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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保管库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保管库

■

关于保管库和 NetBackup 的功能

■

关于访问 NetBackup Vault

■

关于保管原始映像还是重复映像

■

关于保管库过程

■

关于保管库如何使用卷组和卷池

■

关于 NetBackup 和保管库配置

■

关于保管库管理过程

关于保管库
保管库是 NetBackup 的扩展，它自动完成备份映像的选择和复制过程，并自动弹出
介质以便传送到单独的场外存储设施或从中接收介质。NetBackup Vault 还生成报
告以跟踪介质的位置和内容。保管库功能不只限于灾难恢复。保管库可以用于管理
场外存储的数据和介质，以便按照规定进行存档。

关于保管库和 NetBackup 的功能
NetBackup Vault 使用现有的 NetBackup 功能来执行所有操作，如复制映像、控制
介质、生成报告以及弹出和弹入磁带。保管库产生的信息与其他 NetBackup 组件的
信息集成在一起，并显示在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中。
NetBackup Vault 与下列 NetBackup 服务和目录库交互：
■

介质管理器，它负责管理机械手和介质

关于保管库
关于访问 NetBackup Vault

■

已经进行过保管的映像的 NetBackup 目录库和介质管理器数据库记录

■

介质管理器数据库信息，它可确定何时将失效的介质退回到机械手中以重复使
用

■

活动监视器，它可显示保管库作业的状态

图 1-1 显示了 NetBackup、介质管理器和保管库之间的关系。
服务交互图

图 1-1
保管库
* 选择要保管的映像
* 请求复制；监视复制
* 将介质分配给保管库插槽或容器
* 请求介质弹出
* 维护操作系统级别文件安全
* 请求从保管库返回失效介质
* 请求目录库备份

保管库报告
* 从机械手弹出的介质的选取列表
* 保管库中的失效介质的选取列表
* 清单报告
* 恢复报告

介质管理器
* 管理机械手设备
和卷
* 跟踪卷位置
* 弹出和弹入介质

NetBackup
备份/还原服务
* 复制映像
* 跟踪介质上的映像
* 完全目录库备份

活动监视器
* 监视所有服务

关于访问 NetBackup Vault
NetBackup Vault 安装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如果在保管库安装期间或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帮助”>“许可证密钥”选项添加了适当的许可证密匙，
则“保管库管理”将成为管理控制台的一个节点。可以使用管理控制台配置和管理
保管库。
或者，也可以使用以下方法管理保管库：
■

基于菜单的用户界面

■

命令行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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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管原始映像还是重复映像
一个最重要的选择是：将原始映像还是重复映像发送到场外。如果将原始映像发送
到场外，则通常不需要复制映像，因此也无需配置复制。
保管库按以下所示区分原始映像和重复映像：
■

NetBackup 在备份作业期间创建了“原始映像”，包括由备份策略同时创建的
所有副本。NetBackup 在备份过程中最多可以同时创建四个映像副本；所有副
本均被视为原始映像。
如果在一个 NetBackup 策略作业中创建了多个原始备份，应将第一个原始备份
（主副本）分配给保留在场内的介质的卷池，并发送一个副本到场外。

■

重复映像是保管库创建的副本。保管库作业读取主备份映像,并且同时写入一个
或多个复制映像。保管库作业与 NetBackup 策略作业是分开的。

关于保管库过程
保管是指将备份映像发送到场外受保护的存储位置的过程。
有关保管库过程中具体步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

请参见第 14 页的“关于选择备份映像”。

■

请参见第 15 页的“关于复制备份映像”。

■

请参见第 15 页的“关于备份 NetBackup 目录库”。

■

请参见第 15 页的“关于弹出介质”。

■

请参见第 15 页的“关于生成报告”。

保管库作业必须选择映像（选择备份）。其他步骤是可选的，因此可根据需要将
Vault 任务分解为单独的作业，从而使用不同的作业来完成不同的任务。例如，您
可以每天使用一个作业来选择和复制映像，而每周使用另一个作业来弹出介质和生
成报告。
将退回的介质弹回到机械手中是一项手工操作。保管库报告包括应从场外位置恢复
并弹回到机械手中的介质。
术语保管库是指与特定机械手相关的逻辑实体，也是一组磁带的场外存储位置。

关于选择备份映像
保管过程的第一步是选择备份映像作为传送到场外的备选映像。必须为每个保管库
作业配置映像选择。保管库使用其配置文件中的条件来确定将哪些备份映像作为发
送到场外的备选映像。（保管库配置文件是一组用于选择映像、复制映像和弹出介
质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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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个备份作业期间同时创建了多个原始映像，Vault 可以将原始映像发送到
场外（取决于配置文件规则）。如果复制映像，保管库将主备份映像用作源映像来
执行复制操作。但是，如果磁盘上存在非主副本，则保管库会从磁盘上的非主副本
进行复制。该复制进程可提高性能。
注意：保管库不选择 SLP 管理的未完成完整生命周期的映像。

关于复制备份映像
保管过程的第二步是复制备份映像以作为传送到场外的备选映像。这是映像复制步
骤。保管库将备份映像副本写在可以弹出并传送到场外的介质上。
“映像复制是可选的”。如果将唯一的备份映像发送到场外，或者创建多个原始备
份映像并且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发送到场外，则不必在保管库中复制映像，因而也
不必配置复制步骤。但是，必须将该原始映像写入场外卷池的介质中，这样，它将
被弹出并传送到场外。

关于备份 NetBackup 目录库
保管过程的第三步是备份 NetBackup 目录库。NetBackup 目录库由有关 NetBackup
配置和任何已执行备份的信息数据库组成。有关备份的信息包括文件记录和文件存
储介质的记录，其中包括有关发送到场外的介质的信息。目录库还包含有关受介质
管理器控制的介质和存储设备的信息。
备份目录库是可选的。但是，将目录库备份与您的数据一起保管，可帮助您更有效
地从灾难事件中恢复数据。保管库通过最新信息创建它自己的目录库备份；它不复
制 NetBackup 目录库。

关于弹出介质
保管过程的第四步是弹出介质，随后将其传送到安全的存储位置（通常位于单独的
设施）。保管库报告工具跟踪弹出的介质，并在映像失效后将其从场外存储位置中
恢复以重复使用。可以通过预定的保管库作业自动弹出介质，也可以在作业完成后
手动弹出介质。可以为每个作业单独弹出介质，也可以将多个保管库作业的弹出操
作合并为一次弹出操作。

关于生成报告
保管过程的第五步是生成报告。报告将跟踪保管库管理的介质。您和场外存储供应
商可以使用报告来确定应在场内和场外存储位置之间移动哪些介质。您也可以确定
移动发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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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可以作为保管库作业的一部分生成，或者在作业完成后手动生成。可以为每个
作业单独生成报告，也可以通过合并弹出操作将报告合并。生成报告操作是可选
的。

关于保管库如何使用卷组和卷池
卷组标识卷的驻留位置。保管库将卷组作为一种跟踪机制来使用，以确定卷所在的
位置。“机械手卷组”中的卷驻留在机械手中。在保管库作业期间，保管库将在机
械手卷组中搜索符合配置文件条件的介质；如果找到该介质，则保管库将弹出该介
质，然后将其以逻辑方式移动到场外卷组中。（“逻辑移动”是指更改卷属性以显
示新的位置）。当场外存储位置中的卷失效并被弹回到机械手中时，保管库就会将
其移回到机械手卷组中。
卷池按用法标识卷的逻辑组。保管库使用卷池来确定是否应弹出某个卷。包含将传
送到场外的映像的卷池称为“场外卷池”。在创建要发送到场外的映像时，请将它
们写到场外卷池中的介质。在保管库作业期间，保管库将在机械手中搜索与选择条
件匹配的映像。如果映像所在的介质位于场外卷池中，则保管库将弹出该介质。

关于 NetBackup 和保管库配置
在开始使用保管库之前，必须设置和配置 NetBackup，以提供保管库操作所要使用
的卷池和策略。
请参见第 46 页的“关于为保管库配置 NetBackup”。
对 NetBackup 进行配置以便与保管库一起使用后，必须配置保管库机械手和配置文
件。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配置保管库”。
阅读最佳做法信息，以确定如何针对您的环境最有效地设置和配置保管库。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关于保管库管理过程
表 1-1 汇总了保管库的操作过程。 《NetBackup Vault 操作指南》提供了有关日常
操作过程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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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保管库管理过程

操作规程

人员职责

配置：检查备份过程并确定所需的复制容量。

根据每个策略确定复制服务的级别。

确定运行复制的适当服务器，以及运行复制的适当时段。 确保有足够的硬件、软件、网络容量可用于备份映像的复
制。
配置保管库配置文件。
检查复制时段以了解性能和吞吐量的情况。
选择备份：保管库在选择要保管的备份时增加了新条件。
复制：设置保管库策略以便按日程表运行保管库会话。

