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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设备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本指南

■

设备配置的一般顺序

■

关于 NetBackup 兼容性列表

使用本指南
使用本指南有助于设置并配置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的主机的操作系统。有关存储
设备的帮助，也可以使用本指南。本指南提供了关于 NetBackup 要求的指导；它不
能替代供应商文档。
本指南按如下方式进行组织：
■

操作系统方面的信息。

■

机械手存储设备方面的信息。

阅读本指南中各章的“开始之前的准备工作”一节（如果有）。这些章节提供针对
平台的重要说明，或者可能包含有关各种服务器类型的具体说明或限制。
Symantec 对本指南中的配置文件选项进行了测试；其他配置设置可能也有效。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配置错误，可从本配置指南操作系统章节的文本文件中复制并
粘贴配置详细信息。此文本文件的格式与该指南的印刷版本类似。请务必查看此文
本文件开头部分说明的不同之处。
NetBackup_DeviceConfig_Guide.txt 文件随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一同安装在

以下路径中：
■

/usr/openv/volmgr (UNIX)

■

install_path\Veritas\Volmgr (Windows)

硬件兼容性列表包含有关支持的设备的信息。

介绍设备配置
设备配置的一般顺序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兼容性列表”。

设备配置的一般顺序
配置设备时，通常可按以下顺序进行：
■

以物理方式将存储设备与介质服务器相连。对硬件执行设备或操作系统供应商
指定的所有配置步骤。

■

为驱动器和机械手控制创建必需的所有系统设备文件。在 Windows 和某些 UNIX
平台上，设备文件是自动创建的。在某些 UNIX 服务器上，需要显式配置设备文
件，才能充分利用 NetBackup 的功能。
对于 SCSI 控制的库，NetBackup 会向机械手设备发出 SCSI 命令。SCSI 命令
允许 NetBackup 自动发现并配置设备。您可能需要将服务器的操作系统配置为
允许执行设备发现。

■

将存储设备添加至 NetBackup 并对其进行配置。
有关说明，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或“NetBackup 管理控制
台帮助”。
通过挂接设备的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设备主机），可对 NetBackup 中的这
些设备进行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位置的“如何管理其他服务器上
的设备”：《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或“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
助”。

配置警告
请注意以下警告：
■

在多启动器（多主机总线适配器）环境中，NetBackup 使用 SCSI 保留功能，
以免磁带驱动器使用冲突和潜在的数据丢失问题。SCSI 保留功能在 SCSI 目标
级操作；光纤通道到 SCSI 的桥接硬件必须正常工作。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使用 SPC-2 SCSI 保留和释放命令。或者，可以使用
SCSI 持久保留命令或完全禁用 SCSI 保留功能。
有关 NetBackup 如何使用 SCSI 保留功能的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

■

以下位置的“启用 SCSI 保留”：《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

以下指南中的“NetBackup 如何保留驱动器”：《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I 卷》。

Symantec 不建议或不支持在 NetBackup 控制的设备上使用单端 SCSI 到微分
SCSI 转换器。 使用这些转换器时可能会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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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etBackup 兼容性列表
Symantec 针对 NetBackup 结合使用的操作系统、外围设备以及软件提供了兼容性
列表。
请参见以下网页中的 NetBackup 兼容性列表：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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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系统

■

2. AIX

■

3. HP-UX

■

4. Linux

■

5. Solaris

■

6. Windows

1

2
AIX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在 AIX 上配置 NetBackup 的准备工作

■

RS/6000 AIX 适配器编号约定

■

关于 AIX 持久命名支持

■

关于在 AIX 中配置机械手控制 设备文件

■

关于 AIX 上 SAN 客户端的设备文件

■

关于在 AIX 中配置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

关于 Sony AIT 驱动器

■

AIX 命令摘要

在 AIX 上配置 NetBackup 的准备工作
配置操作系统时，应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

验证 NetBackup 是否支持您的服务器平台和设备。下载 NetBackup 硬件和操作
系统的兼容性列表。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兼容性列表”。

■

安装并配置 IBM AIX 增强型设备驱动程序（Atape 设备驱动程序）。

■

在 NetBackup 中配置设备之前先挂接所有外围设备并重新启动系统。当重新启
动计算机时，AIX 会为挂接的外围设备创建设备文件。

■

您可以使用 smit 系统管理接口工具执行许多配置步骤。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smit(1) 手册页。

■

若要验证设备是否配置正确，请使用 smit 和 /usr/sbin/lsdev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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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您要在 NetBackup 主机之间共享的磁带驱动器，请确保操作系统在您配置
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之前检测到 SAN 上的设备。
■

要获取有关设备和机械手软件后台驻留程序的错误和调试信息，syslogd 后台
驻留程序必须处于活动状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 AIX syslogd(1) 手册页。

配置硬件之后，将机械手和驱动器添加到 NetBackup。

RS/6000 AIX 适配器编号约定
适配器的位置代号由两对数字组成，格式为 AA-BB，如下所示：
■

■

AA 标识包含适配器卡的方盒的位置代号，如下所示：
■

如果 AA 为 00，则适配器卡位于 CPU 盒或系统单元中，具体位置取决于系
统类型。

■

如果 AA 不是 00，则该卡位于 I/O 扩展盒中，如下所示：
■

第一位数标识 I/O 总线；0 代表标准 I/O 总线，1 代表可选 I/O 总线。

■

第二位数标识 I/O 总线上的插槽。

BB 标识 I/O 总线和包含该卡的插槽，如下所示：
■

BB 的第一位数标识含有适配器卡的 I/O 总线，如下所示：
■

如果该卡位于 CPU 盒或系统单元中，则 0 代表标准 I/O 总线，1 代表可
选 I/O 总线。如果该卡位于 I/O 扩展盒中，则该数字为 0。

■

第二位数标识包含该卡的 I/O 总线上的插槽编号（或 I/O 扩展盒中的插槽
编号）。

以下是适配器号的示例：
■

00-00 标识标准 I/O 平面。

■

00-05 表示适配器卡位于标准 I/O 板的 5 号插槽中。该板位于 CPU 盒或系统单
元中，具体取决于系统类型。

■

00-12 表示适配器卡位于 CPU 盒中可选 I/O 总线的 2 号插槽中。

■

18-05 表示适配器卡位于 I/O 扩展盒的 5 号插槽中。该扩展盒连接到异步扩展适
配器，而该适配器位于 CPU 盒中可选 I/O 总线的 8 号插槽中。

关于 AIX 持久命名支持
NetBackup 要求您启用 AIX 设备文件的持久命名支持。这样可以确保设备目标和
LUN 不会在系统重新启动后发生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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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持久命名支持，请使用 AIX SMIT 实用程序或 chdev 命令更改设备的逻辑名
称。在 AIX 中完成初始设备配置后更改逻辑名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IBM 文
档。

关于在 AIX 中配置机械手控制 设备文件
对于 IBM 磁带库，Symantec 支持将 IBM AIX 增强型设备驱动程序（Atape 设备驱
动程序）与 NetBackup 配合使用。NetBackup 会在您配置设备时发现设备文件。
有关驱动程序以及如何配置设备文件的信息，请参见 IBM 文档。
对于 IBM 以外的其他磁带库，Symantec 建议使用 AIX 以外的其他操作系统作为机
械手控制主机。

关于 AIX 上 SAN 客户端的设备文件
NetBackup SAN 客户端使用磁带驱动程序和 SCSI 直通方法，通过光纤传输将通信
量传递到 NetBackup FT 介质服务器。使用标准磁带驱动程序的 AIX SAN 客户端可
以发现 FT 介质服务器上的光纤传输目标。 从 SAN 客户端进行 SCSI 查询的过程
中，介质服务器 FT 设备显示为 ARCHIVE Python 磁带设备。但是，它们并不是磁
带设备，也不会在 NetBackup 设备发现中显示为磁带设备。
系统启动期间，AIX cfgmgr 命令用于配置使用该系统所必需的所有设备。如果
NetBackup SAN 客户端无法发现 FT 设备，您可以在客户端上手动配置设备文件。
使用对磁带设备使用的相同过程。
请参见第 20 页的“创建磁带驱动器的 AIX 无倒带设备文件”。

关于在 AIX 中配置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下面的主题介绍有关在 AIX 系统上配置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的信息。
表 2-1

AIX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主题

主题

主题

关于选择磁带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18 页的“关于选择磁带驱动程序”。

关于非 QIC 磁带驱动器

请参见第 18 页的“关于非 QIC 磁带驱动器”。

关于驱动器的扩展文件标记

请参见第 19 页的“关于驱动器的扩展文件标
记”。

关于在 AIX 上进行快速磁带定位 (locate-block) 请参见第 19 页的“关于在 AIX 上进行快速磁
带定位 (locat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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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主题

创建磁带驱动器的无倒带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19 页的“关于无倒带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20 页的“创建磁带驱动器的 AIX 无
倒带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21 页的“创建无倒带设备文件的示
例”。

关于多种磁带密度

请参见第 23 页的“使用多种磁带密度”。

关于 AIX 上 的 SPC-2 SCSI 保留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 AIX 上 的 SPC-2 SCSI
保留”。
请参见第 24 页的“在 AIX 中禁用 SPC-2 SCSI
保留”。

关于选择磁带驱动程序
如果使用的是 IBM 磁带驱动器，Symantec 建议安装 IBM AIX Atape 驱动程序。有
关该驱动程序的信息，请参见 IBM 文档。
如果使用的是其他磁带驱动器，Symantec 建议使用 IBM AIX ost（其他 SCSI 磁
带）驱动程序。有关该驱动程序的信息，请参见 IBM 文档。
有关驱动程序和如何配置设备文件的信息，请参见 IBM 文档。

关于非 QIC 磁带驱动器
“可变长度块”和“固定长度块”指的是操作系统读写磁带的方式。可变模式设备
在读取以前写入的磁带方面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许多磁带设备可以通过这两种模
式中的任何一种来访问。NetBackup 对非 1/4 英寸盒式磁带 (QIC) 驱动器采用可变
长度。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chdev(1) 和 smit(1) 手册页及系统管理指南。要手动将固定
长度块设备更改为可变长度块设备，最方便的办法是使用 smit 应用程序。
警告：对于 NetBackup，您必须将非 QIC 磁带驱动器配置为可变长度块设备。否
则，NetBackup 能够写入数据，但可能无法正确读取数据。在读取时，您可能看到
not in tar format （不是 tar 格式）错误。
当把非 QIC 磁带驱动器添加到 NetBackup 时，NetBackup 会发出 chdev 命令将该
驱动器配置为可变长度块设备。下面是 NetBackup 用于配置可变模式驱动器的命
令，供您参考：
/usr/sbin/chdev

-l Dev -a block_siz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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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 代表驱动器的逻辑标识符（例如 rmt0 或 rmt1）。
因此，您不必手动配置驱动器使用可变模式。

关于驱动器的扩展文件标记
如果磁带驱动器支持扩展文件标记，则您必须配置驱动器才能使用扩展文件标记
（例如 8 毫米驱动器）。否则，NetBackup 可能无法使用那些驱动器。
有关信息，请参见 AIX chdev(1) 和 smit(1) 手册页。
当您将磁带驱动器添加到 NetBackup 时，NetBackup 会发出 chdev 命令配置驱动
器使用扩展文件标记。以下是 NetBackup 使用的命令，供您参考：
/usr/sbin/chdev -l Dev -a extfm=yes

用驱动器的逻辑标识符（如 rmt0 或 rmt1）替换 Dev
因此，您不必手动配置驱动器使用扩展文件标记。

关于在 AIX 上进行快速磁带定位 (locate-block)
适用于 AIT、DLT、Exabyte 和 1/2 英寸盒式磁带驱动器。
为了将磁带定位到特定块，NetBackup 支持 SCSI locate-block 命令。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使用 locate-block 命令。
Symantec 建议不要禁用 locate-block 定位。如果需要禁用它，请执行下列命令：
touch /usr/openv/volmgr/database/NO_LOCATEBLOCK

若禁用了 locate-block 定位，NetBackup 将使用 forward-space-file/record 方法。

关于无倒带设备文件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使用无倒带设备文件。这些 SCSI 设备文件位于 /dev/ 目
录下，其格式如下所示：
/dev/rmtID.1

ID 是系统分配给设备的逻辑标识符。.1 扩展名指定无倒带，在打开的设备文件上无
保留。
通常，AIX 会在引导时自动创建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或者，您可以运行 AIX cfgmgr
命令，该命令应会创建设备文件。如果没有设备文件，您必须为磁带驱动器创建设
备文件。
请参见第 20 页的“创建磁带驱动器的 AIX 无倒带设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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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磁带驱动器的 AIX 无倒带设备文件
NetBackup 将无倒带设备文件用于磁带驱动器和 NetBackup SAN 客户端。系统启
动期间，AIX cfgmgr 命令用于配置使用该系统所必需的所有设备。如有必要，可以
使用以下过程检查和创建无倒带设备文件。
检查和创建无倒带设备文件

1

使用下列命令显示系统中的 I/O 控制器：
/usr/sbin/lsdev -C

| grep I/O

下列示例输出表明已经为 SCSI 控制器 1 (00-01) 分配了逻辑标识符 scsi0。
scsi0

2

Available 00-01

SCSI I/O Controller

使用下列命令显示系统中的 SCSI 和光纤通道设备。对于 SCSI 设备，使用 scsi
作为 type；对于光纤通道协议设备，使用 fcp 作为 type。
/usr/sbin/lsdev -C

-s type

下列示例显示两个磁盘驱动器和一个磁带驱动器：
hdisk0
hdisk1
rmt0

Available 00-01-00-0,0 400 MB SCSI Disk Drive
Available 00-01-00-1,0 400 MB SCSI Disk Drive
Available 00-01-00-3,0 Other SCSI Tape Drive

如果磁带驱动器的设备文件存在，这些文件会在输出中显示为 rmt0、rmt1 等。
上面的示例输出显示了 rmt0。

3

如果所需的磁带驱动器不存在对应的设备文件，请用下列命令创建它：
/usr/sbin/mkdev -c tape -s scsi -t ost -p controller -w id,lun

以下是该命令的参数：
■

controller 是驱动器的 SCSI 适配器的逻辑标识符，如 scsi0、fscsi0 或
vscsi1。

■

scsi_id 是驱动器连接的 SCSI ID。

■

lun 是驱动器连接的逻辑单元号。

例如，下列命令为一个非 IBM 8 毫米驱动器创建设备文件，该驱动器连接到位
于 SCSI 地址 5,0 的控制器 scsi0：
mkdev -c tape -s scsi -t ost -p scsi0 -w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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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要验证，请用 lsdev 命令显示 SCSI 设备文件，如下所示：
/usr/sbin/lsdev -C -s scsi
hdisk0 Available 00-01-00-0,0 400 MB SCSI Disk Drive
hdisk1 Available 00-01-00-1,0 400 MB SCSI Disk Drive
rmt0
rmt1

Available 00-01-00-3,0 Other SCSI Tape Drive
Available 00-01-00-5,0 Other SCSI Tape Drive

输出内容显示已创建 rmt1 设备文件。

5

如果 FCP 控制器上没有这些设备文件，请使用以下命令创建这些文件：
/usr/sbin/cfgmgr -l device

device 是步骤 1 中的控制器编号。

6

确保已将设备配置为使用可变模式和扩展文件标记。使用如下所示的 chdev 命
令（dev 是驱动器的逻辑标识符，例如 rmt1）。
/usr/sbin/chdev -l dev -a block_size=0
/usr/sbin/chdev -l dev -a extfm=yes

7

若要在 NetBackup 中手动配置驱动器，请输入下列设备文件路径名：
/dev/rmt1.1

创建无倒带设备文件的示例
本主题提供一个示例，用于介绍如何在 AIX 中为 NetBackup 创建无倒带设备文件。
假定所需 SCSI 8 毫米磁带驱动器（控制器 1、SCSI ID 5）的设备文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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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SCSI ID 5 创建无倒带设备文件

1

按以下方式确定 SCSI 控制器的逻辑标识符：
/usr/sbin/lsdev -C -c adapter | grep SCSI

以下输出表明 scsi0 是 SCSI 控制器 1 的逻辑名称：
scsi0

2

Available 00-01

SCSI I/O Controller

确定位于 SCSI ID 5 的设备是否有设备文件。
/usr/sbin/lsdev -C -s scsi

下列输出显示磁带和磁盘存在对应的设备文件。但位于控制器 1 (scsi0) 和 SCSI
ID 5 (5,0) 的 8 毫米磁带驱动器不存在对应的设备文件：
hdisk0
hdisk1
rmt0

3

Available 00-01-00-0,0 400 MB SCSI Disk Drive
Available 00-01-00-1,0 400 MB SCSI Disk Drive
Available 00-01-00-3,0 Other SCSI Tape Drive

使用以下命令创建设备文件：
mkdev -c tape -t ost -s scsi -p scsi0 -w 5,0

4

发出以下命令显示设备文件：
/usr/sbin/lsdev -C -s scsi
hdisk0 Available 00-01-00-0,0
hdisk1 Available 00-01-00-1,0
rmt0
Available 00-01-00-3,0
rmt1
Available 00-01-00-5,0

5

400 MB SCSI Disk Drive
400 MB SCSI Disk Drive
Other SCSI Tape Drive
Other SCSI Tape Drive

若要确保已将磁带设备配置为使用可变模式和扩展文件标记，请使用下列命
令：
chdev -l rmt1 -a block_size=0
chdev -l rmt1 -a extfm=yes

6

若要在 NetBackup 中手动配置驱动器，请输入下列设备文件路径名：
/dev/rmt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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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种磁带密度
在为磁带驱动器创建设备文件后，您可以在支持多种密度的驱动器上配置密度。
Exabyte 8500C 就是一种可以让您使用不同密度的磁带驱动器。
AIX 支持两种密度配置设置，但并非所有磁带驱动器都支持多种密度。密度设置 1
和密度设置 2 的默认密度均为 0，这表示最大密度。
以下过程是一个使用 chdev 命令修改密度设置的示例。也可以使用系统管理器接口
工具 (SMIT)。
修改密度设置
◆

下面的命令对两个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都进行了修改：
chdev -l tapedev -a density_set_1=density
chdev -l tapedev -a density_set_2=density

下面说明命令选项的参数：
■

tapedev 是驱动器的逻辑标识符，如 rmt0 或 rmt1。

■

density 是一个介于 0 和 255 之间的十进制数，代表所需密度。零 (0) 表示
选择磁带驱动器的默认密度，这通常是驱动器的高密度设置。不同类型的
磁带驱动器所允许的值及含义各不相同。

当配置 NetBackup 中的设备时，要使用密度设置 1，请使用以下关闭时不倒带
设备文件：
/dev/rmt*.1

当配置 NetBackup 中的设备时，要使用密度设置 2，请使用以下关闭时不倒带
设备文件：
/dev/rmt*.5

关于 AIX 上 的 SPC-2 SCSI 保留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在共享驱动器环境中对于磁带驱动器保留使用 SPC-2 SCSI
保留和释放。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可在 NetBackup 中提供共享驱动
器功能。
您也可选择在 NetBackup 的共享磁带驱动器保留中使用 SCSI 持久保留，如下所
示：
■

对于支持 SPC-3 兼容保留处理 (CRH) 的磁带驱动器，可以通过在 NetBackup
中启用 SCSI 持久保留来使用它。在 AIX 中不需要执行特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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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不”支持 CRH 的磁带驱动器，您必须在 AIX 中为这些驱动器禁用 SPC-2
SCSI 保留。禁用 SPC-2 SCSI 保留之后，可以通过在 NetBackup 中启用持久
保留来使用它。如果驱动器不支持 CRH，而您没有禁用 SPC-2 SCSI 保留，对
驱动器的访问尝试将失败。
请参见第 24 页的“在 AIX 中禁用 SPC-2 SCSI 保留”。
警告：如果磁带驱动程序“不”允许您禁用 SPC-2 SCSI 保留，则“不”要对
不支持 CRH 的驱动器使用 SCSI 持久保留。sctape 驱动程序是一种允许您禁用
SPC-2 SCSI 保留的磁带驱动程序。

有关 NetBackup 和 SCSI 保留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下列内容：
■

以下指南中对“启用 SCSI 保留介质”主机属性的描述：《NetBackup 管理指
南，第 I 卷》。

■

以下指南中的“NetBackup 如何保留驱动器”主题：《NetBackup 管理指南，
第 II 卷》。

在 AIX 中禁用 SPC-2 SCSI 保留
若要禁用 SPC-2 SCSI 保留，请使用 AIX chdev 命令更改磁带驱动器的设备文件的
保留属性。
有关 chdev 命令的信息，请参见 AIX chdev 手册页。
在 AIX 中禁用 SPC-2 SCSI 保留
◆

调用以下命令：
chdev -l name -a res_support=no

请用设备文件的名称替换 name，例如 rmt0。

关于 Sony AIT 驱动器
Sony S-AIT 驱动器的底部有 DIP 开关（SWA 和 SWB）。
对于 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必须正确设置 SWA-1（进程登录后不应
答单元示警）开关。它的出厂设置取决于驱动器的序列号。
如果驱动器的序列号较旧，开关 SWA-1 可能是关闭的。如果是这样，请将该开关
打开。
序列号较新的驱动器在默认情况下已将 SWA-1 设置为打开。
这些较新的序列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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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Z-130 :01442007 和更新的序列号

■

SDZ-130/L :01200696 和更新的序列号

如果驱动器的日期为 2004 年 5 月 17 日或更晚，则 DIP 开关也是打开的。
下表显示了较新序列号驱动器的 DIP 开关设置。
表 2-2

AIT 驱动器的 DIP 开关位置

开关

设置（1 = 开，0 = 关）

SWA-1

1

SWA-2

0

SWA-3

0

SWA-4

0

SWA-5

0

SWA-6

0

SWA-7

1

SWA-8

0

AIX 命令摘要
下面对在配置设备时可能要用到的命令进行总结。有关命令用法的示例，请参见本
章中的过程。
■

/usr/sbin/lsdev -C | grep I/O

显示服务器中实际可用的适配器。
■

/usr/sbin/lsdev -C -s filetype

显示已创建的设备文件，其中 filetype 定义所显示文件的类型：scsi 显示 SCSI
文件，而 fcp 显示光纤通道文件。
■

mkdev -c tape -s scsi -t ost -p controller -w id,lun

为磁带创建设备文件。
controller 是驱动器 SCSI 适配器的逻辑标识符（如 scsi0 或 scsi1）。id 是机
械手连接的 SCSI ID。lun 是机械手连接的逻辑单元号。
■

/usr/sbin/chdev -l dev -a block_size=0

将具有 dev 所指定的逻辑标识符的驱动器（例如 rmt0）配置为可变模式。
■

/usr/sbin/chdev -l dev -a extfm=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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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具有 dev 所指定的逻辑标识符的驱动器（例如 rmt0）配置为使用扩展文件标
记。
■

/etc/lsattr -l dev -E -H

显示设备信息，其中 dev 是设备名称（如 rmt1）。
■

/usr/sbin/cfgmgr -l device

在光纤通道协议控制器上创建设备文件，其中 device 是控制器编号（如
fscsi0）。
■

/usr/bin/odmget -q "name=rmtX" CuAt

显示设备 (rmtX) 的设备属性。在配置光纤通道设备时，此命令可用于确定 SCSI
目标和 LUN 对。
其中 rmtX 是磁带设备的名称（例如 rmt0 或 rm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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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HP-UX 上有关配置 NetBackup 的准备工作

■

关于 HP-UX 上的机械手控制

■

关于 HP-UX 设备寻址方案

■

NetBackup 的 HP-UX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要求

■

关于持久性 DSF 的设备驱动程序和文件

■

关于配置持久性 DSF

■

关于 HP-UX 旧式设备驱动程序和文件

■

在 HP-UX 上为 SAN 客户端创建设备文件

■

关于配置旧式设备文件

■

关于 HP-UX 上的 SPC-2 SCSI 保留功能

■

禁用 HP-UX 中的 SPC-2 SCSI 保留

■

关于禁用 SAN 的 HP-UX EMS 磁带设备监视器

■

HP-UX 命令摘要

HP-UX 上有关配置 NetBackup 的准备工作
配置操作系统时，应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

验证 NetBackup 是否支持您的服务器平台和设备。下载 NetBackup 硬件和操作
系统的兼容性列表。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兼容性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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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SCSI 控制的库，NetBackup 会向机械手设备发出 SCSI 命令。为了确保
NetBackup 正常运行，必须存在相应名称的设备文件。

■

若要确保设备配置正确，请使用 HP-UX sam 实用程序和 ioscan -f 命令。
对于您要在 NetBackup 主机之间共享的磁带驱动器，请确保操作系统在您配置
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之前检测到 SAN 上的设备。

■

某些 HP SCSI 适配器不支持 SCSI 直通，因此不能自动发现这些适配器上的设
备。

配置硬件之后，将机械手和驱动器添加到 NetBackup。

关于 HP-UX 上的机械手控制
提供了几个用于控制机械手的选项，如下所示：
■

SCSI 串行连接 SCSI (SAS) 或光纤通道协议控制。
SCSI 控制包括光纤通道协议 (FCP)，即通过光纤通道的 SCSI。库中的机械手
设备可以在存储插槽和库中的驱动器之间移动介质。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 HP-UX 设备寻址方案”。

■

LAN 上的 API 控制。
请参见“ADIC 自动介质库 (AML)”主题。
请参见“IBM 自动磁带库 (ATL)”主题。
请参见“Oracle Sun StorageTek ACSLS 机械手”主题。
如果使用 API 控制，则仍必须在 HP-UX 中配置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访问。

关于 HP-UX 设备寻址方案
NetBackup 支持用于海量存储设备的下列两个 HP-UX 设备寻址方案：
■

灵活寻址，该方案是在 HP-UX 11i v3 中引入的。灵活寻址将使用设备的持久性
设备特殊文件 (DSF)。
NetBackup 设备发现功能只能查找到持久性 DSF。因此，Symantec 建议您使
用持久性 DSF。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持久性 DSF 的设备驱动程序和文件”。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配置持久性 DSF”。

■

旧式命名模型。
在 HP-UX 11i v3 和更早版本中支持旧式设备文件。
如果使用旧式模型，则必须在 NetBackup 中手动配置设备。不能使用 NetBackup
的设备发现和自动配置操作。
请参见第 33 页的“关于 HP-UX 旧式设备驱动程序和文件”。
请参见第 36 页的“关于配置旧式设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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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HP-UX 11i v3 后，会在系统上会同时创建旧式 DSF 和持久性 DSF。这两种类
型的 DSF 可以共存，且可以同时用于访问海量存储设备。
NetBackup 需要磁带驱动器的一些特定设备文件功能。
请参见第 29 页的“NetBackup 的 HP-UX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要求”。
可能会要求您执行其他 HP-UX 配置。
请参见第 46 页的“关于 HP-UX 上的 SPC-2 SCSI 保留功能”。
请参见第 36 页的“在 HP-UX 上为 SAN 客户端创建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46 页的“关于禁用 SAN 的 HP-UX EMS 磁带设备监视器”。
请参见第 46 页的“禁用 HP-UX 中的 SPC-2 SCSI 保留”。

NetBackup 的 HP-UX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要求
下表介绍了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的要求。
表 3-1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要求

要求

描述

Berkeley 式关闭

NetBackup 要求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使用 Berkeley 式关闭。文件名中
的字母 b 代表 Berkeley 式关闭设备文件。
在 Berkeley 式关闭中，磁带位置在设备关闭操作后保持不变。（相反，
在 AT&T 式关闭中，驱动器会使磁带前进以紧跟在下一个文件结束 (EOF)
标记之后。）要为下次磁带操作确定正确的位置，应用程序必须假定磁
带在关闭后所处的位置。NetBackup 在 HP-UX 系统上采用 Berkeley
式关闭。

快速磁带定位
(locate-block)

HP-UX 支持用于 Fast Wide GSC SCSI 适配器的大多数驱动器类型的
locate-block。有关 NetBackup 支持的驱动器类型的列表，请参见
Symantec Hardware Compatibility List（《Symantec 硬件兼容性列
表》）。
如果配置了直通路径，NetBackup 默认为使用 locate-block 命令。
若要禁用 locate-block 定位，请执行下面的命令：
touch /usr/openv/volmgr/database/NO_LOCATEBLOCK
如果禁用了 locate-block 定位，NetBackup 将使用
forward-space-file/record 方法。

关闭时不倒带

NetBackup 要求磁带设备关闭时不倒带。文件名中的字母 n 表示无倒
带设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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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持久性 DSF 的设备驱动程序和文件
NetBackup 支持机械手磁带库和磁带驱动器的持久性设备特殊文件 (DSF)。持久性
DSF 是新存储堆栈寻址模型（HP 称之为灵活寻址）的一个组件。设备的全球标识
符 (WWID) 用于标识设备；设备路径不能用于标识设备。逻辑单元的设备文件名独
立于 LUN 的路径。
安装 HP-UX 11i v3 后，会在系统上同时创建持久性 DSF 和旧式设备文件。
可以在一些 HP-UX 服务器上使用持久性 DSF，并在其他服务器上使用旧式设备文
件。但是，如果您使用的是旧式设备文件，则必须手动在 NetBackup 中配置设备。
注意：NetBackup 设备发现功能只能查找到持久性 DSF。因此，Symantec 建议您
使用持久性 DSF。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磁带驱动器旧式直通路径”。
请参见第 34 页的“关于旧式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关于持久性 DSF 的设备驱动程序
以下是使用持久性 DSF 所需的设备驱动程序：
■

