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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

关于 Replication Director 插件的角色

■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的软件

■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NetBackup 配置

■

Replication Director 故障排除工具

关于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Replication Director 是 NetBackup OpenStorage 管理的快照和快照复制的实现，
其中将快照存储在合作公司的存储系统上。OpenStorage 是一种 Symantec API，
允许 NetBackup 与符合该 API 的存储实现进行通信。
Replication Director 使用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的功能执行以下任务：
■

共享磁盘，以便多台异构介质服务器可以同时访问同一个磁盘卷。

■

平衡负载和优化性能。NetBackup 在介质服务器和磁盘池之间平衡备份作业和
存储使用情况。

■

充分利用磁盘阵列功能，包括快速存储置备和几乎无限制的存储。

■

用作场外保管的替代方法。 作为灾难恢复计划的一部分，存储复制技术可提供
将用户数据（文件、应用程序、数据库）副本发送到场外存储的有效方式。

NetBackup 将客户端数据的快照存储在可用于存储服务器的卷上。
快照表示由存储硬件捕获的即时点主存储数据。 然后，NetBackup 可以指示存储服
务器将快照从主卷复制到对存储服务器可用的其他卷。可以将快照复制到存储服务
器中的多个卷或存储服务器之外的存储，如磁带设备或其他磁盘存储。 Replication
Director 可适应各种方案，以满足组织的特定数据保护的需要。

介绍
关于 Replication Director 插件的角色

注意：目前 EMC VNX 和 Celerra 不支持复制。
Replication Director 提供了单个 NetBackup 界面，用于以下任务的端到端数据保护
管理：
■

统一策略管理。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作为一个集中式备份基础架构来管理所有数据的生
命周期。

■

快照副本管理。
可使用 NetBackup 管理快照的整个生命周期。Replication Director 将
OpenStorage 与介质服务器结合使用，以访问存储服务器的卷。除非 NetBackup
指示存储服务器执行相关操作，否则不能从磁盘阵列中移动映像、使映像失效
或删除映像。
有关执行初始快照的说明来自 NetBackup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的某一操
作。您可以创建一个用于指示 NetBackup 创建初始快照、将快照复制到多个位
置以及指示各个复制的不同保留期限的 SLP。SLP 中可以包括从快照创建备份、
对快照编制索引等的其他说明（或操作）。

■

快照副本监视。
使用 NetBackup OpsCenter 监视每个存储位置每个副本的创建。OpsCenter 提
供有关整个复制环境的各种报告。

■

全局搜索和还原。
可从为 NetBackup 定义的环境中的任何存储设备进行恢复。这包括从磁盘上的
主副本或任何复制副本恢复，或者从磁盘或磁带上的任何复制副本恢复。

关于 Replication Director 插件的角色
Replication Director 会使用介质服务器上的 OpenStorage 插件与磁盘阵列进行通信
（通过存储服务器）并请求移动数据。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托管允许在 NetBackup 和磁盘阵列之间进行通信的软件插
件。
表 1-1 列出了 NetBackup 和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使用的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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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Replication Director 中使用的插件名称

插件名称

安装位置

用于 Symantec
NetBackup 的
NetApp 插件

NBUPlugin 可与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通信。
有关安装说明，请参见 http://support.netapp.com/NetApp 支持站点《用于 Symantec NetBackup
的 NetApp 插件安装和管理指南》（《NetApp Plug-in 1.0 for Symantec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安装和管理指南》）。
将对两个插件之间的默认通信使用加密。可以对 NBUPlugin 配置文件进行更改以禁用加密。“加
密”策略属性对插件之间的加密没有影响。
默认情况下，用于 Symantec NetBackup 的 NetApp 插件使用 IPv4，但可将系统配置为使用 IPv6。

注意：不能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Server、主服务器或任何介质服务器上安装用于支
持 cDOT 的 NetApp 插件 (2.0)。 应将该插件安装到单独的 Windows 或 Linux 计算机上。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会安装该插件；无需进行单独安装。

VNX NAS RD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的软件
在将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合使用的所有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 NetBackup
客户端上安装 NetBackup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需要以下 NetBackup 许可证。
表 1-2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的 NetBackup 许可证

NetBackup 主 许可证
机
主服务器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选项。

介质服务器

在可以访问磁盘阵列的每台介质服务器上，安装：

客户端

■

Data Protection Optimization Option（仅当要对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执行快照备份时才需要）。

■

NDMP 许可证（用来使用 NDMP 对磁盘或磁带执行快照备份）。

所有执行非 NDMP 备份的客户端都需要 NetBackup 客户端许可证。

Symantec NetBackup 硬件兼容性列表 (HCL) 列出了支持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平
台。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NetBackup 配置
如 表 1-3 中所描述，NetBackup 配置由 NetBackup 管理员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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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NetBackup 配置任务概述

步 描述
骤

参考主题

1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安装或升级 NetBackup 软件。

请参见第 11 页的“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
的软件”。

2

运行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将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配置为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7 页的“创建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以
进行快照复制”。

此向导还配置以下内容：

3

■

可以访问存储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

■

包含主快照的磁盘池。

■

用于主磁盘池的存储单元。

为要包含主快照的快照复制的每组磁盘卷创建附加磁盘池。

请参见第 32 页的“为快照复制创建磁盘池”。

在“磁盘池创建向导”中，为每个磁盘池配置存储单元。
4

为要生成复制（非快照副本）的任何操作创建存储单元。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5

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针对 SLP 要执行的每项任务在 SLP 请参见第 54 页的“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
中新建一个操作。
命周期策略”。
例如，创建用于执行初始快照的“快照”操作和用于创建快照
副本的“复制”操作。

6

配置用于执行 SLP 中指示的所有操作的 NetBackup 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81 页的“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保护 NAS 卷或 SAN 连接的设备”。
为此，策略中的“策略存储”选择必须指示为快照和快照复制
请参见第 76 页的“配置 NDMP 策略以保护 NAS
配置的 SLP。
主机”。
注意：不要使用策略配置向导或入门向导为 Replication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关于对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Director 配置策略。
Oracle 支持”。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虚拟机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下图是有关 NetBackup 组件如何组合在一起以执行快照和快照复制的概述。 以下
各节介绍如何配置此过程中的每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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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Replication Director 故障排除工具

图 1-1

NetBackup 如何使用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存储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将存储作为
卷提供给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 将卷分组成磁盘池，然后
再分组成存储单元。
SLP 指向作为快照目标的支持快照的存储
单元。
备份策略通过指向作为存储的 SLP
请求客户端数据快照。

Replication Director 故障排除工具
NetBackup 已开发出简化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的工具和清单。
它们位于以下页面中，其中还有一些脚本，可用来验证是否已安装正确的软件和许
可证。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240
以下 Symantec 技术说明包含大量信息，可帮助您解决在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期间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问题。 它按问题分成几大类。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2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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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配置主题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

NetBackup 命名约定

■

如何配置多 NIC 环境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在 Windows 上使用“本地系统”帐户进行配
置。“本地系统”帐户缺少足够的权限，无法执行某些备份和还原操作。
例如，为了使 NetBackup 能够访问 CIFS 卷，帐户必须从“本地系统”更改为有权
访问 CIFS 共享的帐户。
在 Windows 计算机上更改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登录帐户：
■

打开 Windows 的“服务”应用程序。

■

要更改登录帐户，请停止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

打开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属性。

■

提供具有必要权限的帐户的名称和密码。例如，更改为使用 Administrator 登录。

■

重新启动服务。

如果没有更改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属性，则策略验证将失败，状态码为
4206。

需要更改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登录帐户的情况
下表包含需要更改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登录帐户的情况：
■

访问存储单元的 CIFS 存储。

其他配置主题
NetBackup 命名约定

■

要使用 UNC 路径，网络驱动器必须可供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在启动时登录
到的服务帐户使用。您必须在所备份的每个 Windows 客户端（包含与其他计算
机共享的数据）上更改此帐户。

■

在创建快照期间：针对备份目的具备对共享的读取访问权限，在还原期间具备
写入访问权限。
该帐户必须是用于允许对共享具有访问和写入权限的域用户。要验证该帐户，
请以该用户的身份登录并尝试访问 UNC 路径。（例如：
\\server_name\share_name。）

■

对于数据库代理和选件，使用具有必要权限或特权的登录帐户配置服务。有关
更多信息，请参见代理或选件的文档。

■

对于支持 NetApp 磁盘阵列上 VMware 备份的数据库代理，请将登录帐户配置
为有权访问该磁盘阵列的帐户。

NetBackup 命名约定
下面的字符集可用于用户定义的名称（如磁盘池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字母（A-Z、a-z）（名称区分大小写）

■

数字 (0-9)

■

句点 (。)

■

加号 (+)

■

减号 (-)
不要将减号用作第一个字符。

■

下划线 (_)

注意：不允许使用空格。

如何配置多 NIC 环境
一个 NetBackup 客户端可以拥有多个主机名，分别对应多个网络接口卡 (NIC)。要
使用特定 NIC 访问快照，必须在 NetBackup 备份策略中使用与该 NIC 对应的主机
名作为客户端名称。
确保前往 文件服务器的路由所走的接口与备份策略中定义为客户端名称的接口相
同。
注意：如果 NIC 信息配置不正确，备份和还原作业可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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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个 NIC 的客户端示例
假设 HP-UX 11.31 主机使用 hp_nas.abc.xyz.com 这一主机名。此主机在备份策
略中配置为客户端。此备份策略用来支持主机上装入的 NAS 卷。该主机上装入了
多个 NAS 卷，而且这些卷在 IP 地址为 10.80.155.147 的文件服务器上创建。
主机 hp_nas.abc.xyz.com 配置了两个 NIC，如表 2-1所示。
表 2-1

示例主机上的 NIC

NIC

IP 地址

映射到的 NAS 卷

lan0

10.80.139.208

hp_nas.abc.xyz.com

lan1

10.80.139.210

hp_nas1.abc.xyz.com

以下是为主机 hp_nas.abc.xyz.com 定义的路由表示例：
netstat -nr
Routing tables
Destination
Gateway
127.0.0.1
10.80.139.210
10.80.139.208
10.80.139.0
10.80.136.0
127.0.0.0
default

Flags Refs
127.0.0.1
10.80.139.210
10.80.139.208
10.80.139.210
10.80.139.208
127.0.0.1
10.80.136.1

Interface
UH
UH
UH
U
U
U
UG

Pmtu
0
0
0
2
2
0
0

lo0
lan1
lan0
lan1
lan0
lo0
lan0

32808
32808
32808
1500
1500
32808
1500

由于文件服务器的 IP/子网地址不在已定义的任何路由条目范围内，来自主机的网络
通信将使用默认路由条目。
如上文所述，默认路由条目所用的接口 (lan0) 与客户端名称 hp_nas.abc.xyz.com
对应的条目所用的接口 (lan0) 相同。
同样，如果路由表中明确为存储系统的 IP 地址子网定义了一个条目，请确保同样存
在类似的接口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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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快照复制创建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创建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以进行快照复制

■

更新 OpenStorage 存储服务器以反映插件更新

■

将存储服务器凭据添加到 NetBackup 服务器

创建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以进行快照复制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是一个 NetBackup 实体，它能够独占访问 OpenStorage 合
作伙伴的卷上的快照并对其进行管理。 此过程介绍如何使用“存储服务器配置向
导”创建存储服务器。本文档全篇引用了特定于合作伙伴的注意事项。

为快照复制创建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
创建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以进行快照复制

创建存储服务器

1

启动“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之前，请确保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已安装必要
的软件并处于联机状态。同时，还必须对磁盘阵列中的卷进行配置。

2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主窗口中，单击“配置磁盘存储服务器”可启动“存
储服务器配置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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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 OpenStorage 作为磁盘存储类型。单击“下一步”。

4

配置存储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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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服
务器

选择要查询存储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即已为其分配存储服务器所使用的凭
据的介质服务器。该凭据使介质服务器能够与存储服务器通信。
请注意，即使未安装 OpenStorage 插件，配置中的所有介质服务器也都会显
示在列表中。 请选择安装了 OpenStorage 插件的介质服务器。

■

输入用户名以登录存储主机。
如果存储主机不需要登录凭据，则输入虚拟凭据。
输入登录帐户的密码。

■

重新输入密码以确认密码。

■

要使某个介质服务器与某个存储服务器通信并可以访问该存储服务器，必须
将此介质服务器添加到 Replication Director 环境中。
请参见第 28 页的“将存储服务器凭据添加到 NetBackup 服务器”。
存储服
务器类
型

选择要创建的存储服务器类型：
■

对于 NetApp 7-Mode 配置，选择“NetApp OnCommand 服务器
(7-Mode)”(Network_NTAP)。

■

对于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配置，选择“NetApp OnCommand
服务器（群集模式）”(NTAP_CDOT)。

■

存储服
务器名
称

对于 EMC VNX 和 Celerra 配置，单击“存储服务器类型”字段，然后键
入 EMC_Celerra。

输入存储服务器的名称。在 NetBackup 环境和存储供应商环境中使用时，存
储服务器名称必须保持一致。
输入存储服务器的确切名称，不管该名称是完全限定名称还是短名称。
■

在 NetApp 7-Mode 配置中，此名称为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

在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配置中，此名称为承载 NBUPlugin 2.0
的计算机，而不是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在 EMC 配置中，此名称为 EMC Celerra 服务器。

■

单击“下一步”。

5

如果在环境中有多个介质服务器，或者主服务器与介质服务器位于不同的主机
上，则会显示“针对 OpenStorage 设备的其他介质服务器配置”面板。
■

启用用于访问存储服务器以执行快照、快照复制或还原的所有介质服务器
所对应的复选框。

■

为托管主服务器（如果它位于列表中）的计算机启用相应的复选框。必须
启用该主服务器主机，才能为执行回滚和还原操作正确更新 NetBackup 目
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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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在“添加存储服务器”向导窗格的“选择介质服务器”属性（步
骤 4）中选择主服务器作为介质服务器，则在该列表中不会显示该主服务
器。

6

该向导将显示一个摘要面板，其中列有您输入的配置信息。单击“上一步”进
行所需更改，或单击“下一步”创建存储服务器。

7

该向导声明已成功创建存储服务器。 要创建磁盘池，请选中标记为“使用刚创
建的存储服务器创建磁盘池”的复选框。快照和快照复制需要使用磁盘池。
单击“下一步”启动“磁盘池配置向导”。

8

选择要创建的磁盘池类型。如果未出现可供选择的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请
确保已安装许可证并且已创建 OpenStorage 存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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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选择存储服务器”面板上，选择先前在此向导中创建的存储服务器。 单击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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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选择磁盘池属性和卷”面板将提供存储管理员在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的存
储中配置的所有卷。
磁盘池只能包含共享相似属性的卷。 因此，不会组合不相似的卷，NetBackup
将对用于选择的卷进行过滤。
选择“主节点”属性，以便配置快照的此第一个磁盘池。该列表显示了与选定
属性匹配的所有卷。

11 在表中选择一个主卷，作为第一个磁盘池的一部分。 请注意，主卷还设置了
“源”属性。 主卷上的快照是快照复制的源。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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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附加磁盘池信息”面板中，指定磁盘池的名称，并添加有关磁盘池的任何
注释。
请参见第 15 页的“NetBackup 命名约定”。
启用“限制 I/O 流”，以限制磁盘池中每个卷的读取和写入流（作业）的数量。
选择允许每个卷执行的读取和写入流的数量。当达到该限制时，NetBackup 将
选择其他卷来执行写入操作（如果可用）。如果不可用，NetBackup 会对作业
进行排队，直到卷可用为止。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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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查看列出磁盘池配置的摘要屏幕。 单击“上一步”进行所需更改，或单击“下
一步”创建磁盘池。

14 该向导声明已成功创建磁盘池。 要创建存储单元，请选中标记为“使用刚创建
的磁盘池创建存储单元”的复选框。 快照和快照复制需要使用存储单元。
单击“下一步”。

15 在“创建存储单元”面板中：
■

命名存储单元。

■

选择可以使用存储单元的介质服务器：

使用任何可用的介质服务器传输数据

NetBackup 会选择任意介质服务器来访问
存储单元。

只使用所选的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仅使用指定的介质服务器来访
问存储单元。

只有已安装 OpenStorage 插件的介质服务器会出现在此列表中。 要使某个介
质服务器与某个存储服务器通信并可以访问该存储服务器，必须将此介质服务
器添加到 Replication Director 环境中。
注意：一个存储单元可以代表多个物理设备。如果某一存储单元是一个复制目
标，则 NetBackup 会通过该插件选择要在该存储单元中使用的设备。 对于复
制作业，存储单元和存储单元组会忽略“最多并行作业数”设置。NetBackup
不会尝试为参数设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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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单击“下一步”。 此时将显示最后一个向导面板，说明该向导已完成。
您刚刚配置了用于包含主快照的存储服务器、磁盘池和存储单元。为要包含主快照
的快照复制的每组磁盘卷配置更多的磁盘池（和存储单元）。
例如，在下图中，需要两个磁盘池：
■

一个磁盘池包含用于保留主快照并为其他复制充当源的卷，

■

另一个磁盘池包含作为快照复制的复制目标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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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服务器
包含快照卷

快照

复制

复制的
快照

复制

场外存储

NetBackup 在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对数据进行控制

有关创建更多磁盘池和存储单元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32 页的“为快照复制创建磁盘池”。

更新 OpenStorage 存储服务器以反映插件更新
如果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更新了其插件，请更新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以反映
插件的新功能。
例如，用于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NetApp 插件是 NBUPlugin。
如果 OpenStorage 插件已在存储服务器上更新，请使用以下过程来更新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配置以反映此插件更新：
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更新 NetBackup OpenStorage 存储服务器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存储服
务器”。

2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存储服务器。

3

选择“更新存储服务器详细信息”。

4

更新现有磁盘池，以便每个磁盘池均可使用新功能。 在存储服务器更新后创建
的所有磁盘池将继承新功能。
请参见第 37 页的“更新 OpenStorage 磁盘池以反映插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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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令行更新 NetBackup OpenStorage 存储服务器配置
◆

在主服务器或某一台介质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config -updatests
-storage_server storage_server -stype server_type -media_server
media_server

在 UNI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config -updatests
-storage_server storage_server -stype server_type -media_server
media_server

请参见对于需要参数的选项的下列描述：
-storage_server
storage_server

磁盘设备的名称。

-stype server_type 存储供应商提供了标识服务器类型的字符串。
例如，Network_NTAP、Network_NTAP_CDOT 和
EMC_Celerra。
-media_server
media_server

连接到存储服务器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
会查询存储服务器的功能。 供应商的插件必须安装在介质服
务器上。 如果多台介质服务器上装有该插件，则可以指定其
中任何一台介质服务器。

将存储服务器凭据添加到 NetBackup 服务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将存储服务器凭据添加到 Replication Director 环境中的 NetBackup
服务器。
注意：如果添加或更改凭据，请确保始终选择主服务器所在的计算机。
添加 OpenStorage 服务器凭据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凭据”>“存储服
务器”。

2

选择存储服务器，然后选择“编辑”>“更改”。

3

选择“介质服务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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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要添加的服务器，并确保所选的服务器具有凭据。

5

输入凭据。

6

单击“设置”，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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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快照和复制配置磁盘池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快照和快照复制的磁盘池

■

为快照复制创建磁盘池

■

在添加、删除或更改卷之后更新磁盘池

■

更新 OpenStorage 磁盘池以反映插件更新

■

如何解决快照磁盘卷更改

■

使用 bpstsinfo 查看设备的复制拓扑结构

关于快照和快照复制的磁盘池
OpenStorage 磁盘池表示通过 OpenStorage API 向 NetBackup 公开的磁盘存储。
一个磁盘池可以表示一个或多个卷。 磁盘池从构成磁盘池的卷中继承其属性。
快照和快照复制磁盘池与其他 NetBackup 磁盘池类型不同，如下所示：
■

只有一个存储单元可以访问快照或快照复制磁盘池。

■

快照和快照复制磁盘池会忽略高位标记或低位标记。

可以在“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中配置一个要用于快照的磁盘池。 要进行快照复
制，至少需要一个附加磁盘池。 您也可以单独启动“磁盘池配置向导”。
请参见第 32 页的“为快照复制创建磁盘池”。
NetBackup 管理员可在一个复制配置中创建多个磁盘池，以满足特定的用途。磁盘
池中的卷必须具有与其预期用途匹配的属性。
例如，要创建一个快照卷并将其复制到目标卷，则需要以下磁盘池：
■

包含可创建初始快照的卷的磁盘池。 必须为该卷设置“快照”和“主节点”属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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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8 页的““主节点”+“复制源”快照存储单元”。
■

包含已设置“快照”和“复制目标”属性且用作副本快照目标的卷的磁盘池。
请参见第 59 页的““复制目标”快照存储单元”。

以下主题介绍了磁盘池和存储单元可在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中充当的角色：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关于快照和快照复制的磁盘卷
对于快照和快照复制，磁盘池中的所有卷都必须为同类；也就是说，它们必须具有
相同的属性。 NetBackup 磁盘池配置向导 可强制实施遵从性，这与使用“更改磁
盘池”对话框的效果一样。
存储管理员定义磁盘卷的属性和复制拓扑结构。NetBackup 管理员根据卷的属性创
建磁盘池。
■

这些卷属性用于定义这些卷的可用用途：
快照

默认属性。 用于快照和快照复制的所有卷都必须具有此属
性。

主节点

卷可用于快照创建。

复制源

卷可用作复制快照的源。

复制目标

卷可用作快照复制的目标。

镜像

卷是用于快照的镜像。 镜像快照与原始快照的寿命期相同。

■

复制拓扑结构用于为复制定义源和目标卷。 例如，卷 S1 复制到 T1，卷 S2 复
制到 T2，依此类推。
配置 NetBackup 磁盘池时，请将源卷 (Sn) 添加到用于快照创建的磁盘池。 然
后，将目标卷 (Tn) 添加到作为复制目标的磁盘池。

■

“磁盘池配置向导”可能不会显示所有属性，具体取决于基础卷。
例如，如果未在卷层定义 NetApp SnapMirror 关系，那么“镜像”属性不会显
示在向导面板中供选择。

表 4-1 根据快照和快照复制卷在 NetBackup 快照和快照复制过程中的预期用途显示
这些卷所需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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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的用途和所需卷属性

表 4-1
卷的用途

快照
属性

“主节
点”属
性

复制源属性

包含主数据初始快照的卷。

x

x

x

“复制目标”
属性

“镜像”属性

x

x

x

“源”属性允许卷
充当快照副本的
源。

“目标”属性允
许卷包含快照副
本。

目标卷可能已启用

主卷也始终是复制
源。
要用作复制源或复制目标的卷。

x

“镜像”属性，也
可能为“独立”。

为快照复制创建磁盘池
可以在“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中配置一个磁盘池，以便包含主快照。 而快照复制
还需要其他磁盘池。
您可以运行 bpstsinfo 命令以查看卷的复制属性并了解要在各个磁盘池中包括哪些
卷。
请参见第 43 页的“使用 bpstsinfo 查看设备的复制拓扑结构”。
删除磁盘池

1

选择“介质和设备管理”。 在右窗格中，单击“配置磁盘池”。

2

在“磁盘池配置向导”欢迎面板上，单击“下一步”。

3

选择要创建的磁盘池类型。

4

在“选择存储服务器”面板上，选择存储服务器。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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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卷”面板将提供存储管理员已在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的存储中配置的
所有卷。
您已在使用“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期间创建一个磁盘池，以包含可用作复制
源的主快照。现在，请创建一个可用作复制目标的磁盘池。
要创建用作复制目标的磁盘池，请选择“复制目标”。NetBackup 将会过滤可
供选择的卷，以避免将不相似的卷组合在一起。
请注意，在“复制”列中，所有卷都同时具有“源”和“目标”属性。 这意味
着，卷既可用作复制的目标，也可用作其他复制的源。
展开该列，以显示卷的其他属性。 例如，是否已将该卷配置为镜像。

过滤卷的另一种方法是先清除“主节点”、“复制源”和“复制目标”属性。
然后，单击特定卷。 此时，向导面板会过滤卷，只显示与选定卷的属性匹配的
卷。
注意：对于 7-Mode，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安装 NBUPlugin
时，将在该服务器上自动创建 NetBackup 组。 您必须使用 NetApp 管理控制
台将资源池添加到 NetBackup 组，以便向 NetBackup 公开这些资源池。
请参见第 126 页的“关于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存储服务器的磁盘池”
一节。

33

为快照和复制配置磁盘池
为快照复制创建磁盘池

6

选择此磁盘池要包含的卷。 单击“下一步”。

7

在“附加磁盘池信息”面板上，为磁盘池指定名称。
请参见第 15 页的“NetBackup 命名约定”。
所列的可用大小是池中可用的总空间量。 原始大小是磁盘池中未格式化的原始
存储空间总量。 单击“下一步”。

8

磁盘池摘要面板将显示最新的存储服务器配置。
单击“下一步”可配置磁盘池。

9

该向导将声明已成功创建磁盘池。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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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磁盘池创建完成后，创建一个使用新磁盘池的存储单元。 使用该磁盘池的存
储单元对于快照复制是必需的。
选择“创建使用 X 的存储单元”（其中 X 是磁盘池），然后单击“下一步”。

11 在“创建存储单元”面板中，为存储单元指定名称。
选择可以使用存储单元的介质服务器。
使用任何可用的介质服务器传输数据。

NetBackup 会选择任意介质服务器来访问
存储单元。

只使用所选的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仅使用指定的介质服务器来访
问存储单元。

只有已安装 OpenStorage 插件的介质服务器会出现在此列表中。 要使某个介
质服务器与某个存储服务器通信并可以访问该存储服务器，必须将此介质服务
器添加到 Replication Director 环境中。
为要包含主快照的快照复制的每组磁盘卷配置更多的磁盘池（和存储单元）。