监视作业以确保它们按预定启动。

确定介质要求并设置用于复制的初始卷池。

确保有足够的介质以保证复制的顺利执行。

监视卷池的使用情况。
监视：使用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来确定进度。

确保复制作业成功完成。

在日志文件、电子邮件监视系统和寻呼通知之间设置链接。 确保将错误报告给相应人员。
保管库报告：定期生成报告，以确保正确复制映像。

检查生产复制周期以了解完整性。

将报告输出与弹出和返回的介质进行比较。

确保出场介质和入场介质与报告匹配。

检查复制卷池和目录库备份池是否有可用的介质。

确保有足够的介质可用于复制。

当需要从保管库取回介质时，请使用介质管理器手动将磁 恢复正常保管库操作期间没有恢复的介质。
带失效或冻结。
备份目录库：为映像目录库的保管库备份设置一个日程表。 确保保管库目录库备份能够发生。
确保介质可用于存储目录库。
复制容量检查：确定容量规划周期，包括反应时间、成本 帮助产品支持人员确定系统、机械手和网络利用率（如磁
因数和新要求。
盘容量）。
帮助定义系统基础结构要求，以结合其他计算环境资源有
效地利用保管库。
恢复检查：定期测试恢复过程，以确保恢复来自场外存储 了解恢复复制映像的过程。
的基本数据。
了解一旦 NetBackup 服务器发生灾难，应如何还原数据库
目录库、备份软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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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支持的系统

■

关于支持的机械手

■

关于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安装和配置保管库

■

关于在 Microsoft Windows 系统上安装和配置保管库

关于支持的系统
除《NetBackup 版本说明》中指出的特殊情况外，保管库与 NetBackup 运行在相
同的操作系统和版本上及相同的群集环境中。NetBackup 与系统、群集和外围设备
相关的约束与限制也适用于保管库。有一个例外，保管库不支持独立驱动器。
有关支持的系统和支持的升级途径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版本说明》。

关于支持的机械手
保管库支持所有由介质管理器支持的机械手类型。
保管库还支持没有介质访问端口和条形码读取器的机械手。为获得最佳性能并避免
在输入介质 ID 时出现错误，Symantec 建议您使用具有介质访问端口和条形码读取
器的机械手。
您可以使用带有无介质访问端口的机械手的保管库。
请参见第 88 页的“关于介质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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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安装和配置保管库
当安装或升级 NetBackup 主服务器时，会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安装 NetBackup
Vault。无需执行单独的安装或升级过程。但是，必须输入一个有效的许可证密钥才
能使用和配置保管库。
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 UNIX 和 Linux》。

为 UNIX 和 Linux 系统添加有效的许可证密钥并配置保管库
要在 UNIX 或 Linux 系统上允许运行 NetBackup Vault，必须在 UNIX 或 Linux 计算
机上安装和运行 NetBackup 主服务器。此外，您必须具有有效的 NetBackup Vault
许可证密钥。
为 UNIX 和 Linux 系统添加有效的许可证密钥并配置保管库

1

要确保在主服务器上注册有效的 NetBackup Vault 许可证密钥，请输入下列命
令列出和添加密钥：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get_license_key

在群集环境中，在 NetBackup 群集的全部节点上授权 NetBackup Vault。

2

要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安装完成之后添加 NetBackup Vault 密钥，必须启动
NetBackup Vault 后台驻留程序。执行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nbvault

3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和配置保管库。
/usr/openv/netbackup/bin/jnbSA&
/usr/openv/netbackup/bin/vltadm

要完成保管库配置，必须配置适当的 NetBackup 属性供保管库使用，并确定要
用于保管库的 NetBackup 策略（或创建用于保管库的新策略）。请阅读以下章
节，以了解保管库的工作机制以及如何针对您的操作对保管库进行最佳配置。
您应该为通知会话状态配置电子邮件地址，并输入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如果
合适）。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配置保管库管理属性”。
在群集环境中，可以使用通过 NetBackup 虚拟服务器名称连接的
NetBackup-Java 管理控制台配置保管库。无论哪个群集服务器当前处于活动
状态，都可以执行此操作。

关于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升级 NetBackup Vault
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升级 NetBackup 时，会同时升级 NetBackup Vault。要
升级 NetBackup Vault，请按照 NetBackup 的升级安装过程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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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从 UNIX 和 Linux 系统中删除保管库许可证密钥
NetBackup Vault 软件是不可卸载的。只能通过从当前 NetBackup 许可证列表中删
除相应的许可证密钥来停用 NetBackup Vault。删除此许可证密钥后，就再也不能
使用保管库了。仅当保管库获得许可时使用了专用的密钥（独立于 NetBackup 基本
产品许可证密钥）时，才能删除 NetBackup Vault 许可证密钥。
在卸载 NetBackup Vault 许可证密钥前，应该从 NetBackup 中删除所有特定于保管
库的项，例如卷池、保管库策略等。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来删除所有特
定于保管库的配置项。删除保管库配置可以确保 NetBackup 不包括为保管库配置的
任何内容，例如卷池。
从 UNIX 和 Linux 系统中删除保管库许可证密钥

1

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选择“帮助”>“许可证密钥”。

2

从“NetBackup 许可证密钥”对话框显示的密钥列表中选择保管库许可证密
钥。
如果 NetBackup Vault 的许可证密钥是基本产品密钥的一部分，则执行以下步
骤会删除基本密钥，这样将无法使用 NetBackup。如果不想删除 NetBackup
许可证密钥，请不要继续。

3

单击“删除”。

关于在 Microsoft Windows 系统上安装和配置保管库
在安装 NetBackup 时，就会将 NetBackup Vault 安装在 Windows 系统上；无需另
行安装。
要使用保管库，必须按如下所示输入许可证密钥：
■

基本 NetBackup 产品和您安装的所有 NetBackup 附加产品（包括保管库）的许
可证密钥可能是同一个密钥。如果您已安装 NetBackup 并输入了许可证密钥，
则保管库已获得了许可。

■

您可能另外有一个专用于保管库选件的许可证密钥。如果是这种情况，则必须
输入保管库许可证密钥，然后才能使用保管库。
请参见第 21 页的“在 Windows 系统中添加保管库许可证密钥”。

如果在群集环境中安装保管库，则必须在群集中安装了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所有
系统上获得保管库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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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系统中添加保管库许可证密钥
当准备在 Windows 系统上授权 NetBackup Vault 时，必须在 Windows 计算机上安
装和运行 NetBackup 主服务器。保管库无法安装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或
NetBackup 客户端上。此外，您必须具有有效的 NetBackup Vault 许可证密钥。
注意：如果 NetBackup Vault 的许可证密钥包含在 NetBackup 基本产品的许可证密
钥中，则无须执行此过程。
在 Windows 系统中添加保管库许可证密钥

1

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帮助”>“许可证密钥”。

2

在“NetBackup 许可证密钥”对话框中，单击“新建”。

3

在“许可证密钥”对话框中，输入 NetBackup Vault 许可证密钥。

4

单击“添加”。

5

单击“关闭”以关闭“NetBackup 许可证密钥”对话框。
要完成新的安装，必须配置保管库所使用的 NetBackup 属性。还必须确定要用
于保管库的 NetBackup 策略（或创建用于保管库的新策略）。请务必为通知会
话状态配置电子邮件地址，并输入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如果合适）。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配置保管库管理属性”。

关于在 Windows 系统上升级 NetBackup Vault
在 Windows 系统上，在升级 NetBackup 时，会同时升级 NetBackup Vault。要升
级 NetBackup Vault，请按照 NetBackup 的升级安装过程进行操作。
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从 Windows 系统中删除保管库许可证密钥
此操作不卸载 NetBackup Vault 软件；而是通过从当前 NetBackup 许可证列表中删
除许可证密钥来停用保管库。删除许可证密钥后，就再也不能使用 NetBackup Vault
了。仅当保管库获得许可时使用了专用的许可证密钥（独立于 NetBackup 基本产品
许可证密钥）时，才能删除保管库许可证密钥。
在删除保管库许可证密钥之前，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删除所有特定于保管库
的配置项。删除保管库配置可以确保 NetBackup 不包括为保管库配置的任何内容，
例如卷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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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Windows 系统中删除保管库许可证密钥

1

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选择“帮助”>“许可证密钥”。

2

从“NetBackup 许可证密钥”对话框显示的密钥列表中选择保管库许可证密
钥。
如果 NetBackup Vault 的许可证密钥是基本产品密钥的一部分，则执行以下步
骤会删除基本密钥，这样将无法使用 NetBackup。如果不想删除 NetBackup
许可证密钥，请不要继续。

3

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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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佳做法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最佳做法

■

关于保管库范例

■

关于首选保管策略

■

关于如何确保数据已进行了保管

■

关于不要对超出需要的数据进行保管

■

关于有效恢复的准备工作

■

关于介质弹出建议

■

关于避免在复制期间发生资源争用

■

关于如何避免通过网络发送副本

■

关于增加复制吞吐量

■

关于最大限度提高复制期间驱动器的使用率

■

关于临时卷池

■

关于组织报告

■

关于定期生成丢失介质的报告

关于最佳做法
可以对保管库进行配置，以便支持计算环境或数据中心环境的设置方式和操作方
式。针对某一环境推荐的“最佳做法”不一定对另一环境也同样有益。您应该根据
特定环境的具体操作效果来评估和执行所建议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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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管库范例
如何设置并命名保管库和配置文件取决于您的业务。例如，如果维护客户数据库和
工资单数据库，则可以选择按数据用途组织保管库，并按时间段组织配置文件。
按位置和数据类型组织的保管库和配置文件的示例如下所示：
客户数据库保管库

每周
每月

工资单保管库

每两周
每月
每年

或者，如果您的业务是按地区组织的，则可以按位置设置保管库，并按数据类型设
置配置文件。
按位置和数据类型组织的保管库和配置文件的示例如下所示：
伦敦保管库

客户数据库
工资单

东京保管库

客户数据库
工资单

关于首选保管策略
在备份数据和对备份介质进行保管时，可以使用若干策略来帮助您减少资源和时间
争用。尽管这些策略可能并非对所有情况都有利，但它们在许多环境下会很有用
处。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以下策略之一：
■

