注意：NetBackup Appliance 统一日志与 NetBackup 统一日志不相同，例如 nbpem
或 nbjm。NetBackup Appliance 有自己的统一日志集。要收集 NetBackup 统一日
志，使用收集日志向导并选择 NetBackup。
请参见第 244 页的“从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您也可以使用 Main_Menu > Support > Logs 命令执行以下操作：
■

将日志文件上载到 Symantec 技术支持。

■

设置日志级别。

■

导出或删除 CIFS 和 NFS 共享。

注意：NetBackup Appliance VxUL 日志不再被 cron 作业或预定任务存档。此外，
日志回收已启用，且日志文件的默认数量已设置为 50。
有关如何使用上述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
南》。

使用 Browse 命令查找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
件
表 6-2 提供了可以使用 Support > Logs > Browse 命令访问的日志和日志目录的
位置。
表 6-2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位置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

日志文件位置

NetBackup Appliance 配置日志

<DIR> APPLIANCE
config_nb_factory.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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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

日志文件位置

NetBackup Appliance 自检报告

<DIR> APPLIANCE
selftest_report

NetBackup Appliance 主机更改日志

<DIR> APPLIANCE
hostchange.log

NetBackup 日志、卷管理器日志以及 openv <DIR> NBU
目录中包含的 NetBackup 日志
■ <DIR> netbackup
■

<DIR> openv

■

<DIR> volmgr

NetBackup Appliance 操作系统 (OS) 安装日 <DIR> OS
志
boot.log
boot.msg
boot.omsg
messages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 (PDDE) 配置脚本
日志

<DIR> PD

NetBackup 管理 Web 用户界面日志和
NetBackup Web 服务器日志

<DIR> WEBGUI

NetBackup 设备的设备日志

pdde-config.log

■

<DIR> gui

■

<DIR> webserver

/tmp/DataCollect.zip
可以使用 Main > Support > Logs >
Share Open 命令将 DataCollect.zip 复
制到您的本地文件夹。

关于密码恢复
Symantec 了解到可能存在一些需要恢复管理员 (admin) 密码的情形。 例如，维护
密码的员工可能会离开公司，或者您可能丢失或忘记密码。
如果发生以上任何一种情形，请参考 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的以下技术说明：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8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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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灾难恢复
在多种情形下，会出现致命情况，从而需要进行灾难恢复。 在灾难恢复情况中，确
定灾难的原因并从设备中恢复尽可能多的数据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在尝试恢复设
备之前，请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
您已为设备配置的环境对可实现的恢复级别发挥着重要作用。 包括独立主（主服务
器）设备的环境可提供最少的恢复解决方案。 如果某个故障严重到足以使设备停
止，则可能表示无法恢复系统上的数据。 Symantec 的支持工程师会与您协作，确
定他们是否可以恢复设备。 如果设备不可恢复，则支持人员可能会建议您重建设
备。 如果该选项不可行，则可能需要完全替换设备。
但是，对于使用一个或多个辅助设备或磁带存储单元进行配置的设备，恢复其数据
的可能性更大。
还可以在设备之间配置自动映像复制。
请参见第 184 页的“关于设备之间的自动映像复制”。
Symantec 建议在运行设备之前，从 NetBackup 文档中查看以下各部分：
■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

在第 4 部分“配置备份”中，查看以下主题：
- 保护 NetBackup 目录库
http://www.symantec.com/docs/HOWTO68036
http://www.symantec.com/docs/HOWTO33415
- 确保成功备份 NetBackup 目录库的策略
http://www.symantec.com/docs/HOWTO34437
http://www.symantec.com/docs/HOWTO33393

■

在第 4 部分“配置备份”中，查看主题“创建备份和快照的策略”。
本主题以某种方式介绍了备份策略的功能和原则，从而帮助您确定设备的灾
难恢复计划。

■
■

查看第 3 部分“配置存储”中的主题。

《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通过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设备日志
可以使用 Main > Support Shell 菜单中的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设备日志。可以
和 Symantec 支持团队共享这些设备日志，以解决设备相关问题。
现在，DataCollect 命令连同操作系统、IPMI 和存储日志一起收集以下日志：
■

修补程序日志

■

Veritas 文件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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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硬件日志

■

CPU 信息

■

磁盘性能日志

■

内存信息

■

硬件信息

通过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设备日志

1

登录到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打开 Support 菜单。 要打开 Support 菜单，请使用以下命令：
Main > Support