在添加、删除或更改卷之后更新磁盘池
存储管理员可通过更改卷的属性来影响卷拓扑结构。 如果在 Replication Director
环境中使用这些卷，所做的更改可能会影响磁盘池的功能。 例如，卷更改可能会使
磁盘池中的卷不能再供 NetBackup 使用。
如果卷属性发生更改，则必须更新这些卷所属的磁盘池。 根据卷更改，还可能必须
更改存储单元、存储单元组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注意：如果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更新了磁盘阵列上的插件，则请更新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和磁盘池，以反映插件的新功能。
请参见第 27 页的“更新 OpenStorage 存储服务器以反映插件更新”。
请参见第 37 页的“更新 OpenStorage 磁盘池以反映插件更新”。
在存储更改后更新磁盘池中的卷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理”>“设
备”>“磁盘池”。

2

在右窗格中，选择要更新的磁盘池。

3

单击“编辑”>“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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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刷新”以在磁盘阵列中查询新卷、已删除
卷或已更改卷。

5

NetBackup 通过以下方式传达卷更改：
■

如果添加了新卷，该卷将显示在列表中。 该卷可能符合添加到磁盘池中的
条件。

■

如果卷已被删除、更改或不再是同类，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37 页的“如何解决快照磁盘卷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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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OpenStorage 磁盘池以反映插件更新
如果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更新了其插件，请在更新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后更
新现有磁盘池以反映插件的新功能。
在存储服务器更新后创建的所有磁盘池将继承新功能。
更新 OpenStorage 磁盘池以反映插件更新
◆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config -changedp -dp
disk_pool_name -stype server_type -setattribute attribute

在 UNI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devconfig -changedp -dp
disk_pool_name -stype server_type -setattribute attribute

请参见对于需要参数的选项的下列描述：
-changedp
disk_pool_name

磁盘池的名称。

-stype server_type

存储供应商提供了标识服务器类型的字符串。

-setattribute
attribute

attribute 是表示新功能的参数的名称。
例如，OptimizedImage 指定环境支持优化合成备份。
SpanImages 指定备份映像可以跨磁盘设备中的多个卷。

如何解决快照磁盘卷更改
当卷属性或拓扑结构发生更改时，Symantec 建议您执行以下操作：
■

与存储管理员讨论这些更改。 您需要了解所做的更改，以便更改磁盘池（如果
需要），使得 NetBackup 可以继续使用这些磁盘池。

■

如果这些更改为意外更改，则请求还原所做的更改，使 NetBackup 能够重新正
常运行。

NetBackup 可以处理对以下卷属性所做的更改：
■

主节点

■

复制源

■

复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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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卷属性发生更改，NetBackup 可以更新磁盘池，以便与这些更改相匹配。
尽管磁盘池可能不再符合存储单元或存储生命周期的用途，但 NetBackup 仍可继续
使用该磁盘池。
打开“更改磁盘池”对话框时，NetBackup 会从目录库中加载磁盘池属性。单击
“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的“刷新”或为存储服务器配置新的磁盘池时，NetBackup
会查询存储服务器是否有更改。
表 4-2 介绍了可能的结果以及解决方法。
刷新结果

表 4-2
结果

描述

未发现更改。

不需要更改。

NetBackup 发现与磁盘池属性匹
配的新卷。

新卷将显示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 对话框中的文本将会更改，指示可向磁盘
池中添加新卷。

所有卷的复制属性都已更改，但它 “磁盘池配置警报”弹出框通知您，磁盘池中所有卷的属性已发生更改，但这些属
们仍保持一致。
性全部相同（同类）。

必须在警报框中单击“确定”，然后，“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的磁盘池属性会更
新，以便与新的卷属性匹配。
如果有与新属性匹配的新卷，NetBackup 将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显示这些
卷。可将这些新卷添加到磁盘池中。
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选择以下两个选项的其中一个：
■

确定。 要接受磁盘池更改，请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NetBackup 会保存磁盘池的新属性。
NetBackup 可以使用该磁盘池，但该磁盘池可能不再符合存储单元或存储生命
周期策略的预期用途。更改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定义，以确保复制操作使用正确的
源和目标磁盘池、存储单元和存储单元组。

■

取消。 要放弃更改，请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取消”。NetBackup
将不保存新磁盘池属性。NetBackup 可以使用该磁盘池，但该磁盘池可能不再
符合存储单元或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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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描述

卷的复制属性已更改，已不再一
致。

“磁盘池配置错误”弹出框通知您磁盘池中某些卷的复制属性已更改。 磁盘池中卷
的属性不同类。

必须在警报框中单击“确定”。
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磁盘池的属性保持不变，并且您无法选择这些属性
（即，它们呈灰显状态）。 但是，各个卷的属性会进行更新。
由于卷属性不同类，因此在修复存储配置之前，NetBackup 无法使用磁盘池。
由于磁盘池中已存在的卷不同类，因此 NetBackup 不显示新卷（如果有）。
要确定更改的内容，请将磁盘池属性与卷属性进行比较。与存储管理员合作，将卷
属性更改回原始值。
磁盘池将保持不可用，直到磁盘池中各卷的属性变为同类。
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或“取消”退出“更改磁盘池”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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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描述

快照属性已更改。

“磁盘池配置错误”弹出框通知您磁盘池中某些卷的快照属性已更改。

必须在警报框中单击“确定”。
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磁盘池的属性保持不变，并且您无法选择这些属性
（即，它们呈灰显状态）。 但是，各个卷的属性会进行更新。
由于卷属性不同类，因此在修复存储配置之前，NetBackup 无法使用磁盘池。
由于磁盘池中已存在的卷不同类，因此 NetBackup 不显示新卷（如果有）。
要确定更改的内容，请将磁盘池属性与卷属性进行比较。与存储管理员合作，将卷
属性更改回原始值。
磁盘池将保持不可用，直到磁盘池中各卷的属性变为同类。
单击“确定”或“取消”退出“更改磁盘池”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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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描述

复制拓扑结构已更改。

“磁盘池配置警报”弹出框通知您复制拓扑结构已更改。

必须在警报框中单击“确定”。
如果 NetBackup 还发现与复制属性匹配的新卷，则对话框中会显示这些卷。可将这
些新卷添加到磁盘池中。
与存储管理员合作，以了解拓扑结构的更改。 也可以使用 bpstsinfo-lsuinfo
命令发现当前的拓扑结构。 将新拓扑结构与之前的拓扑结构进行比较。
请参见第 43 页的“使用 bpstsinfo 查看设备的复制拓扑结构”。
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选择以下两个选项的其中一个：
■

确定。 要接受磁盘池更改，请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NetBackup 会保存磁盘池的新属性。
NetBackup 可以使用该磁盘池，但该磁盘池可能不再符合存储单元或存储生命
周期策略的预期用途。更改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定义，以确保复制操作使用正确的
源和目标磁盘池、存储单元和存储单元组。

■

取消。 要放弃更改，请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取消”。NetBackup
将不保存新磁盘池属性。NetBackup 可以使用该磁盘池，但该磁盘池可能不再
符合存储单元或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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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描述

复制拓扑结构已更改，磁盘池中卷 “磁盘池配置警报”弹出框通知您，复制拓扑结构已更改，磁盘池中所有卷的所有
的复制属性已更改。
复制属性已更改。 新属性全部相同（同类）。

必须在警报框中单击“确定”。
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磁盘池的属性将会更新，以显示新属性。 不能选择这
些属性（这些属性灰显）。
如果与新属性匹配的新卷可用，NetBackup 将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显示这些
属性。可将这些新卷添加到磁盘池中。
与存储管理员合作，以了解拓扑结构的更改。 也可以使用 bpstsinfo-lsuinfo
命令发现当前的拓扑结构。 将新拓扑结构与之前的拓扑结构进行比较。
请参见第 43 页的“使用 bpstsinfo 查看设备的复制拓扑结构”。
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选择以下两个选项的其中一个：
■

确定。 要接受磁盘池更改，请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NetBackup 会保存磁盘池的新属性。
NetBackup 可以使用该磁盘池，但该磁盘池可能不再符合存储单元或存储生命
周期策略的预期用途。更改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定义，以确保复制操作使用正确的
源和目标磁盘池、存储单元和存储单元组。

■

取消。 要放弃更改，请在“更改磁盘池”对话框中单击“取消”。NetBackup
将不保存新磁盘池属性。NetBackup 可以使用该磁盘池，但该磁盘池可能不再
符合存储单元或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预期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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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描述

NetBackup 无法再在磁盘池中找
到一个或多个卷。

“磁盘池配置警报”弹出框通知您，已从存储设备中删除了一个或多个现有卷：

NetBackup 可以使用该磁盘池，但数据可能会丢失。
为防止数据意外丢失，NetBackup 不允许从磁盘池中删除卷。
要继续使用磁盘池，请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 bpimmedia 命令或“磁盘上的映像”报告显示特定卷上的映像。

■

使卷上的映像失效。

■

使用 nbdevconfig 命令将卷状态设置为“关闭”，这样 NetBackup 将不会尝
试使用它。

使用 bpstsinfo 查看设备的复制拓扑结构
为使复制操作成功，作为复制源的卷必须具有作为复制目标的复制伙伴。 卷之间的
复制关系由存储设备使用 OpenStorage API 提供给 NetBackup。
要了解存储服务器的复制拓扑结构，请运行 bpstsinfo 命令，该命令会指定存储服
务器名称和 OpenStorage 服务器类型。 例如：
bpstsinfo -lsuinfo -storage_server storage_server_name -stype
storage_type

该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

■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bpstsinfo 命令的输出显示以下信息：
■

存储服务器的名称 (Server Name)。 此处的存储服务器名称必须与“存储服务
器配置向导”中使用的存储服务器名称相同。

■

卷的名称 (LSU Name)。

■

卷的属性（Media、Sav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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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的复制源 (Replication Sources)。

■

卷的复制目标 (Replication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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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输出保存到文件，以便于将当前拓扑结构与前一个拓扑结构进行比较，从而确定
更改内容。

NetApp 存储服务器示例 bpstsinfo 输出
下列示例显示对某个 NetApp 存储服务器执行 bpstsinfo 命令后生成的示例输出，
该存储服务器名为 plinko，包含四个 LSU。 该命令的通用语法如下所示：
bpstsinfo -lsuinfo -storage_server storage_server_name -stype
storage_type

以下是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运行的存储服务器 plinko 命令示例：
bpstsinfo -lsuinfo -storage_server plinko -stype Network_NTAP

第一个 LSU 的输出：
LSU Info:
Server Name: Network_NTAP:plinko
LSU Name: PrimarySnapshot
Allocation : STS_LSU_AT_STATIC
Storage: STS_LSU_ST_NONE
Description:
Configuration:
Media: (STS_LSUF_REP_ENABLED | STS_LSUF_REP_SOURCE)
Save As : (STS_SA_PRIMARY | STS_SA_SNAPSHOT)
Replication Sources: 0 ( )
Replication Targets: 3 (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napVault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napMirror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econdSnapMirror )
.
.
.
bpstsinfo 输出提供有关卷的以下信息：
存储服务器名称 (Server Name)。

plinko
服务器名称前面的名称是存储服务器类型。 例如，
Network_NTAP。

卷名 (LSU Name)。

PrimarySnap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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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属性（Media、Sav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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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具有下列属性：
■

主节点

■

快照

■

复制源

卷的复制源 (Replication Sources)。

卷没有复制源。 它无法接收来自任何其他卷的复制。

卷的复制目标 (Replication Targets)。

卷有三个复制目标。
可以复制到以下卷：
■

Netapp3140a2_SnapVault

■

Netapp3140a2_SnapMirror

■

Netapp3140a2_SecondSnapMirror

第二个 LSU 的输出：
LSU Info:
Server Name: Network_NTAP:plinko
LSU Name: Netapp3140a2_SnapVault
Allocation : STS_LSU_AT_STATIC
Storage: STS_LSU_ST_NONE
Description:
Configuration:
Media: (STS_LSUF_REP_ENABLED | STS_LSUF_REP_SOURCE |
STS_LSUF_REP_TARGET | STS_LSUF_MIRROR_FLEXIBLE)
Save As : (STS_SA_SNAPSHOT | STS_SA_MIRROR)
Replication Sources: 3 ( Network_NTAP:plinko:PrimarySnapshot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napMirror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econdSnapMirror )
Replication Targets: 2 (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napMirror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econdSnapMirror )
.
.
.
bpstsinfo 输出提供有关卷的以下信息：
存储服务器名称 (Server Name)。

plinko
服务器名称前面的名称是存储服务器类型。

卷名 (LSU Name)。

Netapp3140a2_SnapV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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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属性（Media、Sav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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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具有下列属性：
■

快照

■

复制源

■

复制目标

■

镜像

■

灵活镜像

由于 LSU 为“灵活镜像”，因此可根据用户的指定将其配
置为支持镜像或不支持镜像。
卷的复制源 (Replication Sources)。

卷有三个复制源。
它可以接收来自以下三个卷的复制：

卷的复制目标 (Replication Targets)。

■

PrimarySnapshot

■

Netapp3140a2_SnapMirror

■

Netapp3140a2_SecondSnapMirror

卷有两个复制目标。
它可以复制到下列两个卷：
■

Netapp3140a2_SnapMirror

■

Netapp3140a2_SecondSnapMirror

第三个 LSU 的输出：
LSU Info:
Server Name: Network_NTAP:plinko
LSU Name: Netapp3140a2_SnapMirror
Allocation : STS_LSU_AT_STATIC
Storage: STS_LSU_ST_NONE
Description:
Configuration:
Media: (STS_LSUF_REP_ENABLED | STS_LSUF_REP_SOURCE |
STS_LSUF_REP_TARGET | STS_LSUF_MIRROR_FLEXIBLE)
Save As : (STS_SA_SNAPSHOT | STS_SA_MIRROR)
Replication Sources: 3 ( Network_NTAP:plinko:PrimarySnapshot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napVault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econdSnapMirror )
Replication Targets: 2 (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napVault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econdSnapMirror )
.
.
.

第四个 LSU 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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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U Info:
Server Name: Network_NTAP:plinko
LSU Name: Netapp3140a2_SecondSnapMirror
Allocation : STS_LSU_AT_STATIC
Storage: STS_LSU_ST_NONE
Description:
Configuration:
Media: (STS_LSUF_REP_ENABLED | STS_LSUF_REP_SOURCE |
STS_LSUF_REP_TARGET | STS_LSUF_MIRROR_FLEXIBLE)
Save As : (STS_SA_SNAPSHOT | STS_SA_MIRROR)
Replication Sources: 3 ( Network_NTAP:plinko:PrimarySnapshot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napVault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napMirror )
Replication Targets: 2 (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napVault
Network_NTAP:plinko:Netapp3140a2_SnapMirror )
.
.
.

5
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存
储单元和存储单元组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创建存储单元

■

为快照创建存储单元组

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创建存储单元
存储单元是一种标签，NetBackup 将其与物理存储关联在一起。对于快照和快照复
制，存储单元配置为包含一个快照磁盘池。
存储单元创建是其他几个向导的一部分。 但是，可以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
“存储”实用程序中直接创建存储单元。
为快照或快照复制创建存储单元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存储”实用程序。

2

选择“操作”>“新建”>“新建存储单元”。

3

输入“存储单元名称”。
请参见第 15 页的“NetBackup 命名约定”。

4

选择“存储单元类型”。 对于快照和快照复制，请选择“磁盘”。

5

选择“磁盘类型”。
“磁盘类型”标识存储单元的类型。 要配置快照和快照复制，请选择
OpenStorage (Vendor name)。

6

存储单元可以包含快照映像或非快照备份映像，但不能同时包含二者。 在“为
以下项配置的存储单元”下拉列表中，指定存储单元要包含的内容：

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存储单元和存储单元组
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创建存储单元

■

“备份”存储单元
选择此项后，对话框中将只显示可以包含非快照备份的磁盘池。

■

“快照”存储单元
要配置快照和快照复制，请选择“快照”。
选择此项后，对话框中将只显示可以包含快照的磁盘池。 只要存储单元包
含快照，就不能包含非快照备份。

7

指定存储单元所需的属性。 选择属性可过滤磁盘池并只显示具有选定属性的磁
盘池。
例如，选择“复制源”和“复制目标”会显示同时配置为其他复制的复制源和
目标的磁盘池。 如果未选择任何属性，则会显示所有磁盘池。
（如果已经知道包含您所需属性的磁盘池的名称，请从“选择磁盘池”下拉菜
单中选择该磁盘池。 在本例中，过滤不是必要选项。）

8

在“选择磁盘池”下拉列表中，选择此存储单元要包含的磁盘池。 一个存储单
元只能包含一个磁盘池。
单击“查看属性”以显示选定磁盘池的属性。

9

选择可以使用存储单元的介质服务器。
使用任何可用的介质服务器传输数据

NetBackup 会选择任意介质服务器来访问
存储单元。

仅使用以下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仅使用指定用于访问存储单元
的介质服务器。

只有已安装 OpenStorage 插件的介质服务器会出现在此列表中。 要使某个介
质服务器与某个存储服务器通信并可以访问该存储服务器，必须将此介质服务
器添加到 Replication Director 环境中。
请参见第 28 页的“将存储服务器凭据添加到 NetBackup 服务器”。
注意：一个存储单元可以代表多个物理设备。如果某一存储单元是一个复制目
标，则 NetBackup 会通过该插件选择要在该存储单元中使用的设备。 对于复
制作业，存储单元和存储单元组会忽略“最多并行作业数”设置。NetBackup
不会尝试为参数设定限制。

10 单击“确定”以保存存储单元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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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快照创建存储单元组
创建存储单元组是可选的。快照存储单元组必须由具有匹配属性的存储单元组成。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创建由可包含快照的存储单元组成的存储单元组。
创建快照存储单元组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存储”。

2

右键单击“存储单元组”，然后选择“新建存储单元组”。

3

输入新存储单元组的存储单元组名称。 存储单元组名称区分大小写。
请参见第 15 页的“NetBackup 命名约定”。

4

为使存储单元组包含快照，请在下拉菜单中选择“快照”。

5

存储单元组只能包含共享类似属性的存储单元。NetBackup 将过滤要选择的存
储单元，以便不同的存储单元不会组合在同一存储单元组中。
注意： 基础存储单元的属性是只读的。无法通过此对话框更改存储单元属性。
选择一个或多个属性，以过滤列表中的存储单元。将只显示具有所选属性的存
储单元。例如，选择“复制源”和“复制目标”，以便只显示同时配置为复制
源和复制目标的存储单元。
按以下属性过滤存储单元：
■

主节点
启用“主节点”将显示可以包含主数据初始快照的存储单元。

■

复制源
启用“复制源”将显示可以用作复制快照源的存储单元。

■

复制目标
启用“复制目标”将显示可以从复制源接收复制快照的存储单元。
■

镜像
（可选）启用“镜像”将显示可以用作镜像复制目标的存储单元。（例
如 NetApp SnapMirror。）

■

独立
（可选）启用“独立”将显示可以用作“镜像”复制目标 (SnapMirror)
或非镜像复制目标 (SnapVault) 的存储单元。

6

向组中添加或从中删除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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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向组中添加存储单元，请从“可用的存储单元”列表中选择存储单元，
然后单击“添加”。

■

要从组中删除存储单元，请从“要在组中使用的存储单元”列表中选择存
储单元，然后单击“删除”。

■

要改变存储单元的优先级，请选择该存储单元，然后单击“上移”或“下
移”。位于列表顶部的存储单元在组中的优先级最高。

7

单击“确定”保存并关闭对话框。

图 5-1

用于配置快照存储单元组的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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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存
储生命周期策略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操作类型

■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操作的保留类型

关于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包含将应用于数据的说明，这些说明以存储操作的形式提
供。 向 SLP 中添加了用于确定数据存储和复制方式的操作。 例如，NetBackup 管
理员创建一个操作来确定数据作为快照、复制项或重复项的保存位置。管理员还可
以确定每个存储单元或存储单元组的数据保留。
在 SLP 中定义的存储操作使用代表磁盘池的存储单元。为快照或快照复制配置的
SLP 必须包含操作的特定层级组合。
下图表示一个用于复制方案的 SLP。 该示例中使用了以下操作：
■

“快照”操作可创建快照。

■

“复制”操作可将快照复制到另一个卷。

■

“从快照备份”操作可从快照创建 tar 格式的备份。

■

“复制”操作可将备份复制到磁带。

表 6-1 介绍本复制方案示例中所需的四种类型的操作。

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关于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快照”
操作

“复制”
操作

快照
存储单元

“从快照
备份”操作

快照
存储单元

主节点/
复制
源

复制

备份
存储单元

备份

复制
目标

快照

“复制”
操作

快照

备份
存储单元

复制

tar

tar

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示例

表 6-1
SLP 中的操作顺
序

操作

描述

1

快照

操作 1 在主存储器中创建快照。 快照用作 SLP 中其他操作的源。
■

该操作必须是“快照”操作。

■

存储器必须是已设置以下属性的快照存储单元： “主节点”和“复制源”。

注意：在 SLP 中，仅允许对“主节点”存储单元执行一个操作。
2

复制

操作 2 复制第一个操作创建的快照。

（操作 3

■

该操作必须是“复制”操作，它必须是源存储单元的复制伙伴。

的子操作）

■

保留类型可确定所使用的复制方法。例如，如果为 NetApp 存储系统选择了“固
定”或“复制后失效”保留类型，将使用 SnapVault 复制方法。

■

存储器必须是已设置“复制目标”属性的快照存储单元。 由于在此示例中，没有
从此操作创建任何其他副本，因此无需设置“复制源”属性。

3
（操作 3

从快照备
份

的子操作）
4
（操作 3
的子操作）

复制

操作 3 创建快照的 tar 格式备份副本。
■

该操作必须是“从快照备份”操作。 该操作从快照创建备份映像。

■

存储器必须是备份存储单元。

操作 4 利用 tar 备份副本创建一个重复的副本。 在此示例中，副本将复制到磁带介
质。
■

该操作必须是“复制”操作。 该操作创建 tar 格式的映像的备份副本。

■

存储器必须是备份存储单元。

为 SLP 配置了不同操作后，NetBackup 管理员可配置指向快照 SLP 的备份策略。
通过“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SLP 参数”主机属性，管理员可以自定义
维护 SLP 的方式以及运行 SLP 作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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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SLP 的最佳做法信息显示在以下文档中：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08536

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使用以下过程可以配置一个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以便通过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
快照和快照复制。仅列出了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 SLP 所需的那些选项。
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以创建快照和快照复制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依次展开“NetBackup 管理”和“存储”。选
择“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2

单击“操作”>“新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3

在“新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对话框中，输入“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名称”。
请参见第 15 页的“NetBackup 命名约定”。

4

单击“添加”将操作添加到 SLP 中。这些操作是 SLP 需要执行并应用于备份
策略中指定的数据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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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新建存储操作”对话框的“属性”选项卡中，从“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
“快照”。
此“快照”操作将会创建主数据的快照，并充当 SLP 中其他操作的源。 例如：
■

“复制”操作。
请参见第 60 页的“SLP 中的“复制”操作”。

■

“从快照备份”操作。
请参见第 67 页的“SLP 中的“从快照备份”操作”。

■

“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
请参见第 62 页的“SLP 中的“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

6

在“存储单元”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存储单元。NetBackup 将仅显示配置为
包含主快照的存储单元。

7

为此存储单元中的数据选择“保留类型”和“保留期限”。 “保留期限”选项
不会对所有“保留类型”选择项目都显示。 单击“确定”。

8

要复制主快照，请创建一个基于“快照”操作的“复制”操作。单击“快照”
操作，然后选择“添加”。将出现“新建存储操作”对话框。

9

在“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复制”。

10 在“存储”下，选择配置为包含已复制快照的“存储单元”。NetBackup 仅显
示可以充当目标目的地的那些存储单元。

11 为此存储单元中的数据选择“保留类型”和“保留期限”。
“镜像”保留表示要将 NetApp 卷 SnapMirror 方法用作复制方法。如果选择了
非镜像保留类型，则使用 NetApp SnapVault 复制方法。
也可以指示一个“备用读取服务器”，该服务器可读取最初由其他介质服务器
写入的快照。 单击“确定”。

12 “时段”选项卡将在以下操作类型中显示： “从快照备份”、“复制”、“导
入”、“从快照编制索引”和“复制”。
创建一个可运行辅助操作的时段。

13 单击“确定”创建存储操作。
根据环境的需要继续创建操作。
要在 SLP 中级联存储操作，请确保选择正确的父操作作为子操作的源。 如果未选
择正确的操作，则会无意中在错误的源上执行某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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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操作类型
在“操作”中选择的是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指令。以下主题说明了每项操作的用
途。
■

请参见第 56 页的“SLP 中的“快照”操作”。

■

请参见第 60 页的“SLP 中的“复制”操作”。

■

请参见第 62 页的“SLP 中的“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

■

“备份”操作。 当“备份”操作出现在 SLP 中时，它必须是第一个操作。 在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的 SLP 中，第一个操作必须是“快照”操作。 由于本
指南着重介绍 Replication Director，因此这里不介绍“备份”操作。

■

请参见第 67 页的“SLP 中的“从快照备份”操作”。

■

请参见第 69 页的“SLP 中的“复制”操作”。

■

“导入”操作。 在自动映像复制中使用“导入”操作，在该过程中使用 SLP 将
备份导入到目标 NetBackup 域中。 此版本中的自动映像复制不适用于 Replication
Director，因此本文不介绍“导入”操作。
有关所有操作的说明，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或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联机帮助。

SLP 中的“快照”操作
“快照”操作创建数据的基于磁盘的只读即时点副本。NetBackup 提供了几种快照
类型，具体取决于创建快照的设备。
将“快照”操作用作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第一个操作进行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
图 6-1

“新建存储操作”对话框中的“快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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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快照”操作的特性