对原始 NetBackup 备份介质进行保管。由于可以在 NetBackup 策略作业期间制
作多个映像副本，因此相对于复制介质而言，创建多个原始副本所需的驱动器
和时间可能更少。

■

使用磁盘分段作业。将备份发送到磁盘，然后将数据从磁盘复制到可移动介质。
此策略缩短了备份过程所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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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管原始备份
Symantec 建议使用 NetBackup 策略来创建多个原始备份映像。然后应使用保管库
配置文件弹出一个或多个原始映像并将其传送到场外。
大多数情况下，对原始版本进行保管具有以下优点：
■

与从原始磁带上复制备份映像相比，占用驱动器的时间较短。例如，创建备份
映像的两个原始版本的备份作业使用两个驱动器：即两个单位的驱动器时间。
相反，创建一个原始映像的备份作业使用一个驱动器，而创建该原始映像的一
个副本的保管库作业使用两个驱动器：即三个单位的驱动器时间。随着时间的
推移，复制备份映像将比在备份作业期间写入多个原始备份消耗更多的驱动器
时间。

■

避免配置复制。在复杂的环境（如包含多个介质服务器、多个机械手或多个保
留期限要求的环境）中，配置保管库配置文件的复制步骤可能十分困难。尽管
在存储区域网络 (SAN) 环境中网络通信量可能不是问题，但如果不仔细进行配
置，有可能向网络发送大量数据。

■

使用 VTL 磁带。可以将备份发送到 VTL 磁带，并使其具有恢复所需的最小保留
期限。然后可以从 VTL 磁带复制到物理磁带并使用“原始磁带备份映像在 xxx
小时后过期”设置使 VTL 磁带复制失效。

如果决定创建原始备份并对其进行保管，请在配置保管库之前参见下列信息：
请参见第 29 页的“关于在全天候环境中保管原始备份”。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避免保管部分映像”。

关于磁盘分段作业
为备份作业使用磁盘分段作业可以帮助避免备份操作和保管库复制操作之间的资源
争用。磁盘分段作业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在 NetBackup 策略作业期间将备份映像
写入磁盘存储单元，然后在保管库作业期间将映像写入可移动介质。
注意：本主题介绍如何将磁盘存储单元用作备份映像的目标，“而不”涉及磁盘分
段作业存储单元的使用。
与“磁带到磁带”复制过程相比，磁盘分段作业具有以下优点：
缩短备份时间

写入磁盘比写入磁带更快，因此备份所需的时间更短。

将磁带驱动器的使
用率降至最低

如果要将原始副本发送到磁带，然后复制到第二个磁带，需要用一个驱
动器生成第一个副本，同时需要用两个驱动器（一个读驱动器和一个写
驱动器）生成第二个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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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费用

由于磁盘访问较快并且磁盘空间比磁带驱动器便宜，因此将备份发送到
磁盘通常较为有利。

您可以对保管库会话进行计划，以便将原始磁盘备份映像复制到两个（或多个）介
质：一个场内卷和一个场外卷。 同时，您可以配置保管库配置文件，以便自动释放
磁盘空间，供下一轮备份使用。

关于如何确保数据已进行了保管
设置 NetBackup Vault 时，应确保将其配置为对要传送到场外的所有信息进行保管。

关于重叠配置文件中的时段
为确保所有数据都被保管，应在配置文件中重叠时段。
保管库配置文件使用时间范围作为选择要进行保管的备份映像的条件之一。保管库
不会复制或弹出在场外卷组中保留有副本的备份映像；因此，它不会处理已由前一
个会话进行保管的映像。更重要的一点是，当配置文件再次运行时，如果时段足够
长，由于之前的会话失败而未被处理的备份将得到处理。
因此，请将时段配置为以下值之和：
■

服务器或机械手的最长期望停机时间

■

配置文件运行频率的长度的两倍

例如，如果配置文件每天复制映像并且最长期望停机时间为三天，则应将时段配置
为至少五天。如果机械手出现故障并且需要三天维修时间，在配置文件下一次运行
时，它将选择在三天的停机时间内未进行保管的备份映像。将时段配置为更长（如
七天）能够提供更大的灵活性。设置较长的时段将强制增加保管库在映像列表中的
搜索范围。尽管这样将消耗较多的处理时间，但多出来的时间在您的环境中可能不
是问题，因为保管库是一个批处理过程，它不要求系统立即作出响应。

关于不重叠时段的后果
在保管库会话被延迟时，如果时段不允许保管库从更宽的时间范围内选择映像，则
某些备份映像可能会丢失。例如，假设您的每日配置文件的时段从 1 天前修改为 0
天前。机械手在星期二出现机械故障，并且保管库配置文件失败。因而，星期一晚
上的备份将不会进行保管。在星期三，该机械手被修复。当下一个保管库会话在星
期三开始时，它只选择在前 24 小时内创建的备份映像。因而，星期一晚上的备份
仍不会进行保管。如果配置文件的时段跨越 1 天以上的时间，则该会话会选取星期
一晚上和星期二晚上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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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解析单个服务器的多个名称
在“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的“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选项卡上，应针对每台介
质服务器都添加一项。对于每台介质服务器，至少应有一个同时包含缩写名称和完
全限定名称的条目。还应添加介质服务器曾经使用过的其他所有名称。这样做可以
避免许多问题。例如，如果未列出介质服务器的备用名称，则可能会认为某些映像
与“配置文件”对话框的“选择备份”选项卡中输入的条件不匹配，从而可能不会
对其进行保管。
如果服务器上有多个 NIC 卡，应确保在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时，“备用介质服务器
名称”选项卡中列出了与每个 NIC 卡相关联的服务器名称。
请参见第 56 页的““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
注意：备用介质服务器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关于在配置保管库时指定机械手卷组
只有当卷位于机械手卷组以及配置文件“弹出”选项卡上指定的一个场外卷池中时
才会被弹出。如果要弹出某个卷，请确保该卷位于机械手卷组中，并且位于配置文
件“弹出”选项卡上指定的一个场外卷池中。

关于多个卷组（多个机械手）
配置文件只从其所属的保管库的机械手卷组中弹出介质，并且一个卷组不能跨多个
机械手（通常，一个卷组标识一个特定机械手）。但是，配置文件可以从不同机械
手的卷组和多个卷组中选择要复制的映像。如果在多个机械手上都有备份映像，并
且要在某个机械手的介质上复制这些映像（该介质将从该机械手弹出），该功能将
十分有用。
如果您使用此配置，则必须小心地进行配置。
请参见第 33 页的“选择方案 A：进行保管库处理的专用机械手”。

关于不要对超出需要的数据进行保管
在设置 NetBackup Vault 时，请不要选择超出所需数据量的数据并将其传送至场外。

关于只将预定备份发送到场外
在配置备份策略时，不要将不希望移到场外的备份映像分配给位于场外卷池中的
卷。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卷包括不希望用于场外存储的映像，则保管库会弹出该
卷。例如，如果卷 ABC123 包含策略 1 中的三个映像和策略 2 中的三个映像，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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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文件“弹出”选项卡中指定了策略 1，虽然该卷包含有策略 2 中的映像，但
具体操作时仍会将其弹出。
应为要保留在现场的备份映像以及要发送到保管库的备份映像使用不同的卷池。如
果为这两者使用同一卷池，则会对本应保留在场内的备份映像进行保管。并且，如
果两者使用同一卷池，保管库配置文件复制映像时可能出现死锁情况，因为它可能
尝试在同一磁带中读取备份映像和写入该映像。

关于避免保管部分映像
图 3-1 显示了原始备份磁带通常如何以部分映像开始和结束。
原始备份介质：

图 3-1
昨晚的备份…

今晚的备份…

备份映像 A

XYZ041

备份映像 C

备份映像 B

XYZ042

XYZ043

XYZ044

XYZ045

如果您弹出原始备份介质并对该介质进行保管，则该介质中可能包含部分映像。
要避免保管部分映像，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

长时间停止备份活动，以便有足够多的时间运行保管库。

■

如果备份作业正在运行，则使用配置文件“弹出”选项卡上的“暂停下一个会
话的介质”选项来暂停前一天中写入了备份的所有介质，然后只保管一天前的
那些备份。其他备份映像将不会写入该介质中，并且该介质可供弹出。

图 3-2 显示了当使用“暂停下一个会话的介质”时 NetBackup 和保管库操作过程中
发生的情况。
暂停原始备份介质

图 3-2

运行
保管库 今晚的备份…

昨晚的备份…
备份映像 A

备份映像 B

已暂停状态

已暂停状态

XYZ041

XYZ042

已暂停状态
XYZ043

备份映像 C

已暂停状态
XYZ044

XYZ045

28

最佳做法
关于有效恢复的准备工作

只有在弹出原始备份介质且不希望保管部分映像的情况下，才使用“暂停下一个会
话的介质”选项。您应仔细考虑是否使用“暂停下一个会话的介质”选项。该选项
将使用额外的 CPU 周期，因为它将再次查询所有数据库并再次应用所有“选择备
份”过滤器，从而延长了暂停介质所需的时间。因此，进行保管的介质上的某些部
分映像也许是可接受的。如果您使用此选项，被保管的原始备份介质可能会不完
全。
此选项并不暂停正在使用的介质，例如 NetBackup 正向其写入备份映像的介质。
注意：保管库仅暂停配置文件的“弹出”选项卡上指定的场外卷池中的介质。