设备会显示支持菜单中的所有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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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 DataCollect 命令以收集存储设备日志。
设备会启动以下过程：
appliance123.Support > DataCollect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Gathering

release information
dmidecode logs
ipmitool sel list logs
fwtermlog logs
AdpEventLog logs
smartctl logs
disk performance logs
ipmiutil command output
cpu information
memory information
sdr logs
adpallinfo logs
encinfo logs
cfgdsply logs
ldpdinfo logs
pdlist logs
fru logs
adpbbucmd logs
os logs
adpalilog logs
dfinfo logs
vxprint logs
Test Hardware logs
patch logs

All logs have been collected in /tmp/DataCollect.zip
Log file can be collected from the appliance shared folder
- \\appliance123\logs\APPLIANCE
Share can be opened using Main->Support->Logs->Share Open
=======================End of DataCollect==================
All logs have been collected in /tmp/DataCollect.zip

设备会在 /tmp/DataCollect.zip 文件中生成设备日志。

4

使用 Main > Support > Logs > Share Open 命令将 DataCollect.zip 复制
到本地文件夹。

5

可以将 DataCollect.zip 文件发送到 Symantec 支持团队，以便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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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NetBackup 5330 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
务”模式
单元的特定组件必须先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才能对主存储扩展架或扩展存储
扩展架执行服务或更换。
通常，发生故障时会自动将受影响单元的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出现即将
发生故障的警告时，不会自动将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对于这种情况，必
须通过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将组件手动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
在 Main_Menu > Support 视图中，两个主要命令可用：
■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此命令与用于将相应的主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的选项一起
使用。
■

ServiceAllowed Set ExpansionShelf

此命令与用于将相应的扩展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的选项一
起使用。
下面介绍了用于将主存储扩展架组件或扩展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
式的可用命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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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存储单元

命令选项

主存储扩展架

■

“允许服务”命令选项

控制器
为主扩展架控制器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控制器位置 (A/B)。下
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Controller A/BOn/Off

■

FanCanister
为主扩展架风扇模块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风扇模块位置
(Left/Right)。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FanCanister Left/RightOn/Off

■

HDD
为主扩展架硬盘驱动器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抽屉位置
(DrawerID) 和磁盘驱动器位置 (SlotNo)。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HDD DrawerIDSlotNoOn/Off

注意：在运行此命令之前，先运行 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lth PrimaryShelf
RAID 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预防措施和准则”一节。
■

PowerCanister
为主扩展架电源模块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电源模块位置
(Top/Bottom)。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PowerCanister Top/BottomOn/Off

扩展存储扩展架

■

ExpansionCanister
为扩展架模块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模块位置 (Top/Bottom)。
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ExpansionShelf ExpansionCanister Top/BottomOn/Off

■

FanCanister
为主扩展架风扇模块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风扇模块位置
(Left/Right)。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ExpansionShelf FanCanister Left/RightOn/Off

■

HDD
为扩展架硬盘驱动器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抽屉位置 (DrawerID)
和磁盘驱动器位置 (SlotNo)。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ExpansionShelf HDD DrawerIDSlotNoOn/Off

注意：在运行此命令之前，先运行 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lth PrimaryShelf
RAID 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预防措施和准则”一节。
■

PowerCanister
为主扩展架电源模块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电源模块位置
(Top/Bottom)。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ExpansionShelf PowerCanister Top/Bottom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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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措施和准则
Symantec 要求仅通过 Symantec 技术支持人员的协助来执行此过程。 了解某些情
况可能会对系统操作产生负面影响非常重要。运行“允许服务”命令选项时，请务
必小心。
要使系统保持最佳性能，请在每个问题出现时进行修复，不要让问题累积。多个问
题可能会使系统性能下降，并使提供系统服务变得更困难。多个问题还可能会增加
导致数据丢失这一情况的可能性。
下面介绍了“允许服务”模式如何影响系统：
■

性能下降
在某些情况下，将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在继续
之前，将显示一条消息，提醒您这一可能性。例如，使用主扩展架的 Controller
选项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Support>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Controller A on
Service allowed flag is used for component replacement. Setting
this flag may caus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due to write cache
being turned off.
>>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es, no):

■

状况为“降级”的 RAID 卷状态
使用 HDD 选项将硬盘驱动器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Support>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HDD 1 2 on
Service allowed flag is used for component replacement. Before
you set this flag, run the
'Monitor->Hardware ShowHealth PrimaryShelf RAID' command to
make sure that this Hard Disk Drive (HDD) is in a RAID volume
with a status of Optimal. If the RAID volume status is not Optimal,
executing this command creates a RISK OF POTENTIAL DATA LOSS.
>>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es, no): no

在这种情况下，最佳做法是输入 no。然后，必须解决当前 RAID 卷问题以将其
恢复到“最佳”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将受影响的硬盘驱动器设置为“允许
服务”模式。
Symantec 建议在尝试将任何硬盘驱动器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之前，先运行
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lth PrimaryShelf RAID 命令。检查以确保要
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的硬盘驱动器在处于“最佳”状态的 RAID 卷中。
警告：确保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并协作以获得相应的指导，以避免发生可
能导致数据丢失的任何情况。