特征

描述

存储单元
选择

以下主题介绍可用作快照操作存储的快照存储单元的类型：
■

请参见第 57 页的“主节点快照存储单元”。

■

请参见第 58 页的““主节点”+“复制源”快照存储单元”。

■

请参见第 58 页的““复制源”+“复制目标”快照存储单元”。

■

请参见第 59 页的““复制目标”快照存储单元”。

■

请参见第 59 页的““复制源”+“复制目标”+“镜像”快照存储单元”。

■

请参见第 59 页的““复制源”+“复制目标”+“镜像”快照存储单元”。

在以下情况下，“存储单元”选择很有必要：
■

如果后续的“复制”操作要使用“快照”。 指定用于“快照”操作的存储单
元必须是代表主存储器并且支持快照的存储单元。

■

如果 SLP 只包含一个操作，并且该操作是“快照”操作，则请指定存储单
元。 NetBackup 使用该存储单元确定用于启动快照作业的介质服务器。

如果这两种情况对 SLP 均不适用，管理员可以选择“没有存储单元”或不做任
何选择。 NetBackup 使用为“从快照备份”操作选择的存储单元。
子级

“快照”操作不能用作任何其他操作的子级。因此，添加“快照”操作时，请勿
单击 SLP 中的任何其他操作。
请参见第 54 页的“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源

“快照”操作可以是以下操作的源：
■

从快照备份

■

从快照编制索引

■

“复制”操作

层次结构
说明

如果“快照”操作出现在 SLP 中，它必须是操作列表中的第一个操作。

作业类型

“快照”操作会在活动监视器中生成“快照”作业。

时段

“快照”操作不提供创建 SLP 窗口的选项。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主节点快照存储单元
快照操作可以使用“主节点”快照存储单元。 也就是说，该存储单元表示的磁盘池
包含仅设置了“主节点”属性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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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显示包含一个仅主节点“快照”操作、一个“从快照备份”操作和一个“复
制”操作的 SLP。 “从快照备份”操作用于从仅主节点“快照”操作上的快照创建
备份。 创建备份后，即将其复制到“复制”操作。
图 6-2

包含“快照”操作、“从快照备份”操作和“复制”操作的 SLP
“快照”
操作

“从快照
备份”操作

快照
存储单元

“复制”
操作

备份
存储单元

备份
存储单元

备份

复制

主节点
tar

快照

tar

“主节点”+“复制源”快照存储单元
SLP 操作可以使用“主节点”+“复制源”快照存储单元。 也就是说，该存储单元
表示的磁盘池包含同时设置了“主节点”属性和“复制源”属性的卷。
图 6-3 显示包含“主节点”+“复制源”快照存储单元作为一个操作并包含“复制
目标”快照存储单元作为另一个操作的 SLP。 “主节点”+“复制源”存储单元可
以复制到“复制目标”存储单元。
包含快照操作和复制操作的 SLP

图 6-3
快照
存储单元
“
复
快
制
照
”
操
作

主节点/
复制源
快照

快照
存储单元

复制

复制目标
快照

“复制源”+“复制目标”快照存储单元
SLP 操作可以使用一个快照存储单元，该存储单元表示的磁盘池包含具有以下属性
的卷： “复制源”和“复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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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这些属性的快照存储单元可同时用作 SLP 中另一个操作的“复制源”和 SLP
中另一个操作的“复制目标”。
包含一个快照操作和两个复制操作的 SLP

图 6-4
快照
存储单元
“
快
复
照
制
”
操
作

快照
存储单元

复制

主节点/
复制源

快照
存储单元

复制

复制目标/
复制源

快照

复制目标

快照

快照

“复制目标”快照存储单元
SLP 操作可以使用一个快照存储单元，该存储单元表示的磁盘池包含仅设置了“复
制目标”属性的卷。
具有此属性的操作只能用作 SLP 中另一个操作的“复制目标”。 它不能用作副本
的源，但是可以用作“复制”操作的源。
图 6-5

“
从
快
“
照
快
复
备
照
制
份
”
操
作

快照
存储单元

包含“快照”操作、“复制”操作、“从快照备份”操作和“复
制”操作的 SLP
备份
存储单元

快照
存储单元

复制

主节点/
复制源
快照

备份

备份
存储单元

复制

复制目标
快照

tar

tar

“复制源”+“复制目标”+“镜像”快照存储单元
SLP 可以使用一个快照存储单元，该存储单元表示的磁盘池包含具有以下属性的
卷： “复制源”、“复制目标”和“镜像”。
具有这些属性的操作可同时用作：
■

级联配置中的“复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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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联配置中的镜像“复制目标”。 镜像“复制目标”必须具有强制的“镜像”
保留类型。

“复制目标”+“镜像”快照存储单元
SLP 可以使用一个快照存储单元，该存储单元表示的磁盘池包含具有以下属性的
卷： “复制目标”和“镜像”。
镜像“复制目标”必须具有强制的“镜像”保留类型。

SLP 中的“复制”操作
将“复制”操作用于以下类型的复制：
■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复制快照，如图 6-6 中所示。
请参见第 9 页的“关于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

NetBackup 自动映像复制复制备份，如图 6-7 中所示。

表 6-3

“复制”操作的特性

特征

描述

存储单元选择

在“目标存储属性”下：
对于 Replication Director，请选择配置为包含已复制快照的“存储”。

子级

添加“复制”操作时单击相应操作。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复制”操作可以是“快照”操作的子级，
或另一个“复制”操作的子级。
请参见第 54 页的“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源

“复制”操作可以是以下操作的源：
■

复制

■

从快照备份
请参见第 67 页的“SLP 中的“从快照备份”操作”。

作业类型

“复制”操作在活动监视器中生成“复制”作业。

窗口

可以为“复制”操作创建 SLP 时段。

60

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操作类型

图 6-6

“快照”操作后的“复制”操作

图 6-7

“备份”操作后的“复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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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P 中的“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
“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可对现有快照的内容编制索引。 当 NetBackup 对快照编
制索引时，会在每个快照的 NetBackup 目录库中创建一个映像目录库文件。映像目
录库文件可在文件需要从快照进行还原时为客户提供帮助，如表 6-4 中所述。
“从快照备份”操作也会创建映像目录库文件。如果执行“从快照备份”操作的频
率足以满足环境中的还原需求，则可能不会需要“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例如，
如果“从快照备份”每周运行一次但文件还原需要每天执行一次，请考虑使用“从
快照编制索引”。
快照的实际还原需要装入快照，而不管是否已执行“从快照编制索引”。
表 6-4

还原操作

还原类型

执行位置

描述

实时浏览还原

■

■

要求

用户可导航目录结构，以便找到和 NetBackup 目录库中不需要存在任
何映像目录库文件。
份、存档和还原” 选择要还原的文件。
界面
在实时浏览还原期间，NetBackup
会自动装入快照，以便用户可以看
NetBackup
到快照所包含的文件。装入和卸载
OpsCenter 控制台
快照可能较为费时。
NetBackup “备

如果存在映像目录库文件，则
NetBackup 不会装入快照。
还原搜索
（也称为“简化文件还

NetBackup OpsCenter ■
控制台

原”或“可操作还
原”）

■

■

表 6-5
特征

用户可以基于部分文件名搜索
文件。
不一定非要知道客户端名称或
者创建备份的策略名称。
可提供多个过滤器来缩小搜索
范围。
搜索结果会显示所有可供用户
用于备份和快照的恢复点。

映像目录库文件必须存在于
NetBackup 目录库中。

“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的特性

描述

存储单元选择 “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不会将数据写入存储单元。但是，需要选择存储单元，以便选择将用于访问
快照的介质服务器。作为一种最佳做法，请使用“快照”或“复制”操作（此操作的源）中的存储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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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描述

子级

当“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出现在 SLP 中时，它必须是“快照”或“复制”操作的子级。
因此，添加“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时，请单击 SLP 中的“快照”或“复制”操作。
请参见第 54 页的“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源

虽然“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不能是任何操作的源，但是该操作可以后跟“复制”操作。

层次结构说明 “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可能会占用系统资源并需要装入每个快照以创建映像目录库文件。
请参见第 63 页的“确定“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发生的位置和时间”。
作业类型

“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在活动监视器中生成“从快照编制索引”作业。

时段

可以为“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创建 SLP 时段。

在使用“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之前，请考虑以下事项：
■

只有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支持“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

■

Standard、MS-Windows、NDMP 和 VMware 备份策略类型支持使用包含“从
快照编制索引”操作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注意：但是，不支持启用了 NDMP“数据移动器”的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

■

“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可以依照完全或增量式日程表运行。添加到任何一个
日程表的映像目录库文件的文件条目为全套文件，因为所有文件均可以从该快
照还原。这样做还原效率最高，但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映像目录库文件将占
用更多空间。

确定“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发生的位置和时间
包括“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需要考虑一些事项，因为该操作可能会占用系统资源
并需要额外的执行时间。例如，要执行该操作，可能需要装入快照，或需要
NetBackup 从文件系统收集内容详细信息以填充目录库。
为帮助减少该操作可能占用的额外资源和时间，系统管理员可以控制“从快照编制
索引”操作发生的位置和时间：
■

使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时段”选项卡安排“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可以运行
的时间。将此操作安排在最不可能干扰其他作业的时段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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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以下几项来确定将“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放置在 SLP 操作列表中的哪个
位置：
■

每个 NetBackup 环境需要确定该操作放置在特定 SLP 中的哪个位置才能发
挥最大的作用。 如果“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的位置太靠前（靠近操作列表
的顶部），则不需要还原功能时可能会很耗时。如果该操作的位置靠近操作
列表的末尾，则管理员只有在完成前面的快照或复制后，才能进行还原。

■

只在一个 SLP 中使用“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一次。创建一个 .f 映像文件
后，可以从任一快照执行还原。

■

任何包括“从快照备份”操作的操作列表都不需要“从快照编制索引”操
作。“从快照备份”操作会创建 .f 映像文件。唯一的例外是，如果在发生
“从快照备份”操作之前还原需要索引。

■

“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不能有任何依赖项。 SLP 无法验证包含子级的“从
快照编制索引”操作。图 6-8 显示了使用有效配置的 SLP。
图 6-9 也是有效配置。 “复制”操作跟在“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的后面，
但没有缩进。 “复制”操作是“快照”操作的子级，而不是“从快照编制索
引”操作的子级。
要在“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的后面添加“复制”操作，请单击“快照”操
作，然后单击“添加”。

图 6-8

“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的有效定位示例 1

图 6-9

“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的有效定位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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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NDMP 策略索引编制的前提条件
以下是为 NDMP 策略启用索引编制的前提条件：
■

您必须将磁盘阵列主机添加到 NetBackup。

■

确保带有 ontapi 应用程序的存储虚拟机 (SVM) 登录帐户处于解除锁定状态。
如果该帐户处于锁定状态，则索引编制作业失败，并显示错误代码 2113。

注意：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配置仅支持编制 NDMP 策略的索引。
如果该帐户处于锁定状态，则索引编制作业失败，并显示错误代码 2113。
运行以下命令检查帐户详细信息并验证帐户状态，如果该帐户锁定，则“锁定”列
显示为 yes：
PUNBNRRDF _2240_01::> security login show -vserver Primary_VS_Auto_1
-user-or-group-name demo

以下是该帐户锁定时的输出：

在群集上运行以下命令以解锁该帐户：
PUNBNRRDF_2240_01::> security login unlock -vserver Primary_VS_Auto_1
-username demo

再次运行该登录命令检查状态，如输出中所示，该“锁定”列会显示为 no：

解锁该帐户后，您可以继续执行配置 NDMP 策略中索引的步骤。
注意：该命令可以随着 ONTAP 版本的更改而更改。 有关最新命令的信息，请查看
NetApp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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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NDMP 策略配置索引编制
对于 NDMP 索引编制，必须将磁盘阵列主机添加到 NetBackup。 磁盘阵列主机是
保留快照或副本的存储虚拟机 (SVM)，从中将生成索引。 要连接到 SVM，必须使
用已启用管理访问的逻辑接口 (LIF) 连接。
注意：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配置仅支持编制 NDMP 策略的索引。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关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 Clustered Data ONTAP 备份
策略”。
为 NDMP 策略配置索引编制

1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
理”>“凭据”>“磁盘阵列主机”。

2

在“操作”菜单下，选择“新建”>“新建磁盘阵列主机”。

3

在“介质和设备管理 – NetBackup”对话框中，输入保留用于索引编制的快照
或副本的 SVM 的名称。
要连接到 SVM，必须使用已启用管理访问的逻辑接口 (LIF) 连接。

4

单击“确定”。
此时将显示“新建磁盘阵列主机”对话框。

5

从“磁盘阵列主机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NetApp。

66

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操作类型

6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详细信息，然后单击“确定”。
该磁盘阵列凭据为 NetApp SVM 的管理凭据。
注意：当您添加磁盘阵列主机时，不会验证您为 SVM 提供的凭据。 不正确的
凭据可能导致 NDMP 索引编制作业失败，并显示错误代码 2113。 请确保提供
正确的磁盘阵列主机凭据。

SLP 中的“从快照备份”操作
使用“从快照备份”操作可创建 tar 格式的快照副本。 新副本是备份副本。 此过程
有时称为 snapdupe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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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0

“新建存储操作”对话框中的“从快照备份”操作

表 6-6

“从快照备份”操作的特性

特征

描述

存储单元
选择

必须选择备份存储单元或备份存储单元组。

子级

“从快照备份”操作必须使用“快照”操作作为它的源。

不能选择快照存储单元或快照存储单元组。

因此，在添加“从快照备份”操作时，请单击 SLP 中的“快照”操作。
请参见第 54 页的“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源

“从快照备份”操作可以是“复制”操作的源。 （请参见图 6-11。）

层次结构
说明

SLP 可以包含多个“从快照备份”操作。如果第一个“从快照备份”操作由于
不可恢复的错误失败，NetBackup 将不会再尝试其余操作。

注意：如果将 SLP 用于 NDMP 策略（或启用了 NDMP“数据移动器”的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则 SLP 可能只包含一个“从快照备份”操
作。
作业类型

“从快照备份”操作会在活动监视器中生成“备份”作业。
“从快照备份”操作产生的备份作业受 SLP 管理器所控制。 如果配置了 SLP
时段，则在配置的 SLP 时段期间运行备份作业。 如果未配置 SLP 时段，可在
任意时间运行备份作业；可能会超出备份策略中配置的备份时段。 NetBackup
访问快照期间，用户可能会遇到客户端或客户端存储设备性能有所下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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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描述

窗口

可以为“从快照备份”操作创建 SLP 窗口。

图 6-11

包含“从快照备份”操作的 SLP
快照操作
快照
存储单元

主节点/
复制源

从快照备份
操作

复制操作

备份
存储单元

备份
存储单元

备份

快照

复制

tar

tar

SLP 中的“复制”操作
使用“复制”操作可创建“备份”、“从快照备份”或其他“复制”操作的副本。
介质服务器执行该操作并写入副本。
注意：使用“复制”操作可创建“快照”操作的副本。
请参见第 60 页的“SLP 中的“复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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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新建存储操作”对话框中的“复制”操作

表 6-7

“复制”操作的特性

特征

描述

存储单元选择 必须选择备份存储单元或备份存储单元组。
不能选择快照存储单元或快照存储单元组。
子级

“复制”操作可以是以下操作的子级：
■

“备份”操作

■

“从快照备份”操作

■

“复制”操作

因此，添加“复制”操作时，请单击 SLP 中的这些操作之一。
请参见第 54 页的“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源

“复制”操作可以是“复制”操作的源。 （请参见图 6-13。）

层次结构说明 当“复制”操作出现在 SLP 中时，它不能是第一个操作。
作业类型

“复制”操作在活动监视器中生成“复制”作业。

时段

可以为“复制”操作创建 SLP 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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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3

包含一个“备份”操作和两个“复制”操作的 SLP

“备份”操作
备份
存储单元

“复制”
操作

“复制”
操作

备份
存储单元

备份
存储单元

复制

tar

复制

tar

tar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操作的保留类型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操作的“保留类型”确定数据保留在该存储介质中的时间长
度。
表 6-8 介绍了对于各种操作哪些保留类型是有效的选择。
操作和保留类型配置

表 6-8
保留类型

“备份”操作

“快照”操作

“复制”操作

“从快照备份”操 “复制”操作
作

固定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复制后失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最大快照限制

无效

有效；SLP 采用 无效
策略设置。

无效

无效

镜像

无效

无效

仅对快照存储有
效

无效

仅对快照存储有效

目标保留

无效

无效

在 SLP 中的第一 无效

在 SLP 中的第一个

个操作是“导

操作是“导入”时有
效。

入”且存储属于
备份类型时有
效。
受控容量

有效；
无效
AdvancedDisk 默
认值；在存储服
务器上设置。

无效

无效

有效；
AdvancedDisk 默认
值；在存储服务器上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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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保留类型不与“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关联，因为该操作不创建任何副本。

SLP 操作的复制后失效保留类型
“复制后失效”保留指示在将映像的所有直接（子）副本成功复制到其他存储后此
存储上的数据将失效。由于未配置后续副本，SLP 中的最后一个操作无法使用“复
制后失效”保留类型。 因此，此保留类型的操作必须具有子级。
Symantec 建议不要对要用于具有加速器备份或合成备份的 SLP 的任何存储单元启
用“复制后失效”保留。当运行备份时，“复制后失效”保留会导致映像失效。要
合成新的完全备份，SLP 备份需要之前的备份映像。如果在备份期间，之前的映像
失效，备份将失败。
注意：虽然合成备份支持使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但是 SLP 不能用于多副本合成备
份方法。
如果将策略配置为对备份使用 SLP，则所使用的值是 SLP 中指示的保留。不使用
日程表中的“保留”属性。
具有“复制后失效”保留的映像副本在其所有直接子副本成功创建后立即失效。 镜
像的任何子级也都必须符合失效条件。

SLP 操作的固定保留类型
“固定”保留表示会将存储上的数据保留指定的一段时间，然后备份或快照将失效.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时，具有“固定”保留的映像副本将符合失效条件：
■

副本的“固定”保留期限已过。

■

已创建所有子副本。

■

属于镜像副本的所有子副本都符合失效条件。

“固定”保留期限始终从映像的原始备份时间起进行标记。例如，如果磁带设备已
关闭，导致复制磁带副本的创建延迟 2 天，重复副本的截止时间并不因这 2 天的延
迟而改变。复制副本的截止时间仍为从原始备份完成时间起的 x 天。创建副本的时
间并不重要。

SLP 操作的最大快照限制保留类型
“最大快照限制”用于确定可为特定策略和客户端对存储的最多快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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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最大数后，下一个快照将导致最早的作业完成快照被删除。完成快照作业的所
有已配置依赖副本后，该作业可被视为完成。（依赖副本可作为“从快照备份”、
“从快照编制索引”或“复制”操作的结果而创建。）该做法称为“循环”。此保
留类型仅适用于快照，而不适用于备份。
例如，策略 P1 包含两个客户端：C1 和 C2。在该策略运行四次之后，它会为 C1
创建四个快照映像，为 C2 创建四个映像。如果“最大快照限制”设置为 4，则当
该策略第五次运行时，NetBackup 会删除为 C1 和 C2 创建的第一个快照以容纳第
五个快照。
“Replication Director 选项”对话框中的“最多快照数”参数可确定最多快照数。
要访问该对话框，请单击备份策略中的“选项”。
图 6-14

“Replication Director 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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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P 操作的镜像保留类型
一旦满足以下条件，快照的镜像副本即符合失效条件：
■

成功创建了所有直接子副本。

■

属于镜像的所有直接子副本都符合失效条件。

选择“镜像”保留表示要将 NetApp 卷 SnapMirror 用作复制方法。如果为“复制”
操作选择任何非镜像保留类型（如“固定”或“复制后失效”），将使用 NetApp
SnapVault 复制方法。
在镜像复制中，复制副本取决于源是否存在（源可以是原始快照，也可以是其他副
本）。因此，副本的保留取决于源的保留。如果删除了源，则也会自动删除镜像。
在非镜像复制中，副本与源无关，可以有独立的保留。如果删除了源，则非镜像副
本不会受到影响，使用的时间可以比源长。或者，如果首先删除副本，则不会重新
创建它，源的保留时间可以比副本长。

SLP 操作的目标保留类型
此设置用于导入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自动映像复制。 每个导入 SLP 都必须至少
有一个具有“目标保留”的操作。
在目标域强制执行“目标保留”，但是源域数据的实际保留由管理员指定。
“目标保留”指示目标主服务器上的数据将使用随映像导入的失效日期。 该日期是
固定的，因为副本必须具有固定保留。
与“固定”保留类似，当符合以下所有条件时，具有“目标保留”保留的映像副本
将符合失效条件：
■

副本的“固定”保留期限已过。

■

已创建所有子副本。

■

属于镜像副本的所有子副本都符合失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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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策略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备份策略

■

配置 NDMP 策略以保护 NAS 主机

■

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使用 NDMP 及数据移动器保护客户端

■

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保护 NAS 卷或 SAN 连接的设备

■

关于对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NDMP 支持

关于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备份策略
必须配置并运行备份策略，以便按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创建和复制快照。
有关创建特定策略类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

请参见第 85 页的“关于对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NDMP 支持”。
配置相关策略，使用 NDMP 及 Replication Director 为 NAS 主机创建快照（但
不装入该主机），或者为使用 CIFS 或 NFS 的各客户端数据创建快照。

■

请参见第 81 页的“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保护 NAS 卷或 SAN
连接的设备”。
配置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策略，创建 NAS 卷的快照。

■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关于对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Oracle 支持”。
配置相关策略，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快照，并将快照复制到其他磁盘阵列。

■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虚拟机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相关策略，保护 Replication Director 环境中的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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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NDMP 策略以保护 NAS 主机
通过创建 NAS 主机的快照，NetBackup 可以直接在 NAS 主机上保护客户端数据并
避免装入每个客户端。NetBackup
图 7-1 显示了许多客户端为存储数据而访问的一个磁盘阵列。在 NetBackup 策略的
“客户端”选项卡中仅列出阵列名称，而不是单个的生产客户端。客户端使用的阵
列卷在策略的“备份选择”选项卡中列出。
注意：下图以 NetApp Data ONTAP 7-Mode 为例进行说明。
在阵列上创建卷的快照以避免装入每个客户端

图 7-1

NDMP 策略在“客户端”选项卡上列出阵列的名称

在同一策略的“备份选择”选项卡上列出阵列的卷

磁盘阵列

/vol/vol1a

该卷包含客户端数据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配置 NDMP 备份策略以将 NDM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
用创建 NAS 主机的快照。
创建 NDMP 策略将 NDM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1

在 NetBackup 执行 NDMP 备份之前：
■

请确保您已添加 NDMP 主机凭据，以便 NetBackup 可以访问 NAS 主机。
请参见第 86 页的“授予 NetBackup 对 NAS (NDMP) 主机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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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确保已通过适当的命令在 NetApp 存储上启用 NDMP。 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考以下任一主题：
请参见第 122 页的“NetApp Data ONTAP 7-Mode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
起使用所需的软件”。
请参见第 131 页的“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所需的软件”。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创建备份策略。
不要使用“策略配置向导”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策略。

3

配置该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中的选项。以下项目特定于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策略：
■

策略类型：选择 NDMP。

■

策略存储：选择您要使用的 SLP，该 SLP 已针对快照复制进行了配置。
请参见第 54 页的“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启用“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以自动选
择 Replication Director 需要的其他选项。

■

单击“选项”按钮可查看“Replication Director 选项”对话框，默认“配
置参数”如下：
快照
类型

■

■

■

■

最多
快照
数

自动（默认）：OpenStorage 合作伙伴使用为其提供的最佳快照技术来
创建快照。
差异式：OpenStorage 合作伙伴创建一个完全依赖于源的快照。此参数
基于写时复制技术。当修改块时，设备将创建一个缓存对象，用于保留
快照的原始块。
Plex：OpenStorage 合作伙伴创建一个完全独立于源快照的快照。此选
项基于镜像分离技术。将某个镜像设备挂接到源后，该镜像设备的内容
与源设备的内容完全相同。如果断开这两个设备之间的关系，则镜像设
备就会与源设备分离。该镜像设备充当即时点副本。
克隆：OpenStorage 合作伙伴创建卷的独立副本。由于必须完成整个复
制，复制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创建的快照将独立于源。

设置可以同时保留的最多快照数。
默认设置为 1。选择适合您环境的快照数。注意，NetApp 卷上的最大快照
数是 255。
当达到最大值时，会出现快照循环： 下一个快照会导致最早的快照被删除。
请参见第 72 页的“SLP 操作的最大快照限制保留类型”。
如果当前在 SLP 中选择“固定”或“复制后失效”保留，则会自动选择“由
SLP 保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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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日程表”选项卡并配置日程表，就像处理其他任何策略一样。

5

选择“客户端”选项卡。指定 7-Mode 磁盘阵列（NAS 主机）的名称。
对于 Clustered Data ONTAP，指定将作为 NAS 主机的 SVM 的名称。
下图适用于 NetApp Data ONTAP 7-Mode，并在“客户端”选项卡中显示了
NetApp 存储系统名称。

参考图 7-1可能有所帮助。

6

选择“备份选择”选项卡，以指定磁盘阵列上卷的路径。
下图涉及 NetApp Data ONTAP 7-Mode，并显示了“备份选择”选项卡以及要
备份的卷：

注意：一个备份策略不支持 SAN 设备和 NAS 卷二者的备份选择。

7

策略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

NetBackup 会检查该策略以确保其能够成功运行。选择“完成”进行最全面的
策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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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NDMP 策略配置以备份 NAS 主机

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for NDMP 管理指
南》以了解有关配置 NDMP 策略的详细信息。
在以下过程中仅列出了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的策略选项。有关所有策略选
项的说明，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管理指
南，第 I 卷》或联机帮助。