关于在全天候环境中保管原始备份
如果在可以全天候进行备份的环境中使用保管库，配置文件可能会尝试弹出已写入
备份的介质。由于保管库无法暂停当前正在写入备份的介质，因此可能出错并对部
分映像进行保管。如果该磁带不忙并且选择备份的时段很长，足以再次选择该映
像，则下次配置文件运行时将保管其余映像。
要避免在对原始备份进行保管时出现此类问题，请选择一天前或更早的备份，并且
暂停介质以禁止写入该介质（此建议假定备份在保管库会话运行之前完成）。

关于有效恢复的准备工作
提前准备可以有助于更快、更简便地还原数据。下列措施有助于您做好恢复准备。

关于 NetBackup Vault 目录库要求和准则
使用保管库对 NetBackup 目录库进行保管。最新的目录库备份是有效的灾难恢复计
划的关键组成部分。尽管可以通过手动导入所有备份介质来重建目录库，但该过程
非常耗时。
保管库要求和准则如下所示：
■

在保管库中执行目录库备份步骤。保管库用最新的信息创建新目录库备份，它
不会复制现有的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不可替代保管
库目录库备份。它不包括有关复制介质和介质位置的最新信息。

■

仅使用一个保管库来执行保管库目录库备份。

■

为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使用专门的卷池。

■

如果您有挂接到主服务器上的机械手，请将该机械手用于保管库目录库备份。
大多数情况下该主服务器创建保留在站点上的 NetBackup 目录库。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有关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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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三个最新的目录库备份。在大多数情况下，保管的目录库备份的保留时间
不必与其他保管的备份介质的保留时间一样长。尽管场外保管库中只需要一个
目录库备份，但为了提供额外的保护，最好在场外保管库中保留三个最新的目
录库备份。“保管库恢复报告”仅在场外保管库中列出三个最新的目录库备份，
而不管保管库中实际有多少目录库备份。

■

要仅保留三个最新的目录库备份，请指定适当的保留级别。指定级别可使较旧
的目录库备份失效并从场外存储中撤回，从而只在场外存储中保留三个最新的
目录库备份。

关于卷池和卷组命名约定
如果必须在灾难之后恢复数据，池和组的命名方式将有助于您（及他人）组织和更
轻松地标识介质。
使用如下所示的约定：
■

对于卷池，请尝试标识用途或池中的数据。例如，Vaulted_Payroll、
Vaulted_CustomerDB、1_month_vault 和 7_year_vault 都是描述性卷池名称。

■

对于保管库目录库备份，请为目录库卷池指定一个易于识别的名称（如
Vault_Catalog_Backups）。

■

对于场外卷组，请使用表明数据所在物理位置的名称，例如
offsite_volume_group。

关于将卷池与数据用途匹配
系统会将多个卷指定给卷池。为了帮助进行恢复，请创建并使用与您的数据用途
（即数据类型）匹配的场外卷池。例如，如果您在维护客户数据库，则在从灾难中
进行恢复时可能需要还原所有客户数据库。请将所有客户数据库备份数据分配给专
门用于这些数据的场外卷池。请仅将客户数据库的备份映像分配给该场外卷池。
根据保管库环境的配置方式，此卷池（例如，Vaulted_CustomerDB）可以对应于
逻辑保管库内的所有配置文件，也可以对应于单一配置文件。

关于主副本
第一个（或唯一的）原始备份映像是主备份副本。NetBackup 始终使用主副本来执
行还原操作。保管库使用主副本进行复制操作（除非主副本位于可移动介质上，且
磁盘上存在另一个副本）。请确保可移动介质上的主副本保留在您的场内机械手
中。如果主副本在场外，则启动还原操作的用户可能会无限期地等待装入场外介
质。
如果您在 NetBackup 策略作业期间创建了多个原始备份，请不要将主副本分配给场
外卷池（除非打算将其发送到场外）。如果将主副本分配给场外卷池，它将被弹
出，并且无法用于还原或复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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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保管库配置文件复制了介质，并且您将第一个原始备份映像发送到场外，请对
保管库进行配置，以便将保留在场内的一个重复映像指定为主副本。

关于暂停保管的介质
应暂停恢复并弹入到机械手中的未失效介质，这样 NetBackup 将不会向它写入映
像。在介质被弹出前暂停它还有助于避免发生弹出正在使用的介质的错误。保管库
配置文件的“弹出”选项卡上的各选项用于暂停被弹出的介质，这样您就无需在撤
回介质时暂停它。您还可以选择在介质被弹出前暂停该介质，这样就不会向该介质
写入部分映像。
保管库配置文件“弹出”选项卡上的暂停选项如下所示：
暂停此会话的介质

暂停配置文件弹出列表中当前会话的介质。如果您选择“立即”，则不
会再向该介质写入其他映像。如果选择“弹出时”，映像可能写入该介
质，直到介质被弹出为止。如果希望发送到场外的介质是完全介质，请
选择“弹出时”。
由于“暂停此会话的介质”对弹出列表中的介质进行操作，因此，它不
会使用更多的 CPU 周期来选择要暂停的介质。

暂停下一个会话的
介质

防止将部分映像写入包含要保管的映像的介质。只有在保管原始映像并
且要避免在备份介质上保管部分映像的情况下，才使用此选项。
您应仔细考虑是否使用此选项。该选项使用额外的 CPU 周期，原因是
它将再次查询所有数据库，并再次应用所有“选择备份”过滤器。此
外，此选项并不暂停正在使用中的介质，例如 NetBackup 正向其写入
备份映像的介质。然而，保管库支持在“弹出”选项卡上输入一个时段
来缩小映像搜索范围。
此选项将暂停保管库创建的重复介质；但是，“暂停此会话的介质”选
项更适合于暂停重复介质，原因是它不使用 CPU 周期来选择要暂停的
介质。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避免保管部分映像”。

注意：保管库仅暂停在“弹出”选项卡上指定的场外卷池中的介质。

关于重新保管未失效介质
您应始终重新保管从场外存储位置撤回并弹入到机械手中的介质（例如，如果撤回
一个卷以将其用于还原操作）。如果不弹出介质并将其传送到场外保管库位置，并
且该介质已您所在地点损坏，它将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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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介质弹出建议
虽然保管库会对作业进行排队，但是您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来降低由于机械手繁
忙而导致出错的可能性，并减少潜在的问题：
■

在专门的时段内，当未发生其他弹入或弹出操作时弹出介质。

■

当保管库正在弹出介质时，不要弹入或弹出其他介质。

■

当保管库正在弹出介质时，不要清点机械手。

关于避免在复制期间发生资源争用
下面是您在保管库中配置复制操作时应考虑的资源：
■

时间（即操作何时发生）

■

使用的介质

■

机械手和驱动器

■

带宽

注意：如果对原始备份进行了保管，则无需采用避免或减少保管库中资源争用的做
法。
可以使用多种配置来帮助您避免资源争用。此外，有助于避免资源争用的一般原则
就是：等待备份完成，然后再使用保管库复制或弹出介质。

关于两个进程尝试使用同一驱动器
妥善地配置环境有助于避免保管库复制期间发生资源争用。当两个进程尝试同时使
用同一驱动器时，可能会出现资源争用。
要避免资源争用问题，请执行以下选择方案之一：
■

选择方案 A：进行保管库处理的专用机械手
请参见第 33 页的“选择方案 A：进行保管库处理的专用机械手”。

■

选择方案 B：将每个机械手都作为保管库机械手
请参见第 34 页的“选择方案 B：将每个机械手都作为保管库机械手”。

■

选择方案 C：将一个机械手同时用作备份和保管库机械手
请参见第 34 页的“选择方案 C：将一个机械手同时用作备份和保管库机械手”。

这些选择方案配置非常适合于多机械手环境。它们高效地使用可用资源，因此不大
可能引起资源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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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对原始备份进行了保管，则无需采取避免或减少保管库资源争用的做
法。

选择方案 A：进行保管库处理的专用机械手
在多机械手环境中，严格地将一个机械手专用于进行保管库处理。此机械手中的介
质仅包含要弹出并发送到场外保管库的复制备份副本。此配置最适合在存储区域网
络 (SAN) 环境中使用，在该环境中，所有介质服务器都可以直接访问保管库机械
手。这样，复制步骤不会通过网络发送数据。
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获得此配置：
■

使用 NetBackup 策略可以同时创建多个原始备份映像。将第一个备份映像（主
备份）写入保管库机械手之外的存储单元。将其他原始备份之一写入保管库机
械手，并将其分配给场外卷池。对保管库配置文件进行配置，以便弹出该保管
库的场外卷池中的所有介质。此配置要求使用的所有机械手均连接到同一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

使用保管库复制映像。备份映像将从所有其他机械手复制到保管库机械手。使
用以下选择方案之一对保管库进行配置，以便执行复制：
■

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复制”选项卡上，不要选择“高级配置”或“备
用读取服务器”。对于每个备份映像，执行了备份的介质服务器还将执行复
制。所有介质服务器都会将副本数据发送到目标存储单元介质服务器。如果
目标存储单元介质服务器与执行备份的介质服务器不同，则会通过网络发送
数据。