故障排除
将 NetBackup 5330 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将主存储扩展架或扩展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
式。
将主存储扩展架或扩展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

1

请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并通知代表，您需要将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
许服务”模式。
允许代表帮助您完成后面的剩余步骤。

2

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3

输入 Main_Menu > Support。

4

从表 6-3 的命令列表中，输入相应的命令。
注意：在尝试将硬盘驱动器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之前，先运行 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lth PrimaryShelf RAID 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预防措施和准则”一节。

5

通过检查受影响存储扩展架上的蓝色允许服务操作 LED 是否亮起，验证组件是
否处于“允许服务”模式。

6

对受影响的单元执行必要的操作。
完成操作并将单元恢复正常后，将自动清除“允许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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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
份和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

自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

手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

手动更新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

恢复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

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发生灾难时，创建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的备份来保护您的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步骤。 NetBackup Appliance 可自动地创建策略以备份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 在
少数无法创建策略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手动干预。
小心：Symantec 建议您在恢复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之前先联系 Symantec 支持
代表。 支持代表可帮助您确定是否需要恢复目录库，或者是否存在其他解决方案。
以下主题提供了关于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和恢复过程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60 页的“自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262 页的“手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262 页的“手动更新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263 页的“恢复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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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可自动创建策略以保护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池。 这样，在发生灾难时可恢复重复数据
删除池目录库。 在以下情况下，会自动创建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

在设备的初始配置过程中创建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池。

■

不存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池的情况下运行 Manage>Storage>Resize MSDP。

■

对已配置了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池的设备进行升级。

一旦在上述一种情况下创建重复数据删除目录库备份策略后即可进行查看。 Symantec
建议您激活此策略以保护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 保护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在进
行灾难恢复时十分有益。
如果备份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池目录库的策略已经存在，则此策略的配置会更新。
配置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池备份策略时，请考虑以下情况：
■

必须设置驻留位置并且不应该是设备的本地位置。

■

您可以调整属性，如日程表、频率和备份时段。

■

请勿修改策略属性中的策略类型、客户端名称或者备份选择。

■

必须手动激活此策略。

此策略的名称为 SYMC_NBA_Dedupe_Catalog_<appliance-short-name>，其中
<appliance-short-name> 是为您的设备提供的短名称。
注意：如果在初始配置过程中未配置 MSDP 存储，则不会创建此策略。
此策略的创建是自动进行的，因此请务必检查输出消息以确保策略已创建成功。
电子邮件通知会发送到配置为接收软件警报的电子邮件地址。 这些电子邮件地址可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控制台或运行以下命令来进行配置：
Settings>Alerts>Email Software Add。
表 7-1
消息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池目录库备份策略成功消息
定义

已配置备份策略 <策略名称> 来保护重复数据 在以下情况下会显示此消息：
删除池目录库。查看策略配置并根据需要对
■ 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不存在且
其日程表、备份时段和驻留位置进行更改。
已创建成功。
确保要激活该策略以保护目录库。有关更多
■ 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已存在且
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
已成功更新。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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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定义

发现现有备份策略 <策略名称> 与所需重复数 已存在的重复数据删除池策略的策略类型已
据删除池备份策略冲突。策略类型已更新为 更新为“标准”。 策略类型已设置为 <上一
“标准”以保护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 在 策略类型>。 查看策略配置并确保以前的备份
此更新之前策略类型已设置为 <上一策略类型 配置未受影响。
>。

表 7-2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池目录库备份策略失败消息

消息

定义

无法创建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需要此策略以保护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并
在发生灾难时进行恢复。 有关如何手动配置
此策略的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

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不存在且策
略创建失败。
要保护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您需要手动
配置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262 页的“手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
目录库备份策略”。

无法将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策略 在以下情况下会显示此消息：
名称> 的类型更新为“标准”。发现现有备份 ■
策略与所需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策略已存在，并且策略类型未设置为“标

准”。
冲突。 请确保手动将策略类型更新为“标准”
■ 操作无法将策略类型更新为“标准”。
以保护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 有关如何手
动配置此策略的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要保护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您需要手动
Appliance 管理指南》。
更改策略类型。
请参见第 262 页的“手动更新重复数据删除池
目录库备份策略”。
无法更新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策 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已存在，但
略名称> 的客户端和备份选择属性。有关如何 是操作无法更新策略属性（包括客户端和备
手动配置此策略的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份选择）。
Appliance 管理指南》。
要保护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您需要手动
更新客户端和备份选择。
请参见第 262 页的“手动更新重复数据删除池
目录库备份策略”。