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使用 NDMP
及数据移动器保护客户端
以下步骤介绍了如何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备份策略，以使用 NDMP 及
数据移动器创建 NetBackup 客户端数据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快照。
此方法要求 NetBackup 装入每个客户端来创建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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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3

配置 Standard 策略以使用 NDMP 及数据移动器的示例

创建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使用 NDMP 及数据移动器

1

2

在 NetBackup 可使用数据移动器备份执行 NDMP 之前：
■

请确保您已添加 NDMP 主机凭据，以便 NetBackup 可以访问 NAS 主机。
请参见第 86 页的“授予 NetBackup 对 NAS (NDMP) 主机的访问权限”。

■

确保已通过适当的命令在 NetApp 存储上启用 NDMP。 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考以下任一主题：
请参见第 122 页的“NetApp Data ONTAP 7-Mode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
起使用所需的软件”。
请参见第 131 页的“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所需的软件”。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创建备份策略。
不要使用“策略配置向导”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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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该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中的选项。以下项目特定于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策略：
■

策略类型：为包含 UNIX 客户端的策略选择 Standard。为包含 Windows
客户端的策略选择 MS-Windows。

■

策略存储：选择您要使用的 SLP，该 SLP 已针对快照复制进行了配置。
请参见第 54 页的“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启用“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以自动选
择 Replication Director 需要的其他选项。

■

执行脱离主机备份：启用，然后选择以下内容：
■

使用“数据移动器”。

■

将 NDMP 作为计算机选择。

4

选择“日程表”选项卡并配置日程表，就像处理其他任何策略一样。

5

选择“客户端”选项卡。指定要备份的客户端。

6

选择“备份选择”选项卡指定要在每个客户端上备份的文件和目录。

注意：一个备份策略不支持 SAN 设备和 NAS 卷二者的备份选择。

7

策略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

NetBackup 会检查该策略以确保其能够成功运行。选择“完成”进行最全面的
策略验证。

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保护 NAS 卷
或 SAN 连接的设备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创建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保护 NAS 卷或 SAN（块）设备
的策略。
注意：Clustered Data ONTAP 不支持 SAN 连接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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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主机上，Replication Director 使用 Windows 卷影服务 (VSS) 框架。
创建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保护 NAS 卷或 SAN 连接的设备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创建备份策略。
不要使用“策略配置向导”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策略。

2

配置该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中的选项。以下项目特定于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策略：
■

策略类型：为包含 UNIX 客户端的策略选择 Standard。为包含 Windows
客户端的策略选择 MS-Windows。

■

策略存储：选择您要使用的 SLP，该 SLP 已针对快照复制进行了配置。
请参见第 54 页的“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启用“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以自动选
择 Replication Director 需要的其他选项。

■

单击“选项”按钮可查看“Replication Director 选项”对话框，默认“配
置参数”如下：
快照类型 自动（默认）：OpenStorage 合作伙伴使用为其提供的最佳快照技术来
创建快照。
最多快照 设置可以同时保留的最多快照数。
数
默认设置为 1。选择适合您环境的快照数。注意，NetApp 卷上的最大快
照数是 255。
当达到最大值时，会出现快照循环： 下一个快照会导致最早的快照被删
除。
请参见第 72 页的“SLP 操作的最大快照限制保留类型”。
如果当前在 SLP 中选择“固定”或“复制后失效”保留，则会自动选择
“由 SLP 保留管理”。

3

选择“日程表”选项卡并配置日程表，就像处理其他任何策略一样。

4

选择“客户端”选项卡并指定：
■

客户端。

■

生产客户端上的本地装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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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要避免创建同一共享的多个快照，请不要在访问同一共享的某个策略中
包含多个客户端。而应该只将其中的一个客户端添加到策略中，从而只对共享
备份一次。或者创建 NDMP 策略来备份共享。
同样，不要在多个策略中保护同一共享。

5

选择“备份选择”选项卡：
要保护 SAN 数据，请指示要备份的客户端上的路径。“备份选择”列表可能
包含以下各项的组合：
■

驱动器盘符

■

文件夹装入

■

驱动器上的目录

■

驱动器上或目录中的单个文件

不要在 VSS 策略中指定 64 个以上的备份选择。 如果指定了 64 个以上的备份
选择，则快照作业将失败并显示状态码 156。这是由于记载的 VSS 基础架构限
制所致。要指定 64 个以上的备份选择，请在多个策略之间划分备份选择。
注意：一个备份策略不支持 SAN 设备和 NAS 卷二者的备份选择。
要保护 NAS 数据，请从客户端角度指定备份选择。例如，假设客户端数据位
于文件服务器 (NAS1) 上的卷 (/vol/vol1) 中：
■

UNIX 示例：数据通过 NFS 装入到 UNIX 客户端上的 /mnt2/home 中。
请在“备份选择”列表中指定 /mnt2/home。

■

Windows 示例：在 Windows 客户端上，数据通过 CIFS 共享为 vol1。
请在“备份选择”列表中指定 \\nas1\vo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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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Clustered Data ONTAP 策略，备份选择是指存储虚拟机（或 Vserver）
上的卷。
■

Windows 路径名必须采用通用命名约定 (UNC)，格式为
\\server_name\share_name。

■

对于 NFS 装入，必须通过 mount 命令（或通过使用 /etc/fstab）手动装
入数据，而不是自动装入数据。

■

（仅限 NetApp 7-mode）使用 nosharecache 选项装入位于同一个卷下的
qtree。例如：
mount -o vers=3,nosharecache filer:/vol/volume1/qtree1 /mnt1

■

（仅限 NetApp 7-mode）要备份 qtree，请仅装入 qtree。不要装入该卷。
即，不要在备份选择路径中包括卷。
如果已装入卷，并且将来自同一卷的 qtree 用作备份选择，则 Symantec
NetBackup 的 NetApp 插件 (NBUPlugin) 会只将其视为一个卷，并且仅执
行特定于卷的操作。
例如，要备份 qtree，请输入： \\filer\q1
以下输入不正确，将创建整个卷的快照： \\filer\volume1\q1

6

为使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能够写入 CIFS 卷，它必须有权执行此操作。保存
备份策略时，会显示一条消息，指示此权限是必需的。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是以本地系统帐户身份安装的，可能没有必需的 CIFS 权限。 请将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属性更改为对 CIFS 共享具有访问权限的帐户。
如果没有更改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属性，则策略验证将失败，状态码
为 4206。
请参见第 14 页的“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7

策略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8

NetBackup 会检查该策略以确保其能够成功运行。选择“完成”进行最全面的
策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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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NDMP 支持
Replication Director 可以使用 NDMP 从快照进行备份、浏览和还原。配置备份策略
的方式决定了 NetBackup 是否使用 NDMP 创建 NAS 主机或卷的快照。
决定是否使用 NDMP 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表 7-1
功能

NDMP

策略类型

■

比较 NDMP 或非 NDMP 策略类型
非 NDMP

NDMP
标准或 MS-Windows
请参见第 76 页的“配置 NDMP 策略以保护 NAS （请勿启用 NDMP 数据移动器。）
主机”。
标准或 MS-Windows
在策略中启用 NDMP 数据移动器。
请参见第 79 页的“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使用 NDMP 及数据移动器保护客户端”。

■

在受保护的系统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否

是

装入快照以进行备份

否

是

备份性能

通常快于 NFS 或 CIFS，尤其是存在大量小文件时。 通常慢于 NDMP，但存在较少、较
大的文件时通常较快。

快照的索引编制*

是

是
请在 SLP 中为策略使用“从快照编
制索引”操作。

还原功能

只能从 NAS 设备还原。

可以从任意快照位置还原文件。

数据还原视图

文件服务器视图：文件服务器上的所有数据都受保
护，且可以从指定备份进行还原。

主机视图：只有属于特定受保护客
户端的数据才能从指定备份进行还
原。

*编制了索引的快照在还原时很有用。编制索引工作在 SLP 中由“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执行。
请参见第 62 页的“SLP 中的“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

Replication Director 与 NDMP 配合使用时的限制
在配置 NDM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合使用之前，请考虑以下限制：
■

不支持 Solaris_x86 操作系统。

■

NDMP 数据格式的映像副本不支持 NetBackup 策略选项“多个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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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客户端不支持“使用临时文件名还原文件”还原选项。

■

启用了 NDMP 数据移动器的 MS-Windows 或 Standard 策略不支持还原到本
地文件系统。

■

请勿将 qtree 和 qtree 上的卷加入到同一个“备份选择”列表中。

■

每个 backupid 只能有一个 NDMP 快照备份。

■

仅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支持“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但是不支持启用了
NDMP 数据移动器的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
注意：NetApp ONTAP 7-mode 不支持“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
请参见第 62 页的“SLP 中的“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

■

在上一次完全或增量式日程表后对 NDMP 策略进行更改（例如添加或删除备份
选择），下一次增量内容将检索快照的整个内容而不是只检索更改的内容。 然
而下一次增量式日程表将仅按预期检索已更改的内容。

授予 NetBackup 对 NAS (NDMP) 主机的访问权限
NetBackup 必须具有对 NAS（或 NDMP）主机的访问权限，然后才能使用 NDMP
执行备份。
注意：如果计划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快照，请在主服务器（而不是介质服
务器）上执行以下过程。
授予 NetBackup 对 NDMP 主机的访问权限

1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介质和设备管
理”>“凭据”>“NDMP 主机”。

2

在“操作”菜单下，选择“新建”>“新建 NDMP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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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添加 NDMP 主机”对话框中，输入 NetBackup 要备份的 NDMP 服务器的
名称。
如果您使用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则 NDMP 主机必须是存储虚拟
机 (SVM)。
NDMP 主机名区分大小写。每次使用该主机名时，该名称必须与在此输入的名
称相匹配。
注意：如果您未计划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并且使用完全限定域名 (FQDN)
添加 NDMP 主机凭据，还必须在客户端上指示完全限定域名以用于查找。 也
就是说，“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界面中的服务器列表还必须按 FQDN 列
出 NDMP 主机。
如果使用简称添加 NDMP 主机凭据，则可以使用客户端服务器列表中的简称或
FQDN。

4

单击“确定”。

5

在“新建 NDMP 主机”对话框中，指定以下选项：
（“凭据”一词指的是 NetBackup 用来访问 NDMP 主机的用户名和密码。）
将 NDMP 全局凭据用于此
NDMP 主机

使主服务器下的所有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都能够使用
预定义的全局 NDMP 登录信息来访问此 NDMP 主机。
要创建此登录信息，请在“NDMP 全局凭据”对话框中
单击“主机属性”>“主服务器”>“属性”> NDMP。

注意：因为 NetApp 会为每个 SVM 生成单独的加密密
码，因此不能针对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使
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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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介质服务器上为该
NDMP 主机使用以下凭据

使已连接到 NDMP 主机的所有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都能够使用您指定的登录信息访问 NDMP 主机：
■

用户名：NetBackup 用来访问 NDMP 服务器的用户
名。此用户必须拥有运行 NDMP 命令的权限。
可以查明 NDMP 主机供应商是否需要某个特定用户
名或访问级别。
有关支持的 NDMP 操作系统和 NAS 供应商的信息，
请从 Symantec 支持网站访问《NetBackup for
NDMP：NAS 设备信息》：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31885

■

“密码”和“确认密码”：输入此用户的密码。
有关 NAS 设备密码的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支持
网站上的 NetBackup for NDMP: NAS Appliance
Information（《NetBackup for NDMP：NAS 设备信
息》）。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31885

在每台介质服务器上为该
NDMP 主机使用不同的凭据

指定特定 NetBackup 服务器的 NDMP 登录信息。然后
单击“高级配置”。
■

在“高级 NDMP 凭据”对话框中，单击“添加”。

■

在“添加凭据”对话框中，选择一个 NetBackup 服
务器，并指定该服务器用于访问 NDMP 主机的用户
名和密码。

■

单击“确定”。NetBackup 会验证用户名和密码。

■

NetBackup 服务器和用户名将显示在“高级 NDMP
凭据”对话框中。

■

6

如果需要，请再次单击“添加”以指定其他服务器
和用户

对 NetBackup 备份的每个 NDMP 主机重复此过程。

ALL_FILESYSTEMS 和 VOLUME_EXCLUDE_LIST 指令
ALL_FILESYSTEMS 指令提供了一种在 NDMP 备份策略中包括 NDMP 文件服务器上

的所有文件系统和卷的方法。
如果不希望备份 NDMP 文件服务器上的每个卷，则可以从 ALL_FILESYSTEMS 备份
选择中排除特定的卷。使用 VOLUME_EXCLUDE_LIST 指令可达到此目的。可以在
VOLUME_EXCLUDE_LIST 语句中使用有效的通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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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下示例使用特定于 NetApp Data ONTAP 7-mode 的选择。 有关其他配置
的特定备份选择示例，请参考相应的文档。
VOLUME_EXCLUDE_LIST 语句必须在 ALL_FILESYSTEMS 语句之前。 例如：
VOLUME_EXCLUDE_LIST=/vol/Hr_allfiles_vol01
ALL_FILESYSTEMS

或者
VOLUME_EXCLUDE_LIST=/vol/testvol*
ALL_FILESYSTEMS

要在 VOLUME_EXCLUDE_LIST 语句中指定多个值，请用逗号分隔这些值。 例如：
VOLUME_EXCLUDE_LIST=/vol/Hr_allfiles_vol01,/vol/testvol*
ALL_FILESYSTEMS

也可以用 ALL_FILESYSTEMS 指令指定多个 VOLUME_EXCLUDE_LIST 语句。 例如：
VOLUME_EXCLUDE_LIST=/vol/Hr_allfiles_vol01
VOLUME_EXCLUDE_LIST=/vol/testvol*
ALL_FILESYSTEMS
VOLUME_EXCLUDE_LIST 语句最多可以包括 256 个字符。如有必要，请创建多个
VOLUME_EXCLUDE_LIST 语句以避免超过 256 个字符的限制。如果指定 256 个以上

的字符，则卷列表将被截断。截断的语句可能会导致备份作业失败，并显示错误消
息 Invalid command parameter(20)。
如果备份选择包括只读卷或已满卷，则 NDMP 备份作业会失败，状态代码为 20
(Invalid command parameter(20))。如果遇到类似的 NDMP 备份作业错误，请
查看 ostfi 日志以识别发生故障的卷。可以将 VOLUME_EXCLUDE_LIST 语句与
ALL_FILESYSTEMS 语句一起使用，以排除只读卷和空间不足的卷。
在将快照复制到辅助文件服务器的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环境中时，
Symantec 建议使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控制辅助文件服务器上的备份。
在 NetApp 7-mode 存储系统中，通常不建议用户在 /vol/vol0 中存储文件，因为
此卷包含文件服务器系统文件。 因此，如果备份策略中使用 ALL_FILESYSTEMS 指
令，则应从备份中排除 vol0。 以下是排除 /vol/vol0 的备份选择列表：
VOLUME_EXCLUDE_LIST=/vol/vol0
ALL_FILESYSTEMS
■

请勿使用 ALL_FILESYSTEMS 备份辅助文件服务器上的所有卷。在备份或还原自
动创建的 NetApp FlexClone 卷时，可能会发生不一致情况。此类卷是临时的，
且用作实际卷的虚拟副本或指针，因此不需要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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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必须备份辅助文件服务器上的所有卷，Symantec 建议排除 FlexClone 卷以
及复制卷。例如：
VOLUME_EXCLUDE_LIST=/vol/Clone_*
VOLUME_EXCLUDE_LIST=/vol/*_[0-9]
VOLUME_EXCLUDE_LIST=/vol/*_[0-9][0-9]
VOLUME_EXCLUDE_LIST=/vol/*_[0-9][0-9][0-9]
ALL_FILESYSTEMS

此示例假定所有 FlexClone 卷且仅 FlexClone 卷以 /vol/Clone_ 开头。为您的
环境适当地调整卷指定。
■

VOLUME_EXCLUDE_LIST 仅适用于 ALL_FILESYSTEMS。它不适用于显式备份选择

或基于通配符的备份选择。
如果在针对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 NDMP 策略中使用 ALL_FILESYSTEMS 指
令，则必须使用 VOLUME_EXCLUDE_LIST 指令排除每个选定 SVM 的根卷。 否
则，备份会失败。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关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 Clustered Data ONTAP
备份策略”。
逻辑单元号 (LUN) 所驻留卷的快照导入失败时，NDMP 策略从快照的备份将失败，
状态码为 4213（“快照导入失败”）。要避免此错误，请使用 VOLUME_EXCLUDE_LIST
指令排除任何用于创建 LUN 的卷，这些 LUN 通过存储区域网络 (SAN) 进行访问。

在多网络环境中配置 NDMP 策略
在 NetApp 存储系统与多个网络连接的环境中，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NDMP 策略
可配置为针对 NDMP 备份流量使用特定网络。要实现此目的，请使用存储生命周期
策略中的“从快照备份”操作。
如果从主存储系统进行备份（即，在一个 SLP 中，“快照”操作加上“从快照备
份”操作），则应在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中输入与要使用的网络相关联的主机
名称。
注意：以下示例使用特定于 NetApp Data ONTAP 7-mode 的命令。 版本不同，命
令会有所差异。 有关最新的特定于供应商的命令，请参考供应商文档。
如果复制快照，则使用辅助存储系统的默认主名称。 要使用其他网络，请将存储系
统中的 ndmpd.preferred_interface 选项设为与该网络连接的接口。
例如，如果将辅助存储系统设置为与 e0b 接口上的一个专用网络连接，则连接至存
储系统，然后将 ndmpd.preferred_interface 设置为 e0b，如下所示：
Netapp3140a2> options ndmpd.preferred_interface e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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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mpd.preferred_interface e0b

这样，复制到该存储系统的所有快照的 NDMP 备份都将使用该专用网络。
在 NetBackup 中，添加 NDMP 主机凭据以指示与 e0b 相关联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请参见第 86 页的“授予 NetBackup 对 NAS (NDMP) 主机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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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快照还原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

■

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文件和文件夹

■

关于从虚拟机的基于阵列的快照进行还原

■

使用 OpsCenter 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

■

NetApp 如何执行卷级回滚还原

■

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回滚）

关于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
NetBackup 管理如何创建和复制基于阵列的快照。NetBackup 还可以从这些快照创
建备份映像。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为快照和快照复制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在此版本的 NetBackup 中，您可以通过基于阵列的快照执行下列还原操作：

从快照还原
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文件和文件夹

从快照执行文件级还原

NetBackup 指示存储设备从快照还原单个文件或文件夹。存
储设备移动存储设备上的数据。
从快照、副本或备份进行文件级还原存在多种方法，如下所
示：
■

“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

请参见第 93 页的“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文件和文件夹”。
NetBackup bprestore 命令。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Symantec OpsCenter 界面。
请参见第 98 页的“使用 OpsCenter 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
原”。

从快照（副本一）执行卷级回 NetBackup 指示存储设备将卷替换为该卷的快照。存储设备
滚还原
有时无需移动数据就可以还原卷。
请参见第 98 页的“NetApp 如何执行卷级回滚还原”。
请参见第 99 页的“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回滚）”。

注意：NetBackup 仅支持在主站点上对副本一进行快照还
原。要在远程站点还原，请使用文件级还原。

只有系统管理员可以执行基于阵列的还原。
注意：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的备份还原：如果您选择“备份、存档和还
原”界面中的多个映像，它可能比预计显示映像目录耗费更长的时间。NetBackup
为每个所选映像执行单独浏览操作。为了更快速地还原，每次选择一个映像。

注意：要从使用多个 NIC 的客户端访问快照，并且如果使用 NetApp 存储，请参见
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5 页的“如何配置多 NIC 环境”。

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文件和文件夹
本主题介绍如何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各个项。
“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界面显示了主备份副本中的文件和文件夹。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
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文件和文件夹

1

按如下所述启动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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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在 Windows“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界面中：
■

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然后选择“从
正常备份”。

UNIX

在基于 Java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界面中：
■

单击“还原文件”选项卡。

■

在“还原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正常备份”。

■

单击“视图”>“刷新”。

下面是 Windows 计算机上的还原窗口示例：

2

选择快照，如下所示：
Windows

在“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选择要还原的快照。
该快照将显示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

UNIX

打开“日期范围”或“备份历史记录”以选择要还原的快照。从
列表中选择一个快照，然后单击“确定”。
该快照的内容将显示在“目录结构”窗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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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展开目录树，然后单击要还原的项目旁边的复选框。

4

要设置所选项的还原方式，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Windows 上，单击“操作”>“还原”。

■

在 UNIX 上，单击“还原”。

下面是“还原标记的文件”对话框的示例：

5

在“还原标记的文件”对话框中，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以满足还原要求。
有关每个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备份、存档和还原”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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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目标选项

选择以下目标选项之一：
■

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原始位置（默认）

■

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其他位置 (保持现有结构)

■

将个别文件夹和文件还原到不同位置或将个别目录和文件还原
到不同位置
创建新虚拟硬盘文件并还原到该文件

■

还原选项

从 Windows“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的以下还原选项中进行选
择：
■

还原时不包括访问控制属性 (仅限 Windows 客户端)

■

跳过验证并强制回滚

■

即使会销毁后续快照也强制回滚

■

如果目标文件已存在，请指示 NetBackup 应执行的操作：
■ 重写现有文件
■

使用临时文件名还原文件

■

不还原文件

从基于 Java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的以下还原选项中进行
选择：

作业优先级

■

重写现有文件

■

在不跨越装入点的情况下还原目录

■

还原时不包括访问控制属性 (仅限 Windows 客户端)

■

重命名硬链接

■

重命名软链接

■

即使会销毁后续快照也强制回滚

要更改此还原的优先级，请单击“覆盖默认优先级”，然后设置
一个优先级数字。
默认值为 90000。可用范围为 0 到 99999。数值越大，优先级越
高。

6

单击“开始还原”。

7

要查看还原进度，请在“查看状态”或“查看进度”对话框中单击“是”。
完成还原操作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在开始还原操作后，您可以关闭“备
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然后执行其他任务。NetBackup 将在后台继续执行操
作。

关于从虚拟机的基于阵列的快照进行还原
从虚拟机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快照，可以还原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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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虚拟机。
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指南》中有关还原整个 VMware 虚拟机的主
题。

■

虚拟机中的单个文件。
要还原虚拟机文件，请参考以下主题。

从虚拟机的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文件
注意：浏览要还原的文件时，“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显示了主备份副本中的文
件和文件夹。但是，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可以从一个作业创建多个映像或副本。要从
不同的副本还原文件，请将此副本设置为主副本。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
第 I 卷》中有关如何将备份副本提升为主副本的主题。
《NetBackup for VMware 指南》中介绍了还原单个文件的初始步骤。
从 Replication Director 快照还原文件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的“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下，选择 VMware 作为策略类型。
如果 SLP 不对 VM 编制索引（或索引编制未完成），BAR 界面将直接从硬件快照
浏览文件。“所有文件夹”窗格在顶层显示 ALL_LOCAL_DRIVES 节点：

如果已将 SLP 配置为对虚拟机编制索引，则在索引编制完成时文件夹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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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为同一台虚拟机选择一个编制索引的快照和一个未编制索引的快照，则
文件夹将在“所有文件夹”下出现两次。 不要从两个不同的映像中选择还原文件：
还原将失败。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为虚拟机配置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使用 OpsCenter 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
通过 Replication Director，管理员可以在 OpsCenter 中使用“还原”操作，在作为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一部分创建的任一快照副本中浏览和还原文件与目录，甚至长
期存储中的那些文件与目录。 OpsCenter 中的“还原”操作还提供更高的灵活性和
高级搜索功能。
要在 OpsCenter 中使用“还原”操作，需要在生成快照和复制的 SLP 中使用“从
快照编制索引”操作。
请参见第 62 页的“SLP 中的“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
有关使用 OpsCenter 执行可操作还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OpsCenter 管理指南》。

NetApp 如何执行卷级回滚还原
NetBackup 指示阵列或存储设备执行快照的卷级回滚还原（即时点还原）。该设备
确定如何完成还原。
以下多种因素会影响阵列完成还原的方式：
■

是否从最新快照回滚。

■

NetBackup 还原选项：“强制回滚，即使该操作会使更高版本的快照还原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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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选择中的装入点是一个卷还是卷中的 qtree/文件夹。

注意：使用 NetApp 存储时，如果在包含多个卷的备份映像中对其中一个卷执行即
时点回滚还原，不会从存储系统中立即删除对应于剩余卷的快照，而是从 NetBackup
目录库中立即移除快照。 随后执行任何映像清理作业均会从存储系统中删除剩余快
照。
表 8-1 中介绍了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
表 8-1

卷级回滚还原因素

从最新的快 “强制回滚，即使该操作
照或较旧的 会使更高版本的快照无
快照
效”还原选项

备份选
择装入
点*

描述

从最新快照

任一选择

卷

设备执行卷的回滚还原。 由于是回滚还原，还原几乎是立即
发生的。

从最新快照

任一选择

Qtree 或
文件夹

设备执行备份选择装入点*的文件级还原，而不是卷级回滚还
原。这种还原比卷级回滚还原要慢得多，后者不发生数据移
动。

从较旧的快
照

已选中

卷

设备执行卷的回滚还原。 由于是回滚还原，还原几乎是立即
发生的。
由于回滚还原用较旧的快照替换当前卷，因此较新的快照将
会丢失。

从较旧的快
照

任一选择

Qtree 或
文件夹

设备执行备份选择装入点*的文件级还原，而不是卷级回滚还
原。这种还原比卷级回滚还原要慢得多，后者不发生数据移
动。
与卷级回滚还原不同，这种类型的还原不会销毁较新的快照。