■

在“保管库配置文件”对话框的“复制”选项卡上，将目标存储单元的介质
服务器指定为“备用读取服务器”，但不要选择“高级配置”。如果该备用
读取服务器也能访问所有备份机械手，则不会通过网络发送任何数据。

■

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选择备份”选项卡上的“介质服务器”列表中指
定“所有介质服务器”。在“复制”选项卡上，选择“高级配置”，选择
“备用读取服务器”，然后为环境中的每个介质服务器创建一个条目。为了
避免通过网络发送复制数据，对于每个介质服务器条目，请将目标存储单元
的介质服务器指定为备用读取服务器。该服务器必须能够访问保留源映像的
所有机械手，以便复制这些映像。确保在“写驱动器”列中为每个条目指定
的写驱动器总数不超过保管库机械手中的驱动器数。

如果选择使用此方案，请不要在备份策略中使用“任何可用的”存储单元，除非仅
将您的保管库存储单元设置为“只根据要求”。对其他存储单元使用“任何可用
的”选项可能会导致将不打算用于场外存储的映像写入保管库机械手。但您仍可获
得与“任何可用的”存储单元相同的功能，只需将备份策略配置为使用一个包括所
有存储单元（保管库机械手的存储单元除外）的存储单元组即可。注意：如果使用
存储单元组，则无法同时生成多个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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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备用读取服务器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优点

此配置最适用于操作员，操作员可以只从一个机械手弹出和弹入磁带，
从而简化了磁带循环过程。

缺点

在复杂环境中，如果您要避免通过网络发送复制数据，则此选择方案可
能很难配置。

选择方案 B：将每个机械手都作为保管库机械手
在多机械手环境中，将每个备份机械手都配置为保管库机械手。每个机械手将仅复
制或弹出最初写入到该机械手中的备份映像。
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达到此目的，如下所示：
■

使用 NetBackup 策略创建多个原始备份，并将要进行保管的副本分配给任意机
械手中的场外卷池。为每个机械手配置一个保管库和一个配置文件，该配置文
件可弹出已分配给该机械手中的场外卷池的备份。只有当备份位于场外卷池中
的介质上（在“弹出”选项卡上指定），并且满足配置文件中指定的其余条件
时，才会被弹出。

■

使用保管库复制映像。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选择备份”选项卡上的“源
卷组”字段中指定配置文件所属的机械手。这会对该配置文件加以限制，以便
它只复制那些其主副本位于此机械手中的介质上的备份映像。将机械手中一半
的可用驱动器指定为读驱动器，以便可供使用的读驱动器和写驱动器数量相同。
为每个机械手配置一个这种保管库和配置文件。
为了避免通过网络发送副本数据，请将目标存储单元的介质服务器指定为“备
用读取服务器”。
注意：备用读取服务器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注意：如果机械手同时用于执行读取和写入两项功能，则目标存储单元必须至
少具有两个驱动器。
这些方法非常适合于使用“任何可用的”存储单元的备份策略。如果只生成一个副
本，则使用保管库复制映像同样也适合于存储单元组。
当一个配置文件尝试复制多个机械手中的映像时，此配置可以避免资源争用。

选择方案 C：将一个机械手同时用作备份和保管库机械手
在多机械手环境中，将所有机械手配置为备份机械手，并将其中一个备份机械手同
时配置为保管库机械手（其中一个机械手同时充当备份机械手和保管库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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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管库机械手配置一个保管库，并在该保管库中为每个备份机械手配置一个配置
文件。在每个配置文件中的“选择备份”选项卡的“源卷组”字段中指定备份机械
手，并指定一个位于保管库机械手中的目标存储单元。
例如，如果有三个机械手，其中每个机械手具有四个驱动器，请按如下方式配置这
三个配置文件：
■

在机械手 1（仅为备份机械手）的配置文件中，将机械手 1 中的卷组指定为源卷
组，指定四个读驱动器，并在机械手 3 中指定一个目标存储单元（机械手 3 是
保管库机械手）。机械手 1 中的映像将由四个驱动器读取，并写入机械手 3 中
的四个驱动器。四个复制作业同时运行。

■

在机械手 2（仅为备份机械手）的配置文件中，将机械手 2 中的卷组指定为源卷
组，指定四个读驱动器，并在机械手 3 中指定一个目标存储单元。机械手 2 中
的映像将由四个驱动器读取，并写入机械手 3 中的四个驱动器。四个复制作业
同时运行。

■

在机械手 3（备份和保管库机械手）的配置文件中，将机械手 3 中的卷组指定为
源卷组，指定两个读驱动器，并在机械手 3 中指定一个目标存储单元。机械手
3 中的映像将由两个驱动器读取，并写入两个驱动器中。两个复制作业同时运
行。

所有映像均复制到机械手 3 中，并从机械手 3 中弹出。
此方法非常适合于使用“任何可用的”存储单元的备份策略。如果在备份策略中使
用“任何可用的”存储单元，则会将备份映像发送到任何可用存储单元中的介质。
此配置会选择所有机械手上的备份映像，并将它们复制到保管库机械手。
注意：如果该机械手将同时用于执行读取和写入两项功能，则目标机械手必须至少
具有两个驱动器。

关于读驱动器不位于保管库机械手中时
读驱动器不必位于保管库的机械手中。对于包含多个介质服务器和多个机械手的配
置，我们建议您从 Symantec 企业咨询服务部门获得相关建议。

关于与备份作业共享资源
保管库复制作业会与 NetBackup 中的其他进程（如定期预定的备份）争用资源，包
括磁带驱动器。如果希望保管库复制作业先于其他进程获得资源，请为保管库作业
分配一个高于其他 NetBackup 进程的优先级。
为“复制”选项卡中的每个配置文件分配保管库复制作业优先级。
除非在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的“多个副本”对话框中指定了另外的优先级，否
则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作业将按目录库备份策略中指定的优先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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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作业的优先级在主服务器的“全局属性”中指定。
此外，通过将“任何可用的”存储单元用于备份作业，可以向保管库机械手发送一
些原始备份映像。以后，当保管库尝试复制这些映像时，在该保管库机械手中需要
有读驱动器和写驱动器。如果提供的驱动器数不足，则会出现死锁情况。
Symantec 建议您在运行保管库作业之前预览要复制的映像，从中了解映像的位置
以及复制它们需要何种资源。
请参见第 102 页的“关于预览保管库会话”。

关于负载平衡
如果适用，Symantec 强烈建议您在备份策略中同时创建多个原始备份映像，而不
使用保管库复制功能。如果不复制映像，保管过程会更简单、更轻松。
如果无法对原始备份进行保管，您可以使用多种策略来帮助平衡计算环境中的负
载。
请参见第 36 页的“关于同时适用于原始备份和副本的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36 页的“关于分散工作负载”。

关于同时适用于原始备份和副本的配置文件
保管库可以同时弹出原始备份和重复的映像，因此可以在备份作业和 Vault 复制作
业之间分散负载。例如，如果您的备份窗口太小以至于不能同步创建所有备份的多
个副本，则可以创建部分备份的多个副本和其他备份的单个副本。然后配置一个保
管库配置文件，以从单一原始备份复制并弹出原始映像和复制映像。
下面给出了一些示例：
■

NetBackup 策略 A 将创建多个原始副本，并将其中一个副本分配给场外卷池。

■

NetBackup 策略 B 将创建一个副本并将其分配给场内卷池。

■

对保管库配置文件进行配置，以便复制备份映像并将重复的映像分配给场外卷
池。

运行该保管库配置文件时，保管库只会从 NetBackup 策略 B 中复制备份映像，而
不会从策略 A 中复制映像，原因是场外卷池中已存在原始备份。如果为弹出配置了
配置文件，则它既会从策略 A 中弹出原始介质的副本，也会从策略 B 中弹出重复介
质。

关于分散工作负载
可以使用保管库来每天复制备份映像，并每周弹出卷。复制每天都会发生（而不是
只发生一天），从而将工作负载均匀分布在整个一周内。在保管库供应商收集介质
之前，介质将一直保留在机械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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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保管库供应商在每周五收集介质，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将保管库配置文件配置为只执行复制，并将保管库策略配置为每周的每一天都
运行此配置文件。

■

配置另一个保管库配置文件以执行目录库备份和弹出步骤。此配置文件应该与
复制映像的配置文件使用相同的映像选择条件。将保管库策略配置为在周五保
管库供应商到达之前运行此配置文件。

这种复制和弹出介质的方法提供了一种额外的优点，即提供了未按会话组织的合并
报告。

关于为源和目标指定不同的卷池
在配置用于复制的配置文件时，务必不要将源卷和目标卷放在同一卷池中。否则，
如果 NetBackup 将同一磁带同时作为复制操作的源和目标，该配置将会导致出现死
锁（这是 NetBackup 本身的一个局限）。

关于每个保管库单独使用一个卷池
将同一保管库中的作业排队，然后在资源可用时运行。但是，如果来自不同保管库
的多个配置文件同时运行，并且使用同一场外卷池进行复制，这些作业可能会全部
选择同一目标介质。这种选择将绕开排队机制并导致不希望的结果。（例如，当多
个作业尝试同时使用同一驱动器时可能出现死锁情况）。
因此，应配置保管库，使每个保管库都有自身的场外卷池。

关于如何避免通过网络发送副本
如果带宽充足，通过网络发送重复的映像并不是问题。但是，即使是光纤存储区域
网络 (SAN)，其带宽一次也只允许进行两个或三个复制作业。
要避免通过网络发送数据，请使用以下策略之一：
■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同时创建原始备份”。