用于机械手控制的 sctl 驱动程序。

■

用于磁带驱动器的 estape 驱动程序。

■

对于 IBM 磁带驱动器，需要 atdd 驱动程序。NetBackup 要求 atdd 的驱动程序
级别最低。有关受支持的 IBM atdd 驱动程序级别以及 atdd 的配置信息，请参
见“硬件兼容性列表”。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76495
有关需要在 HP-UX 上运行的最低操作系统修补程序级别，另请参见“操作系统
兼容性列表”：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76648

关于用于机械手控制的持久性 DSF
下面是用于机械手控制的持久性 DSF 名称格式：
/dev/rchgr/autoch#
# 代表实例号。 例如，如果 HP-UX 发现两个机械手设备（自动转换器），并且分

别将实例号 0 和 1 分配给它们，则 HP-UX 将自动创建以下设备文件：
/dev/rchgr/autoch0
/dev/rchgr/auto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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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于访问磁带驱动器的持久性 DSF
下面是用于读取和写入磁带驱动器的持久性 DSF 名称格式：
/dev/rtape/tape#_BESTnb

以下内容介绍了 DSF 名称格式：
■

# 代表实例号。

■

BEST 表示最大密度。

■

n 表示关闭时不倒带。

■

b 表示 Berkeley 式关闭。

关于持久性 DSF 直通路径
虽然 NetBackup 要求使用 /dev/rtape DSF 来配置磁带驱动器，但是 NetBackup
使用直通设备文件来访问它。
NetBackup 会为所有有效的 /dev/rtape 路径创建直通路径。NetBackup 会在“设
备发现”期间或在您运行 /usr/openv/volmgr/bin/scan 命令时创建这些路径。下
面是文件名格式：
/dev/pt/pt_tape#
# 表示与 /dev/rtape/tape#_BESTnb 设备文件中的编号相匹配的实例号，或者表

示从 ioscan 输出中检索到的实例号。
虽然 NetBackup 在磁带驱动器操作过程中使用直通设备文件，但您在 NetBackup
中手动配置驱动器时可以指定 /dev/rtape 设备文件。之后，NetBackup 将使用相
应的直通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33 页的“创建持久性 DSF 直通路径”。

关于配置持久性 DSF
为以下各项配置持久性 DSF：
■

机械手控制。
请参见第 32 页的“创建 HP-UX 持久性 DSF”。
请参见第 32 页的“升级 NetBackup 以使用 HP-UX 持久性 DSF”。

■

磁带驱动器读取和写入访问权限。
请参见第 32 页的“创建 HP-UX 持久性 DSF”。
请参见第 33 页的“创建持久性 DSF 直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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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HP-UX 持久性 DSF
默认情况下，新安装的 HP-UX 11i v3 和更高版本将为 eschgr 和 estape 驱动程序
创建持久性 DSF 和旧式设备文件。但是，您可以重新安装或创建持久性 DSF。
首先，将设备连接到系统。然后，在要使用新的持久性 DSF 的每台服务器上创建
持久性 DSF。
自动创建持久性 DSF
◆

根据具体的驱动程序，以 root 身份输入以下命令：
对于 eschgr 自动转换器驱动程序，输入 insf –d eschgr。
对于 estape 磁带驱动程序，输入 insf –d estape。
对于 IBM atdd 磁带驱动程序，输入 insf –d atdd。
要刷新使用某一驱动程序的所有设备的设备路径，可将 –e 选项添加到命令行
中。
有关使用 HP-UX insf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手册页。

升级 NetBackup 以使用 HP-UX 持久性 DSF
将介质服务器升级到 HP-UX 11i v3 之后，可使用以下过程来配置现有的 NetBackup
环境以使用持久性 DSF。
以下过程还会从 NetBackup 设备配置中删除旧式路径。要保存旧式路径，可以使用
NetBackup tpconfig 实用程序禁用旧路径，但在设备配置中保留它们。
如果在进行此更改之前运行 NetBackup“设备配置向导”，则 NetBackup 会将新
的 DSF 路径添加到设备配置中。但是，旧式路径仍会配置为备用路径。
更改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以使用新的 DSF

1

将以下条目添加到 /usr/openv/volmgr/vm.conf 文件中（该语法必须全部用
大写字母指定）：
AUTO_PATH_CORRECTION = YES
ltid 设备后台驻留程序启动时，AUTO_PATH_CORRECTION 条目会指示 NetBackup

扫描设备路径。

2

将该条目添加到 vm.conf 文件之后，如果介质服务器上当前没有运行任何作
业，请运行下列命令：
/usr/openv/volmgr/bin/stoplt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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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等待几分钟直到服务停止，然后通过运行以下命令重新启动 ltid：
/usr/openv/volmgr/bin/ltid

启动时，ltid 会扫描设备路径，添加新的 DSF，然后从介质服务器的
NetBackup 配置中清除旧式 DSF。
在 ltid 启动之后，只需在 NetBackup 中配置新的持久性 DSF 路径即可。

4

在启动服务并更新设备路径之后，可以从 vm.conf 文件中删除
AUTO_PATH_CORRECTION=YES 条目，但这并不是必需的。

创建持久性 DSF 直通路径
NetBackup 会为所有有效的 /dev/rtape 路径创建直通路径。NetBackup 会在“设
备发现”期间或在您运行 /usr/openv/volmgr/bin/scan 命令时创建这些路径。
但也可以手动创建它们。以下示例展示了如何为持久 DSF 创建直通设备文件。
创建磁带驱动器的直通路径
◆

输入以下命令（# 是 ioscan 输出中的设备的实例号）：
mksf –P –C tape –I #

有关使用 HP-UX mksf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手册页。

关于 HP-UX 旧式设备驱动程序和文件
旧式设备文件是不属于 HP-UX 灵活寻址方案的旧式设备文件。
NetBackup 不会发现旧式设备文件。如果使用旧式设备文件，则必须在 NetBackup
中手动配置设备。
注意：NetBackup 设备发现功能只能查找到持久性 DSF。因此，Symantec 建议您
使用持久性 DSF。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持久性 DSF 的设备驱动程序和文件”。

关于旧式设备文件的设备驱动程序
以下是支持的驱动程序：
■

用于机械手控制的 sctl 驱动程序。

■

用于磁带驱动器的 stape 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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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 IBM 磁带驱动器，需要 atdd 驱动程序。NetBackup 要求 atdd 的驱动程序
级别最低。有关受支持的 IBM atdd 驱动程序级别以及 atdd 的配置信息，请参
见“硬件兼容性列表”。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76495
NetBackup 还支持在 HP-UX 11i v3 上使用 IBM atdd 磁带驱动程序。
有关需要在 HP-UX 上运行的最低操作系统修补程序级别，另请参见“操作系统
兼容性列表”：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76648

关于旧式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
对于 SCSI 机械手控制，NetBackup 可以使用 /dev/sctl 设备文件。这些设备文件
名称具有下列格式：
/dev/sctl/cCARDtTARGETlLUN c Major 0xIITL00

其中：
■

CARD 是适配器的卡实例号。

■

TARGET 是机械手控制的 SCSI ID。

■

LUN 是机械手的 SCSI 逻辑单元号 (LUN)。

■

Major 是字符主要编号（通过 lsdev 命令获得）。

■

II 是两位十六进制数字，表示卡实例号。

■

T 是一位十六进制数字，表示机械手控制的 SCSI ID。

■

L 是一位十六进制数字，表示机械手控制的 SCSI LUN。

一个库可能有不止一个机械手设备。每个机械手设备都需要一个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37 页的“在 HP-UX 上创建旧式 SCSI 和 FCP 机械手控制”。

关于旧式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NetBackup 需要 /dev/rmt 设备文件来配置磁带驱动器。
这些设备文件名称具有下列格式：
/dev/rmt/c#t#d#BESTnb

下面介绍了设备文件名：
■

c# 是卡实例号。

■

t# 是 SCSI ID。

■

d# 是设备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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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表示设备支持的最大密度格式和数据压缩。

■

n 表示关闭时不倒带。

■

b 表示 Berkeley 式关闭。

下面是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的示例：
/dev/rmt/c7t0d0BESTnb
/dev/rmt/c7t1d0BESTnb
/dev/rmt/c7t4d0BESTnb
/dev/rmt/c7t5d0BESTnb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创建旧式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关于磁带驱动器旧式直通路径
虽然 NetBackup 要求使用 /dev/rmt 设备文件来配置磁带驱动器，但是 NetBackup
使用直通设备文件来访问它。
在介质服务器上，如果存在相应的 /dev/rmt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则 NetBackup
会自动创建直通设备文件。NetBackup 会在 /dev/sctl 目录中创建直通设备文件。
NetBackup 不会修改或删除现有的直通路径。
NetBackup 不检测系统中安装的适配卡类型。因此，对于不支持直通的适配卡，
NetBackup 也可以为连接到该卡的磁带驱动器创建直通路径。这些直通路径不会产
生问题。
虽然 NetBackup 在磁带驱动器操作过程中使用直通设备文件，但您在 NetBackup
中配置驱动器时可以指定 /dev/rmt 设备文件。之后，NetBackup 将使用相应的直
通设备文件。
通常情况下，无需为驱动器创建直通路径。但文档中提供了操作说明以供参考。
NetBackup SAN 客户端需要旧式直通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36 页的“在 HP-UX 上为 SAN 客户端创建设备文件”。
注意：HP 28696A - Wide SCSI 或 HP 28655A - SE SCSI 等 HP-PB 适配器不支持
直通路径。
请参见第 42 页的“创建磁带驱动器直通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持久性 DSF 的设备驱动程序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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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P-UX 上为 SAN 客户端创建设备文件
NetBackup SAN 客户端使用磁带驱动程序和 SCSI 直通方法，通过光纤传输将通信
量传递到 NetBackup FT 介质服务器。在 HP-UX 系统上，NetBackup SAN 客户端
需要 sctl 驱动程序和直通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下表介绍了创建设备文件的任务。在创建设备文件之前，NetBackup FT 介质服务
器必须处于活动状态，并且必须按以下指南中所述对 SAN 进行正确分区：
《NetBackup SAN 客户端和光纤传输指南》。
SAN 客户端设备文件任务

表 3-2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如果 sctl 驱动程序不是系统默认的直
通驱动程序，请安装并配置 sctl 驱动
程序。

请参见 HP-UX scsi_ctl(7) 手册页。

步骤 2

创建所需的直通路径。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磁带驱动器旧式
直通路径”。
请参见第 42 页的“创建磁带驱动器直通
设备文件”。

从 SAN 客户端进行 SCSI 查询的过程中，介质服务器 FT 设备显示为 ARCHIVE
Python 磁带设备。但是，它们并不是磁带设备，也不会在 NetBackup 设备发现中
显示为磁带设备。

关于配置旧式设备文件
您可以使用旧式设备文件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 SCSI 或光纤通道协议控制的机械手控制。
SCSI 控制包括光纤通道协议 (FCP)，即通过光纤通道的 SCSI。库中的机械手
设备可以在存储插槽和库中的驱动器之间移动介质。
请参见第 37 页的“在 HP-UX 上创建旧式 SCSI 和 FCP 机械手控制”。

■

磁带驱动器读写访问。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创建旧式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42 页的“创建磁带驱动器直通设备文件”。

■

将光纤传输通信量传递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 SAN 客户端直通路径。
请参见第 36 页的“在 HP-UX 上为 SAN 客户端创建设备文件”。

36

HP-UX
关于配置旧式设备文件

在 HP-UX 上创建旧式 SCSI 和 FCP 机械手控制
必须手动为 sctl 驱动程序创建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系统引导时不会自动创建这
些文件。
在创建设备文件之前，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

安装并配置 sctl 驱动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P-UX scsi_ctl(7) 手册
页。
sctl 驱动程序可能是系统的默认直通驱动程序。如果是这样，就无需将内核配
置为使用 sctl 直通驱动程序。

■

安装并配置 schgr 设备驱动程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HP-UX autochanger(7)
手册页。

■

挂接设备。

下面提供了有关如何创建设备文件的示例。
请参见第 38 页的“如何为 SCSI (PA-RISC) 创建 sctl 设备文件的示例”。
请参见第 39 页的“如何为 FCP (PA-RISC) 创建 sctl 设备文件的示例”。
请参见第 41 页的“如何为 FCP (Itanium) 创建 sctl 设备文件的示例”。
创建 sctl 设备文件

1

调用 ioscan -f 命令以获取 SCSI 总线和机械手控制信息。

2

查看输出结果中的卡实例号以及机械手设备的 SCSI ID 和 LUN，如下所示：

3

■

卡的实例号位于输出的 I 列。

■

转换器输出 (schgr) 的 H/W Path 列包含 SCSI ID 和 LUN。使用卡的 H/W
Path 值过滤转换器的 H/W Path 条目；SCSI ID 和 LUN 保持不变。

使用以下命令来确定 sctl 驱动程序的字符主要编号：
lsdev -d sctl

在输出中检查 Driver 列显示为 sctl 的条目。

4

使用下列命令创建 SCSI 机械手控制的设备文件：
mkdir /dev/sctl
cd /dev/sctl
/usr/sbin/mknod cCARDtTARGETlLUN c Major 0xIITL00

其中：
■

CARD 是适配器的卡实例号。

■

TARGET 是机械手控制的 SCSI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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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 是机械手的 SCSI 逻辑单元号 (LUN)。

■

Major 是字符主要编号（通过 lsdev 命令获得）。

■

II 是两位十六进制数字，表示卡实例号。

■

T 是一位十六进制数字，表示机械手控制的 SCSI ID。

■

L 是一位十六进制数字，表示机械手控制的 SCSI LUN。

如何为 SCSI (PA-RISC) 创建 sctl 设备文件的示例
在此示例中，存在下列机械手：
■

ADIC Scalar 100 库的机械手控制位于 SCSI 总线上，实例号为 7，SCSI ID 为
2，LUN 为 0。

■

IBM ULT3583-TL 库的机械手控制位于同一 SCSI 总线上，SCSI ID 为 3，而
LUN 为 0。

为 HP-UX PA-RISC 创建 SCSI 机械手设备文件

1

调用 ioscan -f 命令，如下所示：

ioscan -f
Class
I H/W Path
Driver S/W State H/W Type Description
=================================================================
ext_bus
7 0/7/0/1
c720
CLAIMED
INTERFACE SCSI C896 Fast Wide LVD
target
10 0/7/0/1.0
tgt
CLAIMED
DEVICE
tape
65 0/7/0/1.0.0 stape
CLAIMED
DEVICE
QUANTUM SuperDLT1
target
11 0/7/0/1.1
tgt
CLAIMED
DEVICE
tape
66 0/7/0/1.1.0 stape
CLAIMED
DEVICE
QUANTUM SuperDLT1
target
12 0/7/0/1.2
tgt
CLAIMED
DEVICE
autoch
14 0/7/0/1.2.0 schgr
CLAIMED
DEVICE
ADIC Scalar 100
target
13 0/7/0/1.3
tgt
CLAIMED
DEVICE
autoch
19 0/7/0/1.3.0 schgr
CLAIMED
DEVICE
IBM ULT3583-TL
target
14 0/7/0/1.4
tgt
CLAIMED
DEVICE
tape
21 0/7/0/1.4.0 atdd
CLAIMED
DEVICE
IBM ULT3580-TD1
target
15 0/7/0/1.5
tgt
CLAIMED
DEVICE
tape
19 0/7/0/1.5.0 atdd
CLAIMED
DEVICE
IBM ULT3580-TD1

2

查看输出结果中的卡实例号以及机械手设备的 SCSI ID 和 LUN，如下所示：
卡的 H/W Path 为 0/7/0/1；卡实例号（I 列）为 7。请将 H/W Path 值用作掩
码。ADIC 机械手设备 (schgr) 位于该总线的 SCSI ID 2，LUN 0。IBM 机械手
设备 (schgr) 位于该总线的 SCSI ID 3，LU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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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以下命令来确定 sctl 驱动程序的字符主要编号：
lsdev -d sctl
Character
Block
203
-1

Driver
sctl

Class
ctl

从该命令输出可以看出，sctl 驱动程序的字符主要编号为 203。

4

下面是创建设备文件的命令。对于 ADIC 机械手，卡实例号为 7，目标为 2，
LUN 为 0。对于 IBM 机械手，卡实例号为 7，SCSI ID 为 3，LUN 为 0。
cd /dev/sctl
/usr/sbin/mknod c7t2l0 c 203 0x072000
/usr/sbin/mknod c7t3l0 c 203 0x073000

如果手动向 NetBackup 添加机械手，应分别为 ADIC 机械手控制和 IBM 机械
手控制指定下列内容：
/dev/sctl/c7t2l0
/dev/sctl/c7t3l0

如何为 FCP (PA-RISC) 创建 sctl 设备文件的示例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为 HP VLS9000 机械手创建 sctl 设备文件。NetBackup 使用此
设备文件进行机械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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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HP-UX PA-RISC 创建 FCP 机械手设备文件

1

调用 ioscan -f 命令。以下输出示例已经过编辑，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ioscan -f
Class
I H/W Path
Driver S/W State H/W Type
Description
=============================================================================
fc
0 0/2/0/0
td
CLAIMED
INTERFACE HP Tachyon XL2 Fibre
Channel Mass Storage
Adapter
fcp
4 0/2/0/0.10
fcp
CLAIMED
INTERFACE FCP Domain
ext_bus 6 0/2/0/0.10.11.255.0
fcpdev CLAIMED
INTERFACE FCP Device Interface
target 5 0/2/0/0.10.11.255.0.0
tgt
CLAIMED
DEVICE
autoch 2 0/2/0/0.10.11.255.0.0.0 schgr
CLAIMED
DEVICE
HP
VLS
tape
5 0/2/0/0.10.11.255.0.0.1 stape
CLAIMED
DEVICE
HP
Ultrium 4-SCSI
tape
6 0/2/0/0.10.11.255.0.0.2 stape
CLAIMED
DEVICE
HP
Ultrium 4-SCSI
tape
7 0/2/0/0.10.11.255.0.0.3 stape
CLAIMED
DEVICE
HP
Ultrium 4-SCSI

2

3

查看输出结果中的卡实例号以及机械手设备的 SCSI ID 和 LUN。在此示例中，
接口卡实例号（I 列）为 6。如果使用该卡的 H/W Path 值作为掩码
(0/2/0/0.10.11.255.0)，则会显示以下内容：
■

HP VLS9000 机械手位于 SCSI ID 0 和 LUN 0。

■

三个 Ultrium 4 SCSI 驱动器位于 SCSI ID 0 以及 LUN 1、LUN 2 和 LUN
3。

使用 lsdev 命令确定 sctl 驱动程序的字符主要编号，如下所示：
lsdev -d sctl
Character
Block
203
-1

Driver
sctl

Class
ctl

从该命令输出可以看出，sctl 驱动程序的字符主要编号为 203。

4

下面是用于为 HP VLS9000 机械手控制创建设备文件的命令：卡实例号为 6，
目标为 0，LUN 为 0。
cd /dev/sctl
/usr/sbin/mknod c6t0l0 c 203 0x060000

如果手动向 NetBackup 添加机械手，请为机械手控制指定以下路径名：
/dev/sctl/c6t0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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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 FCP (Itanium) 创建 sctl 设备文件的示例
使用光纤通道的硬件路径要比使用 SCSI 的路径长一些。
在此示例中，主机挂接了下列设备。
■

具有四个 HP 驱动器（两个 LTO2 和两个 LTO3 驱动器）的 HP EML E 系列机
械手。每个驱动器对都具有独立的路径。机械手控制通过卡实例 12
(0/4/1/1.2.12.255.0) 执行。

■

具有六个驱动器的 HP VLS 6000 机械手。该机械手划分为两个虚拟库分区，三
个 Quantum SDLT320 驱动器位于一个库，三个 HP LTO3 驱动器位于另一个
库。每个库有独立的机械手控制。

为 HP-UX Itanium 创建 FCP 机械手设备文件

1
ext_bus
target
tape
tape
ext_bus
target
autoch
tape
tape
tape
autoch
tape
tape
tape
ext_bus
target
autoch
tape
tape

4
7
18
20
13
8
4
22
23
24
5
25
26
27
12
6
1
19
21

调用 ioscan -f 命令。下面的命令输出片段显示了位于主机的光纤通道设备：

0/4/1/1.2.10.255.0
0/4/1/1.2.10.255.0.0
0/4/1/1.2.10.255.0.0.0
0/4/1/1.2.10.255.0.0.1
0/4/1/1.2.11.255.0
0/4/1/1.2.11.255.0.0
0/4/1/1.2.11.255.0.0.0
0/4/1/1.2.11.255.0.0.1
0/4/1/1.2.11.255.0.0.2
0/4/1/1.2.11.255.0.0.3
0/4/1/1.2.11.255.0.0.4
0/4/1/1.2.11.255.0.0.5
0/4/1/1.2.11.255.0.0.6
0/4/1/1.2.11.255.0.0.7
0/4/1/1.2.12.255.0
0/4/1/1.2.12.255.0.0
0/4/1/1.2.12.255.0.0.0
0/4/1/1.2.12.255.0.0.1
0/4/1/1.2.12.255.0.0.2

2

fcd_vbus
tgt
stape
stape
fcd_vbus
tgt
schgr
stape
stape
stape
schgr
stape
stape
stape
fcd_vbus
tgt
schgr
stape
stape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CLAIMED

INTERFACE
DEVICE
DEVICE
DEVICE
INTERFACE
DEVICE
DEVICE
DEVICE
DEVICE
DEVICE
DEVICE
DEVICE
DEVICE
DEVICE
INTERFACE
DEVICE
DEVICE
DEVICE
DEVICE

FCP Device Interface
HP Ultrium 3-SCSI
HP Ultrium 3-SCSI
FCP Device Interface
HP VLS
QUANTUM SDLT320
QUANTUM SDLT320
QUANTUM SDLT320
HP VLS
HP Ultrium 3-SCSI
HP Ultrium 3-SCSI
HP Ultrium 3-SCSI
FCP Device Interface
HP EML E-Series
HP Ultrium 2-SCSI
HP Ultrium 2-SCSI

查看输出结果中的卡实例号以及机械手设备的 SCSI ID 和 LUN。
在此示例中，该主机挂接了下列设备：
■

HP EML E 系列机械手通过卡实例 12 (0/4/1/1.2.12.255.0) 进行机械手控
制。可以通过该路径访问其中的两个驱动器，另外两个驱动器则可以通过
卡实例 4 (0/4/1/1.2.10.255.0) 访问。

■

HP VLS 6000 机械手分区通过卡实例 13 进行机械手控制。一个分区的机械
手控制位于 SCSI ID 0 和 LUN 0，另一个分区的机械手控制位于 SCSI ID
0 和 LU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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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以下命令来确定 sctl 驱动程序的字符主要编号：
lsdev -d sctl
Character
Block
203
-1

Driver
sctl

Class
ctl

从该命令输出可以看出，sctl 驱动程序的字符主要编号为 203。

4

下面是用于为机械手控制创建设备文件的命令：
cd /dev/sctl
/usr/sbin/mknod c12t0l0 c 203 0x0c0000
/usr/sbin/mknod c13t0l0 c 203 0x0d0000
/usr/sbin/mknod c13t0l4 c 203 0x0d0400

如果手动向 NetBackup 添加机械手，请为机械手控制指定下列路径名。第一个
设备文件用于 HP EML E 系列机械手。第二个和第三个设备文件用于 VLS 6000
机械手（两个机械手设备）。
/dev/sctl/c12t0l0
/dev/sctl/c13t0l0
/dev/sctl/c13t0l4

关于创建旧式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默认情况下，HP-UX 在引导系统时创建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但是，必须先安装和
配置磁带驱动程序，并且设备应已挂接和能正常操作。
也可以手动创建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为此，请使用 HP-UX System Administration
Manager (SAM) 实用程序或者 insf(1M) 命令。有关信息，请参见 HP-UX 文档。

创建磁带驱动器直通设备文件
在介质服务器上，NetBackup 可以自动为磁带驱动器创建直通路径。但也可以手动
创建它们。
NetBackup 还将磁带驱动器直通设备文件用于 SAN 客户端。
请使用以下两种过程之一：
■

创建直通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43 页的“创建直通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

创建 SAN 客户端直通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45 页的“创建 SAN 客户端直通设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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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直通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1

使用 HP-UX ioscan -f 命令确定挂接到 SCSI 总线的设备，如下所示：

ioscan -f
Class
I H/W Path
Driver S/W State H/W Type
Description
=================================================================
ext_bus 7 0/7/0/
c720
CLAIMED
INTERFACE SCSI C896 Fast Wide LVD
target 10 0/7/0/1.0
tgt
CLAIMED
DEVICE
tape
65 0/7/0/1.0.0 stape CLAIMED
DEVICE
QUANTUM SuperDLT1
target 11 0/7/0/1.1
tgt
CLAIMED
DEVICE
tape
66 0/7/0/1.1.0 stape CLAIMED
DEVICE
QUANTUM SuperDLT1
target 12 0/7/0/1.2
tgt
CLAIMED
DEVICE
autoch 14 0/7/0/1.2.0 schgr CLAIMED
DEVICE
ADIC Scalar 100
target 13 0/7/0/1.3
tgt
CLAIMED
DEVICE
autoch 19 0/7/0/1.3.0 schgr CLAIMED
DEVICE
IBM ULT3583-TL
target 14 0/7/0/1.4
tgt
CLAIMED
DEVICE
tape
21 0/7/0/1.4.0 atdd
CLAIMED
DEVICE
IBM ULT3580-TD1
target 15 0/7/0/1.5
tgt
CLAIMED
DEVICE
tape
19 0/7/0/1.5.0 atdd
CLAIMED
DEVICE
IBM ULT3580-TD1

此示例输出显示下列内容：
■

ADIC Scalar 100 库的机械手控制位于 SCSI 总线上，实例号为 7，SCSI
ID 为 2，LUN 为 0。IBM ULT3583-TL 库的机械手控制位于同一 SCSI 总
线上，SCSI ID 为 3，LUN 为 0。

■

ADIC 库包含两个 Quantum Super DLT 驱动器。一个驱动器的 SCSI ID 为
0，LUN 为 0；另一个驱动器的 SCSI ID 为 1，LUN 为 0。

■

IBM 库包含两个 IBM Ultrium LTO 驱动器。一个驱动器的 SCSI ID 为 4，
LUN 为 0；另一个驱动器的 SCSI ID 为 5，LUN 为 0。
在 HP-UX 上配置 IBM 磁带驱动器时可使用 IBM atdd 驱动程序。应根据
IBM 驱动程序文档来配置 atdd 和 BEST 设备路径。不要为 IBM 机械手的

43

HP-UX
关于配置旧式设备文件

机械手控制配置 atdd。有关 IBM 最新推荐的 atdd 驱动程序版本，请查看
Symantec 支持网站。

2

创建磁带驱动器的直通设备文件，如下所示：
cd /dev/sctl
/usr/sbin/mknod
/usr/sbin/mknod
/usr/sbin/mknod
/usr/sbin/mknod

c7t0l0
c7t1l0
c7t4l0
c7t5l0

c
c
c
c

203
203
203
203

0x070000
0x071000
0x074000
0x075000

将 HP-UX mknod 命令用于磁带驱动器时，目标就是驱动器的 SCSI ID，而“不”
是机械手控制的 SCSI ID。
上面的命令将创建下列直通设备文件。
/dev/sctl/c7t0l0
/dev/sctl/c7t1l0
/dev/sctl/c7t4l0
/dev/sctl/c7t5l0

虽然在 NetBackup 操作期间要使用磁带驱动器的直通设备文件，但在 NetBackup
配置过程中不使用这些文件。在 NetBackup 磁带驱动器配置期间，应使用下列
设备文件来配置驱动器。
/dev/rmt/c7t0d0BESTnb
/dev/rmt/c7t1d0BESTnb
/dev/rmt/c7t4d0BESTnb
/dev/rmt/c7t5d0BEST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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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创建 SAN 客户端直通设备文件

1

使用 HP-UX ioscan -f 命令确定挂接到 SCSI 总线的设备，如下所示：

ioscan -f
Class
I H/W Path
Driver
S/W State
H/W Type
Description
=================================================================================
ext_bus 9 0/3/1/0.1.22.255.0
fcd_vbus CLAIMED
INTERFACE
FCP Device Interface
target
4 0/3/1/0.1.22.255.0.0
tgt
CLAIMED
DEVICE
tape
6 0/3/1/0.1.22.255.0.0.0 stape
CLAIMED
DEVICE
ARCHIVE Python
tape
7 0/3/1/0.1.22.255.0.0.1 stape
CLAIMED
DEVICE
ARCHIVE Python

此示例输出表明光纤通道 HBA 的实例号是 9。它还表明，光纤传输介质服务器
上的目标模式驱动程序显示为 ARCHIVE Python 设备。一个驱动器的 SCSI ID
为 0，LUN 为 0；另一个驱动器的 SCSI ID 为 0，LUN 为 1。

2

使用以下命令来确定 sctl 驱动程序的字符主要编号：
lsdev -d sctl
Character Block
203
-1

Driver
sctl

Class
ctl

从该命令输出可以看出，sctl 驱动程序的字符主要编号为 203。

3

创建直通设备文件，如下所示：
cd /dev/sctl
/usr/sbin/mknod c9t0l0 c 203 0x090000
/usr/sbin/mknod c9t0l1 c 203 0x090100