从较旧的快
照

未选中

卷

还原将失败。

*对于 NDMP 备份，考虑整个备份选择而不是仅考虑已装入的部分。

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回滚）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从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的快照执行卷级回滚还
原（即时点还原）。存储设备会将受保护的卷替换为该卷的快照。
NetBackup 仅支持 NAS 设备的即时点回滚还原，且仅针对副本一。对于 Windows
或 UNIX 上的 SAN 设备，不支持即时点回滚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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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不要在多个策略间共享的卷上执行即时点回滚还原，因为该卷会保留其他一
个策略或多个策略的无效目录条目。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
请参见第 98 页的“NetApp 如何执行卷级回滚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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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于阵列的快照还原

1

开始还原过程，如下所示：
Windows

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即时点回
滚”。
“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显示可用于执行还原的可用快照。

UNIX

单击“还原文件”选项卡，然后为“还原类型”选择“即时点回
滚”。
将显示“日期范围”对话框。

下面是 Windows 计算机上的还原窗口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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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快照，如下所示：
Windows

在“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选择要还原的快照。
该快照将显示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

UNIX

在“日期范围”对话框中，从列表中选择一个快照，然后单击“确
定”。
该快照的内容将显示在“目录结构”窗格中。

3

按如下所述选择卷：
Windows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展开目录树以查找卷装入点（如果必
要），然后单击卷装入点旁边的复选框。

UNIX

在“目录结构”窗格中，展开目录树以查找卷装入点（如果必
要），然后单击卷装入点旁边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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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如下所述开始还原：
Windows

单击“操作”>“还原...”。

UNIX

单击“还原”。

将显示“还原标记的文件”对话框。
多数选项默认处于选中状态，且无法更改。
下面是 Microsoft Windows 计算机上的“还原标记的文件”对话框示例：

5

在“还原标记的文件”对话框中，从以下选项中进行选择以满足还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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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选项

■

跳过验证并强制回滚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将在还原期间对文件系统执行多次检
查。如果检查失败，则还原将停止。 选择此选项跳过验证。

警告：只有当确定要用快照来替换原始位置上的所有文件时，
才选择此选项。 回滚会删除在要还原的快照的创建日期之后创
建的所有文件。
■

强制回滚，即使该操作会使更高版本的快照无效
仅当您从非最新快照还原时，此选项才适用。

警告：仅当您确定要将原始卷替换为快照时，才选择此选项。
如果存在已复制的较新快照，但您没有选择此选项，则回滚还
原将会失败。
请参见第 98 页的“NetApp 如何执行卷级回滚还原”。
作业优先级

要更改此还原的优先级，请单击“覆盖默认优先级”并设置一个
优先级数字。
默认值为 90000。可用范围为 0 到 99999。

6

单击“开始还原”。

7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单击“是”查看还原状态。
如果文件验证失败，“查看状态”对话框 (Windows) 或“任务进度”选项卡
(UNIX) 中会显示一条消息，指明未执行还原。
还原操作开始后，您可以关闭“备份、存档和还原”，然后在计算机上执行其
他任务。NetBackup 将在后台继续执行还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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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报告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Symantec OpsCenter 报告

■

为 OpenStorage 事件配置警报

■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报告

■

磁盘池监视

■

监视快照复制作业

■

有关存储单元、存储单元组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报告

Symantec OpsCenter 报告
使用 Symantec OpsCenter 可为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相关的活动提供统一的报
告。其中包括监视位于不同存储位置的快照副本的生命周期。管理员可以利用此信
息来做出与保留相关的决策。
Symantec OpsCenter 提供以下报告：
■

存储空间使用情况

■

显示预测视图和历史视图的容量规划报告。

所有 OpsCenter 报告将在《NetBackup OpsCenter 报告指南》中进行介绍。

为 OpenStorage 事件配置警报
管理员可以配置 OpsCenter，以便基于 OpenStorage 设备（存储服务器）上的事
件发送警报：
■

存储服务器可以生成阈值或“卷几乎已满”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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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未受保护的 NAS 文件服务数据的自动发现而发出警报。

在 OpsCenter 发送警报之前，警报策略可以考虑以下信息：
■

事件被视为错误、提示性通知还是警告；或者无论分类如何，都考虑所有事件。
例如，仅当存储服务器生成警告时才发送警报。

■

事件是否包含特定词语，或者事件是否由特定供应商生成。例如，发送仅从标
签为 xyz 的 NetApp 设备生成的警报。

■

事件是否来自特定主服务器；或者考虑来自所有主服务器的事件。

图 9-1

OpenStorage 设备警报的属性选择

发生警报时，这些警报会以指定的严重性级别发送到多个电子邮件地址。警报清除
后，会向相同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通知。也可以指定清除警报的严重性级别。
有关配置警报的信息，请参见《Symantec OpsCenter 管理指南》。
图 9-2

OpsCenter 设备警报示例

106

OpsCenter 报告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报告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报告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状态报告提供了选定主服务器的 SLP 摘要。
该报告中的许多列包含链接至其他报告的数据：
■

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

■

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

■

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

■

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显示了属于 SLP 的任何快照副本的详细信息。

磁盘池监视
要查看磁盘池详细信息，请选择“监视”选项卡，然后选择“设备”子选项卡。
选择表上方的“磁盘池”选项卡。磁盘池监视分为三个选项卡：
“常规”选项卡

“常规”选项卡（图 9-3）包含有关选定磁盘池的信
息，其中包括选定磁盘池中的已用空间和可用空间，
以及是否已导入磁盘池中的映像。
该表还包含以下与快照复制有关的列：

■

已为快照配置
标识是否已将磁盘池配置为包含快照，使其可用
于快照复制。
镜像

■

主节点

■

复制

■

“磁盘卷”选项卡

“磁盘卷”选项卡包含有关选定磁盘池的信息，其
中包括卷的位置或路径，以及是否已为快照配置卷。

“存储服务器”选项卡

“存储服务器”选项卡（图 9-4）包含有关选定磁盘
池的信息，其中包括存储服务器的服务器类型和活
动作业数。
该表还包含“已为快照配置”列，该列标识存储服
务器是否已配置为包含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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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3

磁盘池的“常规”选项卡

图 9-4

磁盘池的“存储服务器”选项卡

108

OpsCenter 报告
监视快照复制作业

监视快照复制作业
要查看快照复制作业的详细信息，请选择“监视”选项卡，然后选择“作业”子选
项卡。
从“过滤器”下拉菜单中选择“快照复制”，就可以只显示从快照复制生成的作
业。
“常规”选项卡显示有关选定作业的详细信息，包括用于创建备份的复制方法（“方
法”）和为每个作业传输的数据（“作业大小”）。

有关存储单元、存储单元组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报
告
要查看存储单元、存储单元组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详细信息，请依次选择“管
理”选项卡和“存储”子选项卡。
选择表上方的“存储单元”选项卡，以显示存储单元详细信息，包括是否为快照启
用了存储单元以及存储单元所属磁盘池的名称。
“存储单元”选项卡

“常规”选项卡（图 9-5）包含有关选定存储单元的信息。
该表还包含以下与快照复制有关的列：

■

已为快照配置
标识存储单元是否已配置为包含快照，使其可用于快照复制。
镜像

■

主节点

■

复制

■

“存储单元组”选项卡

“存储单元组”选项卡包含有关选定存储单元组的信息。
该表还包含“已为快照配置”列，该列标识存储单元组是否可以包含
快照。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选项卡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选项卡包含两个子选项卡：
■

■

常规
显示 SLP 详细信息，包括 SLP 是否配置为保留多路复用，以及
SLP 中的数据分类。
操作

显示已分配给 SLP 中的每个操作的操作类型和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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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5

存储单元的“常规”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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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NetApp 磁盘阵列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
使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将 NetApp 磁盘阵列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

支持的 NetApp 拓扑结构

■

NetApp Data ONTAP 7-Mode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

结合使用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将 NetApp 磁盘阵列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可以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复制 NetApp 磁盘阵列上的快照：
■

在非群集模式下：7-Mode 用于复制 NAS 和 SAN 上的快照。该插件必须安装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OCUM) 服务器 (图 10-1) 上。

■

在群集模式下：Clustered Data ONTAP (cDOT) 用于复制存储虚拟机（SVM 或
vServer）之间的快照。仅支持 NAS。
此插件必须安装在非 OCUM 服务器、主服务器或任何介质服务器 (图 10-2) 的
Windows 或 Linux 计算机上。

这两种模式均支持相同的拓扑结构。
表 10-1 介绍了 NetBackup 版本与 NetApp 插件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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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版本兼容性

NetBackup NetApp
版本
插件版本

描述

主服务器与 OCUM 服务器的
比

7.7

为所有 NetBackup 7.7
Replication Director 功能
提供 7-Mode 支持。

一台主服务器支持多台 OCUM 服 MS-Windows、Standard、
务器。
NDMP、VMware、Oracle

提供 cDOT 支持。

一台主服务器支持多台 OCUM 服 MS-Windows、Standard、
务器。
NDMP、VMware、Oracle

1.1

2.0

支持的策略类型

该插件必须安装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OCUM) 服务器
上。

此插件必须安装在非 OCUM 服务
器、主服务器或任何介质服务器的
Windows 或 Linux 计算机上。
7.6

1.1

所有 NetBackup 7.6
Replication Director 功能
均支持 NetApp Data
ONTAP 7-Mode。

一台主服务器对多台 OCUM 服务 MS-Windows、Standard、
器
NDMP、VMware、Oracle

注意：在升级插件之前，必须升级整个 NetBackup 环境。 升级所有主服务器、介
质服务器、客户端以及与插件通信的任何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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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1

NetBackup 与适用于 7-Mode 的 NBUPlugin 之间的通信

NetBackup 7.7 主服务器
NetBackup
客户端 1

NetBackup 7.7 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客户端 2

iSCSI/FC

NetApp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适用于 7-模式的 NBUPlugin

NFS/CIFS

iSCSI/FC

NFS/CIFS

通过 OpenStorage Technology 插件进行通信

SnapMirror
SnapVault

7-模式主群集

7-模式辅助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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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NetBackup 与适用于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 NBUPlugin 之
间的通信

NetBackup 7.7 主服务器
NetBackup
客户端 1

NetBackup 7.7 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客户端 2

NFS/CIFS

NFS/CIFS

通过 OpenStorage Technology 插件进行通信
适用于 cDOT 的 NBUPlugin
（Linux 或 Windows）

NetApp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群集 1
SVM1

群集 2
SnapMirror
SnapVault

SVM1

SVM2

SVM2

SVM3

SVM3
C-模式辅助群集

确定该插件的版本
要确定 NBUPlugin 版本，请在安装 NBUPlugin 的系统上查找以下版本文件：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Program Files\Netapp\NBUPlugin\version.txt
在 UNIX 上： /usr/NetApp/NBUPlugin/version.txt
文件内容将列出产品名称、内部版本日期和 NBUPlugin 版本。如果安装了多个插
件，则会同时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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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插件
升级用于 Symantec NetBackup 的 NetApp 插件时，确保使用旧版插件的所有存储
生命周期策略作业在升级前都已完成。
要确定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关联的所有作业已完成、正在执行还是尚未启动，请使
用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nbstlutil.exe stlilist -U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nbstlutil stlilist -U

支持的 NetApp 拓扑结构
表 10-2 介绍了 Replication Director 支持的 NetApp 拓扑结构。对于 cDOT 和
7-Mode，Replication Director 支持相同的 NetApp 拓扑结构。所有拓扑结构都从主
卷上的数据快照开始。
支持的 NetApp 快照复制拓扑结构

表 10-2
表示形式
快照

描述

SnapVault

主存储器

辅助存储器

快照
主存储器

SnapMirror

SnapMirror

辅助存储器

快照副本
SnapVault

快照副本
SnapMirror

快照
主存储器

辅助存储器

快照副本

快照
主存储器

可以使用 SnapMirror 复制快
照。

快照副本

快照
主存储器

可以使用 SnapVault 复制快
照。

快照副本

辅助存储器

快照副本
SnapMirror

快照副本
SnapVault

辅助存储器

第三个存储器

第三个存储器

快照副本
SnapMirror

第三个存储器

可以使用 SnapMirror 复制快
照，然后使用 SnapVault 再次
复制。

可以使用 SnapMirror 复制快
照，然后使用 SnapMirror 再
次复制。

可以使用 SnapVault 复制快
照，然后使用 SnapMirror 再
次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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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形式

描述

支持的众多配置中的两个示例：

快照复制可以扇出到两个或三
个资源池。

SnapVault

快照副本
快照
主存储器

SnapMirror

第三个存储器

快照副本

SnapVault

快照副本

（“表示形式”一列显示了众
多可能的配置中的两个示
例。）

辅助存储器
或：
SnapVault

快照副本

快照
SnapMirror

主存储器
SnapMirror

快照副本
快照副本

SnapMirror
SnapVault
SnapMirror

辅助存储器

快照副本
快照副本
快照副本
第三个存储器

可以使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从快照备份”操作，从任何快照创建 tar 格式的备
份。可以使用 NDMP 在磁带上创建备份，或在 NFS 或 CIFS 磁盘上创建备份。
在以下示例中，tar 副本是从每个快照副本创建的。

BasicDisk

快照副本

AdvancedDisk

快照副本

快照
主存储器

快照副本

磁带

NDMP

仅介质
服务器

NDMP 至磁带场外

Replication Director 不支持的 NetApp 拓扑结构
表 10-3 列出了在此版本中不支持的拓扑结构。

使用“从快照备份”SLP 操作
从任何快照创建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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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的快照复制拓扑结构

表 10-3
不支持的配置示例

描述

不支持的配置的一个示例：

快照可以通过连续或层叠的方
式进行复制，但不得超过两
次。

数据

快照

快照副本

主存储器

快照副本

辅助存储器
SnapVault

快照副本

第三个存储器

SnapMirror

更多

SnapMirror

不支持的配置的一个示例：

快照复制可以扇出到三个以下
的资源池。

快照副本
快照副本
数据

快照
快照副本

主存储器

快照副本
辅助存储器

不支持的配置的一个示例：

快照复制只能从主快照扇出。
SnapMirror

快照副本

SnapVault

快照副本
数据

快照

主存储器

SnapVault

快照副本

快照副本
SnapMirror

辅助存储器

第三个存储器

不支持的配置的一个示例：
SnapVault

快照副本
数据

快照

主存储器

SnapVault

快照副本

SnapVault

快照副本
第三个存储器

辅助存储器

注意：不支持 NetApp Qtree 扇入配置。

连续快照可以容纳 SnapMirror
和 SnapVault 的任意组合，从
一个 SnapVault 到另一个
SnapVault 的情况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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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混合聚合复制不能通过此 NetBackup 版本中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来限定
或测试。例如，从 32 位聚合到 64 位聚合，反之亦然。

NetApp Data ONTAP 7-Mode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在非群集模式下，NetApp Data ONTAP 7-Mode 用于复制 NAS 和 SAN 上的快照。
该插件必须安装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OCUM) 服务器上。

配置概述：NetApp 7-Mode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下表列出了设置 NetApp 7-Mode 以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所需的常规配
置步骤。《用于 Symantec NetBackup 的 NetApp 插件安装和管理指南》（《NetApp
Plug-in 1.0 for Symantec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安装和管理指南》）中也
介绍了 NetApp 配置，该指南可在以下 NetApp 网站上找到：
http://support.netapp.com/documentation/docweb/index.html?productID=61512
表 10-4

NetApp 配置任务概述

描述

参考主题

安装 NetApp 管理控制台。

请参见 NetApp 文档。

启用并打开 NetApp 许可证，其中可能包含以 请参见 NetApp 文档。
下内容：
并非所有许可证都是必需的。
■ SnapMirror
■

SnapVault

■

SnapRestore

■

FlexClone

■

SnapDrive

在 NAS 系统上安装必要的许可证：
■

MS-Windows 策略的 CIFS 许可证

■

Standard 策略的 NFS 许可证

在 SAN 设备上安装必要的许可证：
■

iSCSI 许可证

■

光纤通道许可证

请参见 NetApp 文档。
请参见第 127 页的“在 NetApp 磁盘阵列上启用 Unicode 和语言设置”。

请参见 NetApp 文档。
请参见第 123 页的“关于将 NetApp SAN 连接的存储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合使用”。
以下 Symantec 技术说明包含了更多信息：
配置主 NetApp 设备以将 VSS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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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参考主题

安装用于 Symantec NetBackup (NBUPlugin) 安装 NBUPlugin 后，NetBackup 资源组将自动添加到 OnCommand
的 NetApp 插件。
Unified Manager 中。在 NetApp 存储上配置的主卷将显示为 NBUPlugin
的主快照逻辑存储单元。 这样 NetBackup 可以启动并管理主卷的快
照。
默认情况下，该插件使用端口 8086。
请参见 NetApp 文档。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将 NetApp 磁盘阵列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
用”。
如有必要，请配置 IPv6。默认情况下，将为
NBUPlugin 配置 IPv4。

请参见 NetApp 文档。

考虑使用 NetApp 导入工具。

考虑使用 NetApp 导入工具将现有数据集和 Data ONTAP 关系导入到
Replication Director 中。 导入快照数据后，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
该快照数据。
请参见 NetApp 文档。
请参见第 127 页的“导入现有的 NetApp 关系供 NetBackup 控制”。

添加资源池。

■

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中配置资源池并将聚合添加到这
些资源池中。 （请使用“NetApp 添加资源池向导”或命令行。）

■

为每个复制目标创建资源池。聚合可能属于一个资源池。不要为源
或主数据创建资源池；会自动进行创建。
将资源池添加到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的 NetBackup 资
源组中。
NetBackup 现在可在 NetBackup 磁盘池创建步骤期间访问作为磁
盘卷的资源池。

请参见 NetApp 文档。
以下 Symantec 技术说明包含了更多信息：
请参见 Symantec 文档 HOWTO73062。
运行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将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配置为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7 页的“创建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以进行快照复制”。

下列视频演示了 NetBackup 配置：
例如，将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配置
http://www.symantec.com/connect/videos/netbackup-75-replication-director-configuration-demo
为存储服务器。
此向导还配置以下必要内容：
■

可以访问存储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

■

磁盘池。

■

存储单元。
■

一个 NetBackup 域可以支持多个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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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主服务器可以与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的一个 NBUPlugin 有效
地进行通信。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确定了可从任意数量的介质服务器
中运行的并行作业数。

其他文档和演示提供支持信息：
■

用于 NetApp 存储系统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工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240

■

视频演示：
http://www.symantec.com/connect/videos/configuring-netapp-replication-director

■

使用 NetApp 管理控制台配置 NetApp 存储的分步式描述：
http://www.symantec.com/docs/HOWTO73062

NetApp Data ONTAP 7-Mode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所需
的许可证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需要以下 NetApp 许可证。
表 10-5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的 NetApp 许可证*

许可证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主存储系统

辅助存储系统

OnCommand Core Package*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该软件包包括 OnCommand 服务器软件（默认启用）
和 NetApp 管理控制台（单独安装）。
5.0.2、5.2（包括 DataFabric Manager 服务器）。*
5.2 和更高版本必须在 7-mode 下使用。
用于 Symantec NetBackup 的 NetApp 插件 1.1
可以从 NetApp 支持站点下载。
也支持旧版插件，但这些插件不支持新功能。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将 NetApp 磁盘阵列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Data ONTAP
版本可能包括：7.3.6、7.3.7、8.0.3、8.0.4、8.0.5、
8.1、8.1.1、8.1.2、8.1.3。*
所有存储系统必须具有相同版本。
ONTAP 8.0.3 和更高版本必须在 7-mode 下使用。

*有关支持的版本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NetApp 互操作性矩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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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的 NetApp 许可证取决于正在使用的复制配置。
表 10-6

存储系统上所需的 NetApp 许可证*

许可证

在主存储系 主存储系统 SnapVault
统上
到
目标
SnapMirror
目标

SnapMirror 说明
到
SnapVault
目标

SnapMirror

仅当使用
SnapMirror
源时

是

是

仅当使用
SnapMirror
源时

用来创建镜像快照。在存在 SnapMirror 关
系的源和目标存储系统上安装许可证。在存
储系统之间启用 SnapMirror 访问。
在存在 SnapMirror 关系的源和目标存储系
统上安装并启用许可证密钥。
允许在源和所有目标之间访问。

SnapVault

仅当使用 SnapVault 源时

是

否

用来在主或辅助存储系统上创建 SnapVault
快照副本。
在 SnapVault 源和目标存储系统上安装并
启用 SnapVault 许可证密钥。
旧版平台为 SnapVault 主（源）和辅助（目
标）存储系统提供了单独的 SnapVault 主
许可证密钥。

SnapRestore 可选，用于 否
快速 FlexVol
在 Windows
级别还原
上支持
SnapRestore
需要具有
Data ONTAP
7.3.6P1 和更
高版本。

是

FlexClone

仅适用于块
数据或者对
NAS 数据的
索引编制、
还原或 tar 备
份

仅当对 NAS
数据进行索
引编制、还
原或 tar 备份
时

CIFS

仅限 CIFS NAS 数据 (Windows)

在所有源存储系统上安装 SnapRestore 许
可证密钥，以便从主快照执行基于指针的快
速 FlexVol 级别还原。
所有 SnapVault 目标存储系统上都需要
SnapRestore。对于
Primary-SnapVault-SnapMirror 层叠 (PVM)
拓扑，在 SnapMirror 目标存储系统上安装
许可证密钥。
在含有 SnapVault 目标卷的辅助存储系统
上安装 FlexClone 许可证密钥。对于
Primary-SnapVault-SnapMirror 层叠 (PVM)
拓扑，在 SnapMirror 目标上安装许可证密
钥。在用来对 NetApp 块数据执行索引编
制、还原或流式 (tar) 备份的控制器上，需
要 FlexClone 许可证。
在存在 SnapMirror 或 SnapVault 关系且含
有 CIFS 文件系统的存储系统上安装 CIFS
许可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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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

在主存储系 主存储系统 SnapVault
统上
到
目标
SnapMirror
目标

SnapMirror 说明
到
SnapVault
目标

NFS

仅限 NFS NAS 数据 (UNIX)

在存在 SnapMirror 或 SnapVault 关系且含
有 NFS 系统的存储系统上安装 NFS 许可证
密钥。

iSCSI 和 FC

仅限 iSCSI 和光纤通道块数据 (SAN)

在源和目标存储系统上安装 iSCSI 或 FC 许
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123 页的“关于将 NetApp SAN 连
接的存储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合使
用”。

用于
Windows 的
SnapDrive

仅当使用
Windows 块
数据时

否

用来自动执行存储置备任务以及管理
Windows 环境中的数据。
在本地主机上或者在含有 Microsoft
Windows 服务器 SAN 数据的主存储系统上
安装 SnapDrive 许可证密钥。请注意，
NetApp LUN 上的 UNIX 或 Linux 系统无需
使用 SnapDrive。

SnapDrive
6.3.1R1、
6.4.1、
6.4.2、6.5。

*有关支持的版本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NetApp 互操作性矩阵工具。

NetApp Data ONTAP 7-Mode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所需
的软件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时需要以下 NetApp 软件。
表 10-7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的 NetApp 软件

配置

是否适用于
OCUM？

主存储系统

辅助存储系统

NetApp FAS 系列存储系统

否

是

是

否

启用

否

必须添加到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vFiler
只能用作源，无法用作目标。使用 NDMP 时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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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是否适用于
OCUM？

主存储系统

辅助存储系统

NDMP

否

启用

启用

在包括 vFiler 在内的所有存储系统上启用。
您可以通过以下 NetApp 命令验证是否启用 NDMP 服务：
ndmpd status
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确保 NDMP 状态为
“启动”，并且 NDMP 凭据为“正确”。

关于将 NetApp SAN 连接的存储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合使用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在 SAN 连接的存储（使用光纤通道或 iSCSI）上备份
NetApp 块数据。
如果通过 iSCSI 和光纤通道可访问同一 LUN，则使用光纤通道装入 LUN。
如果使用 iSCSI 协议，请使用 CHAP 安全协议与磁盘阵列建立会话。客户端和备用
客户端可以与不同用户建立会话。不同的会话不会影响快照导入和还原，也不会影
响以下操作： “快照”、“复制”以及“从快照备份”。如果已经在备用客户端上
建立了会话，LUN 会不经任何 CHAP 身份验证便呈现给主机。
有关 iSCSI 设置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

请参见第 123 页的“对 Windows 上的 iSCSI 设置使用 SnapDrive”。

■

面向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HEL) 上的 iSCSI 启动
器配置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28275

■

配置主 NetApp 设备以将 VSS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28279

注意：要使 iSCSI 支持块设备，请确保 HBA 卡均未挂接到主机。

对 Windows 上的 iSCSI 设置使用 SnapDrive
使用 NetApp SnapDrive 软件可以简化 Windows 主机上的 iSCSI 设置。 有关最完
整的说明，请参见以下 NetApp 文档。为便于使用，此处列出了这些说明。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
https://library.netapp.com/ecm/ecm_download_file/ECMP1140245《SnapDrive 6.5
for Windows 安装和管理指南》。
配置操作在数据所在的主机上执行，也就是用来访问数据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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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napDrive 简化 Windows 上的 iSCSI 设置

1

在每个存储系统上启用 iSCSI。

2

Windows 2008 R2 附带了 Windows iSCSI 启动器，但必须要启用该启动器。
（对于 Windows 2003 来说，该启动器必须单独安装）。

3

安装 NetApp SnapDrive。

4

创建 NetApp 卷。

5

使用 SnapDrive 与目标存储系统建立连接。

6

在 NetApp SnapDrive 控制台中，选择“创建磁盘”操作以启动“创建磁盘向
导”。该向导有助于创建 LUN 以及将 LUN 映射到本地驱动器盘符。

SAN 连接的存储限制
以下项是将 SAN 连接的 NetApp 存储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时要考虑的
限制：
■

不支持以下内容：
■

SAN 上的 Windows 引导文件系统。

■

RAW 磁盘（在 Windows 和 UNIX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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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indows 上的动态磁盘。