■

请参见第 38 页的“关于使用备用读取服务器”。

■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使用高级复制配置”。

■

请参见第 40 页的“关于使用指定介质服务器的存储单元”。

关于同时创建原始备份
对于保管库作业，避免通过网络发送数据的一种方法是在预定备份作业期间同时创
建多个原始备份映像。这种并行创建可以避免使用保管库会话来进行复制。在此方
案中，保管库只需要弹出备份磁带。除了目录库备份步骤以外，保管库不会占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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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资源时间（“目录库备份”是必须进行的，其目的是捕获每一进行保管的磁带
中已更改的卷数据库信息）。
假设您希望将备份的场内副本转到一个机械手，并且将场外副本转到另一个机械
手。如果同时创建多个备份映像，所有目标存储单元必须位于同一介质服务器上。
因此，介质服务器需要位于这两个机械手上的存储单元（一个存储单元用于场内副
本，另一个用于场外副本）。

关于使用备用读取服务器
备用读取服务器用于读取最初由不同介质服务器写入的备份映像。
通过指定一台满足以下条件的备用读取服务器，可以避免在复制期间通过网络发送
数据：
■

连接到具有原始备份（源卷）的机械手的备用读取服务器。

■

连接到包含目标存储单元的机械手的备用读取服务器。

注意：备用读取服务器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注意：如果目标存储单元没有与备用读取服务器相连，则将通过网络发送数据。
图 3-3 显示了由备用读取服务器读取并由介质服务器 A、B、C 和 D 写入的非磁盘
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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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备份
映像
介质服务器 A：

一个介质服务器写入的磁带可以由其他介质服务器读取

由一台介质服务器写入
的磁带可由不同的
介质服务器读取。

介质服务器 B：

复制映像...

介质服务器 C：

备用
读取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 D：

关于使用高级复制配置
如果每个介质服务器都可以访问目标机械手中至少一个唯一驱动器，则可以使用高
级复制配置来独立地同时处理每一介质服务器（注意：来自单个配置文件的所有介
质都将从同一机械手中弹出）。通过为每个介质服务器配置一个单独的配置文件
（而不是使用高级复制配置），您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单一保管库内的
多个配置文件必须连续运行；因此，这可能会使您的带宽不够用。
注意：多台介质服务器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图 3-4 显示没有使用备用读取服务器，各个介质服务器分别读取并复制自己的备份
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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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每个介质服务器读取并复制自己的备份映像

备份映像
创建者...
介质服务器 A：

介质服务器 B：

介质服务器 C：

复制映像...

介质服务器 D：

指定“所有介质服务器”时，应当谨慎行事。例如，如果在配置文件的“选择备
份”选项卡上指定了“所有介质服务器”，并同时在“复制”选项卡上使用了“高
级配置”，请在“复制”选项卡的高级配置视图中为每个介质服务器创建一个条
目。
如果“选择备份”选项卡上列出的介质服务器多于在“复制”选项卡上列出的介质
服务器，则保管库会将高级视图中未列出的介质服务器写入的映像分配给第一个完
成其复制作业的介质服务器。如果第一个可用介质服务器位于网络上，那么大量的
数据将会通过网络发送。
另一个可能的后果（尽管不是那么严重）就是，在每次运行配置文件时，来自未配
置复制操作的介质服务器的备份映像可能被其他介质服务器复制。

关于使用指定介质服务器的存储单元
NetBackup 允许您创建一个没有指定介质服务器的存储单元（也就是说，可以将该
存储单元的介质服务器指定为“任何可用的”）。当作业使用这样的存储单元时，
NetBackup 将确定在作业运行时与存储单元配合使用的介质服务器。
如果目标存储单元被指定为使用“任何可用的”介质服务器进行保管库复制，则
NetBackup 可能会选择源介质服务器之外的另一个介质服务器来进行复制作业。如
果是这样，数据将通过网络发送。
因此，为避免通过网络发送复制，请使用指定了介质服务器的存储单元（也就是
说，不要使用被配置为使用“任何可用的”介质服务器的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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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复制吞吐量
通过添加驱动器，保管库可以同时运行多个复制会话，并为每个写驱动器启动一个
单独的复制作业 (bpduplicate)。
以下主题提供了有关多驱动器环境的信息：
请参见第 41 页的“关于基本多驱动器配置”。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不通过网络发送数据的多驱动器配置”。

关于基本多驱动器配置
在基本多驱动器配置中，具有相同数量的读/写驱动器、一个主服务器以及一个介质
服务器。存储单元挂接在介质服务器所驻留的主机上。为每个读/写驱动器对运行一
个复制进程。如果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驻留在不同的主机上，则将通过网络传送
介质副本数据。
图 3-5 显示了执行复制进程的多驱动器配置。
注意：只有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才允许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驻留在不同
的主机上。
图 3-5

备份
映像

使用多个驱动器增加吞吐量

读驱动器 = 3
写驱动器 = 3

复制映像...

存储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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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通过网络发送数据的多驱动器配置
在不通过网络发送数据的多驱动器配置中，配置包含相同数量的读/写驱动器、一个
主服务器以及多个介质服务器。在复制操作期间，将为每个读/写驱动器对运行单独
的复制进程。如果指定了备用读取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A）来读取要复制的映像，
并且目标存储单元也驻留在备用读取服务器（介质服务器 A）上，则不会通过网络
发送数据。
图 3-6 显示了不通过网络发送数据的配置。
注意：备用读取服务器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图 3-6

备份映像
创建者 ...

不通过网络发送数据的多驱动器配置

读驱动器 = 3
写驱动器 = 3

介质服务器 A：

三个 bpduplicate 进程并行运行
介质服务器 B：

备用
读取服务器

复制映像...

介质服务器 C：

介质服务器 D：

关于最大限度提高复制期间驱动器的使用率
为了最大限度提高驱动器的使用率，Symantec 建议您使用尽可能少的保管库作业
进行复制。
使用的配置文件越多，复制进程的效率就越低。在保管库连续作业的两个复制步骤
之间，驱动器将处于空闲状态，同时保管库将执行所有其他处理工作（选择映像、
备份目录库、生成报告）。使用尽可能少的保管库配置文件进行复制可以大大提高
效率。因此，如果您可以配置一个保管库配置文件来复制所有数据，则会减少空闲
时间，并且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驱动器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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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ault 5.0 和更高版本中，可以配置一个保管库配置文件来创建具有多个不同保留
映射的场外副本。通过此配置，一个保管库配置文件就可以执行全部复制操作，从
而使驱动器从第一个映像到最后一个映像持续工作，中间没有暂停。
请参见第 124 页的“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指定多个保留期限”。

关于临时卷池
临时池是一种可选卷池，用来确保将卷分配给需要它们的卷池。介质管理器将卷从
临时池移到另一个没有可用卷的池中，包括保管库池。失效的卷将被自动退回到临
时池中。
可以使用两种方式设置临时池，如下所示：
■

创建一个临时池，并向该池添加所有卷。然后创建其他所有卷池，但不要为其
分配任何卷。然后，介质管理器根据需要将临时池中的卷移到其他卷池中，并
将失效的卷退回到临时池中。

■

创建卷池并为其分配卷。然后创建临时池并为其分配卷。介质管理器根据需要
在临时池和其他卷池之间移动卷，并将失效的卷退回到临时池中。如果决定将
临时池添加到现有 NetBackup 配置，此方法是最好的选择。

临时池功能可能会影响入场介质的报告。如果使用临时池，即使“保管库的选取列
表”、“场外清单”和“所有介质清单”报告针对的是特定的保管库配置文件或会
话，它们也可能包括其他已失效并被移回该临时池的配置文件或保管库中的卷。
有关配置临时池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

关于组织报告
应确定是否要按机械手、保管库或按配置文件对保管库报告进行分组。您的决定将
影响使用卷组和卷池的方式。
保管库在场外卷组中搜索要包括在报告中的介质。出于同样的目的，它还会使用场
外卷池。因此，您可以使用场外卷组或场外卷池来组织每个机械手、保管库或配置
文件的介质。

关于按机械手组织报告
为了确保按机械手组织报告，每个机械手内的所有保管库均应使用同一场外卷组。
也就是说，每个机械手都有自己的场外卷组。该布局可以确保按机械手组织报告，
并在最大程度上重复使用磁带。一个机械手中的介质不会出现在另一个机械手的报
告上。
针对单个逻辑保管库的报告似乎不会一致，但此策略会最大限度地提高磁带返回以
重复使用的频率。每次为机械手的任何保管库内的任何配置文件生成“保管库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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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列表”报告时，来自该机械手的所有配置文件和逻辑保管库的磁带都可撤回，以
供重复使用（取决于配置文件共享场外卷池的方式）。

关于按保管库组织报告
为了确保保管库报告包括每个保管库的介质，请为机械手内的每个保管库指定一个
单独的场外卷组（也就是说，每个保管库都拥有自己的场外卷组），并为每个保管
库内的所有配置文件指定一个公用场外卷池（也就是说，保管库中的所有配置文件
均使用同一个场外卷池）。这样做可以确保每个报告均包含同一个保管库中的介
质。