下面介绍了设备文件名：

4

■

c9 定义接口卡的实例号。

■

t0 定义 SCSI ID（目标）。

■

l1 定义 LUN（第一个字符是字母 I）。

验证已创建的设备文件，如下所示：
# ls -l /dev/sctl
total 0
crw-r--r-1 root
crw-r--r-1 root

sys
sys

203 0x090000 Nov
203 0x090100 Nov

1 13:19 c9t0l0
1 13:19 c9t0l1

HP-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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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HP-UX 上的 SPC-2 SCSI 保留功能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在共享驱动器环境中对于磁带驱动器保留使用 SPC-2 SCSI
保留和释放。不过，您必须在 HP-UX 中禁用 SPC-2 SCSI 保留和释放。否则，操
作系统和 NetBackup 之间会发生冲突。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可在
NetBackup 中提供共享驱动器功能。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 SAM 实用程序来禁用 SPC-2 SCSI 保留和释放。
作为对 SCSI 保留和释放的替代方法，您可以在 NetBackup 中使用 SCSI 持久保留
进行共享磁带驱动器保留。如果使用 SCSI 持久保留，仍须禁用 HP-UX 中的 SPC-2
SCSI 保留和释放。
有关 NetBackup 和 SCSI 保留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下列内容：
■

以下指南中对“启用 SCSI 保留介质”主机属性的描述：《NetBackup 管理指
南，第 I 卷》。

■

以下指南中的“NetBackup 如何保留驱动器”主题：《NetBackup 管理指南，
第 II 卷》。

禁用 HP-UX 中的 SPC-2 SCSI 保留
按以下过程禁用 HP-UX 中的 SPC-2 SCSI 保留。
禁用 HP-UX 中的 SPC-2 SCSI 保留

1

将内核参数 st_ats_enabled 设置为 0（零）。

2

重新启动系统。

关于禁用 SAN 的 HP-UX EMS 磁带设备监视器
应该配置磁带设备监视器 (dm_stape)，这样它就“不”会以 SAN 配置在 HP-UX 主
机上运行。磁带设备监视器是事件监视系统 (EMS) 的一个组件。EMS 服务中会定
期轮询磁带设备来监视它们的情况。如果服务器轮询设备时有另一台服务器使用磁
带设备，则备份操作可能会因超时而失败。
可以按如下方式避免这种情况：
■

若要完全禁用 EMS，请运行 HP-UX 硬件监视请求管理器，然后选择 (K) kill
(disable) Monitoring。
使用 /etc/opt/resmon/lbin/monconfig 命令调用硬件监视请求管理器。

■

若要配置 EMS，使其不记录任何事件或轮询设备，可将 POLL_INTERVAL 值设为
0（零）。POLL_INTERVAL 参数位于下列 HP-UX 配置文件中：
/var/stm/config/tools/monitor/dm_stape.c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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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S 将运行，但不发送任何 SCSI 命令。

HP-UX 命令摘要
下面对配置和验证设备时可能要用到的命令进行了总结。有关用法示例，请参见本
章中的过程。
■

ioscan -C class -f

显示有关物理接口的信息。数字信息以十进制格式显示。
class 是接口的类型，如下所示：

■

■

tape 指定磁带驱动器。

■

ext_bus 指定 SCSI 控制器。

mknod /dev/spt/cCARDtTARGETlLUN c Major 0xIITL00

为 SCSI 机械手或磁带驱动器控制创建设备文件。
下面介绍了设备文件名：

■

■

CARD 是适配器的卡实例号。

■

TARGET 是机械手控制的 SCSI ID。

■

LUN 是机械手的 SCSI 逻辑单元号 (LUN)。

■

Major 是字符主要编号（通过 lsdev 命令获得）。

■

II 是两位十六进制数字，表示卡实例号。

■

T 是一位十六进制数字，表示机械手控制的 SCSI ID。

■

L 是一位十六进制数字，表示机械手控制的 SCSI LUN。

lsdev -d driver

显示有关 SCSI 机械手控制驱动程序的信息。
■

mksf -C tape -H hw-path -b BEST -u -n

创建磁带驱动器的设备文件。hw-path 是由 ioscan 命令指定的磁带驱动器硬件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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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Linux 上的准备工作

■

关于所需的 Linux SCSI 驱动程序

■

验证 Linux 驱动程序

■

关于为 Linux 配置机械手和驱动器控制

■

验证设备配置

■

关于 Linux 上的 SAN 客户端

■

关于 Linux 的 SCSI 持久性绑定

■

关于 Emulex HBA

■

测试 SCSI 设备的实用程序

■

Linux 命令摘要

Linux 上的准备工作
在配置操作系统时，请遵守下列要点：
■

验证 NetBackup 是否支持您的服务器平台和设备。Symantec 支持网站提供了
服务器平台兼容性信息。有关兼容性信息，请参见以下页面上的 NetBackup 兼
容性列表：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的 NetBackup 登录页面。

■

对于 SCSI 控制的库，NetBackup 会向机械手设备发出 SCSI 命令。为了确保
NetBackup 正常运行，必须存在相应名称的设备文件。我们还提供了有关如何
配置设备文件的信息。
请参见第 50 页的“关于为 Linux 配置机械手和驱动器控制”。

■

验证是否已经为系统中的每个 HBA 安装了 SCSI 低级驱动程序，如下所示：

Linux
关于所需的 Linux SCSI 驱动程序

■

按照 HBA 供应商的安装指南将驱动程序安装或加载到内核中。

■

将内核配置为带有 SCSI 磁带支持和 SCSI 通用支持。

■

查明每个 SCSI 设备上的所有 LUN，并为 HBA 启用 SCSI 低级驱动程序。

■

根据 Linux 文档操作，启用内核的多 LUN 支持。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HBA 供应商文档。
■

仅下列配置支持多路径配置（指向机械手和驱动器的多条路径）：
■

本机路径（/dev/nstx、/dev/sgx）

■

装入在 /sys 上的 sysfs 系统文件

配置硬件之后，将机械手和驱动器添加到 NetBackup。

关于所需的 Linux SCSI 驱动程序
若要使用 SCSI 磁带驱动器和磁带库，必须在内核中配置下列驱动程序，或将它们
作为模块加载到内核中：
■

Linux SCSI 通用 (sg) 驱动程序。此驱动程序允许向 SCSI 磁带驱动器发出直通
命令和控制机械手设备。
如果不使用直通驱动程序，性能会受到影响。NetBackup 及其进程使用直通驱
动程序执行如下操作：
■

扫描驱动器

■

SCSI 保留

■

SCSI locate-block 操作

■

SAN 错误恢复

■

Quantum SDLT 性能优化

■

收集机械手和驱动器信息

■

从磁带驱动器收集磁带警报信息

■

支持 WORM 磁带

■

未来的功能和增强功能

■

SCSI 磁带 (st) 驱动程序。此驱动程序允许使用 SCSI 磁带驱动器。

■

标准 SCSI 驱动程序。

■

SCSI 适配器驱动程序。

标准 Enterprise Linux 版本中包含可供加载的 sg 和 st 模块。这些模块是按需加载
的。此外，如果内核中没有这些模块，您也可以加载它们。请使用下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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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in/modprobe st
/sbin/modprobe sg

关于 st 驱动程序调试模式
可以启用 st 磁带驱动程序的调试模式。调试模式将每条命令及其结果回显到系统
日志中。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Linux 文档。

验证 Linux 驱动程序
NetBackup 要求特定的 Linux 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49 页的“关于所需的 Linux SCSI 驱动程序”。
可以使用 /sbin/lsmod 命令确认 st 和 sg 驱动程序已加载到内核。
验证驱动程序是否已安装并加载到内核中
◆

按如下所述调用 lsmod 命令：
lsmod
Module
sg
st

Size
14844
24556

Used by
0
0

关于为 Linux 配置机械手和驱动器控制
NetBackup 支持机械手设备的 SCSI 控制和 API 控制。SCSI 控制包括光纤通道协
议 (FCP)，即通过光纤通道的 SCSI。
必须配置控制方法，如下所示：
■

SCSI 或光纤通道协议控制。
NetBackup 使用设备文件配置 SCSI 磁带设备的控制，包括机械手设备（库中
的机械手设备将介质在存储插槽和库中的驱动器之间移动）。
请参见第 51 页的“关于 Linux 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 ”。
请参见第 51 页的“关于 Linux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

LAN 上的 API 控制。
请参见本指南中的“ADIC 自动介质库 (AML)”主题。
请参见本指南中的“IBM 自动磁带库 (ATL)”主题。
请参见本指南中的“Sun StorageTek ACSLS 机械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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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Linux 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
对于机械手设备，NetBackup 使用 /dev/sgx 设备文件，其中 x 是一个介于 0 和
255 之间的十进制数。Linux 会自动创建设备文件。如果设备文件不存在，请参见
Linux 文档，了解如何创建设备文件。
如果执行“设备发现”，NetBackup 会查找 /dev/sgx 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
NetBackup 将自动发现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进而发现设备）。您也可以在
NetBackup 中手动添加机械手，但必须输入该机械手设备的设备文件的路径名。

关于 Linux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对于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NetBackup 将使用 /dev/nstx 文件（n 表示无倒带设备
文件）。Linux 驱动程序会自动创建设备文件。如果设备文件不存在，请参见 Linux
文档，了解如何创建设备文件。
如果在 NetBackup 中执行“设备发现”，NetBackup 会查找 /dev/nstx 设备文件。
NetBackup 将自动发现设备文件（进而发现设备）。您也可以在 NetBackup 中手
动添加驱动器，但必须输入该驱动器的设备文件的路径名。
NetBackup avrd 后台驻留程序会建立默认的磁带驱动程序操作模式。如果更改了
默认模式，NetBackup 可能无法正确地读写磁带，从而导致数据丢失。

验证设备配置
/proc/scsi/scsi 文件显示 SCSI 驱动程序检测到的所有设备。

如果操作系统检测到 SCSI 设备，NetBackup 可以发现它们。
验证操作系统是否可以看到设备
◆

在终端窗口运行以下命令：
cat /proc/scsi/scsi

显示的输出应类似于以下示例：
Attached devices:
Host: scsi0 Channel: 00 Id: 01 Lun: 00
Vendor: HP
Model: C7200-8000
Type:
Medium Changer
Host: scsi0 Channel: 00 Id: 02 Lun: 00
Vendor: QUANTUM Model: DLT8000
Type:
Sequential-Access
Host: scsi0 Channel: 00 Id: 03 Lun: 00
Vendor: QUANTUM Model: DLT8000
Type:
Sequential-Access

Rev: 1040
ANSI SCSI revision: 03
Rev: 010F
ANSI SCSI revision: 02
Rev: 010F
ANSI SCSI revision: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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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Linux 上的 SAN 客户端
Linux 主机上的 NetBackup SAN 客户端需要 SCSI 通用 (sg) 驱动程序和直通磁带
驱动器设备文件，将通信量传递到 NetBackup FT 介质服务器上。从 SAN 客户端
进行 SCSI 查询的过程中，介质服务器 FT 设备显示为 ARCHIVE Python 磁带设备。
（但是，它们并不是磁带设备，也不会在 NetBackup 设备发现中显示为磁带设备。）
应验证是否具有正确的驱动程序和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50 页的“验证 Linux 驱动程序”。
如果 Linux 操作系统未自动添加所有 SCSI 设备文件，则您可以手动执行此操作。
下面是一个代码示例，可以将该代码包括在 /etc/rc.local 文件中以便在控制器
0-2 上添加 LUN 1 和 目标 0-7。请注意最后一行是 MAKEDEV 命令，该命令生成所需
的设备文件。包括在 /etc/rc.local 文件中的代码取决于硬件环境。
# Add the troublesome 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echo "scsi add-single-device
/dev/MAKEDEV sg

on LUN 1 for the FT server
0 0 0 1"
> /proc/scsi/scsi
0 0 1 1"
> /proc/scsi/scsi
0 0 2 1"
> /proc/scsi/scsi
0 0 3 1"
> /proc/scsi/scsi
0 0 4 1"
> /proc/scsi/scsi
0 0 5 1"
> /proc/scsi/scsi
0 0 6 1"
> /proc/scsi/scsi
0 0 7 1"
> /proc/scsi/scsi
1 0 0 1"
> /proc/scsi/scsi
1 0 1 1"
> /proc/scsi/scsi
1 0 2 1"
> /proc/scsi/scsi
1 0 3 1"
> /proc/scsi/scsi
1 0 4 1"
> /proc/scsi/scsi
1 0 5 1"
> /proc/scsi/scsi
1 0 6 1"
> /proc/scsi/scsi
1 0 7 1"
> /proc/scsi/scsi
2 0 0 1"
> /proc/scsi/scsi
2 0 1 1"
> /proc/scsi/scsi
2 0 2 1"
> /proc/scsi/scsi
2 0 3 1"
> /proc/scsi/scsi
2 0 4 1"
> /proc/scsi/scsi
2 0 5 1"
> /proc/scsi/scsi
2 0 6 1"
> /proc/scsi/scsi
2 0 7 1"
> /proc/scsi/sc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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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Linux 的 SCSI 持久性绑定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持久性绑定锁定报告给 Linux 的 SCSI 目标与特定设备之间
的映射。 Linux 内核设备管理器 udev 通常用于配置持久性绑定。
如果您无法与配置中的 HBA 绑定，则需要在所有 Linux 介质服务器上的
/usr/openv/volmgr/vm.conf 文件中添加 ENABLE_AUTO_PATH_CORRECTION 条目。

关于 Emulex HBA
如果在装有 Emulex HBA 驱动程序的系统上使用 /usr/openv/volmgr/AVRD_DEBUG
touch 文件，系统日志可能包含类似如下的条目：
Unknown drive error on DRIVENAME (device N, PATH) sense[0] = 0x70,
sense[1] = 0x0, sensekey = 0x5

您可以忽略这些消息。

测试 SCSI 设备的实用程序
可使用操作系统命令 mt 来操纵磁带设备。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mt(1) 手册页。
可以使用 NetBackup robtest 实用程序来测试机械手。robtest 实用程序驻留在
/usr/openv/volmgr/bin 中。
也可以从 Linux SCSI 通用 (sg) 驱动程序主页上获得一组 SCSI 实用程序。

Linux 命令摘要
下面总结了本主题中使用的命令：
■

/sbin/lsmod

列出加载的模块。
■

/sbin/modprobe

安装可加载内核的模块。
■

/usr/sbin/reboot

停止然后重新启动系统。
■

/bin/mknod /dev/sgx c 21 N

创建 SCSI 通用设备文件；x 是一个介于 0 和 255 之间的十进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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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Solaris 上的准备工作

■

关于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

■

确定是否安装了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

■

用于 Oracle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HBA 驱动程序的特殊配置

■

关于绑定光纤通道 HBA 驱动程序

■

为多个驱动器路径配置 Solaris 10 x86

■

安装/重新安装 sg 和 st 驱动程序

■

在 Solaris 中配置 6 GB 及更大的 SAS HBA

■

阻止卸载 Solaris 驱动程序

■

关于 Solaris 机械手控制

■

关于 Solaris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

配置 SAN 客户端以识别 FT 介质服务器

■

卸载 sg 驱动程序

■

Solaris 命令摘要

Solaris 上的准备工作
配置操作系统时，应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

验证 NetBackup 是否支持您的服务器平台和设备。下载 NetBackup 硬件和操作
系统兼容性列表。

Solaris
关于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兼容性列表”。
■

对于 SCSI 控制的库，NetBackup 会向机械手设备发出 SCSI 命令。
为了确保 NetBackup 正常运行，必须存在相应名称的设备文件，如下所示：
■

NetBackup 安装自己的直通驱动程序，即 SCSI 通用 sg 驱动程序。必须正
确配置此驱动程序，以便为 NetBackup 使用的所有设备创建设备文件。

Solaris 磁带和磁盘驱动程序接口也可以为每部磁带驱动器设备创建设备文
件。所有读或写 I/O 功能都需要这些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 Solaris 机械手控制”。
■

■

确保安装了 Solaris st 驱动程序。

■

确保正确配置设备。为此，请使用 Solaris mt 命令和 NetBackup
/usr/openv/volmgr/bin/sgscan 实用程序。
对于要在 NetBackup 主机之间共享的磁带驱动器，请确保操作系统可以检测到
SAN 上的设备。

■

配置设备时，应该挂接所有外围设备，并使用重新配置选项（boot -r 或 reboot
-- -r）重新启动系统。

■

如果移除或替换了适配卡，应移除与该适配卡关联的所有设备文件。

■

如果使用自动盒式系统 (ACS) 机械手软件，必须确保安装了 Solaris 源代码兼容
包。这样 ACS 软件才能使用 /usr/ucblib 中的共享库。

■

对于挂接到这些 HBA 上的任何设备，具有并行 SCSI 主机总线适配器的 Oracle
系统都不支持 16 字节 SCSI 命令。因此，这些 HBA 不支持 WORM 介质。若要
覆盖此限制，请创建如下的 touch 文件：
touch /usr/openv/volmgr/database/SIXTEEN_BYTE_CDB

配置硬件之后，将机械手和驱动器添加到 NetBackup。

关于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
NetBackup 提供了自己的 SCSI 直通驱动程序，以便与 SCSI 控制的机械手外围设
备进行通信。此驱动程序称为 SCSA （通用 SCSI 直通驱动程序），也称为 sg 驱
动程序。
要支持全部功能，NetBackup 需要有 sg 驱动程序和 SCSI 直通设备路径。
在托管磁带设备的每台 Solaris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 NetBackup sg 驱动
程序。每次添加或移除设备时，都应重新安装 sg 驱动程序。
如果不使用直通驱动程序，性能会受影响。
NetBackup 将直通驱动程序用于以下各项：
■

由 avrd 和机械手进程用于扫描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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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NetBackup 用于通过使用 locate-block 方法定位磁带。

■

由 NetBackup 用于 SAN 错误恢复。

■

由 NetBackup 用于 Quantum SDLT 性能优化。

■

由 NetBackup 用于 SCSI 保留。

■

由 NetBackup 设备配置用来收集机械手和驱动器信息。

■

从支持磁带驱动器清洗等功能的磁带设备收集磁带警报信息。

■

支持 WORM 磁带。

■

将来的 NetBackup 功能及增强功能

注意：由于 NetBackup 使用的是自己的直通驱动程序，因此 NetBackup 不支持
Solaris sgen SCSI 直通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58 页的“安装/重新安装 sg 和 st 驱动程序”。

确定是否安装了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
使用以下过程确定是否安装并加载了 sg 驱动程序。
我们还提供了有关驱动程序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
确定是否安装并加载了 sg 驱动程序
◆

调用以下命令：
/usr/sbin/modinfo | grep sg

如果加载了驱动程序，输出中会包括一行与下列内容类似的信息：
141 fc580000 2d8c 116 1 sg (SCSA Generic Revision: 3.5e)

用于 Oracle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HBA 驱动
程序的特殊配置
配置 sg 驱动程序时，它会绑定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主机总线适配器全
球端口名称，以供 sg 驱动程序使用。
请参见第 58 页的“安装/重新安装 sg 和 st 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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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过程使用 Solaris luxadm 命令查明系统中安装的 HBA。确保 luxadm 命令已安
装并且位于 shell 路径。对于 Solaris 11 和更高版本，NetBackup 使用 Solaris
sasinfo 命令来查明 SAS 挂接的设备。
要确定主机是否包含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HBA，可以运行下列命令：
/usr/openv/volmgr/bin/sgscan

如果脚本检测到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HBA，将会产生类似于以下示例的
输出：
#WARNING: detected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connected devices not
in sg configuration file:
#
#
Device World Wide Port Name 21000090a50001c8
#
#
See /usr/openv/volmgr/NetBackup_DeviceConfig_Guide.txt topic
#
"Special configuration for Sun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
HBA/Driver"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o use sg.build and
#
sg.install to configure these devices

每次添加或删除设备时，都应重新配置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和 Sun st 驱动程
序。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
对于 6 GB 和更大的串行连接 SCSI (SAS) HBA，还应为 sg 驱动程序配置类 08 和
0101。
请参见第 63 页的“在 Solaris 中配置 6 GB 及更大的 SAS HBA”。

关于绑定光纤通道 HBA 驱动程序
对于 Sun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之外的光纤通道 HBA，必须将设备绑定到
NetBackup 主机的特定目标 ID。将设备绑定到目标后，如果重新启动系统或者更改
光纤通道配置，目标 ID 不会随之更改。
在某些情况下，Symantec 产品配置为使用特定目标 ID。如果更改此 ID，产品将无
法工作，直至正确配置此 ID 才能恢复正常。
将设备绑定到目标的方式取决于特定的供应商和产品。有关如何修改 HBA 配置文
件以将设备绑定到目标的信息，请参见 HBA 文档。
绑定可能是基于下列内容：
■

光纤通道全球端口名称 (WWPN)

■

全球节点名称 (WWNN)

■

绑定目标的目标 ID 和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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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设备绑定到目标 ID 后，可采用与并行 SCSI 安装相同的方式继续配置 Solaris。
请参见第 58 页的“安装/重新安装 sg 和 st 驱动程序”。
每次添加或删除设备时，都必须更新绑定，然后重新配置 sg 和 st 驱动程序。

为多个驱动器路径配置 Solaris 10 x86
要将多个路径用于同一磁带驱动器，NetBackup 要求禁用 Solaris 多路复用 I/O
(MPxIO)。Solaris 10 x86 系统上默认启用 MPxIO。
可使用以下过程禁用 MPxIO。
禁用 MPxIO

1

使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下列文件：
/kernel/drv/fp.conf

2

将 mpxio-disable 值从 no 更改为 yes。更改后，文件中的行应如下所示：
mpxio-disable="yes"

3

保存更改并退出文本编辑器。

安装/重新安装 sg 和 st 驱动程序
必须在承载磁带设备的每台 Solaris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和 Sun st 驱动程序。
每次添加或删除设备时，都应重新配置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和 Sun st 驱动程
序。对于 6 GB 和更大的串行连接 SCSI (SAS) HBA，还将配置用于 sg 驱动程序的
类别 08 和 0101。
请参见第 63 页的“在 Solaris 中配置 6 GB 及更大的 SAS HBA”。
配置 sg 和 st 驱动程序之前，请确保所有设备都已打开电源并连接到 HBA。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
sg.build 命令使用 Solaris sasinfo 命令来查明 SAS 挂接的设备路径。此命令仅

适用于 Solaris 11 及更高版本。在 Solaris 10 和更早版本上，必须手动配置 sg 驱
动程序。
安装并配置 sg 和 st 驱动程序

1

调用下面两个命令来运行 NetBackup sg.build 脚本：
cd /usr/openv/volmgr/bin/driver
/usr/openv/volmgr/bin/sg.build all -mt target -ml 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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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对这些选项的描述：
■

all 选项可创建以下文件并用相应的条目填充这些文件：
■

/usr/openv/volmgr/bin/driver/st.conf

请参见第 60 页的“st.conf 文件示例”。
■

/usr/openv/volmgr/bin/driver/sg.conf

请参见第 60 页的“sg.conf 文件示例”。
■

/usr/openv/volmgr/bin/driver/sg.links

请参见第 61 页的“sg.links 文件示例”。
■

-mttarget 选项和参数指定 SCSI 总线所使用（或者绑定到 FCP HBA）的

最大目标 ID。其最大值为 126。默认情况下，适配器的 SCSI 启动程序目
标 ID 为 7，因此脚本不会为目标 ID 7 创建条目。
■

2

The -mllun 选项和参数指定 SCSI 总线（或 FCP HBA）所使用的 LUN 的
最大值。最大值为 255。

用 /usr/openv/volmgr/bin/driver/st.conf 文件中的条目替换
/kernel/drv/st.conf 文件中的下列七个条目：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class="scsi"
class="scsi"
class="scsi"
class="scsi"
class="scsi"
class="scsi"
class="scsi"

target=0
target=1
target=2
target=3
target=4
target=5
target=6

lun=0;
lun=0;
lun=0;
lun=0;
lun=0;
lun=0;
lun=0;

修改 /kernel/drv/st.conf 文件之前，应为其创建备份副本。

3

使用重新配置选项（boot -r 或 reboot -- -r）重新启动系统。
引导进程中，系统会查明设备 st.conf 文件中的所有目标。它应为其发现的所
有设备创建设备文件。

4

使用下面的命令验证 Solaris 是否为所有磁带设备都创建了设备节点：
ls -l /dev/rmt/*cbn

5

通过调用下面两个命令安装新的 sg 驱动程序配置：
/usr/bin/rm -f /kernel/drv/sg.conf
/usr/openv/volmgr/bin/driver/sg.install

NetBackup sg.install 脚本执行以下操作：
■

安装和加载 sg 驱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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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将 /usr/openv/volmgr/bin/driver/sg.conf 文件复制到
/kernel/drv/sg.conf。

■

创建 /dev/sg 目录和节点。

■

将 /usr/openv/volmgr/bin/driver/sg.links 文件追加到
/etc/devlink.tab 文件。

验证 sg 驱动程序是否已找到所有机械手和磁带驱动器。

st.conf 文件示例
以下 /usr/openv/volmgr/bin/driver/st.conf 文件示例显示了目标 0-15 和 LUN
0-7。
name="st" class="scsi" target=0 lun=0;
name="st" class="scsi" target=0 lun=1;
name="st" class="scsi" target=0 lun=2;
name="st" class="scsi" target=0 lun=3;
name="st" class="scsi" target=0 lun=4;
name="st" class="scsi" target=0 lun=5;
name="st" class="scsi" target=0 lun=6;
name="st" class="scsi" target=0 lun=7;
name="st" class="scsi" target=1 lun=0;
name="st" class="scsi" target=1 lun=1;
name="st" class="scsi" target=1 lun=2;
.
<entries omitted for brevity>
.
name="st" class="scsi" target=15 lun=5;
name="st" class="scsi" target=15 lun=6;
name="st" class="scsi" target=15 lun=7;

sg.conf 文件示例
以下 /usr/openv/volmgr/bin/driver/sg.conf 文件示例显示了目标 0-15 和 LUN 0-8。
它还包含三个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HBA 端口的目标条目。
sg.build -mt 选项不影响 FCP 目标，但是 -ml 选项会影响它。Solaris luxadm 命

令检测到三个端口（用它们的全球名称标识）。因此，sg.build 脚本为这三个端
口创建了 LUN 0 到 7 的条目。
name="sg" class="scsi" target=0 lun=0;
name="sg" class="scsi" target=0 lun=1;
name="sg" class="scsi" target=0 lu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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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g" class="scsi" target=0 lun=3;
name="sg" class="scsi" target=0 lun=4;
name="sg" class="scsi" target=0 lun=5;
name="sg" class="scsi" target=0 lun=6;
name="sg" class="scsi" target=0 lun=7;
name="sg" class="scsi" target=1 lun=0;
name="sg" class="scsi" target=1 lun=1;
name="sg" class="scsi" target=1 lun=2;
...
<entries omitted for brevity>
...
name="sg" class="scsi" target=15 lun=5;
name="sg" class="scsi" target=15 lun=6;
name="sg" class="scsi" target=15 lun=7;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0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3";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1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3";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0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6";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1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6";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0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9";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1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9";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0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c";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1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c";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0 fc-port-wwn="500104f0008d53b9";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1 fc-port-wwn="500104f0008d53b9";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0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3";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1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3";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0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6";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1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6";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0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9";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1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9";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0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c";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1 fc-port-wwn="500104f0008d53cc";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0 fc-port-wwn="500104f0008d53b9";
name="sg" parent="fp" target=0 lun=1 fc-port-wwn="500104f0008d53b

sg.links 文件示例
以下 /usr/openv/volmgr/bin/driver/sg.links 文件示例显示了目标 0-15 和
LUN 0-7。它还包含用于三个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HBA 端口的条目。
sg.build -mt 选项不影响 FCP 目标，但是 -ml 选项会影响它。Solaris luxadm 命

令检测到三个端口（用它们的全球名称标识）。因此，sg.build 脚本为这三个端
口创建了 LUN 0 到 7 的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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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addr=x、y; 与字段 sg/ 之间的分隔符为制表符。addr= 字段采用十六进制表
示法，而 sg/ 字段采用十进制值。
# begin SCSA Generic devlinks file - creates nodes in /dev/sg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0,0;
sg/c\N0t0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0,1;
sg/c\N0t0l1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0,2;
sg/c\N0t0l2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0,3;
sg/c\N0t0l3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0,4;
sg/c\N0t0l4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0,5;
sg/c\N0t0l5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0,6;
sg/c\N0t0l6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0,7;
sg/c\N0t0l7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1,0;
sg/c\N0t1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1,1;
sg/c\N0t1l1
...
<entries omitted for brevity>
...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f,5;
sg/c\N0t15l5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f,6;
sg/c\N0t15l6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f,7;
sg/c\N0t15l7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3,0;
sg/c\N0t\A1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3,1;
sg/c\N0t\A1l1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6,0;
sg/c\N0t\A1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6,1;
sg/c\N0t\A1l1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9,0;
sg/c\N0t\A1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9,1;
sg/c\N0t\A1l1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c,0;
sg/c\N0t\A1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c,1;
sg/c\N0t\A1l1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b9,0;
sg/c\N0t\A1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b9,1;
sg/c\N0t\A1l1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3,0;
sg/c\N0t\A1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3,1;
sg/c\N0t\A1l1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6,0;
sg/c\N0t\A1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6,1;
sg/c\N0t\A1l1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9,0;
sg/c\N0t\A1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9,1;
sg/c\N0t\A1l1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c,0;
sg/c\N0t\A1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cc,1;
sg/c\N0t\A1l1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b9,0;
sg/c\N0t\A1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8d53b9,1;
sg/c\N0t\A1l1
# end SCSA dev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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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olaris 中配置 6 GB 及更大的 SAS HBA
使用本主题中的过程，在 Solaris 上为 Oracle 6 GB 及更大的 SAS HBA 配置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
另外的主题介绍如何安装 NetBackup sg 和 Sun st 驱动程序。
请参见第 58 页的“安装/重新安装 sg 和 st 驱动程序”。
注意：要让 Solaris 6 GB 串行连接 SCSI (SAS) HBA 支持磁带设备，则需要特定的
Solaris 修补程序级别。确保安装要求的修补程序。关于支持的 Solaris 版本，请参
见 Oracle 支持网站。
在 Solaris 中配置 6 GB 及更大的 SAS HBA