■

以太网上的光纤通道 (FCoE) 协议。

■

使用 SAN 连接的设备时，不支持即时点回滚还原。

■

使用卷 GUID 指示备份选择。

■

vfiler 上的光纤通道 LUN。

按照 SnapDrive 限制，允许每个客户端最多有 168 个 LUN，包括 LUN 和卷克
隆。

如果更改了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的根密码或管理员密码
如果更改了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的根密码或管理员密码，则也必须执行
以下操作：
■

使用 tpconfig 命令在 NetBackup 中更新存储服务器密码。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Volmgr\bin\tpconfig -update
-storage_server sshostname -stype server_type -sts_user_id UserID
-password Password

在 UNIX 上：
usr/openv/volmgr/bin/tpconfig -update -storage_server sshostname
-stype server_type -sts_user_id UserID -password Password

server_type 是供应商提供的用于标识存储服务器类型的字符串。对于 NetApp，
请输入 Network_NTAP。
注意：server_type 区分大小写。

■

重新启动 NBUPlugin 服务。
可以使用 processmanager 命令。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Program Files\NetApp\NBUPlugin\ProcessManager.exe
shutdown
Install_path\Program Files\NetApp\NBUPlugin\ProcessManager.exe
startup

在 UNIX 上：
/usr/Netapp/NBUPlugin/processmanager shutdown
/usr/Netapp/NBUPlugin/processmanager startup

更改密码后运行的复制作业可能会失败，且显示状态码 83（介质打开错误）或 4225
（策略验证错误）。但是，作业详细信息可能表明作业成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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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配置为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时
的注意事项
以下项与 OCUM 特定相关，且在将 OCUM 配置为存储服务器时非常有用。

存储服务器类型
选择“NetApp OnCommand 服务器 (7-mode)”来创建存储服务器（用于 NAS 卷
或 SAN 设备）。
默认情况下，存储服务器与 NetBackup 通信 5 分钟后将超时。在创建 NetApp 存储
服务器（类型为 NETWORK_NTAP）时，可能需要更多时间。要增加超时值，请
编辑 nbsl.xml 文件，该文件是与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进程交互的配置文件。
在以下目录中查找 nbsl.xml 文件：
在 Windows 上：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var\global\nbsl.xml
在 UNIX 上： /opt/openv/var/global/nbsl.xml
查找 TPCommandTimeout 的条目，并将默认值从 300 更改为更大的值。例如：
TPCommandTimeout="600"

进行更改后，请重新启动 NBSL 进程，以使更改生效。

确定 OCUM 服务器名称是完全限定名称还是短名称
使用 bpstsinfo 命令，验证对存储服务器使用的是短名称还是完全限定名称。 该
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

■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按如下方式输入 bpstsinfo 命令：
bpstsinfo -serverinfo -storage_server known_storage_server_name -stype
storage_server_type

例如，要确保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的名称是 OCUMServer，请输入以下
命令：
bpstsinfo -serverinfo -storage_server OCUMServer -stype Network_NTAP

请使用在输出中指示的存储服务器名称。

关于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存储服务器的磁盘池
在“磁盘池配置向导”中
■

主卷上的总大小始终显示为 0 字节，使用短划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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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安装 NBUPlugin 时，将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自动创建 NetBackup 组。 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使用 NetApp 管理控制台将资源池添加到该 NetBackup 组，以便向
NetBackup 公开这些资源池。 如果 NetBackup 组不包含任何资源池，则磁盘池
配置向导中不会显示任何 LSU。
所列的可用大小是池中可用的总空间量。原始大小是磁盘池中未格式化的原始
存储空间总量。 对于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主卷上的大小始终显示
为 0 字节，使用短划线表示。

导入现有的 NetApp 关系供 NetBackup 控制
NetApp 提供了一个可将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数据集和 Data ONTAP 关
系迁移到 NetBackup 的导入工具。进入 NetBackup 后，即可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快照数据。
管理员可以利用 NetApp 导入工具执行下列操作：
■

将数据集配置从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导出到 XML 文件中。

■

编辑 XML 文件，以更改备份策略或拓扑结构。

■

将 XML 文件导入 NetBackup。

有关导入工具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http://support.netapp.com/NetApp 支持站点《用
于 Symantec NetBackup 的 NetApp 插件安装和管理指南》（《NetApp Plug-in 1.0
for Symantec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安装和管理指南》）。

在 NetApp 磁盘阵列上启用 Unicode 和语言设置
在存储系统的每个卷上启用 Unicode。使用 NetApp vol 命令选项在所有 NetApp
存储上启用 convert_ucode 和 create_ucode：
■

convert_ucode on

将所有目录强制转换为 Unicode 格式。
■

create_ucode on

默认情况下强制创建 Unicode 目录。
使用 UTF-8 启用卷语言设置，从而为 NAS 数据使用正确的语言格式。
注意：Replication Director 在 NetApp 磁盘阵列上的 CIFS 环境中不支持 Wid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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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使用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Replication Director for NetBackup 7.7 支持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操作
系统 8.2 和 8.3 版。将您的主服务器、所有介质服务器及所有 NetBackup 客户端均
升级至 NetBackup 7.7，从而使用现有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工具和功能保护
Clustered Data ONTAP 环境数据。
Replication Director 要求 NetApp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将 Clustered Data
ONTAP 支持设置为 Clustered Data ONTAP 6.x。 Clustered Data ONTAP 操作系
统支持您托管存储虚拟机（SVM，以前称为 Vserver）。 在 NetBackup 中创建备
份策略时，您将使用 SVM 上的卷。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可通过快照、复制和
备份操作保护 SVM 上的卷。 您既可以将卷复制到驻留在与源 SVM 相同群集上的
SVM，也可以复制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群集（群集间复制）。
NetApp 已开发一款适用于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 OST 插件，名为 NBUPlugin
2.0。您需要安装 NBUPlugin 2.0，Replication Director 才能使用 Clustered Data
ONTAP。 不能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Server、主服务器或任何介质服
务器上安装该插件。 必须将该插件安装到单独的 Windows 或 Linux 计算机上。
请参见第 128 页的“配置概述：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请参见第 130 页的“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
用所需的许可证”。
请参见第 131 页的“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
用所需的软件”。
请参见第 132 页的“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使用 Clustered Data ONTAP”。
请参见第 142 页的“结合使用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限
制”。

配置概述：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下表列出了设置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以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
用所需的常规配置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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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8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任
务概述

描述

参考主题

NetApp ONTAP Cluster

1

使用适当的许可证在群集存储系统上安装受支持的 NetApp ONTAP
Cluster 版本。

2

设置任何存储虚拟机 (SVM)。
■ 添加任何必需的协议（例如，CIFS、NFS、NDMP）。
■

分配逻辑接口。

■

为 NFS 卷和 CIFS 分别创建导出策略和导出共享。

请参见 NetApp documentation。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for Clustered
Data ONTAP

1

部署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6.x。

2

添加群集。

3

为复制目标配置资源池。
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中配置资源池并将聚合添加到
这些资源池中。
为每个复制目标创建资源池。聚合可能属于一个资源池。不要为
源或主数据创建资源池；会自动进行创建。
NetBackup 现在可在 NetBackup 磁盘池创建步骤期间访问作为
磁盘卷的资源池。

4

创建所需的存储虚拟机关联。

请参见 NetApp documentation。
启用并打开 NetApp 许可证，其中可能包含以 请参见 NetApp documentation。
下内容：
并非所有许可证都是必需的。
■ SnapMirror
■

SnapVault

■

SnapRestore

安装适用于 Symantec NetBackup 2.0 的
NetApp 插件 (NBUPlugin2.0)。

1

在 Windows 或 Linux 计算机（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Server、主服务器或任何介质服务器除外）上安装插件。 此计算
机将成为 NetBackup 中的存储服务器。

2

配置插件指向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Server。

默认情况下，该插件使用端口 8086。
请参见 NetApp documentation。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将 NetApp 磁盘阵列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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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参考主题

在 NAS 系统上安装必要的许可证：

请参见 NetApp documentation。

■

MS-Windows 策略的 CIFS 许可证

■

Standard 策略的 NFS 许可证

如有必要，请配置 IPv6。默认情况下，将为
NBUPlugin 配置 IPv4。

请参见 NetApp documentation。

*有关支持的版本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NetApp 互操作性矩阵工具。
请参见第 128 页的“结合使用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请参见第 130 页的“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
用所需的许可证”。
请参见第 131 页的“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
用所需的软件”。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所
需的许可证
存储系统所需的 NetApp 许可证取决于正在使用的复制配置。
表 10-9

存储系统上所需的 NetApp 许可证*

许可证

在主存储系 主存储系统 SnapVault
统上
到
目标
SnapMirror
目标

SnapMirror 说明
到
SnapVault
目标

SnapMirror

仅当使用
SnapMirror
源时

是

是

仅当使用
SnapMirror
源时

用来创建镜像快照。在存在 SnapMirror 关
系的源和目标存储系统上安装许可证。在存
储系统之间启用 SnapMirror 访问。
在存在 SnapMirror 关系的源和目标存储系
统上安装并启用许可证密钥。
允许在源和所有目标之间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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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

在主存储系 主存储系统 SnapVault
统上
到
目标
SnapMirror
目标

SnapMirror 说明
到
SnapVault
目标

SnapVault

仅当使用 SnapVault 源时

否

是

用来在主或辅助存储系统上创建 SnapVault
快照副本。
在 SnapVault 源和目标存储系统上安装并
启用 SnapVault 许可证密钥。
旧版平台为 SnapVault 主（源）和辅助（目
标）存储系统提供了单独的 SnapVault 主
许可证密钥。

SnapRestore 可选，用于 否
快速 FlexVol
级别还原

是

在所有源存储系统上安装 SnapRestore 许
可证密钥，以便从主快照执行基于指针的快
速 FlexVol 级别还原。
所有 SnapVault 目标存储系统上都需要
SnapRestore。对于
Primary-SnapVault-SnapMirror 层叠 (PVM)
拓扑，在 SnapMirror 目标存储系统上安装
许可证密钥。
如果没有 SnapRestore 许可证，NetBackup
会执行回写还原。

CIFS

仅限 CIFS NAS 数据 (Windows)

在包含存在 SnapMirror 或 SnapVault 关系
且含有 CIFS 文件系统的 SVM 的存储系统
上安装 CIFS 许可证密钥。

NFS

仅限 NFS NAS 数据 (UNIX)

在包含存在 SnapMirror 或 SnapVault 关系
且含有 NFS 文件系统的 SVM 的存储系统
上安装 NFS 许可证密钥。

*有关支持的版本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NetApp 互操作性矩阵工具。
请参见第 128 页的“结合使用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请参见第 128 页的“配置概述：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所
需的软件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时需要以下 NetApp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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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0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的 NetApp 软件

配置

适用于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主群集存储系统 辅助群集存储系
统

NetApp 群集存储系统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启用

启用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必须添加到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CIFS
仅适用于 Windows；仅适用于 NAS。
NFS
仅适用于 UNIX；仅适用于 NAS。
NDMP
确保要备份的所有存储虚拟机 (SVM) 上均已启用 NDMP
服务。
您可以通过以下 NetApp 命令验证是否启用 NDMP 服务：
vserver services ndmp show
确保已禁用节点范围内的 NDMP。
您可以通过以下 NetApp 命令验证是否禁用节点范围内的
NDMP：
system services ndmp node-scope-mode status
针对所有存储系统的设置
有关配置各种存储系统设置的信息，请参见 NetApp 文档。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设置
有关配置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设置的信息，请
参见 NetApp 文档。

请参见第 128 页的“结合使用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请参见第 128 页的“配置概述：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使用 Clustered Data ONTAP
安装 NetApp ONTAP Cluster 并配置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Server 及任何
其他 NetApp 组件后，可以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使用 Clustered Data ON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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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使用 Clustered Data ONTAP

1

在 NetBackup 中，使用“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创建存储服务器。 当向导提
示您输入存储服务器详细信息时，输入在其上安装 NBUPlugin 2.0 的计算机的
信息。

选择群集模式
安装了 NBUPlugin 2.0 的
计算机的主机名或 IP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服务器凭据

有关其他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7 页的“创建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以进行快照复制”。

2

作为“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的一部分，请为主快照配置磁盘池和存储单元。

3

为复制目标配置磁盘池和存储单元。
请参见第 32 页的“为快照复制创建磁盘池”。

4

如果要执行“从快照备份”操作，请为任何介质（例如磁带或 AdvancedDisk）
配置存储并创建存储单元。

5

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请参见第 54 页的“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6

配置客户端，并进行任何策略特定的必要修改。 例如，您可以创建 NFS 装入
点，引用存储虚拟机 (SVM) 上的某个卷。

7

创建任何必需的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关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 Clustered Data ONTAP
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128 页的“结合使用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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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41 页的“保护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带有嵌套连接点的卷”。
请参见第 142 页的“结合使用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限
制”。

关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 Clustered Data ONTAP 备份策
略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 Clustered Data ONTAP 备份策略时请记住以下注意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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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1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备份策略

策略类型

注意事项

Standard

对于 Standard 策略，请确保存储虚拟机 (SVM) 可以通过在群集 Shell 上运行以下命
令来解析 NetBackup 客户端的主机名：
network ping -lif-owner vserver -lif lif-name -destination
NetBackup-client
创建装入点时，请记住以下几点：
■

■

如果 SVM 名称用于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创建由 SVM 导出的卷的装入点，应输
入与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所见名称完全相同的 SVM 名称。 如果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的 SVM 名称是完全限定域名，则创建装入点时，
必须使用 SVM 的完全限定域名。 名称区分大小写。
或者，可以使用 SVM LIF 的 IP 地址指定装入点，而不使用 SVM 名称。

考虑以下示例：
■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为名为“vs1”的 SVM 导出的卷“vol_nfs”创建装入点时，
必须将 nfs 卷名指定为“vs1:/vol_nfs”。
应使用命令“mount vs1:/vol_nfs /mnt/vol_nfs”。
如果将 nfs 卷名指定为“VS1:/vol_nfs”或“vs1.example.com:/vol_nfs”，则快照
作业失败。

■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为名为“VS2.example.com”的 SVM 导出的卷“vol_nfs2”
创建装入点时，必须将 nfs 卷名指定为“VS2.example.com:/vol_nfs2”。
应使用命令“mount VS2.example.com:/vol_nfs2 /mnt/vol_nfs2”。
如果将 nfs 卷名指定为“vs2.example.com:/vol_nfs2”或“VS2:/vol_nfs2”，则快
照作业失败。

■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为 LIF 为“10.67.212.20”的 SVM 导出的卷“vol_nfs3”
创建装入点时，必须将 nfs 卷名指定为“10.67.212.20:/vol_nfs3”。
应使用命令“mount 10.67.212.20:/vol_nfs3 /mnt/vol_nfs3”。

请参见第 81 页的“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保护 NAS 卷或 SAN 连接的
设备”。

注意：此时，适用于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仅支持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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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类型

注意事项

MS-Windows

对于 MS-Windows 策略，请确保以下项的时钟同步：用于存储虚拟机 (SVM) CIFS 服
务器的域控制器和托管 SVM 的群集。
确保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和 NetBackup 旧版客户端服务正在有权对 SVM 导出的共
享进行读写访问的帐户下运行。
创建装入点时，请记住以下几点：
■

■

如果 SVM 名称用于在策略中指定由 SVM 导出的共享，应输入与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所见名称完全相同的 SVM 名称。 如果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的 SVM 名称是完全限定域名，则创建装入点时，必须使用 SVM 的完
全限定域名。 名称区分大小写。
或者，可以使用 SVM LIF 的 IP 地址指定共享，而不使用 SVM 名称。

考虑以下示例：
■

选择将名为“vs1”的 SVM 导出的共享“vol_cifs”作为备份选择时，该选择必须
输入为“\\vs1\vol_cifs”。
如果将备份选择输入为“\\VS1\vol_cifs”或“\\vs1.exqample.com\vol_cifs”，则
快照作业失败。

■

选择将名为“VS2.example.com”的 SVM 导出的共享“vol_cifs2”作为备份选择
时，该选择必须输入为“\\VS2.example.com\vol_cifs2”。
如果将备份选择输入为“\\VS2\vol_cifs2”或“\\vs2.example.com\vol_cifs2”，则
快照作业失败。

■

选择将 LIF 为“10.67.212.20”的 SVM 导出的共享“vol_cifs2”作为备份选择时，
该选择必须输入为“\\10.67.212.20\vol_cifs3”。

请参见第 81 页的“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保护 NAS 卷或 SAN 连接的
设备”。

注意：此时，适用于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仅支持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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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类型

注意事项

启用了 NDMP 数据移动器的
Standard 或 MS-Windows

对于启用了 NDMP 数据移动器的 Standard 策略：
■

必须在 NetBackup 中将存储虚拟机 (SVM) 添加为 NDMP 主机。

■

您应该记住下列命名约定：
■ 连接名称必须与卷名相同。 在 SVM 的命名空间中装入卷时，请确保连接名称与
卷名相同。
例如，如果您在 SVM“vs1”上有一个卷“vol_nfs”，则装入卷时应使用连接
名称“vol_nfs”。
■

装入路径必须使用主机名作为 SVM 名称。 SVM 名称的拼写必须与其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中显示的完全相同。 装入 SVM 卷时，不能使用
数据 LIF 的 IP 地址。
例如，NetBackup 客户端上的装入点“/mnt/vol_nfs”是指“vs1:/vol_nfs”，其
中 vs1 是 SVM 名称，“vol_nfs”是卷“vol_nfs”的连接路径。

对于启用了 NDMP 数据移动器的 Windows 策略：
■

必须在 NetBackup 中将 SVM 添加为 NDMP 主机。

■

您应该记住下列命名约定：
■ 任何作为导出卷创建的共享必须具有与卷名相同的名称。

■

例如，SVM“vs1”上的卷“cifs_vol”必须使用共享名称“cifs_vol”导出。 名
称区分大小写。
共享名称必须使用主机名作为 SVM 名称。 SVM 名称的拼写必须与其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中显示的完全相同。 不能使用数据 LIF 的 IP 地
址作为共享名称。
例如，SVM“vs1”上的共享“cifs_vol”必须指定为“\\vs1\cifs_vol”。

请参见第 79 页的“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使用 NDMP 及数据移动器保
护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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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类型
NDMP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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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类型

注意事项
■

确保已禁用节点范围内的 NDMP：
system services ndmp node-scope-mode off
system services ndmp node-scope-mode status

■

要为 NDMP 用户生成密码，请运行以下命令：
vserver services ndmp generate-password –vserver vserver_name
-user user

■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从快照备份”操作支持远程 NDMP 和三向 NDMP 备
份。 要执行三向备份操作，必须针对附加到群集存储系统的磁带设备配置所有设备
和存储单元。 必须使用 NetBackup 中的群集管理 LIF 添加 NDMP 主机。 针对群集
存储系统配置存储单元后，这些存储单元可作为 SLP 中的目标，供三向备份使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Symantec NetBackup NDMP 管理指南》。
在 NetBackup 中将存储虚拟机 (SVM) 添加为 NDMP 主机。
在创建策略时，您必须输入与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所见名称完全相同的
SVM 名称。 例如，如果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的 SVM 名称是完全限
定域名，则创建策略时，必须使用 SVM 的完全限定域名。 输入区分大小写。

■

在名为“vs1”的 SVM 上选择名为“vol_nfs”的卷作为备份选择时，该选择必须输
入为“/vs1/vol_nfs”。 或者，可以使用属于 SVM 的 LIF 的 IP 地址为 NDMP 配置
备份策略。
■

为使“从快照备份”操作正常运行，请确保在群集的每个节点上创建群集间 LIF。
您应该为群集间 LIF 上的 NDMP 服务启用防火墙策略：
■ 可以使用以下 NetApp 命令验证是否已为 NDMP 启用防火墙策略：
system services firewall policy show-policy intercluster

■

■

■

确保“群集间”策略允许 NDMP 服务。 如果“允许”列显示“0.0.0.0/0”，则
意味着防火墙策略已启用，所有客户端都可以连接到群集间 LIF 上的 NDMP 服
务。
如果没有为 NDMP 启用防火墙策略，请使用下列 NetApp 命令启用它：
system services firewall policy modify -vserver cluster1
-policy intercluster -service ndmp 0.0.0.0/0

为使“从快照备份”从副本正常工作，必须在 NetBackup 中将目标 SVM 添加为
NDMP 主机。
为使实时浏览正常工作，请在 Clustered ONTAP 8.3 上启用以下扩展：
set advanced
vserver services ndmp extensions modify
-is-extension-0x2050-enabled true

■

如果在 NDMP 策略中为 Clustered Data ONTAP 使用 ALL_FILESYSTEMS 指令，
则必须使用 VOLUME_EXCLUDE_LIST 指令排除 SVM 的根卷。
例如，要排除 SVM“VS1”的根卷“root_vs1”，应使用下列指令：
VOLUME_EXCLUDE_LIST=/VS1/root_vs1
ALL_FILE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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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类型

注意事项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88 页的“ALL_FILESYSTEMS 和 VOLUME_EXCLUDE_LIST 指令”。
要启用索引编制，必须将磁盘阵列主机添加到 NetBackup。 完成以下过程中的步
骤：

请参见第 76 页的“配置 NDMP 策略以保护 NAS 主机”。
VMware

在 VMware ESX 主机上创建 NFS Datastore 且该 Datastore 引用 SVM 导出的卷时，
输入的服务器名称必须与在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所显示的完全相同。 输
入的服务器名称是指 SVM 名称。 该输入区分大小写。 如果未正确输入服务器名称，
NetBackup 快照作业失败。 或者，可以使用 SVM LIF 的 IP 地址指定服务器名称，而
不使用 SVM 名称。
如果 NetBackup VMware 主机是 Windows 计算机，请确保在导出 VMware DataStore
卷的 SVM 上创建相应的名称映射规则。 名称映射规则应将运行 NetBackup 客户端服
务的用户映射到 UNIX“root”用户。
例如，SVM1 是将卷导出到 ESX NFS Datastore 的存储虚拟机。 您应在 SVM1 上创建
Windows-UNIX 名称映射规则，将 Windows 用户“DOMAINAME1\Administrator”映
射到 UNIX“root”用户，其中“DOMAINAME1\Administrator”是 VMware 备份主机
上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帐户。 您应在创建复制卷的任何其他对等 SVM 上创建类
似的名称映射规则。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下列 NetApp 文档：
https://kb.netapp.com/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1013831&actp=RSS
有关配置 VMware 备份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下列主题：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为虚拟机配置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Oracle

Oracle 提供将 Oracle 数据库组件装入 NetApp 文件管理器时所用装入命令的特定要
求。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Oracle 文档。 创建 Oracle 操作的装入点时，必须使用
NFS 版本 3 卷。 请确保使用在 Oracle 文档中指定的参数创建该卷。
Oracle 备份策略可能只包括存在于文件管理器装入点上的任何数据文件。 备份选择可
以包括表空间、单个数据文件或整个数据库，只要它们位于文件管理器装入点上。 如
果备份选择包括除数据文件以外的任何文件或装入点上不存在的任何文件，则备份操
作失败。
有关配置 Oracle 备份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下列主题：
■

请参见第 166 页的“配置 Oracle 智能策略”。

■

请参见第 170 页的“配置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请参见第 128 页的“结合使用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请参见第 141 页的“保护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带有嵌套连接点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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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42 页的“结合使用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限
制”。

保护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带有嵌套连接点的卷
当您创建卷快照或复制卷时，位于顶层卷下的所有装入的卷均为受保护。 为带有嵌
套连接点的卷创建备份策略时，应该考虑以下示例方案。
您可能有一个卷安装在另一个卷下，如下面示例所示。 在 SVM VS1 的命名空间中
卷 B 装于卷 A 之下。

Cluster1-01

群集

VS1

Vol_A

SVM

卷

卷

Vol_B

子目录 a

表 10-12

文件夹

保护带有嵌套连接点的卷

策略类型

级别 ：

保护策略

Standard

顶层

保护标准策略中的顶层卷：
■

■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为卷 vs1:/vol_A 创建
NFS 装入点。
对于上述示例，您将创建装入点
/mnt/vs1_vol_A。
创建标准策略，并使用 /mnt/vs1_vol_A 作为备
份选择。

现在所有快照操作或复制操作均会保护
vs1:/vol_A。 会在 vol_A 的副本下创建 vol_B 的一
个空目录，但是 vol_B 不受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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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类型

级别 ：

保护策略

Standard

底层

保护标准策略中的底层卷：
■

■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为卷 vs1:/vol_A/vol_B
创建 NFS 装入点。
对于上述示例，您将创建装入点
/mnt/vs1_vol_B。
创建标准策略，并使用 /mnt/vs1_vol_B 作为备
份选择。

现在所有快照操作或复制操作均会保护
vs1:/vol_A/vol_B。
Windows

顶层

要保护 Windows 策略中的顶层卷，请指定备份选
择为 \\vs1\vol_A，其中 vol_A 表示导出的 vol_A
的共享。
现在所有快照操作或复制操作均会保护 vol_A。 会
在 vol_A 的副本下创建 vol_B 的一个空目录，但是
vol_B 不受保护。

Windows

底层

要保护 Windows 策略中的底层卷，请指定备份选
择为 \\vs1\vol_B，其中 vol_B 表示导出的 vol_B
的共享。 卷 vol_B 将装于 vol_A 之下。
现在所有快照操作或复制操作均会保护 vol_B。

请参见第 128 页的“结合使用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关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 Clustered Data ONTAP 备份
策略”。

结合使用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限制
在配置 Clustered Data ONTAP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之前，请考虑以下限制：
■

采用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仅支持 NAS。 目前不支持
SAN。

■

Replication Director 不支持存储虚拟机 (SVM) 根卷保护。

■

Replication Director 不支持无限卷。

■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不支持 qtree 级 SnapVault 复制。 但是，7-mode
不支持 qtree 级复制。