关于按配置文件组织报告
如果希望报告中的一个介质对应一个配置文件，请对每个配置文件使用一个单独的
场外卷池。

关于跨多个机械手共享场外卷组的后果
如果来自多个机械手的配置文件共享一个场外卷组以及一个或多个场外卷池，则您
的保管库供应商将退回已从多个机械手弹出的一组磁带（用于一个“保管库的选取
列表”报告）。操作员需要确定应将哪些磁带弹入哪个机械手中。如果标识和弹入
磁带时出错，则可能会将不正确的介质弹入机械手，并且弹入的介质数量也可能不
正确。

关于定期生成丢失介质的报告
您应定期生成丢失介质的报告，以便可以撤回本应从场外保管库供应商处退回而尚
未退回的介质。
介质可能因以下原因被搁置在保管库中：
■

冻结的备份磁带永远不会失效。未失效的备份磁带不会出现在“保管库的选取
列表”中，并且不会从保管库中撤回。

■

备份磁带只在“保管库的选取列表”和“机械手的分发列表”中出现一次。如
果该报告中的磁带丢失并且未返回到机械手中，则该磁带永远不会再次列出以
供撤回。

■

您更改了场外卷组或卷池名称。例如，如果开始使用新的介质类型，就必须使
用一个新的卷池名称。如果更改了名称，介质可能会被搁置在场外，因为“保
管库的选取列表”是基于场外卷池和场外卷组的。不会列出与旧名称相关的介
质。
Symantec 建议您不要对组名称或池名称进行更改或重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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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77 页的“关于更改卷池和卷组”。
多久生成一次丢失介质的报告取决于您的业务情况。通常每周或每月生成一次就足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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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管库配置 NetBackup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为保管库配置 NetBackup

■

关于场外卷池

■

关于创建用于保管库的目录库备份日程表

■

关于设置用于保管库的主服务器属性

关于为保管库配置 NetBackup
在配置保管库前，必须在 NetBackup 中执行下列操作：
■

创建场外卷池。

■

创建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

您应当查看最佳做法信息。这些信息可帮助您确定如何设置和配置保管库。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应熟悉 NetBackup 的基本概念，如卷池和卷组、策略以及存储单元。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关于场外卷池
卷池按用法标识卷的逻辑组。保管库使用卷池来确定是否应弹出某个卷。包含将传
送到场外的映像的卷池称为“场外卷池”。在创建要发送到场外的映像时，请将它
们写到场外卷池中的介质。在保管库作业期间，保管库将在机械手中搜索与选择条
件匹配的映像。如果映像所在的介质位于场外卷池中，则保管库弹出该介质。
您至少需要两个专用的卷池，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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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卷池

保管库将从场外卷池弹出介质。请将要传输到场外的数据分配给场外卷
池中的介质。可以将在 NetBackup 策略作业中创建的原始备份映像分
配到场外卷池，也可以将保管库作业创建的复制映像分配到场外卷池。
具体使用多少个场外卷池与您的操作有关。

保管库目录库备份
卷池

如果将保管库目录库写入可移动介质，则应该使用专用于保管库目录库
备份的卷池。在介质管理器中配置卷池时，确保要设置“目录库备份”
属性。应只用一个保管库目录库备份卷池。保管库不要求使用专门的卷
池来存放其目录库备份。但是，如果不使用专用卷池，常规的 NetBackup
介质或目录库介质可能会弹出。

切勿将 NetBackup 卷池用于保管库介质。因为 NetBackup 卷池是默认的卷池，所
以如果您将其用于保管库，则可能向场外发送过多的数据。
请参见第 47 页的“创建卷池”。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卷池和卷组命名约定”。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将卷池与数据用途匹配”。
请参见第 43 页的“关于临时卷池”。

创建卷池
卷池是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介质和设备管理”>“介质”节点中配置的。
请确保为创建的卷池分配足够多的卷（如果存在临时池，则要分配到临时池）。
将卷分配给场外卷池后，该卷就一直保留在该池中，并在该池中循环使用（有临时
池的情况例外，此时会将卷退回到临时池中）。
有关卷池和为卷池分配卷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和
NetBackup 管理帮助。
创建卷池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介质和设备管理”>“介质”。

2

单击“操作”>“新建”>“卷池”。

3

在“添加新卷池”对话框的“池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新卷池的名称。
该名称不得超过 20 个字符，并且不能包含任何空格或特殊字符。

4

在“描述”文本框中，输入对该池的简短描述。

5

指定“部分已满介质的最大数目”。
您可以使用此选项为卷池中以下项的每种唯一组合指定卷池中的部分已满介质
数：
■

机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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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动器类型

■

保留级别

此选项不适用于“无”池、目录库备份池或临时卷池。
默认值为零，即对池中允许的已满介质数不加限制。

6

如果计划使用此卷池来备份 NetBackup 目录库，请选中“目录库备份池”复选
框。此复选框将创建一个专用目录库备份池，以用于目录库策略。专用目录库
卷池可减少目录库还原过程中所需的磁带数量，原因是目录库备份介质不会与
其他备份介质混用。

关于创建用于保管库的目录库备份日程表
NetBackup 使用类型为“NBU 目录库”的特殊备份策略执行目录库备份。为了执
行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保管库在“NBU 目录库”策略中使用类型为“保管库目录库
备份”的特殊日程表。
必须先在“NBU 目录库”策略中创建“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然后才能在保
管库中配置目录库备份步骤。
请参见第 48 页的“在现有策略中创建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
请参见第 84 页的““目录库备份”选项卡（“配置文件”对话框）”。
请参见第 29 页的“关于 NetBackup Vault 目录库要求和准则”。

在现有策略中创建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
可以在现有目录库备份策略中创建日程表，也可创建新的目录库备份策略和日程
表。可为每个策略创建多个“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而 NetBackup 环境中可
以包含多个 NBU-Catalog 策略。
必须为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指定存储单元，如果该存储单元使用可移动介质，则还必
须指定卷池。
如果创建一个目录库副本，则必须执行下列操作：
■

覆盖策略的存储单元，然后选择一个存储单元。

■

覆盖策略的卷池，然后选择专用的保管库目录库卷池（仅用于可移动介质）。

如果创建多个副本，则请选择存储单元和专用的保管库目录库卷池（仅用于可移动
介质）。
不需要指定磁盘存储单元的卷池。
前提条件如下：
■

创建 NBU-Catalog 类型的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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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在现有策略中创建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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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从中间窗格中，双击策略名称。

3

选择“日程表”选项卡。

4

单击“新建”。

5

有关可以配置的选项，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49 页的“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配置选项”。

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配置选项
表 4-1 显示了“NetBackup 目录库”策略的“日程表属性”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表 4-1

“日程表属性”选项卡配置选项

属性

描述

名称

输入日程表的名称。请使用可将其标识为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的名
称。

备份类型

选择“保管库目录库备份”。

多个副本

要创建目录库的多个副本，请选择“多个副本”，单击“配置”，然后
在“配置多个副本”对话框中为每个副本选择合适的属性。
只有在“NetBackup 目录库”策略'的“日程表属性”选项卡上选中“多
个副本”复选框，然后单击“配置”，才会出现“配置多个副本”对话
框。

覆盖策略存储单元

选择此选项，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存储单元。

覆盖策略卷池

如果存储单元位于可移动介质上，请选择此选项。然后选择用于场外目
录库备份的卷池（不适用于磁盘存储单元）。如果您使用的是介质管理
器存储单元，请使用保管库目录库专用的场外卷池。

保留

选择在目录库备份失效之后到从场外保管库撤回卷之前所经过的时间。
在“保留”时间过后，目录库备份介质会出现在保管库的选取列表或机
械手的分发列表上。保管库会撤回该介质，使其能够被再度用作目录库
备份介质

只有在 NBU 目录库策略的“日程表属性”选项卡上选中“多个副本”复选框，然
后单击“配置”，才会出现“配置多个副本”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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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对话框可创建保管库目录库备份的多个副本。对于介质管理器存储单元，所
有存储单元必须连接到同一个介质服务器。
表 4-2 介绍了用于目录库备份的“配置多个副本”对话框的配置选项。
表 4-2

“配置多个副本”对话框的选项

属性

描述

副本数

选择或输入并行创建的副本数。最多可创建的副本数为 4 个，或者是在
“最多备份副本数”字段中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指定的数目（如果
小于 4）。（在“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主服务器”>
server_name >“全局 NetBackup 属性”中配置）。默认情况下，该
值为 2：一个原始备份和一个副本。

如果此副本失败

一个副本失败时执行的操作：“继续”或“使所有副本失败”。
如果选择了“使所有副本失败”，则整个备份作业失败，并且不会生成
副本。如果时间允许，NetBackup 会自动重试作业。下次此策略的备份
时段开始时，NetBackup 将再次尝试运行备份（与日程表的频率无关）。
NetBackup 将多次尝试此操作，直到备份成功为止，只是在备份成功之
前可能会经过一个或多个备份时段。

复制作业的优先级

指定目录库副本的复制作业的优先级，范围从 0（最低）到 99,999（最
高）。每个副本的作业都将使用此优先级运行。

保留

选择在目录库备份失效之后到从场外保管库撤回卷之前所经过的时间。
在“保留”时间过后，目录库备份介质会出现在保管库的选取列表或机
械手的分发列表上。保管库会撤回该介质，使其能够被再度用作目录库
备份介质

存储单元

选择存储单元，以便向其中的资源写入目录库备份。

卷池

如果存储单元位于可移动介质上，则应选择用于场外目录库备份的卷池
（不适用于磁盘存储单元）。如果您使用的是介质管理器存储单元，请
使用保管库目录库专用的场外卷池。

关于设置用于保管库的主服务器属性
可以使用几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属性来控制保管库某些方面的功能。