1

通过在 shell 窗口中运行以下命令，验证 6 GB SAS 磁带设备路径存在：
ls -l /dev/rmt | grep cbn

6 GB SAS 磁带设备的名称路径中应当有 iport@。以下是一个输出示例（磁带
驱动器地址高亮显示）：
1cbn -> ../../devices/pci@400/pci@0/pci@9/LSI,sas@0/iport@8/tape@w500104f000ba856a,0:cbn

2

编辑 /etc/devlink.tab 文件
将适用于每个 6 GB SAS 磁带驱动器的下列行加入 /etc/devlink.tab 文件。
用磁带驱动器地址替换 drive_address；请参见步骤 1 的输出获取磁带驱动器
地址。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drive_address,0,1;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drive_address,1,1;

sg/c\N0t\A1l0
sg/c\N0t\A1l1

将适用于每个 6 GB SAS 磁带库的下列行加入 /etc/devlink.tab 文件。用磁
带驱动器地址替换 drive_address；请参见步骤 1 的输出获取磁带驱动器地址。
type=ddi_pseudo;name=medium-changer;addr=wdrive_address,0;
type=ddi_pseudo;name=medium-changer;addr=wdrive_address,1;

sg/c\N0t\A1l0
sg/c\N0t\A1l1

以下是 devlink.tab 文件的条目示例：
# SCSA devlinks for SAS-2 drives: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ba856a,0,1;
sg/c\N0t\A1l0
type=ddi_pseudo;name=sg;addr=w500104f000ba856a,1,1;
sg/c\N0t\A1l1
# SCSA devlinks for SAS-2 libraries:
type=ddi_pseudo;name=medium-changer;addr=w500104f000ba856a,0;
sg/c\N0t\A1l0
type=ddi_pseudo;name=medium-changer;addr=w500104f000ba856a,1;
sg/c\N0t\A1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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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运行以下命令，验证 sg 驱动程序 SCSI 类为 08 和 0101：
grep sg /etc/driver_aliases

以下是输出示例：
sg "scsiclass,0101"
sg "scsiclass,08"

4

如果 sg 驱动程序 SCSI 类不是 08 和 0101，则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安装 sg 驱动
程序：
rem_drv sg
update_drv -d -i "scsiclass,08" sgen
add_drv -m '* 0600 root root' -i '"scsiclass,0101" "scsiclass,08"' sg

5

重新启动主机。

6

通过运行以下命令，验证 sg 驱动程序存在：
ls -l /dev/sg

以下是输出示例（输出经过修改，以适合在页面上显示）：
c0tw500104f000ba856al0 ->
../../devices/pci@400/pci@0/pci@9/LSI,sas@0/iport@8/sg@w500104f000ba856a,0,1:raw
c0tw500104f000ba856al1 ->
../../devices/pci@400/pci@0/pci@9/LSI,sas@0/iport@8/medium-changer@w500104f000ba856a,1:raw

7

输入以下命令，验证 NetBackup sgscan 实用程序可以识别磁带设备：
/usr/openv/volmgr/bin/sgscan

以下是输出示例：
/dev/sg/c0tw500104f000ba856al0: Tape (/dev/rmt/1): "HP
/dev/sg/c0tw500104f000ba856al1: Changer: "STK
SL500"

Ultrium 5-SCSI"

阻止卸载 Solaris 驱动程序
当系统内存受到限制时，Solaris 将从内存中卸载未使用的驱动程序，并根据需要重
新加载这些程序。经常卸载的是磁带驱动程序，原因是它们的使用频率低于磁盘驱
动程序。
NetBackup 使用的驱动程序是 st 驱动程序（Sun 开发）、sg 驱动程序（Symantec
开发）和光纤通道驱动程序。 加载和卸载驱动程序时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具体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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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和卸载的时间而定。这些问题涵盖从 SCSI 总线无法检测设备到系统崩溃等各
个方面。
Symantec 建议您阻止 Solaris 从内存中卸载驱动程序。
下列过程介绍如何阻止 Solaris 从内存卸载驱动程序。
阻止 Solaris 从内存中卸载驱动程序
◆

将下面的 forceload 语句添加到 /etc/system 文件中：
forceload: drv/st
forceload: drv/sg

阻止 Solaris 从内存中卸载光纤通道驱动程序
◆

将适当的 forceload 语句添加到 /etc/system 文件。
强制加载哪个驱动程序取决于您的光纤通道适配器。以下是 Sun 光纤通道驱动
程序 (SunFC FCP v20100509-1.143) 的示例：
forceload: drv/fcp

关于 Solaris 机械手控制
NetBackup 支持机械手设备的 SCSI 控制和 API 控制。库中的机械手设备可以在存
储插槽和库中的驱动器之间移动介质。
机械手控制变化如下所示：
■

SCSI 或光纤通道协议控制。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 Solaris 上的 SCSI 和 FCP 机械手控制”。

■

LAN 上的 API 控制。
请参见本指南中的“ADIC 自动介质库 (AML)”主题。
请参见本指南中的“IBM 自动磁带库 (ATL)”主题。
请参见本指南中的“Sun StorageTek ACSLS 机械手”主题。

关于 Solaris 上的 SCSI 和 FCP 机械手控制
在配置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时，NetBackup 脚本将为挂接的机械手设备创建设
备文件。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
如果在 NetBackup 中使用设备发现，则 NetBackup 会自动发现位于 /dev/sg 目录
的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进而发现设备）。如果手动在 NetBackup 中添加机械手，
必须输入设备文件的路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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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示 sg 驱动程序可以使用的设备文件，请使用带 all 参数的 NetBackup sgscan
命令。 sgscan 输出中的单词 "Changer" 标识机械手控制的设备文件。
下面提供了相关示例。
请参见第 66 页的“Solaris 上的 SCSI 和 FCP 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示例”。

Solaris 上的 SCSI 和 FCP 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示例
下面是上述示例所提到的主机的 sgscan all 输出示例：
# /usr/openv/volmgr/bin/sgscan all
/dev/sg/c0t6l0: Cdrom: "TOSHIBA XM-5401TASUN4XCD"
/dev/sg/c1tw500104f0008d53b9l0: Changer: "STK
SL500"
/dev/sg/c1tw500104f0008d53c3l0: Tape (/dev/rmt/0): "HP
Ultrium 3-SCSI"
/dev/sg/c1tw500104f0008d53c6l0: Tape (/dev/rmt/1): "HP
Ultrium 3-SCSI"
/dev/sg/c1tw500104f0008d53c9l0: Tape (/dev/rmt/2): "IBM
ULTRIUM-TD3"
/dev/sg/c1tw500104f0008d53ccl0: Tape (/dev/rmt/3): "IBM
ULTRIUM-TD3"
/dev/sg/c2t1l0: Changer: "STK
SL500"
/dev/sg/c2t2l0: Tape (/dev/rmt/22): "HP
Ultrium 3-SCSI"
/dev/sg/c2t3l0: Tape (/dev/rmt/10): "HP
Ultrium 3-SCSI"
/dev/sg/c2tal0: Tape (/dev/rmt/18): "IBM
ULTRIUM-TD3"
/dev/sg/c2tbl0: Tape (/dev/rmt/19): "IBM
ULTRIUM-TD3"
/dev/sg/c3t0l0: Disk (/dev/rdsk/c1t0d0): "FUJITSU MAV2073RCSUN72G"
/dev/sg/c3t3l0: Disk (/dev/rdsk/c1t3d0): "FUJITSU MAV2073RCSUN72G"

可以使用其他 sgscan 选项针对设备类型过滤 sgscan 输出。下面是 sgscan 用法说
明：
sgscan [all|basic|changer|disk|tape] [conf] [-v]

关于 Solaris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NetBackup 使用支持压缩、关闭时不倒带和 Berkeley 式关闭的磁带驱动器设备文
件。
配置 Solaris st 驱动程序时，Solaris 会为挂接的磁带设备创建设备文件
请参见第 58 页的“安装/重新安装 sg 和 st 驱动程序”。
这些设备文件位于 /dev/rmt 目录下，其格式如下所示：
/dev/rmt/IDcbn

下面介绍了设备文件名：
■

ID 是逻辑驱动器号，可以通过 NetBackup sgscan 命令显示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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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表示压缩。

■

b 表示 Berkeley 式关闭。

■

n 表示关闭时不倒带。

如果使用 NetBackup 中的设备发现，则 NetBackup 会发现设备文件，进而发现设
备。如果手动向 NetBackup 配置添加磁带驱动器，必须指定设备文件的路径名。
NetBackup 要求压缩、关闭时不倒带以及 Berkeley 式关闭设备文件。
若要显示在系统中配置的磁带设备文件，请使用带 tape 参数的 sgscan 命令，如下
所示：
# /usr/openv/volmgr/bin/sgscan tape
/dev/sg/c1tw500104f0008d53c3l0: Tape (/dev/rmt/0): "HP
Ultrium 3-SCSI"
/dev/sg/c1tw500104f0008d53c6l0: Tape (/dev/rmt/1): "HP
Ultrium 3-SCSI"
/dev/sg/c1tw500104f0008d53c9l0: Tape (/dev/rmt/2): "IBM
ULTRIUM-TD3"
/dev/sg/c1tw500104f0008d53ccl0: Tape (/dev/rmt/3): "IBM
ULTRIUM-TD3"
/dev/sg/c2t2l0: Tape (/dev/rmt/22): "HP
Ultrium 3-SCSI"
/dev/sg/c2t3l0: Tape (/dev/rmt/10): "HP
Ultrium 3-SCSI"
/dev/sg/c2tal0: Tape (/dev/rmt/18): "IBM
ULTRIUM-TD3"
/dev/sg/c2tbl0: Tape (/dev/rmt/19): "IBM
ULTRIUM-TD3"

下面是来自上面 sgscan 示例输出的无倒带、压缩、Berkeley 式关闭设备文件的示
例：
■

对于位于 全球节点名称 (WWNN) 500104f0008d53c3 的 LUN 0 的 Ultrium3 SCSI
驱动器，其设备文件路径名为：
/dev/rmt/0cbn

■

对于位于适配器 2 的 SCSI ID 2 的 HP Ultrium3 SCSI 驱动器，其设备文件路径
名为：
/dev/rmt/22cbn

可以使用 all 选项显示所有设备类型。将磁带设备与可能配置在同一适配器上的其
他 SCSI 设备关联时，该输出会有所帮助。下面是 sgscan 用法说明：
sgscan [all|basic|changer|disk|tape] [conf] [-v]

关于 Berkeley 式关闭
NetBackup 要求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使用 Berkeley 式关闭。文件名中的字母 b 代
表 Berkeley 式关闭设备文件。
在 Berkeley 式关闭中，磁带位置在设备关闭操作后保持不变。（相反，在 AT&T
式关闭中，驱动器会使磁带前进到恰好位于下一个文件结束 (EOF) 标记之后。）要
为下次磁带操作确定正确的位置，应用程序必须假定磁带在关闭后所处的位置。
NetBackup 在 Solaris 系统上采用 Berkeley 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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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olaris 上的无倒带设备文件
NetBackup 要求磁带驱动器使用关闭时不倒带设备文件。
使用关闭时不倒带，磁带不会在关闭操作后倒带。它仍停留在原来的位置，以进行
下次写入操作。
/dev/rmt 目录中设备文件名中的字母 n 指定关闭时不倒带。

关于在 Solaris 上进行快速磁带定位 (locate-block)
适用于 AIT、DLT、Exabyte、DTF 和 1/2 英寸磁带驱动器。
为了将磁带定位到特定块，NetBackup 支持 SCSI locate-block 命令。这就需要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使用 locate-block 命令。
Symantec 建议不要禁用 locate-block 定位。如果需要禁用它，请执行下列命令：
touch /usr/openv/volmgr/database/NO_LOCATEBLOCK

如果禁用了 locate-block 定位，则 NetBackup 将使用 forward-space-file/record 方
法。

关于 Solaris 上的 SPC-2 SCSI 保留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在共享驱动器环境中对于磁带驱动器保留使用 SPC-2 SCSI
保留和释放。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可在 NetBackup 中提供共享驱动
器功能。
您也可选择在 NetBackup 的共享磁带驱动器保留中使用 SCSI 持久保留，如下所
示：
■

对于支持 SPC-3 兼容保留处理 (CRH) 的磁带驱动器，可以通过在 NetBackup
中启用 SCSI 持久保留来使用它。无需在 Solaris 中进行特殊配置。

■

对于“不”支持 CRH 的磁带驱动器，则必须在 Solaris 中禁用那些驱动器的
SPC-2 SCSI 保留。禁用 SPC-2 SCSI 保留之后，可以通过在 NetBackup 中启
用持久保留来使用它。如果驱动器不支持 CRH，而您没有禁用 SPC-2 SCSI 保
留，对驱动器的访问尝试将失败。
请参见第 69 页的“在 Solaris 上禁用 SPC-2 SCSI 保留”。

有关 NetBackup 和 SCSI 保留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下列内容：
■

以下指南中对“启用 SCSI 保留介质”主机属性的描述：《NetBackup 管理指
南，第 I 卷》。

■

以下指南中的“NetBackup 如何保留驱动器”主题：《NetBackup 管理指南，
第 I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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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olaris 上禁用 SPC-2 SCSI 保留
使用下列过程可禁用 SPC-2 SCSI 保留。
有更多关于保留的信息可供查看。
请参见第 68 页的“关于 Solaris 上的 SPC-2 SCSI 保留”。
禁用 SPC-2 SCSI 保留
◆

修改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的 Solaris st.conf 文件。在 st.conf 文件的
tape-config-list 部分中，设定相应的 data-property-name 条目的
ST_NO_RESERVE_RELEASE 配置值 (0x20000)。
例如，下面的条目可以禁用使用 DLT7k-data 配置值的所有磁带驱动器的 SCSI
保留和释放：
DLT7k-data = 1,0x38,0,0x20000,4,0x82,0x83,0x84,0x85,2;

有关 st.conf 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olaris st(7D) 手册页。

关于非标准磁带驱动器
Solaris 包含支持大多数标准设备的设备驱动程序。
要接收最新的设备支持，应安装 st 驱动程序的最新 Solaris 修补程序。
但是，如果 Solaris 不支持您的设备，设备制造商应提供软件以正确安装和管理设
备。此外，设备供应商还应联系 Sun Microsystems，以便向 Solaris 增加对该设备
的支持。
有关不支持的设备所需内容的更多信息，请联系设备供应商。另请参见 Solaris 设
备和文件系统文档。

配置 SAN 客户端以识别 FT 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SAN 客户端使用磁带驱动程序和 SCSI 直通方法，通过光纤传输将通信
量传递到 NetBackup FT 介质服务器。在 SAN 客户端上进行 SCSI 查询的过程中，
介质服务器 FT 设备显示为 ARCHIVE Python 磁带设备。但是，它们并不是磁带设
备，也不会在 NetBackup 设备发现中显示为磁带设备。
Symantec 拥有 ARCHIVE 品牌名和 Python 产品名。因此，将 st.conf 文件更改为
ARCHIVE Python 并不影响现有磁带驱动器产品。
表 5-1概述了配置 Solaris 操作系统以使其可识别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FT 设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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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SAN 客户端以识别 FT 介质服务器

表 5-1
步骤

任务

过程

1

将光纤传输设备条目添加到 st.conf 文 请参见第 70 页的“将 FT 设备条目添加到
st.conf 文件”。
件

2

修改 st.conf 文件，以便 Solaris 能够
发现两个 LUN 的设备

请参见第 70 页的“修改 st.conf 文件，以
便 Solaris 能够发现两个 LUN 的设备”。

将 FT 设备条目添加到 st.conf 文件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将 FT 设备条目添加到 st.conf 文件中。
将 FT 设备条目添加到 st.conf 文件

1

在 /kernel/drv/st.conf 文件中，找到 tape-config-list= 部分，或者创建
该部分（如果不存在）。

2

检查 tape-config-list= 部分，查找以 ARCHIVE Python 开头并包含
ARCH_04106 的行。如果存在这样的行，确保它以注释字符 (#) 开头。

3

将以下几行添加到 tape-config-list= 部分：
"ARCHIVE Python", "FT Pipe", "ARCH_04106";

4

找到以 ARCH_04106“开头”的行，复制该行并将其粘贴到 tape-config-list=
行之后。删除这一行最前面的注释字符 (#)。下面是该行的一个示例：
ARCH_04106 = 1, 0x2C, 0, 0x09639, 4, 0x00, 0x8C, 0x8c, 0x8C, 3;

修改 st.conf 文件，以便 Solaris 能够发现两个 LUN 的设备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修改 st.conf 文件，使 Solaris 能够发现两个 LUNS 上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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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st.conf 文件，以便 Solaris 能够发现两个 LUN 的设备

1

在 st.conf 文件中找到以下行：
name="st" class="scsi" target=0 lun=0;

2

用下面的内容替换该行和目标 5 中的下列各行。这将修改 st.conf 文件，以包
含对非零 LUN 的搜索。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name="st"

class="scsi" target=0
class="scsi" target=0
class="scsi" target=1
class="scsi" target=1
class="scsi" target=2
class="scsi" target=2
class="scsi" target=3
class="scsi" target=3
class="scsi" target=4
class="scsi" target=4
class="scsi" target=5
class="scsi" target=5
parent="fp" target=0;
parent="fp" target=1;
parent="fp" target=2;
parent="fp" target=3;
parent="fp" target=4;
parent="fp" target=5;
parent="fp" target=6;

lun=0;
lun=1;
lun=0;
lun=1;
lun=0;
lun=1;
lun=0;
lun=1;
lun=0;
lun=1;
lun=0;
lun=1;

卸载 sg 驱动程序
可以卸载 sg 驱动程序。如果这样做，NetBackup 性能会受到影响。以下过程介绍
如何卸载 sg 驱动程序。
卸载 sg 驱动程序
◆

调用以下命令：
/usr/sbin/rem_drv sg

Solaris 命令摘要
下面对配置和验证设备时可能要用到的命令进行了总结：
■

/usr/sbin/modinfo | grep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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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是否安装了 sg 驱动程序。
■

/usr/openv/volmgr/bin/driver/sg.install

安装 sg 驱动程序或更新 sg 驱动程序。
■

/usr/sbin/rem_drv sg

卸载 sg 驱动程序。此命令通常并不必要，原因是 sg.install 在卸载旧的驱动
程序之后，才会升级驱动程序。
■

/usr/openv/volmgr/bin/sg.build all -mt max_target -ml max_lun

更新 st.conf、sg.conf 和 sg.links，并生成具有多个 LUN 的 SCSI 目标 ID。
■

/usr/openv/volmgr/bin/sgscan all

用 SCSI 查询功能扫描所有连接的设备，并提供物理设备和使用 /dev/sg 中所
有设备文件的逻辑设备之间的关联。
还要检查有些设备是否与 Sun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HBA 相连，而这
些 HBA 未配置为供 Symantec 产品使用。
■

boot -r or reboot -- -r

使用重新配置选项 (-r) 重新启动系统。这样，在系统初始化过程中，内核 SCSI
磁盘 (sd) 驱动程序就可以将驱动器识别为磁盘驱动器。
有关命令用法的示例，请参见本章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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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Windows 上有关配置 NetBackup 的准备工作

■

关于 Windows 上的磁带设备驱动程序

■

将设备挂接到 Windows 系统

Windows 上有关配置 NetBackup 的准备工作
执行本章所述的配置时，应注意以下几个要点：
■

验证 NetBackup 是否支持您的服务器平台和设备。下载 NetBackup 硬件和操作
系统的兼容性列表。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兼容性列表”。

■

为使 NetBackup 识别连接的设备并与其通信，并让设备发现功能发现设备，
NetBackup 会向配置中的设备发出 SCSI 直通命令。
每个磁带设备都必须有磁带驱动程序。挂接的设备会出现在注册表中。

■

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设备应用程序确认已正确配置设备。根据 Windows 操
作系统的不同，服务器上可用的设备应用程序也可能不同。确保 Windows 检测
到 SAN 上的设备，然后再配置 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

如果有多个设备连接到光纤网桥，Windows 只能检测到一个 LUN。这通常是
LUN 最小的设备。
这一限制是由某些光纤通道 HBA 设备驱动程序的默认安装设置导致的。请参考
供应商文档来验证这些设置。

■

我们还提供了有关如何通过 LAN 配置 API 机械手控制的信息。
请参见本指南中的“ADIC 自动介质库 (AML)”主题。
请参见本指南中的“IBM 自动磁带库 (ATL)”主题。
请参见本指南中的“Sun StorageTek ACSLS 机械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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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硬件后，向 NetBackup 添加驱动器和机械手。

关于 Windows 上的磁带设备驱动程序
Symantec 未提供 Windows 主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如果需要驱动程序，请与 Microsoft
或磁带驱动器供应商联系。

将设备挂接到 Windows 系统
下面的过程介绍了将设备挂接到 Windows 计算机的常规方法。该服务器上可供您
在以下步骤中使用的 Microsoft Windows 设备应用程序可能因 Windows 操作系统
而异。
将设备挂接到 Windows 系统

1

使用适当的 Windows 应用程序来获取有关当前挂接的任何 SCSI 设备的信息。

2

若要将新的磁带库或驱动器挂接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请按照供应商提供
的设备挂接说明进行操作。
关闭服务器并以物理方式挂接支持的设备。确保 SCSI 目标和终端设置与适配
器卡及外围设备供应商的建议相符。

3

重新启动服务器并回答有关适配器卡外围设备配置选项的提示。观察显示结
果，确保适配器卡能够识别挂接的外围设备。

4

如果您要添加驱动器，请安装磁带驱动程序，并使用适当的 Windows 应用程
序确认驱动器已被识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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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机械手存储设备

■

7. 机械手概述

■

8. ADIC 自动介质库 (AML)

■

9.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

10.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机械手

■

11. 设备配置示例

2

7
机械手概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NetBackup 机械手类型

■

机械手属性

■

表驱动的机械手

■

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

机械手进程

NetBackup 机械手类型
机械手是一种外围设备，用于将磁带卷移入和移出磁带驱动器。 NetBackup 使用机
械手控制软件与机械手固件通信。
NetBackup 根据下列一个或多个特性对机械手进行分类：
■

机械手控制软件使用的通信方法；SCSI 和 API 是两种主要的方法。

■

机械手的物理特性。“库”通常是指插槽容量更大或驱动器数目更多的机械手。
“栈式存储器”通常是指具有一个驱动器并且介质容量较小（6 到 12 个介质插
槽）的机械手。

■

此类机械手常用的介质类型。例如，HCART（1/2 英寸盒式磁带）和 8 mm 都
是常用的介质类型。

表 7-1 列出了 NetBackup 机械手类型以及每种类型机械手的驱动器限制和插槽限
制。
要确定哪种机械手类型适用于您使用的机械手模型，请参见适用于您的 NetBackup
版本的硬件兼容性列表：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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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NetBackup 机械手类型

机械手类型

描述

驱动器限制

插槽限制

说明

ACS

自动盒式系统

1680

无限制

API 控制。ACS 库软件主机决定
驱动器限制。

TL4

4 毫米磁带库

2

15

SCSI 控制。

TL8

8 毫米磁带库

无限制

16000

SCSI 控制。

TLD

DLT 磁带库

无限制

32000

SCSI 控制。

TLH

1/2 英寸磁带库

256

无限制

API 控制。

TLM

多介质磁带库

250

无限制

API 控制。

机械手属性
NetBackup 根据机械手类型以不同方式配置和控制机械手。下表列出了指示这些机
械手类型不同之处的各种属性。
有关支持的设备、固件级别和平台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版本说明》或
访问 Symantec 支持网站。

ACS 机械手
与其他机械手类型不同，NetBackup 不会跟踪 ACS 机械手中介质的插槽位置。ACS
库软件跟踪插槽位置，并报告给 NetBackup。
下表介绍了 ACS 机械手属性。
表 7-2

ACS 机械手属性

属性

NetBackup 服务器

API 机械手

是

SCSI 控制

否

LAN 控制

是

远程机械手控制

否。每台挂接了 ACS 驱动器的主机都具有机械手控制。

NDMP 支持

是

共享驱动器支持

是

驱动器清洗支持

否。ACS 库软件管理驱动器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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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NetBackup 服务器

介质访问端口支持

是，仅用于弹出。

NetBackup 跟踪插槽

否

介质类型支持

DLT、DLT2、DLT3、HCART、HCART2 和 HCART3。

支持的主机

Windows、UNIX 和 Linux。
Windows 服务器需要 STK LibAttach 软件。请访问 Symantec
支持网站，获取最新的兼容性信息，并从 STK 获得适当的
LibAttach 软件。

条形码支持

是的。取决于获得 NetBackup 介质 ID 的 ACS 库软件。
条形码必须与介质 ID 相同（1 至 6 个字符）。

机械手示例

Oracle SL500、Oracle SL3000 和 Oracle SL8500

TL4 机械手
下表介绍了磁带库 4mm 属性。
表 7-3

TL4 机械手属性

属性

NetBackup 服务器

NetBackup 服务器

API 机械手

否

否

SCSI 控制

是

是

LAN 控制

不适用

否

远程机械手控制

不适用

否

NDMP 支持

否

否

共享驱动器支持

不适用

否

驱动器清洗支持

是

是

介质访问端口支持

否

否

NetBackup 跟踪插槽

是

是

介质类型支持

4MM

4MM

支持的主机

Windows、UNIX 和 Linux

Windows、UNIX 和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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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NetBackup 服务器

NetBackup 服务器

条形码支持

否，但该机械手具有清点功能， 否，但该机械手具有清点功能，
并能报告机械手中的某个插槽是 并能报告机械手中的某个插槽是
否包含介质。
否包含介质。

机械手示例

HP DAT 自动转换器

HP DAT 自动转换器

TL8 机械手
下表介绍了磁带库 8mm 属性。
表 7-4

TL8 机械手属性

属性

NetBackup 服务器

NetBackup 服务器

API 机械手

否

否

SCSI 控制

是

是

LAN 控制

不适用

否

远程机械手控制

不适用

是

NDMP 支持

是

是

共享驱动器支持

不适用

是

驱动器清洗支持

是

是

介质访问端口支持

是

是

NetBackup 跟踪插槽

是

是

介质类型支持

8MM、8MM2、8MM3

8MM、8MM2、8MM3

支持的主机

Windows、UNIX 和 Linux

Windows、UNIX 和 Linux

条形码支持

是的。条形码长度可以为 1 到 是的。条形码长度可以为 1 到
16 个字符。介质管理器介质 ID 16 个字符。介质管理器介质 ID
是六个字符或者更少。
是六个字符或者更少。

机械手示例

Spectra Logic 64K 和 Sony
LIB-162

TLD 机械手
下表介绍了磁带库 DLT 属性。

Spectra Logic 64K 和 Sony
LIB-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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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TLD 机械手属性

属性

NetBackup 服务器

NetBackup 服务器

API 机械手

否

否

SCSI 控制

是

是

LAN 控制

不适用

否

远程机械手控制

不适用

是

NDMP 支持

是

是

共享驱动器支持

不适用

是

驱动器清洗支持

是

是

介质访问端口支持

是

是

NetBackup 跟踪插槽

是

是

支持的主机

Windows、UNIX 和 Linux。

Windows、UNIX 和 Linux。

介质类型支持

DLT、DLT2、DLT3、DTF、
DLT、DLT2、DLT3、DTF、
8MM、8MM2、8MM3、QIC、 8MM、8MM2、8MM3、QIC、
HCART、HCART2、HCART3 HCART、HCART2、HCART3

条形码支持

是的。条形码长度可以为 1 至 是的。条形码长度可以为 1 至
16 个字符。介质管理器介质 ID 16 个字符。介质管理器介质 ID
是六个字符或者更少。
是六个字符或者更少。

机械手示例

HP MSL、Fujitsu FibreCAT
TX48、IBM
TotalStorage3583、Spectra
Logic T680、Sun/Oracle
SL3000

TLH 机械手
下表描述了 1/2 英寸 (TLH) 机械手磁带库属性。
表 7-6

TLH 机械手属性

属性

NetBackup 服务器

API 机械手

是

SCSI 控制

否

HP MSL、Fujitsu FibreCAT
TX48、IBM
TotalStorage3583、Spectra
Logic T680、Sun/Oracle
SL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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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NetBackup 服务器

LAN 控制

是

远程机械手控制

是

NDMP 支持

是

共享驱动器支持

是

驱动器清洗支持

否。磁带库管理驱动器清洗。

介质访问端口支持

是

NetBackup 跟踪插槽

否

介质类型支持

HCART、HCART2、HCART3

支持的主机

Windows、UNIX 和 Linux。

条形码支持

是的。取决于获得介质管理器介质 ID 的 IBM ATL 软件。
条形码必须与介质 ID 相同（1 至 6 个字符）。

机械手示例

IBM 3494 和 IBM VTS

TLM 机械手
下表介绍了磁带库多介质 (TLM) 机械手属性：
表 7-7

TLM 机械手属性

属性

NetBackup 服务器

API 机械手

是

SCSI 控制

否

LAN 控制

是

远程机械手控制

否。每台挂接了 TLM 驱动器的服务器都有机械手控制。

NDMP 支持

否

共享驱动器支持

是

驱动器清洗支持

是

介质访问端口支持

是

NetBackup 跟踪插槽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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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NetBackup 服务器