■

Clustered Data ONTAP SnapVault 仅支持卷级复制

结合使用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NDMP 存在以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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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Clustered Data ONTAP 8.3 和更高版本支持 NDMP 实时浏览。
对于 Clustered Data ONTAP 8.2，可以为各项 NDMP 策略选择“从快照编制索
引”选项，以便搜索备份数据映像。

■

快照和复制 SLP 工作流不支持将 NDMP 备份到挂接到节点的本地磁带设备。

■

启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NDMP 策略仅支持使用数据 LIF 添加的各 NDMP
主机。 由于启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策略，不支持使用群集管理或群集间
LIF 添加的任何 NDMP 主机。

■

如果输入的 SVM 名称与您创建策略时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见到的名
称不同，NDMP 策略将会失败。 例如，如果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中
的 SVM 名称是完全限定的域名，则创建策略时必须使用 SVM 完全限定的域名。
条目区分大小写。

请参见第 128 页的“结合使用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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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MC VNX 和 Celerra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
起使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将 EMC VNX 和 Celerra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

配置概述：EMC VNX Celerra 存储系统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

配置 EMC 共享以使用 VNX NAS RD 插件创建快照

■

创建并共享虚拟磁带库以供 NetBackup 访问

■

配置 EMC Celerra 存储服务器

■

配置 NDMP 策略以创建本地快照然后复制快照

■

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创建 VNX 共享本地快照

将 EMC VNX 和 Celerra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附带提供一个插件，支持为 EMC VNX 和 Celerra 共享创建和
管理快照。
该插件提供以下操作和功能：
■

快照创建和管理。
VNX NAS RD 插件仅支持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中的“快照”操作和“从快
照备份”子操作。

将 EMC VNX 和 Celerra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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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FS 和 NFS 的导出管理（创建、删除、添加）。

■

有关逻辑存储单元信息的查询。

■

对以下策略类型的支持：Standard、MS-Windows、NDMP、VMware、Oracle。

■

以下还原操作：
■

从快照执行卷级回滚（“即时点回滚”还原）

■

回写还原（从快照回写文件）

■

使用 NetBackup OpsCenter 执行单个文件还原 (SFR)

■

拓扑结构验证，用于检测是否存在存储服务器并确认存储可用性。

■

诊断工具，用于将每个会话的诊断数据保存在本地文件中。

■

OpsCenter 警报和报告。

下图显示了使用 VNX NAS RD 插件的数据流：

NetBackup
7.7

OpenStorage
插件

EMC 存储
服务器

配置概述：EMC VNX Celerra 存储系统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表 11-1 介绍了结合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与 EMC VNX Celerra 存储系统时配置
快照所需的步骤。
表 11-1

使用 EMC VNX Celerra 的配置任务概述

步 描述
骤

参考主题

1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安装或升级 NetBackup 软件。

请参见第 11 页的“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
的软件”。

2

安装和配置 VNX Celerra 存储系统。

请参见第 146 页的“配置 EMC 共享以使用 VNX
NAS RD 插件创建快照”。
请参见第 151 页的“创建并共享虚拟磁带库以供
NetBackup 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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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描述
骤
3

参考主题

运行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将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配置为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

请参见第 153 页的“配置 EMC Celerra 存储服务
器”。

此向导还配置以下必要内容：
■

可以访问存储服务器的介质服务器。

■

包含主快照的磁盘池。

■

用于主磁盘池的存储单元。

4

为要生成复制（非快照副本）的任何操作创建存储单元。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5

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针对 SLP 要执行的每项任务在 SLP 请参见第 159 页的“配置 NDMP 策略以创建本地快
中新建一个操作。
照然后复制快照”。
例如，创建用于执行初始快照的“快照”操作和创建快照的备 请参见第 54 页的“为快照和快照复制创建存储生
命周期策略”。
份 (tar) 副本的“从快照备份”操作。

6

配置用于执行 SLP 中指示的所有操作的 NetBackup 备份策略。 请参见第 81 页的“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保护 NAS 卷或 SAN 连接的设备”。
为此，策略中的“策略存储”选择必须指示为快照和快照复制
请参见第 76 页的“配置 NDMP 策略以保护 NAS
配置的 SLP。
主机”。
注意：不要使用策略配置向导或入门向导为 Replication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关于对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Director 配置策略。
Oracle 支持”。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虚拟机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 EMC 共享以使用 VNX NAS RD 插件创建快照
NetBackup 必须能够访问存储服务器上的共享，NetBackup 才能创建 EMC VNX 或
Celerra 共享的快照。
此过程说明如何使 NetBackup 能够使用文件系统。 有关 EMC Unisphere 和其他
EMC 组件最完整的最新信息，请参见 http://www.em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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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EMC 共享以使用 VNX NAS RD 插件

1

打开 EMC Unisphere 控制台，并选择“设置”菜单。

2

从右窗格的“更多设置”小程序中，选择“管理文件许可证”。 确认已选中选
项“NFS 授权”和“CIFS 授权”。

3

从“设置”选项卡的“网络”条目中，选择“文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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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网络服务”选项卡中，确保 CIFS、NDMP 和 NFS 服务处于“已启用”状
态。 如果其中任一服务被禁用，请选择该服务并单击“启用”按钮。

5

如果您已进行任何更改，请重新启动 EMC Celerra Control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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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设置”菜单的“存储配置”条目中，选择“文件系统”。 如果需要创建新
的文件系统，请在子窗口中单击“创建”。

7

在“创建文件系统”对话框中，输入以下参数：
■

输入要创建的“文件系统名”。

■

选择新文件系统所在的“存储池”。 必须先创建存储池，然后它才会显示
在列表中供您选择。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 EMC 文档，网址为
http://www.em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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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创建 NFS 或 CIFS 导出，以便 NetBackup 可以装入 VNX 服务器。 在“存储”
菜单的“共享文件夹”下，选择 CIFS 或 NFS。

9

以下是创建 NFS 导出的示例。
在“NFS 导出属性”对话框中，向以下列表添加主机，授予从添加的主机中访
问共享文件夹的权限：
■

只读主机

■

读/写主机
请在此处添加客户端的 IP 地址。

■

根主机
请在此处添加客户端的 IP 地址。

单击“确定”应用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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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 NFS 共享已导出，请使用以下命令从 UNIX 系统装入 NFS 共享：
# mkdir /mnt/test_fs
# mount -t nfs <IP address of interface previously created>
:/test_fs /mnt/test_fs

10 以下是创建 CIFS 导出的示例。
在“创建 CIFS 共享”对话框中，输入要创建的“CIFS 共享名称”。
选择要共享的文件系统。 单击“确定”应用更改。

创建并共享虚拟磁带库以供 NetBackup 访问
此过程介绍如何创建并共享虚拟磁带库，以便 NetBackup 可以访问其中的快照存
储。 NetBackup 需要此配置才能结合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与 NDMP，执行“从
快照备份”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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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并共享虚拟磁带库以供 NetBackup 访问

1

打开 EMC Unisphere 控制台。 在“存储”菜单中，选择“虚拟磁带”。 选择
“虚拟磁带库”选项卡并单击“创建”。 使用以下参数创建虚拟磁带库：

2

要添加虚拟磁带存储，请选择“存储”选项卡并单击“创建”。

3

对于 VTLU 存储，请选择下列项：
■

选择文件系统

■

磁带容量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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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带数

■

条形码前缀

单击“确定”创建虚拟磁带库。

配置 EMC Celerra 存储服务器
默认情况下，VNX NAS RD 插件已添加到 NetBackup 环境。 要使用该插件，请创
建 EMC Celerra 存储服务器。
配置 NetBackup 以使用 VNX NAS RD 插件

1

停止所有 NetBackup 服务：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bpdown.exe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2

启动所有 NetBackup 服务：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bpup.exe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3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主窗口中，单击“配置磁盘存储服务器”可启动“存
储服务器配置向导”。

4

选择 OpenStorage 作为磁盘存储类型。单击“下一步”。

5

添加新的存储服务器：
■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介质服务器。

■

键入 EMC_Celerra 存储服务器类型。

■

键入 EMC Celerra 存储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

输入 EMC 服务器的名称和密码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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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可以访问 OpenStorage 设备的介质服务器。 单击“下一步”。

7

查看列出存储服务器配置的摘要屏幕。 单击“上一步”进行所需更改，或单击
“下一步”创建存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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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磁盘池属性和卷”面板将提供已配置的所有卷。
选择“主节点”属性，以便配置快照的磁盘池。 该列表显示了与选定属性匹配
的所有卷。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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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输入磁盘池名称以及有关磁盘池的任何注释。 单击“下一步”。

10 查看列出磁盘池配置的摘要屏幕。 单击“上一步”进行所需更改，或单击“下
一步”创建磁盘池。

11 该向导声明已成功创建磁盘池。 要创建存储单元，请选中标记为“使用刚创建
的磁盘池创建存储单元”的复选框。 快照和快照复制需要使用存储单元。
单击“下一步”。

12 在“创建存储单元”面板中：
■

命名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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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选择可以使用存储单元的介质服务器：
使用任何可用的介质服务器传输数据

NetBackup 会选择任意介质服务器来访
问存储单元。

只使用所选的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仅使用指定的介质服务器来
访问存储单元。

如果需要，请更改“最多并行作业数”设置。

单击“下一步”。

13 单击“完成”退出该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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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NDMP 策略以创建本地快照然后复制快照
此过程介绍如何使用 NDMP 为 VNX 服务器上的共享创建快照，然后创建快照的备
份 (tar) 副本。
配置 NetBackup 以使用 NDMP 创建本地快照并复制快照

1

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在左窗格中，选择“介质和设备管理”>“凭
据”>“NDMP 主机”。

2

添加新的 NDMP 主机。 在这种情况下，NDMP 主机是 server_2。
注意：如果该主机尚不存在，请向 hosts 文件添加以下行：
<文件服务器数据端口 IP> <文件服务器管理端口 IP_<数据移动器>

例如：10.80.88.29 10.81.88.34_server_2
在这种情况下，NDMP 主机由 <文件服务器管理端口 IP_<数据移动器> 配置
hosts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在 Windows 上：C:/Windows/System32/driver/etc/hosts
在 UNIX 上：/etc/h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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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介质和设备管理”中选择“配置存储设备”向导。

4

单击“更改...”按钮。 选择“NDMP 主机”选项，并单击“确定”。

5

单击“下一步”执行设备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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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添加在设备搜索过程中找到的相应磁带，然后单击“下一步”。
注意：选择“驱动器 1”之后，在出现提示时选择“DLT 磁带盒 (dlt)”驱动器
类型。

161

将 EMC VNX 和 Celerra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配置 NDMP 策略以创建本地快照然后复制快照

7

添加存储单元，并单击“下一步”。

8

创建新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9

■

为以前创建的存储单元添加“快照”操作。

■

将“从快照备份”操作添加为“快照”操作的子操作。 （作为子操作，它
将在父操作下缩进显示。）

创建类型为 NDMP 的备份策略。
■

选择 NDMP 作为“策略类型”。

■

对于“策略存储”，请选择在步骤 8 中创建的 SLP。

■

启用“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选项。

■

选择“日程表”选项卡，然后使用默认参数创建完全备份日程表。

■

选择“客户端”选项卡，然后将客户端名称更改为“NDMP 主机”中提供
的名称（步骤 2）。 选择硬件和操作系统的 NDMP。

■

选择“备份选择”选项卡，然后将备份选择更改为如下所示：
/<shar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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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CS_FS
此路径是从 EMC Celerra 存储服务器的角度出发。

10 选择“介质和设备管理”>“设备”>“机械手”。
11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清点机械手”，清点在设备搜索过程中创建的机械
手。

12 在“机械手清点”对话框中，选择“更新卷配置”并单击“开始”。 单击“确
定”。

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创建 VNX 共
享本地快照
此过程介绍如何配置 NetBackup 为 VNX 服务器上的指定共享创建快照。
配置 Standard 或 MS-Windows 策略以创建 VNX 共享本地快照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介质和设备管理”>“设备”>“磁盘
池”。 为 OpenStorage (EMC_Celerra) 创建新的磁盘池。

2

如果使用了存储服务器向导，则该向导包括创建存储单元所需的步骤。 如果跳
过这些步骤，则立即创建存储单元：
■

选择“NetBackup 管理”>“存储”>“存储单元”。

■

创建新的存储单元（使用先前创建的磁盘池）。

3

选择“NetBackup 管理”>“存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4

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为以前创建的存储单元添加“快照”操作。 保
存并关闭 SLP。

5

选择“NetBackup 管理”>“策略”。 创建 Standard (UNIX) 或 MS-Windows
类型的新备份策略：
■

启用“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选项并完成配置详细信息。

■

对于“策略存储”，请选择在步骤 4 中创建的 SLP。

■

选择“日程表”选项卡，然后使用默认参数创建完全备份日程表。

■

选择“客户端”选项卡，然后输入要备份的客户端的名称。

■

选择“备份选择”选项卡。
输入共享或导出：
■

对于 UNIX 客户端，输入：<mounted_volume_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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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mount <IP address of EMC
Celerra>:/filesystem<mounted_volume_path>
■

对于 Windows 客户端，输入：
\\<CIFS_SERVER>\<share>

注意：将以下行添加到 UNIX 计算机的 hosts 文件中：
<Filer data port IP> <filer management port IP_<data mover>>

例如：10.80.88.29 10.81.88.34_server_2
hosts 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etc/hosts
从“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执行回写还原需要提供文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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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or 一起使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Oracle 支持的要求

■

关于对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Oracle 支持

Oracle 支持的要求
面向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Oracle 支持允许备份和还原 Oracle 数据库的快照。
以下软件是必需的：
■

Oracle 扩展。

■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目前，仅支持适用于 UNIX 平台上的 NetApp NAS。
必须在 NetApp 磁盘阵列上安装 Oracle 数据库。

关于对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Oracle 支持
Replication Director 可用于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快照，并将快照复制到其他 NetApp
磁盘阵列中。 要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Oracle 数据库必须存在于 NetApp NAS
磁盘阵列上。（此时在 SAN 存储上不支持它。）
只有 UNIX 平台才支持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Oracle 快照备份。
管理员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创建 Oracle 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

Oracle 智能策略（建议）。
请参见第 166 页的“配置 Oracle 智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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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请参见第 170 页的“配置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表 12-1 介绍了这两种方法的区别：
表 12-1
配置

Oracle 智能策略

脚本

■

Oracle 快照策略设置的区别
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

保护数据库所有部分所需的所有脚本将在运行时自 ■
动生成。
管理员无需了解如何配置 RMAN 脚本。
■

NetBackup 可以继续使用自定义脚本执行数据库备
份。
管理员必须了解如何配置 RMAN 脚本。

■

将自动分配数据库不同部分的保留级别

■

管理员必须正确设置数据库不同部分的保留级别。

■

管理员必须确保已创建代理数据的快照。

日程表 管理员仅配置一个日程表，用于自动备份数据库的所
有部分并设置正确的保留级别。

管理员必须配置具有两个保留级别的两个日程表：
■

一个“完全备份”日程表，用于备份数据库的快照
（代理）数据部分。

■

一个“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用于备份 Oracle
数据库的基于数据流的部分。

快照备份不支持“已存档的重做日志”日程表。

“已存档的重做日志”日程表适用于已配置的脚本。
备份

不支持由用户控制的备份。尝试由用户控制的备份（导 支持由用户控制的备份。
致状态 240，该策略中不存在正确类型的日程表）。

负载平 不支持 RAC 负载平衡。
衡

支持 RAC 负载平衡。

配置 Oracle 智能策略
使用以下过程可配置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Oracle 快照策略。此过程使用
Oracle 智能策略，通过该策略可以更容易地进行配置。
在以下过程中仅列出了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的策略选项。有关所有策略选
项的说明，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管理指
南，第 I 卷》或联机帮助。
有关 Oracle 的特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for Oracle 管理指南》。
创建 Oracle 智能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策略”。

2

在“操作”菜单上，单击“新建”>“新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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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添加新策略”对话框中，为新策略键入一个唯一的名称，然后单击“确
定”。
不要使用“策略配置向导”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策略。
请参见第 15 页的“NetBackup 命名约定”。

4

选择“属性”选项卡。以下项目特定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 Oracle
快照策略：
■

策略类型
对于要执行 Oracle 备份的 NetBackup，选择 Oracle。将显示 Oracle 选项
卡。

■

策略存储
Oracle 将快照（代理）和基于数据流的备份结合为同一备份的一部分。此
处指示的存储用于 Replication Director 备份中基于数据流的部分。
选择配置为包含数据库备份的基于数据流（非快照）部分的存储生命周期
策略。存储必须使用为非快照备份配置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启用“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以自动选择 Replication Director 需要
的其他选项：
■

执行快照备份：确保策略创建磁盘阵列的快照。

■

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确保策略在备份完成之后保留快
照。

■

“选项”按钮
快照
类型

■

■

■

■

自动（默认）：OpenStorage 合作伙伴使用为其提供的最佳快照技
术来创建快照。
差异式：OpenStorage 合作伙伴创建一个完全依赖于源的快照。此
参数基于写时复制技术。当修改块时，设备将创建一个缓存对象，
用于保留快照的原始块。
Plex：OpenStorage 合作伙伴创建一个完全独立于源快照的快照。
此选项基于镜像分离技术。将某个镜像设备挂接到源后，该镜像设
备的内容与源设备的内容完全相同。如果断开这两个设备之间的关
系，则镜像设备就会与源设备分离。该镜像设备充当即时点副本。
克隆：OpenStorage 合作伙伴创建卷的独立副本。由于必须完成整
个复制，复制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创建的快照将独立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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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
快照
数

设置可以同时保留的最多快照数。
默认设置为 1。选择适合您环境的快照数。注意，NetApp 卷上的最大
快照数是 255。
当达到最大值时，会出现快照循环： 下一个快照会导致最早的快照被删
除。
请参见第 72 页的“SLP 操作的最大快照限制保留类型”。
如果当前在 SLP 中选择“固定”或“复制后失效”保留，则会自动选
择“由 SLP 保留管理”。

5

选择“日程表”选项卡。创建一个日程表：
■

备份类型：选择“完全备份”。“完全备份”用于数据库的快照（代理）
部分，以及 Oracle 数据库的非快照（基于数据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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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智能策略不支持已存档的重做日志备份的快照。要创建已存档重做
日志的快照，请使用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方法。
注意：除非创建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否则请始终选择“完全备份”来创
建 Oracle 数据库的快照。

■

覆盖策略存储选择：启用并选择为快照复制配置的 SLP（其中第一个操作
是快照操作的快照 SLP）。必须启用此选项，以便日程表存储使用快照 SLP
覆盖策略存储。

■

保留：数据流数据的保留基于指示为步骤 4 中的“策略存储”的非快照
SLP。
■

在步骤 4 中的策略存储上指定的非快照 SLP 可确定数据流数据的保留。

■

指定为日程表存储的快照 SLP（覆盖策略存储选择）可确定快照数据的
保留。

单击“确定”保存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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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实例”选项卡并指定要备份的实例。策略必须至少包含一个实例。要继
续使用 Oracle 智能策略方法，请选择“保护实例”或“保护实例组”。

Oracle 智能策略
方法
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方法

7

选择“备份选择”选项卡。选择要备份的数据库部分。请注意，此选择适用于
所有列出的实例。
可针对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策略选择以下选项：
■

整个数据库：备份整个数据库（默认情况）。

■

部分数据库 - 表空间：备份表空间。

■

部分数据库 - 数据文件：备份数据文件。

■

快速恢复区域 (FRA)：对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策略，不要选择它。

注意：如果您备份部分数据库，并且稍后想要执行即时点回滚还原，请确保从
“备份选择”的分区中选择所有表空间或数据文件。
对于回写还原，不需要此操作。

8

选择 Oracle 选项卡以配置 Oracle RMAN 属性。

9

策略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配置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使用以下过程可配置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Oracle 快照策略。此过程使用
Oracle 策略类型，但不会自动生成必要的脚本。它允许管理员使用自定义脚本和模
板。
在以下过程中仅列出了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的策略选项。有关所有策略选
项的说明，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管理指
南，第 I 卷》或联机帮助。
有关 Oracle 的特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for Oracle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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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策略”。

2

在“操作”菜单上，单击“新建”>“新建策略”。

3

在“添加新策略”对话框中，为新策略键入一个唯一的名称，然后单击“确
定”。
不要使用“策略配置向导”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策略。
请参见第 15 页的“NetBackup 命名约定”。

4

选择“属性”选项卡。以下项目特定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 Oracle
快照策略：
■

策略类型
对于要执行 Oracle 备份的 NetBackup，选择 Oracle。将显示 Oracle 选项
卡。

■

策略存储
Oracle 将快照（代理）和基于数据流的备份结合为同一备份的一部分。此
处指示的存储用于 Replication Director 备份中基于数据流的部分。
选择配置为包含数据库备份的基于数据流（非快照）部分的存储。存储可
以是为非快照备份配置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也可以是磁盘或介质管理器
单元。

■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启用“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以自动选择 Replication Director 需要
的其他选项：
■

执行快照备份：确保策略创建磁盘阵列的快照。

■

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确保策略在备份完成之后保留快
照。

■

“选项”按钮
快照
类型

■

■

■

■

自动（默认）：OpenStorage 合作伙伴使用为其提供的最佳快照技
术来创建快照。
差异式：OpenStorage 合作伙伴创建一个完全依赖于源的快照。此
参数基于写时复制技术。当修改块时，设备将创建一个缓存对象，
用于保留快照的原始块。
Plex：OpenStorage 合作伙伴创建一个完全独立于源快照的快照。
此选项基于镜像分离技术。将某个镜像设备挂接到源后，该镜像设
备的内容与源设备的内容完全相同。如果断开这两个设备之间的关
系，则镜像设备就会与源设备分离。该镜像设备充当即时点副本。
克隆：OpenStorage 合作伙伴创建卷的独立副本。由于必须完成整
个复制，复制过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创建的快照将独立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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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
快照
数

设置可以同时保留的最多快照数。
默认设置为 1。选择适合您环境的快照数。注意，NetApp 卷上的最大
快照数是 255。
当达到最大值时，会出现快照循环： 下一个快照会导致最早的快照被删
除。
请参见第 72 页的“SLP 操作的最大快照限制保留类型”。
如果当前在 SLP 中选择“固定”或“复制后失效”保留，则会自动选
择“由 SLP 保留管理”。

5

选择“实例”选项卡并指定要备份的实例。选择“用于脚本和模板的客户端”。
如果选择了其他两个选项之一，将使用 Oracle 智能策略，并且将自动创建脚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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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智能策略
方法
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方法

选择“用于脚本和模板的客户端”选项后，会显示一条消息，说明此选择的作
用：
■

将清除此策略的现有选择（如果有）。

■

Oracle 选项卡将从此策略中删除。

■

另一个作用是“选择”选项卡会变为“客户端”选项卡。

单击“是”继续 Oracle 策略配置。

6

单击“是”保存并关闭整个策略。

7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请选择该策略，并单击工具栏中的刷新按钮。

8

重新打开该策略并选择“日程表”选项卡。
修改 Default-Application-Backup 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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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策略存储选择：启用并选择非快照存储单元或非快照 SLP。这很有可
能是在“属性”选项卡上指定的存储单元。在此指示以明确选择。

■

保留：策略或 SLP 指示备份的保留：
■

当存储是 SLP 时，SLP 将确定保留，此处无法进行任何选择。

■

当存储不是 SLP 时，日程表将确定保留，此处可进行选择。

单击“确定”保存日程表。

创建一个“完全备份”日程表：
■

命名该日程表。

■

备份类型：选择“完全备份”。
注意：除非创建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否则请始终选择“完全备份”来创
建 Oracle 数据库的快照。

■

覆盖策略存储选择：启用并选择为快照复制配置的 SLP

■

保留：SLP 指示备份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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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启动时段”选项卡和“排除天数”选项卡中配置日程表。
单击“确定”保存并关闭该日程表。

10 选择“客户端”选项卡。默认情况下，对于该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会选择“用于脚本或模板的客户端”选项。

11 添加包含 Oracle 数据库的客户端名称并指示每个客户端的操作系统。
12 选择“备份选择”选项卡。 指定 NetBackup 应使用的脚本或模板。仅指示一
个脚本或一个模板。

13 策略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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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将虚拟机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虚拟机支持的要求

■

关于虚拟机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虚拟机支持的要求
虚拟机必须已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虚拟机支持允许备份和还原各个 VMware 来宾的快照：
■

VMware 来宾

■

Exchange 数据库

■

SQL Server

关于虚拟机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NetBackup for VMware 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包括以下用于保护虚拟机快照和复
制副本的功能：
■

创建虚拟机的即时硬件快照。

■

从位于主位置的快照和位于远程位置的复制快照中备份虚拟机。

■

支持浏览虚拟机快照。

■

从快照中的虚拟机 vmdk 文件还原虚拟机。

■

从快照中的 vmdk 文件还原单个文件。

将虚拟机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关于虚拟机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

支持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表 13-1介绍了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进行虚拟机保护的方案。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进行虚拟机保护的示例

表 13-1
操作

描述和说明

在 NFS Datastore 上创建虚拟 配置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和备份策略以创建虚拟机的阵列快照。未将保留在阵列
机的基于阵列的快照
或文件服务器（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上的快照备份到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存储
单元。此备份类型是其他 Replication Director 操作的基础。
请注意以下几点：
■

仅在 NFS Datastore 中创建快照。

■

可以从存储服务器的快照中直接还原虚拟机及其单个文件。也可以将快照复制到其
他位置。

■

对于快速浏览要还原的文件，在 SLP 中包括“从快照编制索引”选项。此选项将编
录虚拟机的元数据。

从 NFS Datastore 中的快照 配置 SLP 和备份策略以从虚拟机快照中创建备份映像。NetBackup 仅备份快照出现前
（或快照副本）备份静默虚拟 的静默虚拟机。
机
将备份映像写入 NetBackup 存储单元。根据策略保留阶段保留映像。