小心：Symantec 建议您在恢复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之前先联系 Symantec 支持
代表。 支持代表可帮助您确定是否需要恢复目录库，或者是否存在其他解决方案。
请参见第 262 页的“手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262 页的“手动更新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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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63 页的“恢复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

手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未自动创建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时，可使用提供的以下过程。 发生灾难
时，创建备份策略保护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来保护您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手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1

使用 NetBackupCLI 用户帐户登录到 Appliance。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2

输入以下命令创建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 drcontrol --new_policy --policy <policy-name> --hardware
<appliance model> --OS 'NetBackup-Appliance' --log_file ~/<log
file name>
■

将 <policy-name> 替换为
SYMC_NBA_Dedupe_Catalog_<appliance-short-name>，其中
<appliance-short-name> 是为您的设备提供的短名称。

■

将 <appliance model> 替换为设备的型号。 例如，5220、5230 或 5330。

■

将 <log file name> 替换为 drcontrol 工具创建的日志文件的名称。
注意：如果 drcontrol 工具在没有日志文件选项的情况下运行，则该工具
会创建一个 NetBackupCLI 用户不可访问的文件。 请确保选择 NetBackupCLI
用户可访问的目录，例如 NetBackupCLI 用户的主目录。

请参见第 260 页的“自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262 页的“手动更新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263 页的“恢复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

手动更新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如果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未自动更新，可使用以下过程。 发生灾难时，
创建备份策略保护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来保护您的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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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更新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1

使用 NetBackupCLI 用户帐户登录到 Appliance。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2

更新策略类型。 输入以下命令以将策略类型更新为 Standard：
# bpplinfo <policy-name> -modify -pt Standard

将 <policy-name> 替换为
SYMC_NBA_Dedupe_Catalog_<appliance-short-name>，其中
<appliance-short-name> 是为设备指定的短名称。

3

确定客户端名称：
■

输入以下命令确定设备是否作为客户端添加：
# bpplclients <policy-name> -l

■

如果尚未添加该客户端，请运行以下命令确定客户端名称：
# bpgetconfig CLIENT_NAME | cut -f3 -d' '

4

输入以下命令更新客户端和备份选择：
# drcontrol --update_policy --policy <policy name> --client
<client name> --hardware<appliance model> --OS
'NetBackup-Appliance' --log_file ~/<log file name>
■

将 <client name> 替换为上步中所确定客户端的名称。

■

将 <appliance model> 替换为设备的型号。 例如，5220、5230 或 5330。

■

将 <log file name> 替换为 drcontrol 工具创建的日志文件的名称。
注意：如果 drcontrol 工具在没有日志文件选项的情况下运行，则该工具
会创建一个 NetBackupCLI 用户不可访问的文件。 请确保选择 NetBackupCLI
用户可访问的目录，例如 NetBackupCLI 用户的主目录。

请参见第 260 页的“自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262 页的“手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263 页的“恢复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

恢复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
本节概述了如何在灾难事件中恢复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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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Symantec 建议您在恢复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之前先联系 Symantec 支持
代表。 支持代表可帮助您确定是否需要恢复目录库，或者是否存在其他解决方案。
恢复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

1

使用 NetBackupCLI 用户帐户登录设备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

2

输入以下命令以确定空间要求：
# drcontrol --print_space_required --policy <policy-name>
--log_file ~/<log file name>

将 <log file name> 替换为 drcontrol 工具创建的日志文件的名称。
注意：如果 drcontrol 工具在没有日志文件选项的情况下运行，则该工具会创
建一个 NetBackupCLI 用户不可访问的文件。 请确保选择 NetBackupCLI 用户
可访问的目录，例如 NetBackupCLI 用户的主目录。

3

作为 Appliance 管理员登录设备。

4

运行硬件监视命令以确保没有错误。

5

运行硬件自检以确保所有硬件组件均就位并正确工作。

6

运行 Manage > Storage > Show 以确保所有存储组件均就位并工作。 并验证
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分区大小符合空间要求。

7

如果未满足大小要求，请运行 Manage > Storage Resize MSDPCatalog 以扩
展分区。

8

使用 NetBackupCLI 用户帐户登录到 Appliance。

9

使用《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指南》的 MSDP 目录库恢复章节中所述的
drcontrol 和其他工具执行目录库恢复。
注意：如果 drcontrol 工具在没有日志文件选项的情况下运行，则该工具会创
建一个 NetBackupCLI 用户不可访问的文件。 请确保选择 NetBackupCLI 用户
可访问的目录，例如 NetBackupCLI 用户的主目录。

请参见第 260 页的“自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262 页的“手动配置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262 页的“手动更新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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