介质类型支持

4MM、8MM、8MM2、8MM3、DLT、DLT2、DLT3、DTF、
HCART、HCART2、HCART3、REWR_OPT（仅限
HP9000-800）、WORM_OPT（仅限 HP9000-800）。

支持的主机

Windows、UNIX 和 Linux

条形码支持

是的。取决于获得介质管理器介质 ID 的 DAS/SDLC 软件。
条形码必须与介质 ID 相同（1 至 6 个字符）。

机械手示例

ADIC Scalar 10000。

表驱动的机械手
表驱动的机械手可提供对一些新磁带库设备的支持，而无需修改任何库控制二进制
文件。该功能对所支持的机械手和驱动器使用设备映射文件。
您无需等待 Symantec 提供维护修补程序，即可添加对新设备或升级设备的支持。
设备映射文件包含与库的操作和控制相关的信息。因此，只需下载已更新的映射文
件，即可获得对 NetBackup 最近认可的设备的支持。

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来测试 NetBackup 中已配置的机械手。
按如下方法调用测试实用程序：
■

/usr/openv/volmgr/bin/robtest（UNIX 和 Linux）

■

install_path\Veritas\Volmgr\bin\robtest.exe (Windows)

从每个测试实用程序中，都可通过输入问号 (?) 来获得一系列可用的测试命令。
使用 drstat 命令可确定 ACS、TLH 和 TLM 机械手类型的驱动器寻址参数。这些
机械手类型的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中提供此命令。
NetBackup 按如下方法进行驱动器寻址：
■

对于 ACS 机械手类型，按 ACS、LSM、面板和驱动器号寻址

■

对于 TLH 机械手类型，按 IBM 设备编号寻址

■

对于 TLM 机械手类型，按 DAS/SDLC 驱动器名称寻址

■

对于其他机械手类型，按机械手驱动器号寻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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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进程
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您安装的每个机械手都有 NetBackup 机械手进程，
并且可能还有机械手控制进程，如下所示：
■

每台在磁带库中有驱动器的介质服务器都有一个用于该磁带库的机械手进程。
该机械手进程接收来自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的请求 (ltid)，并将所需的信息
直接发送给机械手或机械手控制进程。

■

只有支持库共享（或机械手共享）的机械手类型才有机械手控制进程。

启动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时，会启动该主机上配置的所有机械手的机械手进程和
机械手控制进程。当设备管理器停止时，机械手进程和机械手控制进程也会停止。
（在 UNIX 上，该名称为介质管理器设备后台驻留程序。）
NetBackup“活动监视器”的“后台驻留程序”（UNIX 和 Linux）选项卡或“服
务”(Windows) 选项卡包含启动、停止该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的命令。您也可以使
用“设备监视器操作”菜单或“介质和设备管理操作”菜单启动、停止该后台驻留
程序或服务。此外，《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介绍了在 Windows 介质服务器
上运行的机械手进程的控制命令。
可以通过使用 NetBackup“活动监视器进程”选项卡确定机械手进程或机械手控制
进程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可以通过使用“设备监视器”中的“驱动器路径”窗格或“驱动器状态”窗格确定
NetBackup 的控制状态。如果驱动器的“控制”列中的值显示控制模式，则说明机
械手进程正在运行且驱动器可用。例如，TLD 机械手的控制模式为 TLD。
其他值（如 AVR 或 DOWN）可能指示驱动器不可用。有关可能值及其说明，请参
见“设备监视器”的联机帮助。
请参见第 83 页的“每种机械手类型的进程”。
请参见第 84 页的“机械手进程示例”。

每种机械手类型的进程
下表介绍了每种机械手类型的机械手进程和机械手控制进程。
表 7-8

机械手进程和机械手控制进程

机械手类型

进程

描述

自动盒式系统 (ACS)

acsd

NetBackup ACS 后台驻留程序 acsd 提供装入和卸载卷的机械手控制。它还
请求清点受 ACS 库软件控制的卷。

acssel

NetBackup ACS 存储服务器接口 (SSI) 事件日志程序 acssel 会记录事件。
仅限 UNIX 和 Lin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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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类型

DLT 磁带库 (TLD)

进程

描述

acsssi

NetBackup ACS 存储服务器接口 (SSI) acsssi 与 ACS 库软件主机通信。
acsssi 处理所有来自 acsd 或 ACS 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的、用于 ACS 库
软件的 RPC 通信。仅限 UNIX 和 Linux。

tldd

DLT 磁带库后台驻留程序 tldd 在一台在 DLT 磁带库中有驱动器的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运行。该进程接收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的卷装入和
卸载请求，并将这些请求发送给机械手控制进程 tldcd。

tldcd

DLT 磁带库控制后台驻留程序 tldcd 通过 SCSI 接口与 DLT 磁带库机械手
通信。
对于库共享，tldcd 在具有机械手控制的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运行。

4MM 磁带库 (TL4)

tl4d

4MM 磁带库后台驻留程序 tl4d 在具有 4MM 磁带库的主机上运行。该进程接
收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的卷装入和卸载请求，并通过 SCSI 接口将这些请
求传递给机械手。

8MM 磁带库 (TL8)

tl8d

8MM 磁带库后台驻留程序 tl8d 在一台在 8MM 磁带库中有驱动器的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运行。该进程接收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的卷装入和卸载请求，并
将这些请求发送给机械手控制进程 tl8cd。

tl8cd

8MM 磁带库控制后台驻留程序 tl8cd 通过 SCSI 接口与 TL8 机械手通信。
对于库共享，tl8cd 在具有机械手控制的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运行。

1/2 英寸磁带库 (TLH)

多介质磁带库 (TLM)

tlhd

1/2 英寸磁带库后台驻留程序 tlhd 在每台在 1/2 英寸磁带库中有驱动器的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运行。该进程接收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的卷装入和
卸载请求，并将这些请求发送给机械手控制进程。

tlhcd

1/2 英寸磁带库控制后台驻留程序 tlhcd 在具有机械手控制的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运行。它可通过 SCSI 接口与 TLH 机械手通信。

tlmd

tlmd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运行，并将装入和卸载请求传递给控制 TLM
机械手的主机。

机械手进程示例
DLT 磁带库 (TLD) 机械手中的每个驱动器都可以挂接到一个不同的主机上，并且
tldd 进程在每台主机上运行。不过，只有一台主机控制机械手，并且 tldcd 机械
手控制进程仅在该主机上运行。当需要装入磁带时，挂接有驱动器的主机上的 tldd
进程会向机械手控制主机上的 tldcd 进程发送控制信息。
下图显示了 TLD 机械手的进程及其运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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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D 机械手控制进程示例

图 7-1

主机 A
机械手控制主机

主机 B

设备管理器

tldd

设备管理器

TLD 机械手

tldd

机械手
tldcd
驱动器 1
SCSI

驱动器 2

SCSI

下面说明了本示例：
■

每台主机都连接到一个驱动器，并且每台主机上都运行 tldd 机械手进程。

■

机械手控制位于主机 A 上，因此机械手控制进程 tldcd 也在该主机上。

主机 A 和 B 上的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服务启动 tldd。主机 A 上的 tldd 进程还
会启动 tldcd。主机 B 的磁带装入请求转到主机 B 上的 tldd，后者再将机械手命
令发送给主机 A 上的 tld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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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DIC 自动介质库 (AML)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ADIC 自动介质库

■

TLM 配置示例

■

对 TLM 机械手的介质请求

■

配置 TLM 机械手控制

■

在主机上配置 TLM 驱动器

■

在 NetBackup 中配置 TLM 驱动器

■

配置共享 TLM 驱动器

■

提供对卷的通用访问权

■

向 TLM 机械手添加磁带

■

从 TLM 机械手删除磁带

■

TLM 机械手的机械手清点操作

关于 ADIC 自动介质库
以下 ADIC 机械手所控制的 ADIC 自动介质库的机械手类型是 NetBackup 多介质磁
带库 (TLM)：
■

分布式 AML 服务器 (DAS)

■

标量分布式库控制器 (DLC)

TLM 机械手是 API 机械手（一种由机械手管理其自身介质的 NetBackup 机械手类
别）。
对这些设备的支持与对其他类型的机械手的支持不同。本章简要介绍了这些差异。

ADIC 自动介质库 (AML)
TLM 配置示例

TLM 配置示例
示例 TLM 配置包括以下内容：
■

使用分布式 AML 服务器软件的配置。
请参见第 87 页的图 8-1。

■

对示例配置中的主要组件的说明。
请参见第 87 页的表 8-1。
典型的 ADIC DAS 配置

图 8-1

TLM 机械手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清点请求

tlmd

DAS 客户端
软件

存档管理单元

机械手请求
分布式 AML 服务器 (DAS)
状态

物理驱动器的
设备文件

自动介质库 (AML)

SCSI
DN1

DN2

下表介绍了 ADIC 配置组件。
表 8-1

ADIC 配置组件描述

组件

描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具有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软件的主机，并充当 DAS 或标
量 DLC 服务器的客户端。
介质管理器设备后台驻留程序 (UNIX) 或 NetBackup 设备管
理器 (Windows) ltid 将装入和卸载请求转发给 TLM 后台驻留
程序 (tlmd)。

TLM 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
(tlmd)

此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使用 ADIC 客户端软件将
装入和卸载请求转发给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它还处理
返回状态。tlmd 还接收和处理机械手清点请求。

存档管理单元 (AMU)

运行 IBM OS/2 或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PC，通常位于 AML
机柜中或附近。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运行在 AMU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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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描述

分布式 AML 服务器 (DAS)

它们是驻留在存档管理单元中的两个 ADIC 客户端和服务器软
件产品。它们提供到自动介质库 (AML) 的共享访问。

标量分布式库控制器 (DLC)
自动介质库 (AML)

ADIC 多介质磁带库。

对 TLM 机械手的介质请求
下面是对 TLM 机械手的介质请求的事件序列：
■

介质管理器设备后台驻留程序 (UNIX) 或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服务 (Windows)
ltid 收到来自 bptm 的请求。

■

ltid 向 TLM 后台驻留程序 tlmd 发送装入请求。tlmd 使用 ADIC 客户端软件

将该请求传递到驻留在存档管理单元的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软件。
■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找到介质，并指示机械手在驱动器中装入该介质。

■

当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收到来自服务器的成功响应后，即允许 NetBackup 开
始向驱动器发送数据。

配置 TLM 机械手控制
向 NetBackup 添加机械手之前，请先确保已物理连接并配置了 ADIC 自动介质库。
有关如何配置自动介质库的 ADIC 组件的信息，请参见 ADIC 安装和管理指南。
有关 TLM 机械手控制的平台支持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版本说明》。

在主机上配置 TLM 驱动器
在 NetBackup 中配置驱动器之前，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

在作为设备主机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相应的 ADIC 库文件。库在
ADIC 客户端和服务器体系结构中提供客户端功能。

■

在该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配置环境变量。

■

分配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上的驱动器，以便该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可以
使用它们。该介质服务器是 DAS 或标量 DLC 客户端。

有关如何配置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和客户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ADIC 文档。
有关如何安装 ADIC 客户端软件、配置 DAS 或标量 DLC 客户端名称以及在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上分配 TLM 驱动器的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

在 UNIX 上安装 ADIC 客户端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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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89 页的“在 UNIX 上安装 ADIC 客户端软件”。
■

在 Windows 上安装 ADIC 客户端软件
请参见第 89 页的“在 Windows 上安装 ADIC 客户端软件”。

■

配置 DAS 或标量 DLC 客户端名称
请参见第 90 页的“配置 DAS 或标量 DLC 客户端名称”。

■

在 DAS 服务器上分配 TLM 驱动器
请参见第 91 页的“在 DAS 服务器上分配 TLM 驱动器”。

■

在标量 DLC 服务器上分配 TLM 驱动器
请参见第 92 页的“在标量 DLC 服务器上分配 TLM 驱动器”。

在 UNIX 上安装 ADIC 客户端软件
有关 ADIC 客户端软件的 NetBackup 兼容性信息，请参见以下页面上的 NetBackup
兼容性列表：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的 NetBackup 登录页面。
确保您的 ADIC 客户端软件与 NetBackup 的版本兼容。
按以下过程在 UNIX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 ADIC 客户端软件：
在 UNIX 中安装和配置 ADIC 客户端软件

1

在操作系统文件夹 /usr/lib 中安装 ADIC 库 (libaci.so)。
在 HP-UX 系统上，ADIC 库的名称是 libaci.sl。

2

3

设置以下系统环境变量和值：
DAS_CLIENT

name_of_NetBackup_media_server

DAS_SERVER

name_of_DAS_server

设置 ADIC 需要的任何其他环境变量。

在 Windows 上安装 ADIC 客户端软件
有关 ADIC 客户端软件的 NetBackup 兼容性信息，请参见以下页面上的 NetBackup
兼容性列表：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的 NetBackup 登录页面。
确保您的 ADIC 客户端软件与 NetBackup 的版本兼容。
按以下过程在 Windows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 ADIC 软件。另请参考用于
Windows DAS 客户端的 ADIC 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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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中安装和配置客户端 ADIC 软件

1

在 Windows 介质服务器主机计算机上设置以下系统环境变量和值：
DAS_CLIENT

name_of_NetBackup_media_server

DAS_SERVER

name_of_DAS_server

2

设置 ADIC 需要的任何其他环境变量。

3

将以下 DLL 从 ADIC 库附带的软件介质复制到 Windows\System32 目录或
install_path\Volmgr\bin 目录：
aci.dll
ezrpcw32.dll
winrpc32.dll
aci64.dll (64-bit Windows only)

4

运行随 Windows DAS 客户端提供的 portinst.exe 命令。
该命令将安装 NobleNet Portmapper for TCP 服务。NobleNet Portmapper 是
与 Windows DAS 客户端一起提供的。

5

使用 Windows“计算机管理”设置 NobleNet Portmapper for TCP 服务，使其
在主机启动时自动启动。

配置 DAS 或标量 DLC 客户端名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需要 DAS 或标量 DLC 客户端名称。客户端名称存储在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上的配置文件中。该名称必须与 NetBackup 使用的服务器名称
相同，并且必须是有效的客户端名称。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服务器使用 NetBackup 从 gethostname() 系统调用获得
的主机名作为它的 DAS 或标量 DLC 客户端名称。此名称通常是在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上的配置文件中用作客户端名称的那个名称。
但是，如果此名称对 DAS 或标量 DLC 客户端无效，则必须使用其他名称。例如，
DAS 1.30C1 不允许在客户端名称中使用连字符。
如果将 NetBackup 服务器的短主机名用作客户端名称，而 gethostname() 返回的是
长主机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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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DAS 或标量 DLC 客户端名称

1

在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上的配置文件中，更改作为 NetBackup 介质服务
器的客户端系统的名称。
请参见 ADIC 文档，了解如何更改客户端名称。

2

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更改客户端名称。该名称必须与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上的配置文件中的客户端名称相同。客户端名称的更改方式取决于
操作系统的类型，如下所述：
■

UNIX。使用 /usr/openv/volmgr/vm.conf 文件中的 DAS_CLIENT 条目添加
新的客户端名称。
这些条目的形式为：
DAS_CLIENT = DASclientname
其中，DASclientname 是您希望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用作其 DAS 或标
量 DLC 客户端名称的名称。

■

Windows。将 DAS_CLIENT 环境变量设为新的客户端名称。

3

停止并重新启动 ltid 后台驻留程序 (UNIX) 或服务 (Windows)，使 TLM 后台驻
留程序能够使用新的客户端名称。

4

如果客户端名称正确，请重新启动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然后将驱动器分
配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在 DAS 服务器上分配 TLM 驱动器
在安装 ADIC 客户端软件并配置客户端名称后，将驱动器分配到 NetBackup 介质服
务器。为此，请使用 DAS 服务器上的 DASADMIN 管理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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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AS 服务器上分配 TLM 驱动器

1

使用 dasadmin listd 命令列出可用的客户端和驱动器。
下例给出了两个驱动器及分配给它们的目标客户端。DN1 和 DN2 是驱动器；
grouse 和 mouse 是客户端（grouse 是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dasadmin listd
==>listd for client: successful
drive: DN1 amu drive: 01 st: UP type: N sysid:
client: grouse volser: cleaning 0 clean_count: 17
drive: DN2 amu drive: 02 st: UP type: N sysid:
client: mouse volser: cleaning 0 clean_count: 4

2

使用 dasadmin allocd 命令分配驱动器。
例如，下列两条命令从客户端 mouse 释放驱动器 DN2，并将驱动器重新分配
到客户端 grouse（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dasadmin allocd DN2 DOWN mouse
./dasadmin allocd DN2 UP grouse

在标量 DLC 服务器上分配 TLM 驱动器
按以下过程为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分配驱动器。
在标量 DLC 服务器上分配 TLM 驱动器

1

启动标量 DLC 控制台并展开“配置”>“客户端”。
为“名称”的值输入客户端名称。
为“客户端主机名”的值输入网络主机名。

2

选择客户端上的“驱动器保留”选项卡，然后为要分配给此客户端的驱动器选
择“启动”。

在 NetBackup 中配置 TLM 驱动器
TLM 机械手可以有多种不同类型的驱动器 (UNIX) 或 1/2 英寸盒式磁带驱动器
(Windows)，且通常具有 SCSI 接口。
在 NetBackup 中配置驱动器之前，请先为这些驱动器配置操作系统磁带驱动程序和
设备文件。有关具体操作的信息，请参考操作系统文档。有关 NetBackup 要求的指
导，请参见本指南中有关主机操作系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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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使用与其他驱动器相同的方法创建这些驱动器的设备文件或添加磁带驱动程序。如
果这些驱动器是 SCSI，并且通过控制单元连接到机械手，那么这些驱动器具有相
同的 SCSI ID。因此，您必须为每个驱动器指定逻辑单元号 (LUN)。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 NetBackup“设备配置向导”在 NetBackup 中配置机械手和
驱动器。

确定驱动器的命名
可能需要针对以下项手动向配置添加驱动器：
■

较早的驱动器

■

不支持序列化的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

必须确定驱动器的命名，以便知道向 NetBackup 添加哪些驱动器。
要向 NetBackup 添加驱动器，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警告：向 NetBackup 添加驱动器时，确保向每个驱动器分配正确的 DAS 或标量
DLC 驱动器名称。如果驱动器名称不正确，磁带安装或备份可能会失败。
使用 NetBackup TLM 测试实用程序确定 DAS 或标量 DLC 驱动器的命名。以下示
例使用 tlmtest：
tlmtest -r dasos2box

以下是该实用程序的输出（用户在第三行输入了 drstat 命令）。
Current client name is 'grouse'.
Enter tlm commands (? returns help information)
drstat
Drive 1: name = DN1, amu_name = 01, state = UP, type = N,
client = grouse, volser = , cleaning = NO, clean_count = 17
Drive 2: name = DE3, amu_name = 03, state = UP, type = E,
client = grouse, volser = , cleaning = NO, clean_count = 480
Drive 3: name = DE4, amu_name = 04, state = UP, type = E,
client = grouse, volser = , cleaning = NO, clean_count = 378
DRIVE STATUS complete

该输出表明您应该使用 DAS 或标量 DLC 驱动器名称 DN1、DE3 和 DE4。它还表
明您应该将 grouse 用作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客户端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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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共享 TLM 驱动器
要共享 TLM 驱动器，您必须配置 ADIC DAS 服务器，以便可以同时向共享该驱动
器的所有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分配驱动器。对于 ADIC 软件，NetBackup 介质
服务器被视为客户端。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允许共享驱动器。
根据所使用的 ADIC 机械手控制软件按以下过程之一操作：
■

配置 ADIC DAS 服务器
请参见第 94 页的“配置 ADIC DAS 服务器”。

■

配置 ADIC 标量 DLC 服务器
请参见第 95 页的“配置 ADIC 标量 DLC 服务器”。

■

在 NetBackup 中配置驱动器
请参见第 96 页的“在 NetBackup 中配置共享驱动器”。

配置 ADIC DAS 服务器
要使用以下过程，需要安装 DAS 服务器软件版本 3.01.4 或更高版本。
配置 ADIC DAS 服务器

1

修改 DAS 服务器的 \ETC\CONFIG 文件，以创建共享客户端条目。
下例创建了名为 NetBackupShared 的客户端条目。
client client_name = NetBackupShared
# ip address = 000.000.000.000
hostname = any

2

将所有要使用共享客户端条目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 IP 地址放到 DAS
服务器的 \MPTN\ETC\HOSTS 文件中。
下例添加了两台服务器：
192.168.100.100 server_1
192.168.100.102 server_2

3

在 DASADMIN 界面中，为要分配给共享客户端（步骤 1 示例的
NetBackupShared）的驱动器选择“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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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共享这些驱动器的每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在 vm.conf 文件中创建一
个包含共享 DAS 客户端名称的条目。
下例将 NetBackupShared 添加为 DAS 客户端：
DAS_CLIENT = NetBackupShared

5

使用 NetBackup robtest 和 tlmtest 实用程序测试 DAS 配置：
■

例如，设置客户端名称（使用 tlmtest 中的 client NetBackupshared），然
后运行驱动器状态命令 drstat。

■

在 Windows 介质服务器上，客户端名称是从 DAS_CLIENT 环境变量中获
得的，因此 tlmtest 中不需要 client 命令。

配置 ADIC 标量 DLC 服务器
要使用以下过程，需要安装标量 DLC 软件版本 2.3 或更高版本。
配置标量 DLC 服务器

1

在标量 DLC 控制台上，使用以下值创建新的共享客户端：
名称

name_of_client（如 NetBackupShared）

客户端主机名

任意

2

在标量 DLC 控制台中，为共享客户端 (NetBackupShared) 选择“驱动器保留”
选项卡。

3

为您要分配给共享客户端的驱动器选择“启动”。

4

在共享驱动器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配置共享客户端名称，如下所示：

5

■

UNIX。在 vm.conf 文件中创建一个含共享客户端名称的条目，如下所示：
DAS_CLIENT = NetBackupShared

■

Windows。将 DAS_CLIENT Windows 操作系统环境变量设为共享客户端名
称，如 NetBackupShared。

使用 robtest 和 tlmtest 测试标量 DLC 配置：
■

例如，设置客户端名称（使用 tlmtest 中的 client NetBackupshared），然
后运行驱动器状态命令 drstat。

■

在 Windows 介质服务器上，客户端名称是从 DAS_CLIENT 环境变量中获得
的，因此 tlmtest 中不需要 client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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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etBackup 中配置共享驱动器
要在 NetBackup 中配置共享驱动器，可以使用 NetBackup 的“设备配置向导”。
该向导会发现可用的磁带驱动器。对于支持序列化的机械手类型，向导还会发现驱
动器在库中的位置。
如果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不支持序列化，则按以下过程配置共享驱动器。
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SSO) for Tape 通常需要共享驱动器。此过程
可以显著减少 SSO 环境中所需的手动配置量。比如，对于 30 台主机共享的 20 个
驱动器，这些配置步骤只要求您配置 20 个设备路径，而不是配置 600 个设备路径。
SAN（包括交换机，而不是直接连接）会增加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如果出现错误，
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 NetBackup 命令手动定义磁带驱动器配置。
请小心避免错误。对于共享驱动器，每个服务器的设备路径都必须正确。还要确保
正确定义驱动器以避免错误。
在非序列化配置中配置共享驱动器

1

在 TLM 控制库中的驱动器所挂接的一台主机上运行 NetBackup“设备配置向
导”。允许将驱动器作为独立驱动器添加。

2

添加 TLM 机械手定义，并更新每个驱动器以显示它在机械手中的相应位置。
使每个驱动器成为机械手驱动器。
要确定正确的驱动器地址并验证驱动器路径，请参见以下指南中的“使设备文
件和物理驱动器建立关联”：《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3

在验证一台主机上的驱动器路径后，再次运行 NetBackup“设备配置向导”。
扫描库中所有拥有 TLM 驱动器的主机。
向导向其他主机添加 TLM 机械手定义和驱动器，并使用正确的设备路径。
要正确运行此过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向导第一次就成功发现了设备及其序列号。

■

在第一台主机上正确配置了驱动器路径。

提供对卷的通用访问权
所有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都使用相同的数据库。因此，所有共享驱动器的介质服
务器都必须有权访问 DAS 或标量 DLC 配置中的相同卷组（卷序列号）。如果它们
无权访问相同的卷序列号，可能出现 NetBackup 操作问题。例如，如果您更新了其
中一台服务器的 NetBackup 卷配置，NetBackup 会将没有为该服务器配置的卷移
至独立位置。虽然您为不同的服务器正确配置了这些卷，NetBackup 仍会把它们移
到独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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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测试，您可以从每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清点机械手，并比较结果。如果有
任何报告出现不同，请更正 DAS 或标量 DLC 配置。然后，关机并重新启动 DAS
或标量 DLC 服务器。

向 TLM 机械手添加磁带
下面概述如何向 TLM 机械手添加磁带，然后把这些磁带添加到 NetBackup：
■

向介质添加条形码标签，然后使用介质访问端口（插入区域）将介质插入机械
手。

■

执行以下任一操作清空介质访问端口：
■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机械手清点更新清点功能并选择“请在
更新之前先清空介质访问端口”。

■

从 DAS 管理界面发出 DAS insert 指令。从 DAS 配置文件中可以获得插入
区域名称。

从 NetBackup tlmtest 实用程序发出 DAS insert 指令。从 DAS 配置文件中
可以获得插入区域名称。
然后，AMU 存档管理软件读取条形码，按照介质类型对介质分类，并跟踪介质
的存储单元位置。
■

■

使用 DAS 或标量 DLC 卷序列号作为介质 ID，定义 NetBackup 中的介质。若要
定义介质，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使用机械手清点功能更新卷配置。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添加新卷。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由于 DAS 或标量 DLC 卷序列号和条形码是相同的，因此 NetBackup 有该介质
的条形码记录。注意：ADIC 软件管理插槽位置，因此您无需输入插槽位置。
■

■

要验证配置，请使用 NetBackup “机械手清点”对话框中的“显示内容”和“比
较内容与卷配置”。在移动介质后，也请使用这些选项更新 NetBackup 卷配置。
配置更新可在 DAS 或标量 DLC 数据库与 NetBackup EMM 数据库之间保持一
致。（）
请参见第 86 页的“关于 ADIC 自动介质库”。

从 TLM 机械手删除磁带
可以使用 DAS 或标量 DLC 管理界面或 NetBackup 移除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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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TLM 机械手删除磁带

1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从库中物理移除介质：
■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操作”>“从机械手中弹出卷”。

■

NetBackup vmchange 命令。
有关用法，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2

■

NetBackup tlmtest 实用程序中的 eject 命令。

■

DAS 或标量 DLC 管理界面。

如果使用 DAS 或标量 DLC 管理界面或者 NetBackup tlmtest 实用程序，请
在 NetBackup 中将卷位置更新为独立位置。若要这样做，请执行以下操作之
一：
■

使用机械手清点功能更新卷配置。

■

移动卷。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如果不更新 EMM 数据库，NetBackup 就不知道介质的新位置，并可能对它发
出装入请求。结果是出现诸如“磁带放错位置”之类的错误。

TLM 机械手的机械手清点操作
在 NetBackup 中，TLM 机械手类型支持条形码。
下面是您在 NetBackup 中清点 TLM 机械手时发生的操作：
■

NetBackup 通过 DAS 或标量 DLC 应用程序库调用从 DAS 服务器或 SDLC 服
务器请求卷信息。

■

该服务器通过提供其数据库中的卷 ID 和相关信息来作出响应。NetBackup 将过
滤掉未在其主单元位置或驱动器中占用的卷。然后，NetBackup 将根据 DAS 或
标量 DLC 服务器显示卷及其介质类型的列表。
以下是接收到的信息类型的示例。
TLM 卷 ID

TLM 介质类型

A00250

3480

J03123

3590

DLT001

DECDLT

MM1200

8MM

NN0402

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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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M 卷 ID

TLM 介质类型

002455

未知

■

NetBackup 直接将卷序列号转换成介质 ID 和条形码。在上表中，卷序列号
A00250 变为介质 ID A00250，而该介质 ID 的条形码也是 A00250。

■

如果操作“不”需要更新卷配置，NetBackup 在创建清单报告时将对 TLM 机械
手使用介质类型默认值。

■

如果操作要求更新卷配置，NetBackup 将 TLM 介质类型映射到 NetBackup 默
认介质类型。
将提供有关默认介质类型映射的信息以及有关如何更改它们的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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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自动磁带库 (ATL)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IBM 自动磁带库

■

TLH 配置示例

■

对 TLH 机械手的介质请求

■

关于配置机械手控制

■

关于配置 TLH 驱动器

■

关于清洗驱动器

■

向 TLH 机械手添加磁带

■

从 TLH 机械手删除磁带

■

TLH 机械手的机械手清点操作

关于 IBM 自动磁带库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是 NetBackup 1/2 英寸磁带库 (TLH) 机械手类型。ATL 机械
手包括 IBM Magstar 3494 磁带库。
TLH 机械手是 API 机械手（机械手管理自身介质的 NetBackup 机械手类别）。
对这些设备的支持与对其他类型的机械手的支持不同。本主题简要介绍了这些差
异。

TLH 配置示例
以下各主题显示了 ATL 配置示例，并解释了它们的主要组件。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TLH 配置示例

UNIX 系统配置示例
UNIX TLH 示例包括：
■

■

有两种可能的 ATL 配置，如下所示：
■

机械手控制主机直接与机械手通信
请参见第 102 页的图 9-1。

■

不同主机上的机械手控制和机械手连接。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图 9-2。

对这些配置中的主要组件的说明。
请参见第 104 页的表 9-1。

101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TLH 配置示例

图 9-1

机械手控制主机直接与机械手通信
此服务器可以是 AIX、HP-UX、Windows、Linux 或
Solaris SPARC 服务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tlhd