注意：必须启用策略上的“应用程序一致快照”选项（在“选项”>“Snapshot Client
选项”下）。
从 NFS Datastore 中的快照
（或快照副本）还原虚拟机

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还原虚拟机。
支持的还原目标为原始 (NFS) DataStore 或备用 DataStore（NFS 或非 NFS）。

从 NFS Datastore 中的快照 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还原文件。
（或快照副本）还原单个文件
请注意以下几点：
■

要从快照副本中还原文件，副本和快照必须位于同一 NetBackup 域中。

■

要将文件还原到原始虚拟机，必须在原始虚拟机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

此外，也可以使用备用客户端将其还原到共享的 UNC 位置。必须手动将文件回写
到原始位置。
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指南》中有关还原单个文件的主题。
要还原已命名数据流的多个目录，目标虚拟机上的 Windows NetBackup 客户端必
须是 7.6 或更高版本。

■

设置虚拟机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初始步骤与设置物理计算机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初始步骤相同，如下所示：
■

验证备份环境是否包含必要的硬件和软件，以配置和运行 Replication Director。
确保可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成功备份物理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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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Replication Director 和虚拟机不需要 NDMP。

■

安装或升级 NetBackup。

■

配置以下各项：
■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的磁盘阵列存储。

■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

■

磁盘池。

■

NetBackup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针对 SLP 要执行的每项任务在 SLP 中新建一个操作。例如，创建执行快照
的快照操作和复制快照的复制操作。

■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请参见第 14 页的“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提供了有关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 NetBackup 环境的所有步骤的更多信
息：
请参见第 118 页的“配置概述：NetApp 7-Mode 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
用”。
下表列出了 Replication Director 和虚拟机所需的其他步骤。
表 13-2

虚拟机的 Replication Director：配置任务概述

步骤

描述

参考主题

1

在 OpenStorage 存储服务器上配置虚拟机 NFS
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指南》。
Datastore。Replication Director 在这些 NFS Datastore
上创建快照。

2

将 VMware 备份主机添加到您的 NetBackup 配置。

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指南》中有关将
VMware 备份主机添加到 NetBackup 的主题。

3

配置 VMware vCenter Server 或 ESX Server 的
NetBackup 访问凭据。

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指南》中有关为
VMware 添加 NetBackup 凭据的主题。

4

配置 NetBackup 策略（VMware 策略类型）以执行在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为虚拟机配置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SLP 中指定的操作。
Director”。

有关虚拟机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注意事项
请注意有关虚拟机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以下事项：
■

有关支持的 vCenter 版本和 DataStore 以及其他详细支持信息，请参见以下
Symantec 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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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for NetBackup 7.x in virtual environments（《在虚拟环境中对 NetBackup
7.x 的支持》）
■

虚拟机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不支持加速器。

■

即时恢复仅支持磁盘存储单元。 在使用即时恢复功能还原由虚拟机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备份的 VM 时，请注意，必须已将虚拟机备份复制到磁盘存储单元。

■

虽然 NDMP 备份适用于物理计算机的 Replication Director，但不适用于虚拟机
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

Replication Director 仅支持 NetApp NFS DataStore 上的虚拟机。

■

要在 NFS DataStore 上创建虚拟机，请在 NetBackup 存储服务器上的
/etc/exports NetApp 文件中输入 anon=0。anon=0 条目等同于 no_root_squash
选项。有关 anon=0 条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VMware 文档：
Best Practices for running VMware vSphere on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在
网络挂接存储上运行 VMware vSphere 的最佳做法》）

■

NetApp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以前称为 DataFabric Manager）必须
能够解析用于装入 vCenter DataStore 的主机名。如果 OnCommand 服务器无
法解析主机名，则硬件快照无法成功

■

如果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是 UNIX 系统，而备份主机是 Windows
系统，则备份主机必须具有完全限定域名。否则，备份会失败。

■

作为 NFS Datastore 装入的每个 qtree 都必须具有有效的 NFS 导出（共享）。

■

支持还原虚拟机和虚拟机中的单个文件。不支持卷级回滚还原。 （在《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南》中，对回滚还原的引用不适用于虚拟机。）

■

如果 DataStore 名称包含特殊字符，则备份映像中的 DataStore 名称包含 @，
后跟特殊字符的值。例如，名称为 NFS datastore1（包含一个空格）的 DataStore
在 NetBackup 目录库中显示为 NFS@20datastore1。

■

如果虚拟机配置发生更改（如添加、删除或移动 VMDK），可能需要将“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设置为 0。 （“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位于
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上。）设置为 0 时，NetBackup 可以在每次策略运行
时重新发现虚拟机及其配置。注意：如果重新配置了 vmdk 文件，但在下次备份
运行时未重新发现，则 NetBackup 不知道 vmdk 更改。 它尝试备份先前配置中
的虚拟机。 因而得到不正确的备份。

■

VMware vSphere 将节省空间的虚拟磁盘 (SEsparse) 用于大于 2 TB 的磁盘快
照。 但 VMware VDDK 不支持使用基于主机的文件传输模式的备份或还原
SEsparse 磁盘。 由于适用于 VMware 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需要基于主机的
文件运输，因此 Replication Director 不支持大于2 TB 的 vmdk 文件。 要备份大
于 2 TB 的 vmdk 文件，请使用不包含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NetBackup for
VMware。

■

从 Replication Director 备份还原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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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选择“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的多个映像，它可能比预计显示映
像目录耗费更长的时间。 NetBackup 为每个所选映像执行单独浏览操作。浏
览以还原时应一次选择一个映像。

■

不要从两个不同的映像中选择文件或文件夹。NetBackup“备份、存档和还
原”和 OpsCenter 界面不支持从同一还原作业中的两个不同映像还原数据。
每次从一个映像进行还原。
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浏览要还原的映像时，只能还原主副本。 在

■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使用“目录库”节点选择不同的副本（如备份映
像或副本）作为主副本。
注意：NetBackup 会根据指定为主副本的虚拟机快照自动选择要还原的正确
硬件 (DataStore) 快照。确保要还原的虚拟机快照已设置为主副本。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关于活动监视器中对虚拟机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作
业”。

为虚拟机配置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配置 VMware 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来创建虚拟机
快照。
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以了解有关配置 VMware 策略的详细
信息。
在以下过程中仅列出了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所需的策略选项。
创建策略将虚拟机与 Replication Director 一起使用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策略”。

2

在“操作”菜单上，单击“新建”>“新建策略”。

3

在“添加新策略”对话框中，为新策略键入一个唯一的名称，然后单击“确
定”。
请参见第 15 页的“NetBackup 命名约定”。

4

配置该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中的选项。以下项目特定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 VMware 快照策略：
■

策略类型：选择 VMware。

■

策略存储：选择您要使用的 SLP，该 SLP 已针对快照复制进行了配置。

■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启用“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以自动选
择 Replication Director 需要的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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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lication Director 选项
单击“选项”按钮可查看“Replication Director 选项”对话框，默认“配
置参数”如下：
“最多快
照数”参
数

设置一次可以保留的最多即时恢复快照数。 当达到最大值时，会出现快
照循环：下一个快照会导致最早的快照被删除。
如果当前在 SLP 中选择“固定”或“复制后失效”保留，则会自动选
择“由 SLP 保留管理”。

应用程序
一致快照

默认情况下，启用此选项。 在大多数情况下，Symantec 建议您保持启
用此选项。
如果此选项已禁用，则在发生快照时，虚拟机中的数据可能不处于一致
的状态。该快照可能无法捕获虚拟机上的所有数据。
请注意以下几点：
■ 要允许 SLP 从快照创建备份映像，必须启用此选项。
■

如果禁用此选项，请注意有关 VMware 选项卡的以下几点：
■

“排除已删除的块”和“排除交换和分页文件”被禁用。

■

“应用程序保护”选项被禁用。

■

仅有两个“高级”参数可用：“每个策略有多个组织”和
“VMware 服务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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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日程表”选项卡来创建日程表。请注意仅支持“完全备份”类型。

6

使用“客户端”选项卡创建虚拟机自动选择的查询。
将预先选定“通过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自动选择”。不支持手动选择虚拟
机。
有关创建查询的说明，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中有关配
置自动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的主题。

7

使用 VMware 选项卡选择虚拟机备份选项。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已预先选定了“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选项且无法禁用该选项。

■

不支持“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选项且已禁用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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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持“传输模式”选项且已禁用该选项。NetBackup 使用 VMware 文件
传输模式在备份主机和存储卷之间移动数据。

■

在“应用程序保护”的选项下，仅支持 Exchange 和 SQL。

■

如果在“Replication Director 选项”下禁用了“应用程序一致快照”选
项，则 VMware 选项卡上只有两个“高级”参数是可用的：
■

每个策略有多个组织

■

VMware 服务器列表

其他“高级”参数会被忽略。
■

8

Replication Director 支持 VMware 选项卡上的所有其他选项。

策略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关于活动监视器中对虚拟机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作业
在出现虚拟机备份时，可以使用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跟踪它们。在活动监视器中
显示的作业数取决于策略的“应用程序一致快照”选项。
注意：默认情况下，启用“应用程序一致快照”选项。在大多数情况下，Symantec
建议您保持启用此选项。如果此选项已禁用，则在发生快照时，虚拟机中的数据可
能不处于一致的状态。
表 13-3 介绍了在每个配置中出现的活动监视器作业： 启用或禁用“应用程序一致
快照”选项。
活动监视器中对虚拟机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作业的作业流

表 13-3

“应用程序一 活动监视器中的作业流
致快照”选项
已启用

第一个作业发现虚拟机。此作业被标记为“备份”。
“备份”作业启动以下各项：
■

每个虚拟机的“快照”作业。

■

每个 DataStore 的“快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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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一 活动监视器中的作业流
致快照”选项
已禁用

第一个作业发现虚拟机。此作业被标记为“备份”。
“备份”作业启动以下各项：
■

用于收集所有虚拟机的配置数据的“快照”作业。

■

每个 DataStore 的“快照”作业。

示例 1：启用“应用程序一致快照”选项的虚拟机作业。

已发生的作业如下所示：
■

虚拟机发现的发现（父）备份作业是 ID 99。

■

作业 100、101 和 102 创建了虚拟机 waukvm13、14 和 15 的 VMware 快照。

■

作业 103、104 和 105 创建了 DataStore wauk_c1、c2 和 c3 的快照。

示例 2：禁用“应用程序一致快照”选项的虚拟机作业。

已发生的作业如下所示：
■

虚拟机发现的发现（父）备份作业是 ID 106。

■

作业 107 收集了虚拟机的配置数据。

■

作业 108、109 和 110 创建了虚拟机的以下 DataStore 的快照： wauk_c1、c2
和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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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术语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复制术语

复制术语
请参考下表中的内容来了解在描述复制过程时常用的众多术语。
表 14-1

复制术语

术语

定义

备份

创建用户数据副本和创建数据的备份映像的过程。
■

创建客户端数据的新备份 (tar) 映像的过程。

■

创建客户端数据快照的过程。

Cluster Data ONTAP

以群集模式用于 NetApp 存储系统的操作系统。

复制

可以独立运行的某个 NetBackup 映像实例；可以读取或删除该实例，而不影响其他任何副
本。

数据移动器

用于将数据从生产客户端上的存储复制到备份存储的机制。 或者用于复制，数据移动器将数
据从备份存储复制到其他备份存储。
在过去，NetBackup 充当数据移动器，数据可在客户端和介质服务器之间传输。存储设备可
提供更高效的机制来移动数据，例如 NDMP、内置复制或 OST（与优化复制类似）。

Data ONTAP

以 7-Mode 用于 NetApp 存储系统的操作系统。

设备

逻辑卷、设备或磁盘阵列的通称。

磁盘阵列

一个磁盘阵列，可通过 SAN、NFS、CIFS 或 iSCSI 协议向主机服务器公开存储或网络共享。

复制

NetBackup 通过使用介质服务器移动数据或通过使用优化复制方法来创建副本。

术语
复制术语

术语

定义

本地域

存储设备所驻留并在其中进行配置的域。

镜像

此术语可以表示以下任意一项：
■

■

装入主机

保存另一磁盘的精确副本的磁盘。镜像磁盘通常称为“辅助”磁盘，而源磁盘称为“主”
磁盘。写入主磁盘的所有内容也将写入镜像磁盘。
在镜像磁盘上捕获的一种快照。在适当的时刻，对主磁盘的所有其他写入将不再写入镜
像，从而将镜像从主磁盘拆分出来。这样，镜像便成为主磁盘的快照。然后可以对快照进
行备份。

当 NetBackup 出于任何原因需要访问快照时将快照装入到的主机。 通常，NetBackup 访问
装入主机以浏览或还原备份，或执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从快照编制索引”或“从快照
备份”操作。
在生产客户端之外的主机上装入快照通常会更有效，因为这可以避免对生产客户端性能产生
负面影响。介质服务器是装入主机的最佳选择，因为介质服务器既是客户端，也是介质服务
器（数据移动器）。 因此，NetBackup 往往可以避免其他网络跳跃。如果不存在兼容的介质
服务器，则专用客户端是最佳选择。

注意：装入主机和生产客户端必须运行相同的操作系统，装入主机才可访问生产客户端。装
入主机必须使用相同的操作系统版本或更高版本。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用于 Symantec
NetBackup 的 NetApp
插件

也称为 NBUPlugin，此插件可与 OSTPlugin 通信来查询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OCUM)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以前称为 Data Fabric Manager 或 DFM）是一个安装在被
识别为 Data Fabric Manager (DFM) 服务器的主机上的软件应用程序。 该软件为数据和存储
套件中的产品提供一系列基础架构服务，例如，发现、监视、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审核以
及日志记录。

NetApp管理控制台

用于配置和管理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的 NetApp 界面。

可从 NetApp 支持站点获取 NetApp Plug-in for Symantec NetBackup Install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Guide（《适用于 Symantec NetBackup 的 NetApp 插件的安装和管理指
南》）。

用于 Replication
也称为 OSTPlugin，NetBackup 使用此插件与供应商的插件进行通信。
Director 的 NetBackup
OpenStorage 插件
OST 设备

已实现 OST 插件接口的存储服务器。

即时点回滚

快照是文件系统或卷的基于磁盘的即时点副本。从快照进行还原会将整个文件系统或卷回滚
到特定即时点。因此，快照还原被称为从即时点回滚还原。将还原快照中的所有数据。在该
即时点之后产生的所有数据更改或快照都将丢失。

主卷

磁盘阵列以网络共享（NFS 或 CIFS）或 LUN 块设备的形式向主机公开的存储空间单元。主
卷用于存储应用程序的活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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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术语

术语

定义

复本

复本是快照的块副本。

复制

使用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将快照复制到不同磁盘阵列中的过程。

复制源

NetBackup 所配置的一个磁盘池和存储单元，其中包含可用作后续复制源的卷。

复制目标

NetBackup 所配置的一个磁盘池和存储单元，可接收或接受来自复制源的复制。

快照

客户端卷或文件服务器的基于磁盘的只读即时点副本。快照的创建对其他应用程序的影响很
小。 NetBackup 提供了几种快照类型，具体取决于创建快照的设备。
属于快照的映像副本也被视为副本。快照副本中包括一个或多个快照片段。

快照方法

一组用于创建快照的例程。 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选择该方法，或在快照开始时让 NetBackup
选择该方法（自动方法）。

快照镜像

一种磁盘镜像，该镜像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在物理独立的设备上重现的精确主卷复本。

快照源

应用快照方法的生产数据（文件系统、原始分区或逻辑卷）。 NetBackup 会根据快照策略的
“备份选择”列表中的条目自动选择快照源。

存储设备

请参见“磁盘阵列”。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NetBackup 使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来管理备份或快照映像的生命周期。 SLP 可控制单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域中的映像迁移和复制。

SVM

存储虚拟机。 这些虚拟机以前称为 Vserver。

存储单元

存储单元是为以下两种数据类型之一配置的：
■

备份存储单元包含备份映像。备份存储单元不能包含快照。

■

快照存储单元包含快照。快照存储单元不能包含备份。Replication Director 使用快照复制
配置中的快照存储单元。

存储服务器

在 NetBackup 中配置的存储设备。 存储服务器是表示某个磁盘阵列的 NetBackup 实体。

vFiler

vFiler 是在物理控制器内单独创建虚拟文件服务器实例的 ONTAP 7-mode 虚拟容器（与其属
于 FAS 系列还是 V 系列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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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从快照备份”操作 67
“独立”属性 50
“复制”操作 60
“镜像”属性 50, 59–60
“快照类型”参数 77, 82, 167, 171
“主节点”属性 50, 57–58
“最多并行作业数”存储单元设置 49
“最多快照数”参数 72, 77, 82, 168, 172, 181

A
ALL_FILESYSTEMS 88

B
bpstsinfo 命令 32, 43, 126
版本, 确定 NetApp NBUPlugin 111
备份
操作 56
存储单元 49
作业 68
备份策略 81
为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 75
备份选择列表
64 个备份选择限制 VSS 策略 83
ALL_FILESYSTEMS 指令 88
VOLUME_EXCLUDE_LIST 指令 88
禁止组合 SAN 设备和 NAS 卷 78, 81, 83

C
cDOT. 请参见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cDOT)
CHAP 安全协议 123
CIFS
NetApp 存储上的许可证 118, 121, 130–131
不支持 WideLink 127
卷 14, 75, 83, 85, 116, 185–186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访问 84
所需的软件 132
策略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cDOT) 134
创建 81

使用 NIC 的客户端 15
策略配置向导 12, 77, 80, 82, 167, 171
插件
EMC_Celerra 153
NBUPlugin 2.0 128–129, 142
NetApp 11, 111, 186
NetBackup 186
从 NetApp 升级 115
更新 27, 35, 37
关于角色 10
在可访问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存储单元的介质
服务器上 49
差异式快照类型 77, 167, 171
窗口, 对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操作 60, 63, 69–70
磁盘池
创建 32
更新以反映插件合作伙伴的更新 27, 35, 37
用于快照复制 30
磁盘卷
用于复制 31
从快照备份操作 64, 133, 139
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 62, 64, 72, 98
Clustered Data ONTAP 143
存储单元
报告 109
为复制配置 48
存储单元组
报告 109
为快照创建 50
存储的拓扑结构 43–44
存储服务器
更新以反映插件合作伙伴的更新 27, 35, 37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保留类型 71
报告 109
操作 54
时段 57, 60, 63, 69–70
对快照进行编录 62, 64
与合成备份 72
最佳做法文档 54
存储虚拟机 (SVM) 128, 187
配置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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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备份策略中 134

显示备份作业 68
显示复制作业 60, 70
显示快照作业 57

D
动态磁盘 125
对快照进行编录 62, 64
多个副本
合成备份方法 72

E
EMC Unisphere 147, 152
EMC VNX Celerra 144–146, 151, 153, 159, 163
Exchange 数据库 176, 183

I
IPv6 支持 11, 119, 130
iSCSI 123
NetApp 许可证 122–123
为 Windows 配置 123

J

更新 OpenStorage 插件 27
固定保留类型 72
管理员
用于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帐户 14

即时点副本 77, 167, 171
即时点回滚还原
Oracle 策略 170
定义 186
使用 NetApp SAN 的限制 125
加速器
复制后失效保留类型 72
检查清单, 配置 13, 120
简化文件还原 62, 98
另请参见 OpsCenter 可操作还原
介质服务器
添加到快照复制环境 28
为存储单元选择 35, 49
镜像保留类型 74
镜像分离技术 77, 167, 171
聚合支持 118
卷 GUID 125
卷级回滚还原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 NetApp 98
卷语言设置 127

H

K

HBA 卡 123
合成备份
多副本备份方法 72
还原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 NetApp 98
从基于阵列的快照 99
从基于阵列的快照的文件和文件夹 93
关于还原基于阵列的快照 93
即时点回滚 170, 186
启用多个介质服务器 20
回滚还原
OpenStorage 合作伙伴 NetApp 98
即时点回滚 98–99, 170, 186
活动监视器
显示“从快照编制索引”作业 63

可操作还原, OpsCenter 62, 98
克隆快照类型 77, 167, 171
客户端服务, NetBackup 14, 84
快照
备份策略 81
编录 62, 64
存储单元 49
存储单元组 50
关于还原基于阵列的快照 93
作业 57
快照操作类型 56

F
FCoE. 请参见 以太网上的光纤通道 (FCoE)
复制
SLP 操作 69
磁盘池 30
磁盘卷 31
方法 53, 55, 74
目标属性 50, 58–60
源属性 50, 58–59
作业 60, 70
复制后失效保留类型 72

G

L
来自 NetApp 的导入工具 119,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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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目标保留类型 74
目录库中的 .f 文件 64

N
NAS 快照 86
NAS 主机, 授予访问权限 86
NBUPlugin
2.0 128–129, 142
IPv4 和 IPv6 11, 119, 130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的 NetBackup
组 33, 127
定义 186
服务, 重新启动 125
更新存储服务器 27
默认安装位置 11
确定版本 114
升级 115
NBUPlugin 服务 125
NDMP 86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限制 142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的凭据 123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上的状态 123
Replication Director 支持 85
备份策略中的 ALL_FILESYSTEMS 指令 88
策略类型 68, 99
服务, 启用 132
确定备份流量 90
授权 11
数据移动器和 Clustered Data ONTAP 策略 137
数据移动器脱离主机备份方法 81, 86
主机, 授予访问权限 86
NetApp
FlexClone 卷 89
SnapMirror 122
SnapMirror 或 SnapVault 复制方法 53, 55, 74
SnapVault 122
不支持的拓扑结构 116
磁盘阵列 15
导入工具 119, 127
管理控制台 33, 120, 127
互操作性矩阵工具 120, 122, 130–131
卷语言设置 127
每个卷的快照数 77, 82, 168, 172
配置演示视频 120
添加资源池向导 119, 129
文档 11, 186
用于 Symantec NetBackup 的插件 11, 186
支持的拓扑结构 115

资源池 119, 129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请参见 Clustered
Data ONTAP
NetApp Clustered Data ONTAP (cDOT)
NBUPlugin 2.0 128–129, 142
备份策略概述 134
配置 132
配置概述 128
嵌套连接点 141
所需的软件 131
所需的许可证 130
限制 142
NetApp 的互操作性矩阵工具 120, 122, 130–131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bpcd) 14, 84
命名约定 15
使用 NIC 的客户端 15, 93
硬件兼容性列表 (HCL) 11
域 119
NetBackup for NDMP 管理指南 79
NetBackup 的硬件兼容性列表 (HCL) 11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126
NFS
NetApp 存储上的许可证 118, 122, 130–131
卷 75, 83, 85, 116, 185–186
所需的软件 132
NIC（网络接口卡） 15, 93

O
OnCommand Unified Manager
NetBackup 组的创建 33, 127
更改根密码或管理员密码 125
许可证 120
一个 NetBackup 域中的多个服务器 119
OnCommand 服务器
软件 120, 129, 132
OpenStorage
插件角色 10
存储服务器, 更新 27
OpsCenter 10, 98, 105, 107, 109
OpsCenter 可操作还原 62, 98
Oracle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策略 140
快照备份的策略
Oracle 智能策略 166
使用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创建方
法 170
所需的软件 165
OSTPlugin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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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lex 快照类型 77, 167, 171
processmanager 125
配置检查清单 13, 120

Q
qtrees 84, 86, 117
区分大小写
在 NetBackup 名称中 15
在存储单元名称中 50

NDMP 主机访问权限 86
数据移动器脱离主机备份方法 63, 68, 81, 86

T
tar 格式 52–53, 58–59, 67, 69, 116, 121, 185
TPCommandTimeout 126
tpconfig 命令行实用程序 125
拓扑结构
不支持的 116

U
R
RAW 磁盘 124
Replication Director
“复制”操作 60
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54
检查清单 13, 120
配置演示视频 119
添加 OpenStorage 凭据 28
在 SLP 中使用“从快照编制索引”操作 63
RMAN
脚本 166
入门向导 12, 77, 80, 82, 167, 171

S
SLP 参数主机属性 53
SLP 操作的保留类型
复制后失效 72
固定 72
镜像 74
目标 74
最大快照限制 72
SnapDrive 123, 125
snapdupe 67
另请参见 “从快照备份”操作
SnapMirror 122, 129
Clustered Data ONTAP 许可证 130
SnapRestore 129
Clustered Data ONTAP 许可证 131
SnapVault 122, 129
Clustered Data ONTAP 许可证 131
SQL Server 数据库 176, 183
时段, 对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操作 57
视频配置演示 119
适用于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 ALL_FILESYSTEMS
指令 139
授权
NDMP 用户和密码 86

Unicode
在 NetApp 存储上启用 127
UTF-8 127

V
vFiler 122
VMware
Clustered Data ONTAP 的策略 140
支持 176
VOLUME_EXCLUDE_LIST 88
Vserver 187
VSS 81

W
WideLink 127
Windows 2003 124
Windows 2008 124
Windows 卷影服务 (VSS) 81
网络接口卡 (NIC) 15, 93

X
写时复制技术 77, 167, 171

Y
以太网上的光纤通道 (FCoE) 122–123, 125
映像 .f 文件 64
由 SLP 保留管理 77, 82, 168, 172, 181
域, NetBackup 119

Z
装入主机 186
状态码
156（遇到快照错误） 83
4206（发生身份验证错误） 14, 84
83（介质打开错误）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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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池 119, 129
自动快照类型 77, 82, 167, 171
自动映像复制
导入操作的角色 56
复制操作的角色 60
目标保留类型 74
最大快照限制保留类型 72, 77, 82, 168, 172,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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