此服务器可以是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
介质服务器（或 SAN 介质服务器）。

tlhcd

清点请求

IBM 库设备驱动程序 (AIX)
或
磁带库接口（非-AIX）
库
管理器
lmcpd

物理驱动器的
设备文件

机械手请求
(PC)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SCSI

003590B1A00

003590B1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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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机上的机械手控制和机械手连接

图 9-2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A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服务器 A 可以是任何受支持服务器平台，可以是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或 SAN 介质服务器）。
物理驱动器的
设备文件

tlhd

SCSI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B（机械手控制主机）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tlhd
tlhcd

服务器 B 可以是 AIX、HP-UX、Windows、Linux 或 Solaris SPARC。服务器
B 也可以是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或 SAN 介质
服务器）。

清点请求
IBM 库设备驱动程序 (AIX)
或
磁带库接口（其他 UNIX）

库
管理器
机械手请求
(PC)

lmcpd

物理驱动器的
设备文件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SCSI

003590B1A00

下表介绍了 UNIX TLH 配置组件。

003590B1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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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TLH 配置组件描述

表 9-1
组件

描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具有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软件的主机，并且通过库管理器控制
点后台驻留程序 (lmcpd) 充当 ATL 的客户端。NetBackup 介质管
理器设备后台驻留程序 ltid 将装入和卸载请求转发给 1/2 英寸磁
带库后台驻留程序 (tlhd)。

1/2 英寸磁带库后台驻留
程序 (tlhd)

此后台驻留程序驻留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它将装入和卸
载请求传递给机械手控制主机上的 1/2 英寸磁带库控制后台驻留
程序 (tlhcd)。

1/2 英寸磁带库控制后台
驻留程序 (tlhcd)

此后台驻留程序接收来自 tlhd 的装入或卸载请求，或者通过外部
套接字接口接收机械手清点请求。tlhcd 必须驻留在与 lmcpd 通
信的系统上。通信通过 IBM 库设备驱动程序接口（在 AIX 上）或
IBM 磁带库系统调用（其他 UNIX 系统）进行。

库管理器控制点后台驻留 一个 IBM ATL 支持组件。该软件处理与库管理器的所有通信，并
程序 (lmcpd)
且必须运行在直接控制自动磁带库的所有系统上。
库管理器

一个 IBM ATL 支持组件，提供对机械手和磁带库的控制。库管理
器是通常位于机械手机柜内的 PC。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受自动机械手控制的 IBM 物理库。

Windows 系统配置示例
Windows TLH 示例包括：
■

■

有两种可能的 ATL 配置，如下所示：
■

带有 ATL 驱动器的主机上的机械手控制。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图 9-3。

■

不同主机上的机械手控制和机械手连接。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图 9-4。

对这些配置中的主要组件的说明。
请参见第 107 页的表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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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带有 ATL 驱动器的主机上的机械手控制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tlhd

tlhcd

清点请求

IBM 自动磁带
库 API
库
管理器

机械手请求
IBM 自动磁带
库服务

磁带设备
驱动程序

(PC)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SCSI

003590B1A00

003590B1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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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机上的机械手控制和机械手连接

图 9-4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A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服务器 A 可以是任何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或
SAN 介质服务器）。
磁带设备
驱动程序

tlhd

SCSI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B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tlhd
tlhcd

服务器 B 可以是任何 NetBackup Windows 主服务器或
介质服务器（或 SAN 介质服务器）并且是机械手控制
主机。

清点请求
IBM 自动磁带
库 API
库
管理器
机械手请求
(PC)

IBM 自动磁带
库服务

磁带设备
驱动程序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SCSI

003590B1A00

下表介绍了 Windows TLH 配置组件。

003590B1A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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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TLH 配置组件描述

表 9-2
组件

描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具有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软件的主机，并且通过 IBM ATL 服
务充当自动磁带库的客户端。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服务 (ltid)
将装入和卸载请求转发给 1/2 英寸磁带库服务 (tlhd)。

1/2 英寸磁带库进程 (tlhd) 此进程驻留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它将装入和卸载请求传
递给机械手控制主机上的 1/2 英寸磁带库控制进程 (tlhcd)。
1/2 英寸磁带库控制进程
(tlhcd)

此进程接收来自 tlhd 的装入或卸载请求，或者通过外部套接字接
口接收机械手清点请求。tlhcd 必须驻留在与 IBM ATL 服务通信
的系统上。

IBM 自动磁带库服务

一个 IBM ATL 支持组件。该软件处理与库管理器的所有通信，并
且必须运行在直接控制自动磁带库的所有系统上。

库管理器

一个 IBM ATL 支持组件，提供对机械手和磁带库的控制。库管理
器是通常位于机械手机柜内的 PC。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受自动机械手控制的 IBM 物理库。

对 TLH 机械手的介质请求
下面是对 TLH 机械手的介质请求的事件序列：
■

介质管理器设备后台驻留程序 (UNIX) 或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服务 (Windows)
ltid 接收来自 NetBackup bptm 进程的请求。

■

ltid 向 NetBackup TLH 后台驻留程序 tlhd 发送装入请求。

■

tlhd 将该请求传递给 NetBackup TLH 控制后台驻留程序 tlhcd。tlhcd 驻留在自
动磁带库所连接的主机上。该主机可以是运行 tlhd 的主机，也可以是另一台主
机。

■

tlhcd 按如下所述与磁带库通信：

■

■

AIX。控制后台驻留程序使用库设备驱动程序接口与库管理器控制点后台驻
留程序 lmcpd 通信。

■

UNIX。控制后台驻留程序通过来自应用程序库接口的磁带库系统调用与库管
理器控制点后台驻留程序 lmcpd 通信。

■

Windows。此控制进程通过来自应用程序库接口的磁带库系统调用与 IBM
ATL 服务通信。

lmcpd (UNIX) 或 IBM ATL 服务 (Windows) 将信息传递给库管理器。然后，库管
理器查找介质，并指示 TLH 机械手将该介质装入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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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收到来自库管理器的成功响应后，即允许 NetBackup
开始向驱动器发送数据。

关于配置机械手控制
将 TLH 机械手添加到 NetBackup 时，请确保以下各项：
■

IBM 自动磁带库的物理连接和配置均正确。
有关如何配置自动磁带库的 IBM 组件的信息，请参见 IBM 文档。文档包括 SCSI
Tape Drive, Medium Changer, and Library Device Drivers Installation and User's
Guide（《SCSI 磁带驱动器、介质转换器、库设备驱动程序安装和用户指南》）
（或任何相关出版物）。
有关 TLH 机械手控制的平台支持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版本说明》，也可
以访问 Symantec 支持网站。
http://entsupport.Symantec.com

■

您使用了推荐的自动磁带库版本。请访问 Symantec 支持网站，查找推荐的级
别。

AIX 系统上的机械手控制
以下各主题说明在 AIX 系统上安装了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后如何配置机械手控
制。

确定 LMCP 设备文件的路径
将库管理器控制点 (LMCP) 设备文件用作 NetBackup 的机械手设备文件。第一次配
置自动磁带库时会设置此文件。
使用 lsdev 命令（或 smit）来确定 LMCP 设备文件。
以下示例使用 lsdev 命令：
/etc/lsdev -C | grep "Library Management"

以下是该命令的输出：
lmcp0 Available LAN/TTY Library Management Control Point

验证 AIX 计算机上的库通信
确定了 LMCP 设备文件的路径后，请通过 IBM 提供的 mtlib 接口验证库通信。在
尝试在介质管理器中配置 IBM 3494 支持之前，请解决所有错误情况。
若要验证与特定库的通信，请用 mtlib 命令指定库管理器控制点设备文件。例如，
如果 LMCP 设备路径是 /dev/lmcp0，则以下命令验证与库之间的通信：
/usr/bin/mtlib -l /dev/lmcp0 -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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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该命令的输出：
Library Data:
state..................... Automated Operational State
Dual Write Disabled
input stations.............1
output stations............1
input/output status........ALL input stations empty
ALL output stations empty
machine type...............3494
sequence number............11398
number of cells............141
available cells............129
subsystems.................2
convenience capacity.......30
accessor config............01
accessor status............Accessor available
Gripper 1 available
Gripper 2 available
Vision system operational
comp avail status..........Primary library manager installed.
Primary library manager available.
Primary hard drive installed.
Primary hard drive available.
Convenience input station installed.
Convenience input station available.
Convenience output station installed.
Convenience output station available.
avail 3490 cleaner cycles..0
avail 3590 cleaner cycles..92

在 AIX 上配置机械手设备文件
配置机械手路径。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配置完成后，可以查看机械手设备信息。
以下示例使用 tpconfig -d 查看机械手设备信息。在此示例中，/dev/smc0 是机械
手设备文件的路径，nbu_host 是在其上运行 EMM 服务的 NetBackup 主机：
# /usr/openv/volmgr/bin/tpconfig -d
Id DriveName
Type
Residence
Drive Path
Status
****************************************************************************
0
IBM.ULT3580-HH5.000 hcart2 TLD(0) DRIVE=1 /dev/rmt0.1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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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BM.ULT3580-HH4.000

hcart

TLD(0)

DRIVE=2

/dev/rmt1.1

DOWN

Currently defined robotics are:
TLD(0)
robotic path = /dev/smc0
EMM Server = nbu_host

UNIX 系统上的机械手控制
以下各主题说明当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位于非 AIX 的 UNIX 系统时配置机械手
控制的步骤。

确定 UNIX 上的 ATL 库名称
在 NetBackup 中配置存储设备时，使用库名称，而不要使用机械手设备文件。首次
配置自动磁带库时会设置此名称（请参见您的 IBM 系统文档）。库名称在
/etc/ibmatl.conf 文件中配置；您可以查看该文件内容确定库名称。
以下是该文件中的示例项：
3494AH

176.123.154.141

ibmpc1

下面说明了示例项：
■

3494AH 是库名称。

■

176.123.154.141 是运行库管理器软件的 PC 工作站的 IP 地址。

■

ibmpc1 是运行库管理器软件的 PC 工作站的主机名。

在 UNIX 计算机上验证库通信
确定了库名称后，可以通过 IBM 提供的 mtlib 接口验证库通信。尝试在 NetBackup
中配置 IBM 3494 (TLH) 支持之前，请解决所有错误情况。
若要验证与特定库的通信，请用 mtlib 命令指定库名称。例如，如果库名称是
3494AH，以下命令验证与该库的通信：
/usr/bin/mtlib -l 3494AH -qL

以下是该命令的输出：
Library Data:
state......................Automated Operational State
Dual Write Disabled
input stations.............1
output stations............1
input/output status........ALL input stations empty

110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关于配置机械手控制

ALL output stations empty
machine type...............3494
sequence number............11398
number of cells............141
available cells............129
subsystems.................2
convenience capacity.......30
accessor config............01
accessor status............Accessor available
Gripper 1 available
Gripper 2 available
Vision system operational
comp avail status......... Primary library manager installed.
Primary library manager available.
Primary hard drive installed.
Primary hard drive available.
Convenience input station installed.
Convenience input station available.
Convenience output station installed.
Convenience output station available.
avail 3490 cleaner cycles..0
avail 3590 cleaner cycles..92

在其他 UNIX 系统上配置机械手设备文件
配置机械手路径。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配置完成后，可以查看机械手设备信息。
以下示例使用 tpconfig -d 查看机械手设备信息。此示例有一个 TLH 驱动器和一个
TLD 驱动器。
/usr/openv/volmgr/bin/tpconfig -d
Id
DriveName
Type
Residence
Status
Drive Path
*******************************************************************
6
Drive2
hcart
TLH(0) 003590B1A00
/dev/rmt/17cbn
UP
55
Drive1
dlt
TLD(5) DRIVE=1
/dev/rmt/15cbn
UP
Currently defined robotics are:
TLH(0)
library name = 3494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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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D(5)
robotic path = /dev/sg/c2t0l0
EMM Server = glozer

在该示例中，请注意以下几行：
TLH(0)
library name = 3494AH
EMM Server = glozer

其中 3494AH 是库名称，glozer 是在其上运行 EMM 服务的主服务器。

Windows 系统上的机械手控制
以下各主题说明当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位于 Windows 系统时如何配置机械手控
制。

确定 Windows 上的 ATL 名称
在 NetBackup 中配置机械手时，请使用库名称。第一次配置自动磁带库时会设置此
名称（请参见 IBM 系统文档）。库名称在 C:\winnt\ibmatl.conf 文件中配置；
您可以查看该文件内容确定库名称。
以下是该文件中的示例项：
3494AH

176.123.154.141

ibmpc1

下面说明了示例项：
■

3494AH 是库名称。

■

176.123.154.141 是运行库管理器软件的 PC 工作站的 IP 地址。

■

ibmpc1 是运行库管理器软件的 PC 工作站的主机名。

在 Windows 计算机上验证库通信
确定了库名称后，可以通过 IBM 提供的 mtlib 接口验证库通信。尝试在 NetBackup
中配置 IBM 3494 (TLH) 支持之前，请解决所有错误情况。
若要验证与特定库的通信，请用 mtlib 命令指定库名称。例如，如果库名称是
3494AH，以下命令验证与该库的通信：
mtlib -l 3494AH -qL

以下是该命令的输出：
Library Data:
operational state..........Automated Operational State
Dual Write Disabled
functional state...........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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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stations.............1
output stations............1
input/output status........ALL input stations empty
ALL output stations empty
machine type...............3494
sequence number............11398
number of cells............141
available cells............129
subsystems.................2
convenience capacity.......30
accessor config............01
accessor status............Accessor available
Gripper 1 available
Gripper 2 available
Vision system operational
comp avail status..........Primary library manager installed.
Primary library manager available.
Primary hard drive installed.
Primary hard drive available.
Convenience input station installed.
Convenience input station available.
Convenience output station installed.
Convenience output station available.
library facilities.........00
bulk input capacity........0
bulk input empty cells.....0
bulk output capacity.......0
bulk output empty cells....0
avail 3490 cleaner.........0
avail 3590 cleaner.........92

配置磁带库名称
配置机械手路径。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配置完成后，可以查看机械手设备信息。
以下示例使用 tpconfig -d 来查看机械手设备信息。此示例中包含一个 TLH 驱动
器和一个 TLD 驱动器。
tpconfig -d
Id
DriveName
Type
Residence
SCSI coordinates/Path

Status

113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关于配置 TLH 驱动器

*****************************************************************
0
DRIVE2
hcart TLH(0) IBM Device Number=156700 UP
<1,0,1,0>
1
DRIVE1
dlt
TLD(5) DRIVE=1
UP
<3,1,1,0>
Currently defined robotics are:
TLH(0)
library name = 3494AH
TLD(5)
SCSI port=3, bus=1, target=6, lun=0
EMM Server = glozer

在该示例中，请注意以下几行：
TLH(0)
library name = 3494AH
EMM Server = glozer
3494AH 是库名称，glozer 是在其上运行 EMM 服务的主服务器。

关于配置 TLH 驱动器
TLH 机械手有 1/2 英寸盒式磁带驱动器。
对驱动器的配置方式取决于操作系统，如下所示：
■

在 UNIX 系统上，为这些驱动器创建或标识设备文件。使用与其他驱动器相同的
方法创建或标识这些驱动器的设备文件。

■

在 Windows 系统上，您必须按照相应的系统和供应商文档来安装系统磁带驱动
程序。

在 NetBackup 中配置驱动器之前，请先为这些驱动器配置操作系统磁带驱动程序和
设备文件。有关具体操作的信息，请参考操作系统文档。有关 NetBackup 要求的指
导，请参见本指南中有关主机操作系统的信息。
警告：向 NetBackup 添加驱动器时，请确保向每个驱动器分配正确的 IBM 设备编
号。如果 IBM 设备编号不正确，磁带的装入或备份可能失败。
使用 NetBackup TLH 测试实用程序 (tlhtest) 可以确定 TLH 驱动器的命名。下例
使用 tlhtest，并显示了 NetBackup 控制的机械手中的驱动器：
■

UNIX: /usr/openv/volmgr/bin/tlhtest -r /dev/lmcp0

■

Windows: tlhtest -r 3494AH

如果在非 AIX 的 UNIX 服务器上配置机械手控制，请使用 /etc/ibmatl.conf 中配
置的库名称。在调用 tlhtest 时，不要使用 LMCP 设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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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 tlhtest 的输出（用户在第三行输入了 drstat 命令）。向 NetBackup 添加
这些驱动器时，应使用 156700 和 156600。
Opening /dev/lmcp0 (UNIX)
Opening 3494AH (Windows)
Enter tlh commands (? returns help information)
drstat
Drive information:
device name:
003590B1A00
device number:
0x156700
device class:
0x10 - 3590
device category:
0x0000
mounted volser:
<none>
mounted category:
0x0000
device states:
Device installed in ATL.
Dev is available to ATL.
ACL is installed.
Drive information:
device name:
003590B1A01
device number:
0x156600
device class:
0x10 - 3590
device category:
0x0000
mounted volser:
<none>
mounted category:
0x0000
device states:
Device installed in ATL.
Dev is available to ATL.
ACL is installed.
QUERY DEVICE DATA complete

关于清洗驱动器
IBM ATL 接口不允许应用程序请求或配置驱动器清洗。因此，在 NetBackup 中无
法将清洗磁带分配给 TLH 机械手。必须使用 IBM 管理界面来配置驱动器清洗。

向 TLH 机械手添加磁带
下表概述了如何向 TLH 机械手添加磁带，然后再将这些磁带添加到 Net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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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磁带进程

表 9-3
任务

描述

给介质添加条形码标签，然后 库管理器读取条形码并按介质类型对介质分类。系统会为每
使用介质访问端口将介质插入 个卷分配一个类别。某些卷类别限制应用程序对特定卷的访
机械手。
问。库管理器跟踪卷位置。
使用 ATL 卷 ID 作为介质 ID， 若要定义介质，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定义 NetBackup 中的介质。
■ 使用配置卷向导添加新卷。
■

使用 NetBackup 机械手清点功能更新卷配置。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因为 ATL 卷 ID 与条形码相同，NetBackup 中包含该介质的
条形码记录。注意：ACS 库软件会管理插槽位置，因此您无
需输入它们。
验证卷配置

使用“机械手清点”对话框中的“显示内容”和“比较内容
与卷配置”。

从 TLH 机械手删除磁带
按照以下过程移除磁带。您可以在机械手的内部位置之间移动介质。当 NetBackup
发出请求时，自动磁带库会找到该介质。
移除卷

1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从库中物理移除介质：
■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操作”>“从机械手中弹出卷”。

■

NetBackup vmchange 命令。
有关用法说明，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指南。

2

■

NetBackup tlhtest 实用程序中的 eject 命令。

■

IBM 库管理器接口。

如果使用 IBM 库管理器接口或 NetBackup tlhtest 实用程序，请在 NetBackup
中将卷位置更新为独立位置。若要这样做，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使用机械手清点功能更新卷配置。

■

移动卷。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如果不更新卷的位置，NetBackup 就不知道介质的新位置，并可能对它发出装
入请求。结果是出现诸如“磁带放错位置”之类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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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H 机械手的机械手清点操作
在 NetBackup 中，TLH 机械手类型支持条形码。
下面是您在 NetBackup 中清点 TLH 机械手时发生的事件序列：
■

NetBackup 通过库管理器控制点后台驻留程序从库管理器中请求卷信息。

■

库管理器通过提供其数据库中的卷 ID 和卷属性列表来作出响应。NetBackup 将
过滤掉不能使用的卷类别。NetBackup 将显示卷列表以及该卷的介质类型转换
版本。介质类型将基于返回的属性。
下表显示了 NetBackup 收到的信息类型示例：
TLH 卷 ID

TLH 介质类型

PFE011

3480

303123

3490E

CB5062

3,590J

DP2000

3,590K

■

NetBackup 将卷 ID 转换为介质 ID 和条形码。在上表中，卷 ID PFE011 转换为
介质 ID PFE011，该介质 ID 的条形码也是 PFE011。

■

如果操作“不”需要更新卷配置，NetBackup 在创建清单报告时将对 TLH 机械
手使用介质类型默认值。

■

如果操作要求更新卷配置，NetBackup 将 TLH 介质类型映射到 NetBackup 默
认介质类型。
将提供有关默认介质类型映射的信息以及有关如何更改它们的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TLH 机械手的机械手清点过滤
如果您希望 NetBackup 仅使用库控制下的一部分卷，可以过滤来自库的卷信息。
IBM 库管理器维护卷类别的概念，卷类别可用于将卷分为池类别，包括应用程序
池。
在调用清点操作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在 vm.conf 文件中添加
INVENTORY_FILTER 条目。下面是用法说明：
INVENTORY_FILTER = TLH robot_number BY_CATEGORY value1 [value2 ...]

下面介绍了该过滤器：
■

robot_number 是 NetBackup 中的机械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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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ue1 是 IBM 类别这一类型的过滤器值（如果 filter_type = BY_CATEGORY）。

■

value2 是第二个过滤器值（最多允许 10 个过滤器值）。

下面是一个示例：
INVENTORY_FILTER = TLH 0 BY_CATEGORY 0xcd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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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机械手

■

ACSLS 配置示例

■

对 ACS 机械手的介质请求

■

关于配置 ACS 驱动器

■

配置共享 ACS 驱动器

■

向 ACS 机械手添加磁带

■

关于从 ACS 机械手移除磁带

■

ACS 机械手的机械手清点操作

■

NetBackup 机械手控制、通信和日志记录

■

ACS 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

更改 ACS 机械手配置

■

受支持的 ACS 配置

■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防火墙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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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机械手
注意：如果使用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控制的机械手的访问控制功能以及
NetBackup 介质共享功能，请执行以下操作：确保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共享组
中的所有服务器对所有相同的 ACSLS 介质和 ACSLS 驱动器具有相同的 ACSLS 权
限。任何不匹配都会导致驱动器中作业失败和磁带搁置。
Oracle StorageTek 自动盒式系统库软件控制的机械手属于 NetBackup ACS 机械手
类型。
ACS 机械手是 API 机械手（机械手管理自身介质的 NetBackup 机械手类别）。
与其他机械手类型不同，NetBackup 不会跟踪 ACS 机械手中介质的插槽位置。自
动盒式系统库软件跟踪插槽位置，并报告给 NetBackup。
术语“自动盒式系统 (ACS)”可以指以下任意一项：
■

一种 NetBackup 机械手控制。

■

用于机械手控制的 Oracle StorageTek 系统。

■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的最高级组件。它指一个磁带库或者指多个与介质
直通机制相连接的库。

ACS 库软件组件可以是以下任意一个 Oracle StorageTek 产品：
■

Oracle StorageTek 自动盒式系统库软件 (ACSLS)

■

Oracle StorageTek 库站

ACSLS 配置示例
示例 ACSLS 配置显示如下内容：
■

典型的 UNIX ACSLS 配置。
请参见第 121 页的图 10-1。

■

典型的 Windows ACSLS 配置。
请参见第 122 页的图 10-2。

■

典型配置中的主要组件。
请参见第 123 页的表 10-1。

下图显示了一个典型的 UNIX ACSL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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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UNIX 上的典型 ACSLS 配置
ACSLS
管理实用程序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ascd

IPC
acsssi

机械手请求
（使用 RPC）
ACS 库软件

acssel
数据库

设备驱动程序
SCSI

库管理
单元(LMU)

数据

控制单
元(CU)

驱动器

库存储
模块(LSM)

v

驱动器

下图显示了一个典型的 Windows ACSLS 配置。

CAP

机械手

驱动器e

SC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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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上的典型 ACSLS 配置

图 10-2

ACSLS
管理实用程序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acsd

122

Sun
StorageTek
LibAttach
服务

IPC

使用 RPC 的
机械手请求

ACS 库软件

数据库

设备驱动程序
SCSI

SCSI

库管理
单元(LMU)

控制
单元
(CU)

驱动器

库存储
模块(LSM)

驱动器

驱动器

数据

下表介绍了 ACSLS 配置的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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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ACSLS 配置组件描述

组件

描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指定安装有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软件的主机，该主机充当 ACS 库软件主机的客户端。
NetBackup ACS 机械手后台驻留程序 (acsd) 采用特定方式表述装入、卸载和清点请求。
然后，API 使用 IPC 通信将这些请求路由到：
■

■

(UNIX) NetBackup ACS 存储服务器接口 (acsssi)。这些请求被转换成基于 RPC 的
通信，然后发送到 ACS 库软件。
(Windows) Oracle StorageTek LibAttach 服务。该服务接下来将这些请求发送到 ACS
库软件。

Oracle StorageTek
LibAttach 服务

指定 Windows 服务器可以通过 Library Attach for Windows（一个 ACS 库软件客户端应
用程序）使用 StorageTek Nearline 企业存储库。

仅限于 Windows 计算机

LibAttach 通过 TCP/IP 网络提供 Windows 与 ACS 库软件之间的连接。
请从 Oracle 获取相应的 LibAttach 软件。有关最新的兼容性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支
持网站。

下列 ACS 库软件：
■

■

自动盒式系统库软件
(ACSLS)
Sun StorageTek 库站

接收来自 NetBackup 的机械手请求，并按介质管理请求使用库管理单元查找并装入（或
卸载）相应的磁带盒。
在兼容的主机平台上，可以在同一主机上配置 ACS 库软件和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软
件。

库管理单元 (LMU)

提供 ACS 库软件和机械手之间的接口。单个 LMU 可以控制多个 ACSLS 机械手。

库存储模块(LSM)

包含机械手、驱动器或介质。

控制单元 (CU)

指定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通过设备驱动程序和控制单元（磁带控制器）与驱动器相
连。控制单元可能具有一个连接到多个驱动器的接口。有些控制单元还允许多台主机共
享这些驱动器。
大多数驱动器都不要求有单独的控制单元。在这些情况下，介质服务器直接与驱动器相
连。
指定盒式访问端口。

CAP

对 ACS 机械手的介质请求
下面是对 ACS 机械手的介质请求的事件序列：
■

介质管理器设备后台驻留程序 (UNIX) 或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服务 (Windows)
ltid 收到来自 bptm 的请求。

■

ltid 向 NetBackup ACS 进程 acsd 发送装入请求。

■

acsd 用公式表示该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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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API 使用内部进程通信 (IPC) 在以下系统上发送请求：
■

UNIX。NetBackup ACS 存储服务器接口 acsssi。然后，该请求被转换成基
于 RPC 的通信，并发送到 ACS 库软件。

■

Windows。Oracle StorageTek LibAttach 服务。该服务将请求发送到 ACS
库软件。

■

如果介质所在的库存储模块 (LSM) 处于脱机状态，则 ACS 库软件将该脱机状态
报告给 NetBackup。NetBackup 向该请求分配暂停状态。NetBackup 会每小时
重试一次该请求，直到 LSM 联机以及 ACS 库软件能够满足介质请求。

■

ACS 库软件找到介质，并将必要信息发送到库管理单元 (LMU)。

■

LMU 指示机械手将介质装入驱动器。当 LibAttach 服务 (Windows) 或 acsssi
(UNIX) 收到来自 ACS 库软件的成功响应后，将该状态返给 acsd。

■

与装入请求关联的 acsd 子进程扫描驱动器。驱动器准备就绪时，acsd 会向完
成装入请求的 ltid 发送消息。然后，NetBackup 开始向驱动器发送数据或从驱
动器中读取数据。

关于配置 ACS 驱动器
ACS 机械手支持 DLT 或 1/2 英寸盒式磁带驱动器。如果 ACS 机械手含有多种类型
的 DLT 或 1/2 英寸盒式磁带驱动器，则可配置备用驱动器类型。这意味着在同一机
械手中最多可以有三种不同的 DLT 和三种不同的 1/2 英寸盒式驱动器类型。如果使
用备用驱动器类型，请使用同一备用介质类型对卷进行配置。可以有六种驱动器类
型：DLT、DLT2、DLT3、HCART、HCART2 和 HCART3。
在 NetBackup 中配置驱动器之前，请先为这些驱动器配置操作系统磁带驱动程序和
设备文件。有关具体操作的信息，请参考操作系统文档。有关 NetBackup 要求的指
导，请参见本指南中有关主机操作系统的信息。
使用与其他驱动器相同的方法创建或标识这些驱动器的设备文件。如果这些驱动器
是 SCSI，并且通过共享控制单元连接到机械手，那么它们共享同一个 SCSI ID。因
此，您必须为每个驱动器指定相同的逻辑单元号 (LUN)。
在 NetBackup 中将 ACS 驱动器配置为机械手时，必须包括 ACS 驱动器坐标信息。
下表显示了 ACS 驱动器坐标。
表 10-2

ACS 驱动器坐标

ACS 驱动器坐标

描述

ACS 编号

指定用于标识含有该驱动器的机械手的索引（ACS 库软件术
语）。

LSM 编号

指定具有该驱动器的库存储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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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 驱动器坐标

描述

面板编号

指定驱动器所在的面板。

驱动器号

指定驱动器的物理编号（ACS 库软件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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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此信息在典型 ACS 机械手中的位置。
ACSLS 机械手和驱动器配置信息

图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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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共享 ACS 驱动器
如果 ACSLS 服务器不支持序列化，请按照以下过程配置共享驱动器。共享驱动器
需要 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许可证（6.1 版之前的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版本不支持序列化。）如果服务器支持序列化，请使用 NetBackup“设备
配置向导”来配置共享驱动器。
此过程可以显著减少 SSO 环境中所需的手动配置量。比如，对于 30 台主机共享的
20 个驱动器，这些配置步骤只要求您配置 20 个设备路径，而不是配置 600 个设备
路径。
在设置阶段，NetBackup 设备配置向导尝试发现可用的磁带驱动器。向导还会尝试
发现这些驱动器在库中的位置（如果机械手支持序列化的话）。
SAN（包括交换机，而不是直接连接）会增加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如果出现错误，
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 NetBackup 命令手动定义磁带驱动器配置。
请小心避免错误。对于共享驱动器，每个服务器的设备路径都必须正确。还要确保
正确定义驱动器以避免错误。（一个常见错误是将驱动器定义为 ACS 索引号 9，而
不是定义为 ACS 索引 0）。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非序列化配置中配置共享驱动器。
在非序列化配置中配置共享驱动器

1

在 ACS 控制库中的驱动器所挂接的一台主机上运行 NetBackup 设备配置向
导。允许将驱动器作为独立驱动器添加。

2

添加 ACS 机械手定义并更新每个驱动器，以指出驱动器在机械手中的位置。
使每个驱动器成为机械手驱动器，并添加 ACS、LSM、面板和驱动器信息。
我们还提供了有关如何确定正确驱动器地址和如何验证驱动器路径的信息。请
参见以下指南中的“使设备文件和物理驱动器建立关联”：《NetBackup 管理
指南，第 I 卷》。

3

在验证一台主机上的驱动器路径后，再次运行“设备配置向导”。扫描库中所
有拥有 ACS 驱动器的主机。
向导向其他主机添加 ACS 机械手定义和驱动器，并使用正确的设备路径。
要正确运行此过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向导第一次就成功发现了设备及其序列号。

■

在第一台主机上正确配置了驱动器路径。

向 ACS 机械手添加磁带
ACS 机械手控制软件支持在卷 ID 中使用以下字符，这些字符“不”被视为有效的
NetBackup 介质 ID 字符（卷 ID 是介质 ID 的 ACS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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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配置 ACS 卷时，不应包含下列任一字符：
■

美元符号 ($)

■

井号 (#)

■

日元符号

■

首尾空格

下表概述了如何向 ACS 机械手添加磁带，然后再将这些磁带添加到 NetBackup。
向 ACS 机械手进程添加磁带

表 10-3
任务

描述

给介质添加条形码标签，然后 库管理器读取条形码并按介质类型对介质分类。系统会为每个卷分配一个类别。某些
使用介质访问端口将介质插入 卷类别限制应用程序对特定卷的访问。库管理器跟踪卷位置。
机械手。
使用 ACS 卷 ID 作为介质
ID，定义 NetBackup 中的介
质。

若要定义介质，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使用机械手清点功能更新卷配置。

■

使用卷配置向导添加新卷。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由于 ACS 卷 ID 和条形码是相同的，NetBackup 有该介质的条形码记录。请注意，由
于 ACS 库软件管理插槽位置，因此无需输入插槽位置。
验证卷配置

使用“机械手清点”对话框中的“显示内容”和“比较内容与卷配置”。

关于从 ACS 机械手移除磁带
可以使用 Sun StorageTek 实用程序或 NetBackup 来移除磁带。
请参见第 127 页的“使用 ACSLS 实用程序移除磁带”。
请参见第 128 页的“使用 NetBackup 移除磁带”。

使用 ACSLS 实用程序移除磁带
如果从 ACS 机械手移除介质，必须在逻辑上将该介质移动到 NetBackup 中的独立
位置。
如果不在逻辑上移动介质，NetBackup 将不知道该介质已移动。NetBackup 可能对
它发出装入请求，以致出现磁带放错位置的错误。
不过，您可以在机械手的内部位置之间移动介质。ACS 库软件会找到所请求的介质
（如果其数据库是当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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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CSLS 实用程序移除磁带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

使用 NetBackup 机械手清点功能更新卷配置。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

移动卷。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使用 NetBackup 移除磁带
使用 NetBackup 移除磁带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

■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操作”>“从机械手中弹出卷”。

■

使用 NetBackup vmchange 命令。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都能执行逻辑移动和物理移动。

ACS 机械手的机械手清点操作
如果 ACS 库软件主机是 Sun StorageTek 库站，vm.conf 文件中可能需要“清点机
械手过滤器”(INVENTORY_FILTER) 条目。库站的较旧版本不支持 ACS 机械手中所
有卷的查询。
在 NetBackup 中，ACS 机械手类型支持条形码。
下面是您在 NetBackup 中清点 ACS 机械手时发生的事件序列：
■

NetBackup 从 ACS 库软件请求卷信息。

■

ACS 库软件提供数据库中的卷 ID、介质类型、ACS 位置和 LSM 位置的列表。
请参见第 129 页的表 10-4。

■

NetBackup 将卷 ID 映射到介质 ID 和条形码。例如，在上表中，卷 ID 100011
变成介质 ID 100011，该介质 ID 的条形码也是 100011。

■

如果操作“不”需要更新卷配置，NetBackup 在创建报告时将对 ACS 机械手使
用介质类型默认值。

■

如果该操作需要更新卷配置，则 NetBackup 会执行下列操作：
■

将 ACS 介质类型映射到默认的 NetBackup 介质类型。

■

将新卷的 ACS 位置和 LSM 位置添加到 EMM 数据库。此位置信息用于选择
介质和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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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提供有关默认介质类型映射的信息以及有关如何配置介质类型映射的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下表显示了 NetBackup 所收到的 ACS 驱动器坐标的示例。
表 10-4

ACS 驱动器坐标

ACS 卷 ID

ACS 介质类型

ACS

LSM

100011

DLTIV

0

0

200201

DD3A

0

0

412840

STK1R

0

1

412999

STK1U

0

1

521212

JLABEL

0

0

521433

STK2P

0

1

521455

STK2W

0

1

770000

LTO_100G

0

0

775500

SDLT

0

0

900100

EECART

0

0

900200

未知

0

0

在 ACS 机械手中配置机械手清点过滤
如果您希望 NetBackup 仅使用 ACS 库控制下的一部分卷，可以过滤来自库的卷信
息。为此，可使用 ACSLS 管理界面将您要使用的卷分配到一个或多个临时池。然
后，将 NetBackup 配置为仅使用这些临时池中的卷。
NetBackup 机械手清点包括 ACS 临时池中存在的卷。每当卷装入后，ACS 库软件
会从临时池中移走该卷。
部分清点还包括 NetBackup 能验证是否存在于磁带库中的卷，包括不在 ACS 临时
池中的卷。为避免失去对以前装入的卷的跟踪，库会报告磁带库中存在的卷的完整
列表。
下面的过程说明如何配置清点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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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清点过滤器（示例）

1

使用 ACSLS 管理界面 (ACSSA) 命令创建临时池。分配 ID 4，并且卷编号范
围是 0 到 500，如下所示：
ACSSA> define pool 0 500 4

2

使用 ACSLS 管理界面 (ACSSA) 命令定义临时池 4 中的卷：
ACSSA> set scratch 4 600000-999999

3

在调用清点操作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将 INVENTORY_FILTER 条目
添加到 vm.conf 文件。下面是用法说明：
INVENTORY_FILTER = ACS robot_number BY_ACS_POOL acs_scratch_pool1
[acs_scratch_pool2 ...]

下面定义选项和参数：
■

robot_number 是 NetBackup 中的机械手编号。

■

acs_scratch_pool1 是 ACS 库软件中配置的临时池 ID。

■

acs_scratch_pool2 是第二个临时池 ID（最多允许 10 个临时池）。

比如，以下条目强制 0 号 ACS 机械手从 Sun StorageTek 池 ID 4 和 5 查询临
时卷。
INVENTORY_FILTER = ACS 0 BY_ACS_POOL 4 5

NetBackup 机械手控制、通信和日志记录
操作系统类型决定了 NetBackup 在磁带操作期间使用机械手控制、通信和日志记录
的方式，如下所示：
■

Windows 系统
请参见第 130 页的“适用于 Windows 系统的 NetBackup 机械手控制、通信和日
志记录”。

■

UNIX 系统
请参见第 131 页的“适用于 UNIX 系统的 NetBackup 机械手控制、通信和日志记
录”。

适用于 Windows 系统的 NetBackup 机械手控制、通信和日志记录
NetBackup acsd 进程提供机械手控制，以装入和卸载卷。它还请求清点受 ACS 库
软件控制的卷。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服务 ltid 启动 acsd 进程并与其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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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d 进程在使用 ACS API 请求磁带卸载之前，会请求通过设备主机的磁带驱动程

序卸载 SCSI 磁带。 该请求进程适用于具有 SCSI 多路复用器的配置。发生卸载操
作时，不会强行弹出已加载的磁带。

适用于 UNIX 系统的 NetBackup 机械手控制、通信和日志记录
在 UNIX 系统上，若干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和进程提供机械手控制、通信和日
志记录。

NetBackup ACS 后台驻留程序 (acsd)
NetBackup ACS 后台驻留程序 acsd 提供装入和卸载卷的机械手控制。它还请求清
点受 ACS 库软件控制的卷。介质管理器设备后台驻留程序 ltid 启动 acsd 后台驻
留程序并与其通信。如果 ltid 已启动，可以手动启动 acsd。
acsd 后台驻留程序在使用 ACS API 请求磁带卸载之前，会请求通过设备主机的磁

带驱动程序卸载 SCSI 磁带。该控制进程适用于具有 SCSI 多路复用器的配置。发
生卸载操作时，不会强行弹出已加载的磁带。
当 acsd 启动时，它首先启动 NetBackup acssel 进程，然后启动 acsssi 进程。当
它启动 acsssi 时，acsd 将 ACS 库软件主机名传递给 acsssi。对出现在介质服务
器的 NetBackup 设备配置中的每台 ACS 库软件主机，都会启动一个 acsssi 副本。
如果有多台介质服务器共享 ACS 机械手中的驱动器，acsssi 必须在每台介质服务
器上都处于活动状态。

NetBackup ACS SSI 事件日志程序 (acssel)
NetBackup ACS 存储服务器接口 (SSI) 事件日志程序 acssel 仿效 Sun StorageTek
mini_el 事件日志程序。因此，它的功能模型不同于其他 NetBackup 机械手控制。
NetBackup acsd 后台驻留程序会自动启动 acssel。您也可以手动启动它。会将事
件消息记录到以下文件中：
/usr/openv/volmgr/debug/acsssi/event.log

注意：Symantec 建议持续运行 acssel，因为它会通过事件日志程序的套接字进行
连接以记录消息。如果 acsssi 无法连接到 acssel，NetBackup 无法立即处理请
求。因此，会出现重试和错误恢复情况。
在 UNIX 系统上，只有 kill 命令可停止 acssel。NetBackup bp.kill_all 实用程
序 (UNIX ) 可停止 acssel 进程。在 Windows 系统上，bpdown.exe 程序可停止
acssel 进程。
事件日志程序的完整路径为 /usr/openv/volmgr/bin/acssel。用法格式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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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sel [-d] -s socket_name

下面是对这些选项的描述：
■

-d 显示调试消息（默认情况下禁用调试消息）。

■

socket_name 是要在其上侦听消息的套接字名称（或 IP 端口）。

对 acssel 使用不同的套接字名称
如果 vm.conf 文件不包含 ACS_SEL_SOCKET 条目，acssel 在默认情况下侦听套接
字名称 13740。
使用下列任一方法可以更改此默认值：
■

修改 vm.conf 配置文件。
请参见通过修改 vm.conf 配置文件更改默认值。

■

添加环境变量。此方法假定已配置了一个 ACS 机械手，并且没有更改 SSI 默认
套接字名称（vm.conf ACS_SEL_SOCKET 条目可更改此默认值）。
请参见通过添加环境变量更改默认值。
acssel 也有用于指定套接字名称的命令行选项。不过，由于 acsssi 需要知道
事件日志程序的套接字名称，最好设置一个环境变量。

通过修改 vm.conf 配置文件更改默认值

1

编辑 vm.conf 文件，在其中添加 ACS_SEL_SOCKET 条目。下面是一个示例：
ACS_SEL_SOCKET = 13799

2

通过调用以下脚本停止 acsd、acsssi 和 acssel 进程（此脚本停止所有
NetBackup 进程）。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3

通过调用以下脚本重新启动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和进程：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通过添加环境变量更改默认值

1

通过调用以下脚本停止 acsd、acsssi 和 acssel 进程（此脚本停止所有
NetBackup 进程）。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2

在环境变量中设置所需的套接字名称，然后导出它。下面是一个示例：
ACS_SEL_SOCKET = 13799
export ACS_SEL_S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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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后台启动事件日志程序。
/usr/openv/volmgr/bin/acssel &

4

在环境变量中为 acsssi 设置 ACS 库软件主机名。
CSI_HOSTNAME = einstein
export CSI_HOSTNAME

5

按如下所示启动 acsssi：
/usr/openv/volmgr/bin/acsssi 13741 &

6

或者，也可使用 robtest 实用程序或以下命令启动 acstest：
/usr/openv/volmgr/bin/acstest -r einstein -s 13741

如果请求 SCSI 卸载，还必须在 acstest 命令行上指定驱动器路径。
请参见第 135 页的“ACS 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如果已配置 ACS 驱动器，robtest 实用程序会自动指定驱动器路径。

7

按如下方式启动 ltid，它将启动 acsd。若要获得详细消息输出，可以使用 -v
选项。
/usr/openv/volmgr/bin/ltid

在初始化过程中，acsd 从 vm.conf 获取 SSI 事件日志程序的套接字名称，并
在启动 acssel 之前在环境中设置 ACS_SEL_SOCKET。如果手动启动 acsssi，
它必须使用（侦听）acsd 用于发送数据的同一个 SSI 套接字。

NetBackup ACS 存储服务器接口 (acsssi)
NetBackup ACS 存储服务器接口 (SSI) acsssi 与 ACS 库软件主机通信。acsssi
处理所有来自 acsd 或 ACS 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的、用于 ACS 库软件的 RPC 通
信。
对于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配置的每台唯一的 ACS 库软件主机，都必须运行
一个 acsssi 的副本。acsd 尝试为每台主机启动多个 acsssi 副本。不过，如果特
定 ACS 库软件主机的 acsssi 进程已存在，该主机的新 acsssi 进程会在初始化期
间失败。
在正常操作中，acsssi 在后台运行，并向 acssel 发送日志消息。
可以使用以下任一方法指定 acsssi 使用的套接字名称（IP 端口）：
■

启动 acsssi 时在命令行上指定。

■

使用环境变量 (ACS_SSI_SOCKET)。

■

通过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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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将 acsssi 配置为使用非默认套接字名称，也必须将 ACS 后台驻留程序和
ACS 测试实用程序配置为使用同一套接字名称。
ACS 库软件主机名通过使用 CSI_HOSTNAME 环境变量传递给 acsssi。
acsssi 基于 Sun StorageTek 存储服务器接口。因此，它支持用于控制大多数操作

行为的环境变量。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可选的环境变量”。

关于 ACS_SSI_SOCKET 配置选项
默认情况下，acsssi 侦听从 13741 开始的唯一的连续套接字名称。若要基于 ACS
库软件主机指定套接字名称，可以在 NetBackup vm.conf 文件中添加配置条目。
使用下面的格式：
ACS_SSI_SOCKET = ACS_library_software_hostname socket_name

下面是一个示例条目（不要对此参数使用 ACS 库主机的 IP 地址）：
ACS_SSI_SOCKET = einstein 13750

手动启动 acsssi
建议您不要使用此方法启动 acsssi。正常情况下，请使用 acsd 启动 acsssi。
在手动启动 acsssi 之前，必须先配置 CSI_HOSTNAME 环境变量。以下是 Bourne
Shell 示例：
CSI_HOSTNAME=einstein
export CSI_HOSTNAME
/usr/openv/volmgr/bin/acsssi 13741 &

使用以下过程启动 acsssi。
启动 acsssi

1

启动事件日志程序 acssel。

2

启动 acsssi。格式为 acsssi socket_name。

可选的环境变量
如果您希望单个 acsssi 进程以不同的方式运行，可以在启动 acsssi 进程之前设
置环境变量。
下表介绍了可选的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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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5

可选的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描述

SSI_HOSTNAME

指定为 ACS 网络通信路由 ACS 库软件 RPC 返回数据包的主机的
名称。默认情况下使用本地主机名。

CSI_RETRY_TIMEOUT 将此变量设为一个较小的正整数。默认值为 2 秒。
CSI_RETRY_TRIES

将此变量设为一个较小的正整数。默认值为重试五次。

CSI_CONNECT_AGETIME 将此变量设为一个介于 600 秒和 31536000 秒之间的值。默认值为
172800 秒。

ACS 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acstest 实用程序允许您验证 ACS 通信，并提供到 ACS 机械手的远程系统管理界

面。它还可以用于查询、输入、弹出、装入、卸下以及卸载卷。另外，acstest 还
允许您定义、删除和填充 ACS 库软件临时池。
当 acsd 服务发出请求时，不要使用 acstest。如果 acsd 和 acstest 同时处理 ACS
请求，可能会发生通信问题。

Windows 系统上的 acstest
acstest 取决于 Sun StorageTek LibAttach 服务能否成功启动。 通过使用 Windows

控制面板的“管理工具”中可用的“服务”工具，可以验证此服务是否已启动。
acstest 尝试使用 LibAttach 服务与 ACS 库软件进行通信。
用法格式如下所示：
acstest -r ACS_library_software_hostname [-d device_name ACS, LSM,
panel, drive] ... [-C sub_cmd]

下面的示例假定 LibAttach 服务已启动：
install_path\Volmgr\bin\acstest -r einstein -d Tape0 0,0,2,1

UNIX 系统上的 acstest
acstest 依赖于 acsssi 的成功启动。 可以使用 UNIX netstat -a 命令来验证是

否有进程正在侦听 SSI 套接字。acstest 尝试使用 acsssi 与 ACS 库软件通信并
连接到现有的套接字上。
用法格式如下。您可以通过命令行传递套接字名称。否则，将使用默认套接字名称
(1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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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test -r ACS_library_software_hostname [-s socket_name] [-d
drive_path ACS, LSM, panel, drive] ... [-C sub_cmd]

下例假定已使用套接字 13741 启动了 acsssi 进程：
/usr/openv/volmgr/bin/acstest -r einstein -s 13741

更改 ACS 机械手配置
仅限于 UNIX 和 Linux 系统。
如果您更改 ACS 机械手配置，应该更新 NetBackup，使 acsssi 能够与 acsd、
acstest 以及 ACS 库软件成功通信。
在做出更改后和重新启动介质管理器设备后台驻留程序 ltid 之前，必须取消所有
acsssi 进程。另外，为了使 acstest 实用程序起作用，所选机械手的 acsssi 必
须正在运行。
更改配置后，可以使用以下过程来更新 NetBackup。
更改配置后更新 NetBackup

1

对配置进行更改。

2

使用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停止所有运行的进程。

3

通过调用以下脚本重新启动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和进程：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受支持的 ACS 配置
仅限于 UNIX 和 Linux 系统。
NetBackup 支持下列 ACS 配置：
■

从单台 ACS 主机控制的多个机械手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多个 ACS 机械手和一台 ACS 库软件主机”。

■

从多台 ACS 主机控制的多个机械手
请参见第 137 页的“多个 ACS 机械手和多台 ACS 库软件主机”。

多个 ACS 机械手和一台 ACS 库软件主机
NetBackup 支持下列配置：
■

一台 NetBackup 服务器连接到多个 ACS 机械手中的驱动器。

■

多个机械手受单台 ACS 库软件主机的控制。

下图显示了通过单个 ACS 库软件主机控制的多个 ACS 机械手。

136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机械手
受支持的 ACS 配置

图 10-4

多个 ACS 机械手、一台 ACS 库软件主机

NetBackup 服务器

Robot 1
Sun
StorageTe
kACS 0

ACS(10) controls drive 1
ACS(20) controls drive 2

ACS 库软
件主机
Robot 2
Sun
StorageTek
ACS 1

网络通信 (RPC)

清点请求包括：驻留 ACS 机械手（该机械手在驱动器地址中指定）中的 ACS 库软
件主机上配置的卷。
本例假定驱动器 1：
■

在 NetBackup 设备配置中使用 ACS 驱动器地址（ACS、LSM、面板、驱动器）
0,0,1,1

■

受 10 号机械手 (ACS(10)) 的控制。

如果任何其他机械手 ACS(10) 驱动器使用不同的 ACS 驱动器地址（如 1,0,1,0），
则该配置无效。
如果存在直通端口，NetBackup 支持单个 ACS 机械手中的多个 LSM 配置。

多个 ACS 机械手和多台 ACS 库软件主机
NetBackup 支持下列配置：
■

一台 NetBackup 服务器连接到多个 ACS 机械手中的驱动器。

■

机械手受不同 ACS 库软件主机的控制。

下图显示了通过多个 ACS 库软件主机控制的多个 ACS 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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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

多个 ACS 机械手、多台 ACS 库软件主机

NetBackup 服务器
ACS(10) 控制驱动器 1
ACS(20) 控制驱动器 2

机械手 1
Sun
StorageTek
ACS 0

机械手 2
Sun
StorageTek
ACS 0

ACS 库软
件主机 A

ACS 库软
件主机 B

网络通信 (RPC)

清点请求包括在 ACS 库软件主机（主机 A 用于机械手 1，主机 B 用于机械手 2）
上配置的卷。软件主机驻留在 Sun StorageTek 驱动器地址中指定的机械手上（均
为 ACS 0）。
本例假定驱动器 1：
■

在 NetBackup 设备配置中使用 ACS 驱动器地址（ACS、LSM、面板、驱动器）
0,0,1,1

■

受 10 号机械手 (ACS(10)) 的控制

如果任何其他机械手 ACS(10) 驱动器使用不同的 ACS 驱动器地址（如 1,0,1,0），
则该配置无效。
如果存在直通端口，NetBackup 支持单个 ACS 机械手中的多个 LSM 配置。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防火墙配置
要在 Sun StorageTek ACSLS 防火墙环境中配置 ACS 机械手，请使用以下
NetBackup vm.conf 文件配置条目指定 TCP 端口连接：
■

ACS_CSI_HOSTPORT

■

ACS_SSI_INET_PORT

■

ACS_TCP_RPCSERVICE

提供了有关 vm.conf 条目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Sun StorageTek ACSLS 服务器配置选项必须与 vm.conf 文件中的条目相匹配。例
如，在典型的 ACSLS 防火墙设置中，要更改如下所示的设置：

138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机械手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防火墙配置

■

Changes to alter use of TCP protocol...

设置为 TRUE - 防火墙安全 ACSLS 通过 TCP 运行。
■

Changes to alter use of UDP protocol...

设置为 FALSE - 防火墙安全 ACSLS 通过 TCP 运行。
■

Changes to alter use of the portmapper...

设置为“从不” - 确保 ACSLS 服务器不对客户端平台上的 portmapper 进行任
何查询。
■

允许在防火墙后面使用 CSI...
设置为 TRUE - 允许指定一个端口供 ACSLS 服务器使用。

■

由 CSI 使用的端口号...

用户选择的端口。大多数情况下使用默认值 30031。
此端口号必须与您在 NetBackup vm.conf 文件中指定的端口号相匹配。
有关设置防火墙安全 ACSLS 服务器的完整信息，请参考供应商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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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配置示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服务器上的机械手示例

■

服务器上的独立驱动器示例

■

一个机械手和多个服务器的示例

■

Windows 服务器上的 ACS 机械手示例

■

UNIX 服务器上的 ACS 机械手示例

■

UNIX 服务器上的 TLH 机械手示例

■

UNIX 服务器上的 TLM 机械手示例

服务器上的机械手示例
下图显示了简单的配置。
图 11-1

服务器和机械手配置示例 1
Windows 主服务器 eel

机械手编号 0

TL8 机械手

EMM 服务

机械手
驱动器1
8mm
机械手
驱动器2
8mm

路径

驱动器名称

[4,0,0,0]

eel_drv_1

[4,0,1,0]

eel_drv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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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配置中有一个包含两个 8mm 磁带驱动器的磁带库。机械手和驱动器连接到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的服务器上。
下表显示了机械手的属性。
表 11-1

“添加机械手”对话框项（Windows 本地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机械手类型

TL8（8MM 磁带库）

机械手编号

0

机械手由此设备主机本地控制

已设置（对于此机械手类型不能更改）

机械手设备

当您选择一个机械手时，SCSI 端口号、总线
号、目标号和 LUN 将会传播到 Windows 服
务器的“添加机械手”对话框。

下表显示了驱动器 1 的属性。
表 11-2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1）（适用于 Windows 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驱动器名称

eel_dr_1

驱动器类型

8 毫米盒式磁带 (8mm)

路径信息

[4,0,0,0]

清洗频率

0（小时）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TL8(0) - eel

机械手驱动器号

1

下表显示了驱动器 2 的属性。
表 11-3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2）（适用于 Windows 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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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字段

值

驱动器名称

eel_dr_2

驱动器类型

8 毫米盒式磁带 (8mm)

路径信息

[4,0,1,0]

清洗频率

0（小时）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TL8(0) - eel

机械手驱动器号

2

下表显示了主机 eel 是 UNIX 服务器情况下的机械手的属性。
表 11-4

“添加机械手”对话框项（UNIX 本地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机械手类型

TL8（8MM 磁带库）

机械手编号

0

机械手由此设备主机本地控制

已设置（对于此机械手类型不能更改）

机械手设备文件

/dev/sg/c0t4l0

下表显示了当主机 eel 是 UNIX 服务器时驱动器 1 的属性。
表 11-5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1）（适用于 UNIX 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驱动器名称

eel_dr_1

驱动器类型

8 毫米盒式磁带 (8mm)

无倒带设备

/dev/rmt/5cbn

清洗频率

25（小时）

驱动器状态

启动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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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字段

值

磁带库

TL8(0) - eel

机械手驱动器号

1

下表显示了当 eel 是 UNIX 主机时驱动器 1 的属性
表 11-6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2）（适用于 UNIX 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驱动器名称

eel_dr_2

驱动器类型

8 毫米盒式磁带 (8mm)

无倒带设备

/dev/rmt/6cbn

清洗频率

25（小时）

驱动器状态

启动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TL8(0) - eel

机械手驱动器号

2

服务器上的独立驱动器示例
下图显示了添加到机械手和服务器中的两个独立驱动器示例。
请参见第 140 页的“服务器上的机械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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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独立驱动器和机械手配置的服务器示例

图 11-2

Windows 主服务器 eel

机械手编号 0

TL8 机械手

EMM 服务

机械手
驱动器1
8mm
机械手
驱动器2
8mm

路径

驱动器名称

[5,0,0,0]

eel_qdrv_2

驱动器 1
qscsi

[5,0,2,0]

eel_qdrv_3

驱动器 2
qscsi

[5,0,1,0]

eel_4mm_drv_4

驱动器 3
4mm

路径

驱动器名称

[4,0,0,0]

eel_drv_1

[4,0,1,0]

eel_drv_2

下表显示了独立驱动器 1 的属性。
表 11-7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1）（适用于 Windows 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驱动器名称

eel_qdrv_2

驱动器类型

1/4 英寸盒式磁带 (qscsi)

路径信息

[5,0,0,0]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否

下表显示了独立驱动器 2 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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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8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2）（适用于 Windows 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驱动器名称

eel_qdrv_3

驱动器类型

1/4 英寸盒式磁带 (qscsi)

路径信息

[5,0,2,0]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否

下表显示了独立驱动器 3 的属性。
表 11-9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3）（适用于 Windows 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驱动器名称

eel_4mm_drv_4

驱动器类型

4 毫米盒式磁带 (4mm)

路径信息

[5,0,1,0]

清洗频率

0（小时）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否

下表显示了当主机 eel 是 UNIX 服务器时独立驱动器 1 的属性。
表 11-10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1）（适用于 UNIX 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驱动器名称

eel_qdrv_2

驱动器类型

1/4 英寸盒式磁带 (qscsi)

无倒带设备

/dev/rmt/2cbn

驱动器状态

启动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否

下表显示了当主机 eel 是 UNIX 服务器时独立驱动器 2 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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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1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2）（适用于 UNIX 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驱动器名称

eel_qdrv_3

驱动器类型

1/4 英寸盒式磁带 (qscsi)

无倒带设备

/dev/rmt/3cbn

驱动器状态

启动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否

下表显示了当主机 eel 是 UNIX 服务器时独立驱动器 3 的属性。
表 11-12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3）（适用于 UNIX 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驱动器名称

eel_4mm_drv_4

驱动器类型

4 毫米盒式磁带 (4mm)

无倒带设备

/dev/rmt/4cbn

清洗频率

25（小时）

驱动器状态

启动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否

一个机械手和多个服务器的示例
下图显示了一个机械手和多个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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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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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服务器和一个机械手的配置示例
Windows 主服务器 eel

机械手控制

EMM 服务

Windows 服务器 shark

机械手编号 0
SCSI

TL8 机械手
路径

驱动器名称

SCSI

机械手
驱动器1
8mm

[4,0,0,0]

eel_drv_1

SCSI

机械手
驱动器2
8mm

[5,0,1,0]

shark_drv_2

SCSI

机械手
驱动器3
8mm

/dev/nrst15 whale_drv_3

UNIX 服务器 whale

此示例的配置比先前示例的配置更加复杂，原因是：
■

机械手控制位于一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服务器 eel）上。

■

两个其他介质服务器使用这些驱动器。

以下是查看此示例时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

所有设备的介质信息都是由 EMM 服务进行维护的，该服务位于主服务器 eel
上。

■

在所有三种情况中，机械手编号都是 0，原因是三台服务器引用同一个物理机械
手。在这种情况下，机械手控制位于主机 eel 上。

■

机械手驱动器号与机械手内的物理驱动器分配相关。

■

在添加卷时，请将它们添加到主机 eel 上，原因是 EMM 服务位于该服务器上。

将在不同的主题中对每台主机的配置属性分别进行介绍。
请参见第 147 页的“Windows 服务器 eel 上的配置”。
请参见第 148 页的“Windows 服务器 shark 上的配置”。
请参见第 149 页的“UNIX 服务器 whale 上的配置”。

Windows 服务器 eel 上的配置
下表显示了本地 Windows 服务器 eel 的机械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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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3

“添加机械手”对话框项（本地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机械手类型

TL8（8MM 磁带库）

机械手编号

0

机械手由此设备主机本地控制

已设置

机械手设备

当您选择一个机械手时，SCSI 端口号、总线
号、目标号和 LUN 将会传播到 Windows 服
务器的“添加机械手”对话框。

下表显示了本地 Windows 服务器 eel 的驱动器 1 的属性。
表 11-14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1）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eel

驱动器名称

eel_drive_1

驱动器类型

8 毫米盒式磁带 (8mm)

路径信息

[4,0,0,0]

清洗频率

0（小时）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TL8(0) - eel

机械手驱动器号

1

请参见第 146 页的“一个机械手和多个服务器的示例”。

Windows 服务器 shark 上的配置
下表显示了远程 Windows 服务器 shark 的机械手属性。
表 11-15

“添加机械手”对话框项（远程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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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字段

值

机械手类型

TL8（8MM 磁带库）

机械手编号

0

机械手控制由远程主机处理

已设置

机械手控制主机

eel

下表显示了远程 Windows 服务器 shark 的驱动器 2 的属性。
表 11-16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2）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驱动器名称

shark_drive_2

驱动器类型

8 毫米盒式磁带 (8mm)

路径信息

[5,0,1,0]

清洗频率

0（小时）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TL8(0) - eel

机械手驱动器号

2

请参见第 146 页的“一个机械手和多个服务器的示例”。

UNIX 服务器 whale 上的配置
下表显示了远程 UNIX 服务器 whale 的机械手属性。
表 11-17

“添加机械手”对话框项（远程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whale

机械手类型

TL8（8MM 磁带库）

机械手编号

0

机械手控制由远程主机处理

已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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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字段

值

机械手控制主机

eel

下表显示了远程 UNIX 服务器 whale 的驱动器 3 的属性。
表 11-18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3）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whale

驱动器名称

whale_drive_3

驱动器类型

8 毫米盒式磁带 (8mm)

无倒带设备

/dev/nrst15

清洗频率

20（小时）

驱动器状态

启动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TL8(0) - eel

机械手驱动器号

3

请参见第 146 页的“一个机械手和多个服务器的示例”。

Windows 服务器上的 ACS 机械手示例
下图显示了一个 Windows 服务器和 ACS 机械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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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Windows 服务器和 ACS 机械手配置示例

Windows 服务器 shark

ACSLS 主机 whale

acsd
自动盒式系统
库软件 – (ACS 0)
STK LibAttach

SCSI
库管理单元 (LMU)

数据
面板 2

机械手

lun 0
控制单元 (cu)

库存储模块 (LSM 0)

lun 1

CAP

驱动器 0
驱动器 1

该配置使用自动盒式系统 (ACS) 机械手进行存储。服务器 shark 可以是 Windows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
以下是查看此示例时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主机（在“添加机械手”对话框中）是 ACS 库软件
所驻留的主机 whale。在本例中，自动盒式系统库软件 (ACSLS) 是作为 ACS 库
软件安装的。
在一些服务器平台上，可以在同一服务器上运行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软件和
ACS 库软件。因此，只需一台服务器即可。

■

ACS、LSM、PANEL 和 DRIVE 编号是 ACS 库软件配置的一部分，必须从该主
机的管理员处获取。

■

机械手编号和 ACS 编号是不同的术语。机械手编号是 NetBackup 中使用的机
械手标识符。ACS 编号是 ACS 库软件中的机械手标识符。这些编号可以不同，
不过它们的默认值都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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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通过独立控制单元连接驱动器，则必须使用正确的逻辑单元号 (LUN)，以便
使用正确的磁带名。

■

“添加机械手”对话框项包含一个“ACSLS 主机”条目，所以 ACS 库软件主
机可以使用 STK LibAttach 软件进行通信。必须在每台挂接了 ACS 驱动器的
Windows 服务器上安装该软件。

下表显示了远程主机 shark 的机械手属性。
表 11-19

“添加机械手”对话框项（远程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机械手类型

ACS（自动盒式系统）

机械手编号

0

机械手控制由远程主机处理

已设置（对于此机械手类型不能更改）

ACSLS 主机

whale

下表显示了驱动器 0 属性。
表 11-20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0）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驱动器类型

1/2 英寸盒式磁带 (hcart)

驱动器名称

shark_drive_0

路径信息

[5,0,1,0]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ACS(0) - whale

ACS

ACS: 0
LSM: 0
面板: 2
驱动器: 0

下表显示了驱动器 1 的驱动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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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1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1）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驱动器类型

1/2 英寸盒式磁带 (hcart)

驱动器名称

shark_drive_1

路径信息

[4,0,1,1]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ACS(0) - whale

ACS

ACS: 0
LSM: 0
面板: 2
驱动器: 1

UNIX 服务器上的 ACS 机械手示例
下图显示了一个 UNIX 服务器和 ACS 机械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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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UNIX 服务器和 ACS 机械手配置示例

UNIX 服务器 shark

ACSLS 主机 whale

acsd
自动盒式系统
库软件 – (ACS 0)

acsssi

SCSI
库管理单元 (LMU)

数据

面板 2

机械手

lun 0
控制单元 (cu)

库存储模块 (LSM 0)

lun 1

CAP

驱动器 0
驱动器 1

该配置使用自动盒式系统 (ACS) 机械手进行存储。主机 shark 可以是 UNIX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
以下是查看此示例时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

“ACSLS 主机”（在“添加机械手”对话框中）是 ACS 库软件所驻留的服务
器 whale。在本例中，自动盒式系统库软件 (ACSLS) 是作为 ACS 库软件安装
的。
在一些服务器平台上，可以在同一服务器上运行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软件和
ACS 库软件。因此，只需一台服务器即可。

■

ACS、PANEL、LSM 和 DRIVE 的编号是 ACS 库软件配置的一部分，必须从该
系统中获取该信息。

■

机械手编号和 ACS 编号是不同的术语。机械手编号是 NetBackup 中使用的机
械手标识符。ACS 编号是 ACS 库软件中的机械手标识符。这些编号可以不同，
不过它们的默认值都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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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通过独立控制单元连接驱动器，则必须使用正确的逻辑单元号 (LUN)，以便
使用正确的磁带名。

■

“添加机械手”对话框项包含一个“ACSLS 主机”条目。该条目可以将
NetBackup 配置为使用 ACS 存储服务器接口 (acsssi) 与 ACS 库软件主机进行
通信。

下表显示了机械手属性。
表 11-22

“添加机械手”对话框项（远程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机械手类型

ACS（自动盒式系统）

机械手编号

0

机械手控制由远程主机处理

已设置（对于此机械手类型不能更改）

ACSLS 主机

whale

下表显示了驱动器 0 属性。
表 11-23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0）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驱动器名称

shark_drive_0

驱动器类型

1/2 英寸盒式磁带 (hcart)

无倒带设备

/dev/rmt1.1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ACS(0) - whale

ACS

ACS 编号： 0
LSM 编号： 2
面板编号： 0
驱动器号： 0

下表显示了驱动器 1 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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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4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1）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驱动器名称

shark_drive_1

驱动器类型

1/2 英寸盒式磁带 (hcart)

无倒带设备

/dev/rmt1.1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ACS(0) - whale

ACS

ACS 编号： 0
LSM 编号： 2
面板编号： 0
驱动器号： 1

UNIX 服务器上的 TLH 机械手示例
下图显示了一个 UNIX 服务器和 TLH 机械手。
UNIX 服务器和 TLH 机械手配置示例

图 11-6
UNIX 服务器
shark

TLH 机械手

LMCP

库管理器

物理驱动器的设备文
件

PC

SCSI

IBM 自动磁带库 (ATL)

003590B1A00

TLH_rob_drv1

003590B1A01

TLH_rob_dr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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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配置将 TLH 机械手添加到配置中。服务器 shark 可以是 UNIX（AIX、Solaris
SPARC、HP-UX）、Linux 或 Windows 服务器，可以是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
质服务器。
以下是查看此示例时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

机械手控制主机是服务器 shark。机械手控制 (tlhcd) 还可位于其他服务器上。

■

配置 TLH 机械手和其他类型的机械手的主要区别是机械手设备文件。在 AIX 系
统上，机械手设备文件是库管理器控制点 (LMCP) 文件；在非 AIX 系统上，它
是库名称。
在本例中，shark 是 AIX 服务器，因此为机械手设备文件指定了 LMCP 文件。
如果 shark 是非 AIX 的 UNIX 服务器或者是 Windows 服务器，则要指定库名称
（如 3494AH）。

■

驱动器配置使用 IBM 设备编号。将无法在 NetBackup 中指定清洗频率。

下表显示了机械手属性。
表 11-25

“添加机械手”对话框项（本地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机械手类型

TLH（1/2 英寸磁带库）

机械手编号

0

机械手由此设备主机本地控制

已设置

LMCP 设备文件

/dev/lmcp0

下表显示了驱动器 1 的属性。
表 11-26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1）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驱动器名称

TLH_rob_drv1

驱动器类型

1/2 英寸盒式磁带 (hcart)

无倒带设备

/dev/rmt4.1

驱动器状态

启动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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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框字段

值

磁带库

TLH(0) - shark

供应商驱动器标识符

003590B1A00

下表显示了驱动器 2 的属性。
表 11-27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2）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驱动器名称

TLH_rob_drv2

驱动器类型

1/2 英寸盒式磁带 (hcart)

无倒带设备

/dev/rmt1.1

驱动器状态

启动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TLH(0) - shark

供应商驱动器标识符

003590B1A01

UNIX 服务器上的 TLM 机械手示例
下图显示了一个 UNIX 服务器和 TLM 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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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服务器和 TLM 机械手配置示例

图 11-7

TLM 机械手

UNIX 服务器
shark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存档管理单元
(OS/2)
dasos2_pc

物理驱动器的设备文
件

分布式 AML 服务器 (DAS)

SCSI

自动介质库 (AML)

CN0

TLM_rob_drv1

CN1

TLM_rob_drv2

该配置添加一个 TLM 机械手。该机械手的设备配置与 TL8 机械手示例相似。
请参见第 140 页的“服务器上的机械手示例”。
然而，对于 TLM 机械手，需要指定 DAS/SDLC 服务器，而不是机械手控制主机。
此服务器可以驻留在 IBM OS/2 系统上，通常在机械手机柜中或其附近，或者驻留
在 Windows 服务器上。
在本例中，DAS 服务器项是 dasos2_pc。必须把 DAS/SDLC 服务器配置为将服务
器 shark 识别为客户端，并将 AML 驱动器分配给 shark。
下表显示了机械手属性。
表 11-28

“添加机械手”对话框项（远程主机）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机械手类型

TLM（多介质磁带库）

机械手编号

0

机械手控制由远程主机处理

已设置（对于此机械手类型不能更改）

DAS 服务器

dasos2_pc

下表显示了驱动器 1 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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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9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1）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驱动器名称

TLM_rob_drv1

驱动器类型

1/2 英寸盒式磁带 (hcart)

无倒带设备

/dev/rmt/rmt0h

清洗频率

25（小时）

驱动器状态

启动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TLM(0) - shark

供应商驱动器标识符

CN0

下表显示了驱动器 2 的属性。
表 11-30

“添加驱动器”对话框项（驱动器 2）

对话框字段

值

设备主机

shark

驱动器名称

TLM_rob_drv2

驱动器类型

1/2 英寸盒式磁带 (hcart)

无倒带设备

/dev/rmt/rmt1h

清洗频率

25（小时）

驱动器状态

启动

驱动器位于磁带库中

是

磁带库

TLM(0) - shark

供应商驱动器标识符

C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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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英寸磁带库 (TLH)
daemon 104
服务 107
机械手清点 117
介质请求 107
控制后台驻留程序 104, 107
配置机械手控制 108
配置示例 157
清洗驱动器 115
驱动器映射 114
添加卷 115
移除磁带 116

A
ACS. 请参见 自动盒式系统
ACS SSI 事件日志程序 (acssel)
NetBackup 131
使用不同的套接字名称 132
ACS 存储服务器接口 (acsssi)
NetBackup 133
手动启动 134
ACS 后台驻留程序 (acsd)
NetBackup 131
ACS 机械手 77
ACSLS 防火墙配置 138
更改配置 136
机械手清点操作 128
机械手清点过滤 129
使用单个 ACS 主机 136
使用多个 ACS 主机 137
添加磁带 126
移除磁带 127
ACS 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135
ACS 机械手类型 77
ACS 驱动器
配置 124
ACS_SSI_SOCKET
配置选项 134
acsd 后台驻留程序 131

acsd 进程
NetBackup 130
ACSLS
配置 120
ACSLS 实用程序
移除磁带 127
acssel 131
使用不同的套接字名称 132
acsssi 133
环境变量 134
手动启动 134
acstest 133, 135
在 UNIX 系统上 135
在 Windows 系统上 135
ADIC DAS 服务器
配置 94
ADIC 标量 DLC 服务器
配置 95
ADIC 客户端软件
在 UNIX 上安装 89
在 Windows 上安装 89
AIX
locate-block 19
smit 工具 15
磁带驱动器配置
创建设备文件 19
多种密度 23
可变模式设备 18
扩展文件标记 19
介绍 15
禁用 SPC-2 SCSI 保留 24
命令摘要 25
配置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17
配置机械手设备文件 109
适配器编号 16
适配器号约定 16
为 IBM 机械手配置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 17
AIX 计算机
验证库通信 108
AIX 系统
机械手控制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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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X 中的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配置 17
AL-PA 目标 ID
Solaris 57
AML. 请参见 分布式 AML 服务器
AMU. 请参见 存档管理单元
API 机械手 86, 100, 120
atdd 驱动程序
HP-UX 44
ATL. 请参见 自动磁带库
ATL 库名称
在 UNIX 上 110
ATL 名称
在 Windows 上 112
安装
UNIX 上的 ADIC 客户端软件 89
Windows 上的 ADIC 客户端软件 89

B
Berkeley 式关闭
HP-UX 29
Solaris 67
boot -r
Solaris 72
备用介质类型
ACS 机械手 124
本指南的文本版本 11
标量 DLC 服务器
分配 TLM 驱动器 92
表驱动的机械手 82

C
cfgmgr 命令 26
chdev 命令 18, 25
持久性 DSF
配置 31
设备驱动程序 30
设备驱动程序和文件 30
用于磁带驱动器访问 31
针对机械手控制 30
直通路径 31
持久性 DSF 直通路径
创建 33
创建
HP-UX 持久性 DSF 32
HP-UX 上的旧式 SCSI 和 FCP 机械手控制 37
持久性 DSF 直通路径 33
磁带驱动器的无倒带设备文件 20

磁带驱动器直通设备文件 42
旧式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42
用于 FCP (Itanium) 的 sctl 设备文件 41
用于 FCP (PA-RISC) 的 sctl 设备文件 39
用于 SCSI (PA-RISC) 的 sctl 设备文件 38
创建设备文件
用于 AIX 上的 SAN 客户端 17
用于 HP-UX 上的 SAN 客户端 36
磁带
从 ACS 机械手移除 127
从 TLM 机械手移除 97
使用 ACSLS 实用程序移除 127
使用 NetBackup 移除 128
添加到 TLM 机械手 97
磁带库名称
配置 113
磁带驱动程序
选择 18
磁带驱动器
创建无倒带设备文件 20
非标准 69
旧式直通路径 35
磁带驱动器访问
持久性 DSF 31
磁带驱动器配置
HP-UX
无倒带 29
Solaris 66
在 AIX 上
创建设备文件 19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Linux (2.6 内核) 51
要求 29
磁带驱动器直通设备文件
创建 42
磁带设备驱动程序
Windows 74
存档管理单元 (AMU) 87

D
DAS. 请参见 分布式 AML 服务器
DAS 服务器
分配 TLM 驱动器 91
DAS 或标量 DLC 客户端名称
配置 90
DAS_CLIENT
vm.conf 条目 91
环境变量 91
DASADMIN 命令 91,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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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stat 命令 82
DSF。 请参见设备特定文件 30
调试模式
用于 st 磁带驱动程序 50
多介质磁带库 (TLM)
daemon 87
分配驱动器 88
关于 86
介质请求 88
配置机械手控制 88
配置驱动器 92
配置示例 159
清点操作 98
驱动器映射 93
添加卷 97
移除磁带 98
多种磁带密度
使用 23

F
forward-space-file/record
HP-UX 29
防火墙配置
Sun StorageTek ACSLS 138
非标准磁带驱动器 69
分布式 AML 服务器 86
另请参见 多介质磁带库
\\ETC\\CONFIG 文件 94
\\MPTN\\ETC\\HOSTS 文件 94
关于 86
分配 TLM 驱动器
在 DAS 服务器上 91
在标量 DLC 服务器上 92
服务器和机械手
配置示例 140
服务器上的独立驱动器
配置示例 143

G
共享 ACS 驱动器
配置 126
共享 TLM 驱动器
配置 94
固定长度块 18
挂接设备
到 Windows 系统 74
光纤分配目标 ID
Solaris 57

光纤通道
HP-UX 配置示例 39, 41
绑定过程
Solaris 57
驱动程序 64
光纤通道 HBA 驱动程序
绑定 57

H
HP-UX
SAM 实用程序 46
SCSI 机械手控制 34
SPC-2 SCSI 保留 46
创建持久性 DSF 32
创建旧式 SCSI 或 FCP 机械手控制 37
磁带驱动器配置
Berkeley 式关闭 29
创建设备文件 29
机械手控制 28
禁用 SAN 的 EMS 磁带设备监视器 46
禁用 SPC-2 SCSI 保留 46
旧式设备驱动程序和文件 33
命令摘要 47
配置准则 27
设备寻址方案 28
升级 NetBackup 以使用持久性 DSF 32
环境变量
用于 acsssi 进程 134
机械手
ACS 77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120
TL4 78
TL8 79
TLD 79
TLH 80
TLM 81
表驱动 82
测试实用程序 82
测试实用程序, ACS 135
进程 83
控制进程 83
属性 77
机械手和多个服务器
配置示例 146
机械手进程
示例 84
机械手控制
SCSI
HP-UX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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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2.6 内核) 51
在 AIX 上 50, 65
Solaris 65
对于持久性 DSF 30
在 AIX 系统上 108
在 HP-UX 上 28
在 UNIX 系统上 110, 131
在 Windows 系统上 112, 130
机械手控制、通信和日志记录
在磁带操作期间 130
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
用于 AIX 中的 IBM 机械手 17
机械手类型 76
机械手进程 83
机械手清点
过滤 117, 129
机械手清点操作
在 ACS 机械手上 128
在 TLH 机械手上 117
机械手设备文件
在其他 UNIX 系统上配置 111

I
IBM 设备编号 82, 114
IBM 自动磁带库 100
另请参见 1/2 英寸磁带库
IBM 自动磁带库服务 107
ioscan 命令
HP-UX 47

J
脚本
sg.install
Solaris 58
sgscan 66, 72

SAN 的 HP-UX EMS 磁带设备监视器 46
Solaris 多路复用 I/O (MPxIO) 58
Solaris 上的 SPC-2 SCSI 保留 69
旧式磁带驱动器
设备文件名 34
旧式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创建 42
旧式设备驱动程序和文件
HP-UX 33
旧式设备文件
配置 36
支持的设备驱动程序 33
旧式直通路径
针对磁带驱动器 35
卷
提供通用访问权 96

K
开关设置
Sony S-AIT
在 AIX 上 24
可变长度块 18
可变模式设备
在 AIX 上 18
控制单元
ACS 123
库存储模块 123
库存储模块(LSM) 124
库管理单元 123
库管理单元 (LMU) 124
库管理器控制点后台驻留程序 (LMCPD) 104
快速磁带定位. 请参见 locate-block
扩展文件标记
用于驱动器 19

介绍

L

Linux 48
Solaris 54
介质请求
TLH 机械手 107
针对 ACS 机械手 123
进程
按机械手类型 83
机械手 83
机械手控制 83
禁用
AIX 中的 SPC-2 SCSI 保留 24
HP-UX 中的 SPC-2 SCSI 保留 46

Linux
SAN 客户端 52
SCSI 机械手控制 50
sg 驱动程序 49
测试 SCSI 设备的实用程序 53
机械手控制 50
加载驱动程序 49
介绍 48
命令摘要 53
验证设备配置 51
Linux (2.6 内核)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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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控制 51
LMCP 设备文件
确定路径 108
LMCPD 104
LMU. 请参见 库管理单元
locate-block
在 AIX 上 19
在 Solaris 上 68
lsattr 命令 26
lsdev 命令
HP-UX 47
在 AIX 上 25
LSM. 请参见 库存储模块
lsmod 命令
Linux 50
灵活寻址 28

M
mknod 命令
HP-UX 47
modinfo 命令
Solaris 72
modprobe 命令
Linux 49
mt 命令
Linux 53
mtlib 命令
IBM 108
命令摘要
HP-UX 47
Linux 53
Solaris 71
对于 AIX 25

N
NetBackup
ACS SSI 事件日志程序 (acssel) 131
ACS 存储服务器接口 (acsssi) 133
ACS 后台驻留程序 (acsd) 131
acsd 进程 130
对 acssel 使用不同的套接字名称 132
机械手控制、通信和日志记录 130
移除磁带 128
NetBackup sg 驱动程序
检查安装 56
NetBackup 驱动器
配置 96
NetBackup 设备配置向导 96

NetBackup 中的 TLM 驱动器
配置 92

O
odmget 命令 26
Oracle
StorageTek ACSLS 机械手 120
配置共享 ACS 驱动器 126

P
配置
ACS 驱动器 124
ADIC DAS 服务器 94
ADIC 标量 DLC 服务器 95
AIX 上的机械手设备文件 109
AIX 中 IBM 机械手的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 17
AIX 中的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17
DAS 或标量 DLC 客户端名称 90
NetBackup 驱动器 96
NetBackup 中的 TLM 驱动器 92
TLH 驱动器 114
TLM 机械手控制 88
TLM 驱动器 88
UNIX 系统示例 101
持久性 DSF 31
磁带库名称 113
更改 ACS 机械手 136
共享 ACS 驱动器 126
共享 TLM 驱动器 94
机械手控制 108
旧式设备文件 36
其他 UNIX 系统上的机械手设备文件 111
识别 FT 介质服务器的 SAN 客户端 69
用于 Sun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HBA 驱
动程序 56
配置示例
UNIX 服务器上的 ACS 机械手 154
UNIX 服务器上的 TLH 机械手 157
UNIX 服务器上的 TLM 机械手 159
Windows 服务器上的 ACS 机械手 151
对于远程 UNIX 服务器 149
服务器上的独立驱动器 143
机械手和多个服务器 146
用于本地 Windows 服务器 147
用于服务器上的机械手 140
用于远程 Windows 服务器 148
配置选项
ACS_SSI_SOCKET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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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准则
HP-UX 27

Q
清洗驱动器
TLH 机械手 115
驱动程序卸载
Solaris 64
驱动器
Sony S-AIT 24
驱动器的命名
确定 93
驱动器清洗
TLH 机械手 115
全球端口名称 (WWPN) 56–57
全球节点名称 (WWNN) 57
确定路径
到 LMCP 设备文件 108

R
rem_drv 命令
Solaris 72
robtest 82, 95, 133
robtest 实用程序
Linux 53

S
SAM 实用程序
HP-UX 46
SAN 客户端
关于适用于 Linux 的驱动程序 52
在 AIX 上配置驱动程序 17
在 HP-UX 上配置驱动程序 36
在 Solaris 上配置驱动程序 69
schgr 设备驱动程序
HP-UX 37
SCSI
机械手控制
HP-UX 34
Linux (2.6 内核) 51
在 Linux 上 50
在 Solaris 上 65
直通驱动程序
Solaris 55
SCSI 保留
禁用 12
禁用 HP-UX 中的 SPC-2 保留 46
数据完整性 12

在 AIX 中禁用 SPC-2 保留 23
在 Solaris 中禁用 SPC-2 保留 69
SCSI 持久绑定 53
sctl 设备文件
为 FCP (Itanium) 创建 41
为 FCP (PA-RISC) 创建 39
为 SCSI (PA-RISC) 创建 38
sg 驱动程序
Linux 49
Solaris 55
卸载 71
sg.build 命令
Solaris 72
sg.conf 文件
示例 60
sg.install 脚本
Solaris 58, 72
sg.links 文件
示例 61
smit 命令 18
Solaris
locate-block 68
SCSI 和 FCP 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示例 66
SCSI 机械手控制 65
SCSI 直通驱动程序 55
sg 驱动程序安装或重新配置 58
sg.install 脚本 58
SPC-2 SCSI 保留 68
绑定光纤通道 HBA 驱动程序 57
磁带驱动器配置 66
Berkeley 式关闭 67
机械手控制 65
介绍 54
禁用 MPxIO 58
命令摘要 71
配置 SAN 客户端 69
使用 ACS 55
适配卡移除 55
无倒带设备文件 68
在 Solaris 中禁用 SPC-2 保留 69
阻止卸载驱动程序 64
Solaris 多路复用 I/O (MPxIO)
禁用 58
Sony S-AIT 驱动器 24
SPC-2 SCSI 保留
Solaris 68
在 AIX 中禁用 24
在 HP-UX 中禁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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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O
配置 TLM 机械手类型 94
配置非序列化共享 TLM 驱动器 96
配置共享 ACS 驱动器 126
st 磁带驱动程序
调试模式 50
st 驱动程序
Linux 49
st.conf 文件
示例 60
Sun
UNIX 上的 acstest 实用程序 135
Windows 上的 acstest 实用程序 135
支持的自动盒式系统 (ACS) 配置 136
自动盒式系统
使用单个 ACS 主机的多个 ACS 机械手 136
使用多个 ACS 主机的多个 ACS 机械手 137
Sun StorageTek ACSLS
防火墙配置 138
Sun StorEdge Network Foundation HBA 驱动程序
配置 56
删除
ACS 机械手中的磁带 127
来自 TLM 机械手的磁带 97
使用 ACSLS 实用程序的磁带 127
使用 NetBackup 的磁带 128
设备
配置向导 126
设备发现 12
设备配置顺序 12
设备驱动程序
sg
Linux 49
Solaris 55
st
Linux 49
对于持久性 DSF 30
针对旧式设备文件 33
设备驱动程序和文件
对于持久性 DSF 30
设备特殊文件
持久性 30
设备文件
Linux（2.6 内核）磁带驱动器 51
Linux（2.6 内核）机械手控制 51
创建无倒带 20
为 AIX 上的 SAN 客户端创建 17
为 HP-UX 上的 SAN 客户端创建 36
无倒带 19

用于旧式磁带驱动器 34
设备寻址方案
HP-UX 28
升级
使用 HP-UX 持久性 DSF 的 NetBackup 32
使用
指南 11
使用 passthru 驱动程序
功能 55
示例
SCSI 和 FCP 机械手控制设备文件 66
sg.conf 文件 60
sg.links 文件 61
st.conf 文件 60
TLH 配置 100
TLM 配置 87
机械手进程 84
无倒带设备文件 21
示例配置
ACSLS 120
属性
机械手 77

T
TL4 机械手 78
TL8 机械手 79
TLD 机械手 79
TLH 机械手 80
机械手清点过滤 117
配置 108
添加磁带 115
移除磁带 116
TLH 配置
示例 100
TLH 驱动器
配置 114
TLH 示例配置
Windows 104
TLM 机械手 81
机械手清点操作 98
介质请求 88
添加磁带 97
移除磁带 97
TLM 机械手控制
配置 88
TLM 配置
示例 87
TLM 驱动器
配置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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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mtest 93, 95, 97–98
添加
磁带到 TLM 机械手 97
添加磁带
到 ACS 机械手 126
到 TLH 机械手 115
通用访问权
到卷 96

U
UNIX
acstest 实用程序 135
安装 ADIC 客户端软件 89
确定 ATL 库名称 110
验证库通信 110
UNIX 服务器（远程）
配置示例 149
UNIX 服务器上的 ACS 机械手
配置示例 154
UNIX 服务器上的 TLH 机械手
配置示例 157
UNIX 服务器上的 TLM 机械手
配置示例 159
UNIX 系统
机械手控制 110
配置示例 101

V
vm.conf 文件
DAS_CLIENT 条目 91

W
Windows
acstest 实用程序 135
TLH 示例配置 104
安装 ADIC 客户端软件 89
磁带设备驱动程序 74
挂接设备 74
确定 ATL 名称 112
验证库通信 112
Windows 服务器（本地）
配置示例 147
Windows 服务器（远程）
配置示例 148
Windows 服务器上的 ACS 机械手
配置示例 151
Windows 系统
机械手控制 112

无倒带设备文件 19
Solaris 68
创建 20
无倒带设备文件示例 21

X
卸载
sg 驱动程序 71
选择
磁带驱动程序 18

Y
验证
Linux 中的设备配置 51
验证库通信
在 AIX 计算机上 108
在 UNIX 上 110
在 Windows 上 112
要求
磁带驱动器设备文件 29
移除磁带
来自 TLH 机械手 116
硬件兼容性列表 (HCL) 76
约定
RS/6000 AIX 适配器编号 16

Z
支持的配置
自动盒式系统 136
直通路径
对于持久性 DSF 31
自动磁带库 (ATL) 104, 107
自动盒式系统
Solaris 55
STK 库站 120, 123
机械手清点过滤 129
介质请求 123
库服务器 (ACSLS) 120, 123
配置示例 151, 154
使用单个 ACS 主机的多个 ACS 机械手 136
使用多个 ACS 主机的多个 ACS 机械手 137
特殊字符 126
添加卷 127
条形码操作 128
移除磁带 97
支持的配置 136
自动盒式系统 (ACS)
移除磁带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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