设置保管库的最多作业数
保管库使用“最多保管库作业数”属性作为将作业排队的阈值。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可以配置“最多保管库作业数”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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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的“最多保管库作业数”属性。
请参见第 102 页的“关于同时运行多个会话”。
设置保管库的最多作业数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

2

展开“主机属性”。

3

选择“主服务器”。

4

在右边的窗格中，选择主服务器，然后选择“操作”>“属性”。

5

选择“全局属性”。

6

指定可在主服务器上保持活动状态的最多保管库作业数。
最多保管库作业数越大，使用的系统资源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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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配置保管库

■

关于保管库配置

■

关于配置方法

■

关于配置保管库管理属性

■

在保管库中配置机械手

■

“保管库机械手”对话框选项

■

关于创建保管库

■

“介质访问端口”对话框

■

创建保留映射

■

关于创建配置文件

■

创建配置文件

■

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

关于配置保管库
配置保管库包括配置机械手、保管库和配置文件。但是，在配置保管库之前，必须
首先配置保管库将使用的卷池和目录库备份日程表。
请参见第 46 页的“关于为保管库配置 NetBackup”。
然后，在配置保管库配置文件后，请配置用于预定保管库作业运行时间的策略。
请参见第 98 页的“关于预定保管库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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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NetBackup 和保管库之前，请查看最佳做法信息。这些信息可帮助您确定如何
设置和配置保管库。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关于保管库配置
必须对有关 NetBackup 一般配置的信息有所了解才能设置和使用 NetBackup Vault。
收集和记录有关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存储单元的相应信息以及机械手信息。这
样，当您开始配置保管库时，可以使用这些信息。

配置关于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存储单元的信息
收集与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机械手设备有关的以下信息，在保管库的各个配置
选项中将会使用这些信息：
表 5-1

配置信息

属性

描述

主服务器主机名

安装了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保管库的主机服务器的名称。

主服务器的操作系统级别

位于安装了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系统上的操作系统版本。

介质服务器的数目

与该主服务器关联的介质服务器的数目。

介质服务器名称

对要用于保管过程的驱动器进行控制的每台介质服务器的名称。该服务器还应在
NetBackup 配置中绑定到一个存储单元。对于 NetBackup，挂接在服务器上的所有驱
动器（给定介质类型）被定义为一个存储单元，这是 NetBackup 的推荐配置。
对于所有介质服务器，均应配置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
请参见第 58 页的“添加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

介质服务器的操作系统级别

安装了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主机上操作系统的版本。

机械手设备的类型

与每个介质服务器关联的机械手设备。请使用合适的 NetBackup 术语（例如 TLD、
ACS、TL8）来标识设备，或指定每个设备的实际硬件生产商和型号名。

存储单元名称

与每个介质服务器关联的 NetBackup 存储单元。您可以使用 bpstulist -U 命令生
成现有存储单元的列表。请考虑在每个存储单元中有多少个驱动器要用于保管库会话。
您可以选择在运行复制时保留一些驱动器供还原或备份使用。

驱动器数目

每个存储单元中驱动器的数目。磁带到磁带的复制需要驱动器成对出现：一个用于读
取，一个用于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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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信息
收集每个机械手的以下信息。尽管为保管库配置机械手并不需要以下信息，但这些
信息可以帮助您对配置进行计划，以便有效地使用资源。
机械手的属性如下：
表 5-2

机械手信息

属性

描述

ACSLS 服务器

ACSLS 服务器的名称。仅限 StorageTek。

ACS 编号

该机械手相应的 ACS 编号。通过使用介质管理器 tpconfig 命令或使用 ACSLS 控制台命令（如
query acs all 或 query lsm all），您可以获取此信息。仅限 StorageTek。

LSM 编号

该机械手相应的 LSM 编号。通过使用介质管理器 tpconfig 命令或使用 ACSLS 控制台命令（如
query acs all 或 query lsm all），您可以获取此信息。仅限 StorageTek。

MAP 容量

介质访问端口（也称为盒式访问端口）的容量。在 StorageTek 系统上，可以使用 ACSLS 命令
query cap all 从 ACSLS 控制台获取此信息。

MAP 编号

介质访问端口的标识符。在 StorageTek 系统上，可以使用 ACSLS 命令 query cap all 从
ACSLS 控制台获取此信息。

关于配置方法
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来配置保管库。或者，也可以在 UNIX 系统上使用
“保管库管理”菜单用户界面（通过终端窗口中的 vltadm 命令启动）。以下说明
描述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配置保管库的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必须使用“保管库管理”菜单界面来配置保管库，如下所述：
■

您必须从远程系统（没有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连接到安装了 NetBackup 主
服务器的 UNIX 系统。例如，如果必须使用电话拨号上网，则可能需要使用终端
窗口并使用“保管库管理”界面。

请参见第 182 页的“关于“保管库管理”界面”。
NetBackup Vault Manager (nbvault) 管理保管库活动，并对保管库机械手、保管
库以及配置文件配置信息的访问进行仲裁。为了保证保管库工作正常，NetBackup
Vault Manager 必须始终运行。由于 NetBackup Vault Manager 能对访问进行仲裁，
因此您可以运行不止一个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实例。如果某个管理界面或 Vault
命令实例尝试更改配置信息，而另一个实例正在更改此信息，则保管库将提示用户
使用“刷新”选项重新加载信息。
版本早于 6.0 的保管库不使用 NetBackup Vault Manager 对保管库配置的访问进行
仲裁，并且此版本的保管库同样不支持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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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配置保管库管理属性
“保管库管理属性”指定用于事件通知的电子邮件地址、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所
有保管库的报告属性及其保留级别映射。
使用该对话框中的以下选项卡来配置“保管库管理属性”：
■

请参见第 55 页的““常规”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

■

请参见第 56 页的““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

■

请参见第 58 页的““保留映射”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

■

请参见第 59 页的““报告”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

“常规”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
下面介绍“常规”选项卡中的选项：
表 5-3

“常规”选项卡配置选项

属性

描述

用于会话状态通知
的电子邮件地址

每个保管库会话结束后，都会发送一份电子邮件通知。此通知以 summary.log 文件的形式提供
保管库会话的摘要，并提供操作状态。电子邮件的主题行格式如下所述：
保管库状态 status_code [robot_number/vault/profile] (MasterServer)
默认情况下，该电子邮件将发送到安装了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系统上的 root 或管理员用户帐
户。如果在“用于通知会话状态的电子邮件地址”字段中输入了电子邮件地址，则电子邮件将会
发送到这些地址，而不会发送给 root 用户。不能禁用会话状态通知。
如果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不止一个，请用逗号将其分隔开。

用于弹出通知的电
子邮件地址

弹出开始和完成时，系统会向“用于弹出通知的电子邮件地址”字段中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
弹出通知（弹出开始时的通知中包括待弹出介质的列表）。
“弹出”选项卡上的每个配置文件和“保管库机械手”对话框中的所有机械手都配置了弹出通
知，“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常规”选项卡上的“保管库”还全局配置了弹出通知。保管库
会将通知发送到按此顺序找到的第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可以在每个地方配置不同的地址。
如果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不止一个，请用逗号将其分隔开。

弹出介质，按以下
内容排序

可以选择按照字母顺序或截止日期弹出介质。默认情况下，保管库按字母顺序弹出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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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出场介质报告的回
顾天数

可以输入一个天数，配置文件将运行以搜索该天数范围内将包含在出场介质报告中的映像，天数
是以配置文件运行时间为基数倒推的。此设置可以缩短生成报告的时间，原因是保管库会在较少
的映像数据库记录中搜索以确定弹出的介质上有哪些映像。默认情况下，保管库会搜索整个映像
数据库。
指定一个值不会影响是否将介质弹出并进行保管。但是，如果弹出的卷上的映像早于指定的期
限，则出场介质报告中不会列出此映像。

有关在“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中配置“常规”选项卡选项的相关过程，请参见
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56 页的“配置“保管库管理属性”的“常规”选项卡”。

配置“保管库管理属性”的“常规”选项卡
在“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中，使用“常规”选项卡配置以下信息：
■

用于会话状态通知的电子邮件地址。

■

用于所有配置文件的弹出通知电子邮件地址。

■

弹出介质的排序顺序。

■

出场介质报告的报告期限。
请参见第 172 页的“关于设置电子邮件”。

在“常规”选项卡上配置常规保管库管理属性

1

在“保管库管理”中，选择“操作”菜单中的“保管库管理属性”。

2

在“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常规”选项卡。

3

输入信息，或选择适当选项。

请参见第 55 页的““常规”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

“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
使用“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可添加 NetBackup 介质服
务器的备用名称。
添加介质服务器的备用名称可以简化配置，并有助于确保选择所有可用于保管的映
像。保管库将展开“服务器名称组”中出现的任何一个名称，以便包括该组中的所
有名称。
对于每台介质服务器，应添加完全限定名称、短名称、引用它的存储单元所使用的
每个名称以及识别介质服务器曾依据的任何其他名称。如果服务器中具有多个网络
接口卡 (NIC)，还应添加与每个 NIC 关联的所有服务器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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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创建包括不同服务器的服务器名称组。这样，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选
择备份”选项卡的“介质服务器”字段中，您只需指定服务器名称组（而不是个别
服务器）。以这种方式使用“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对话框，您就可以使用一个名
称指定多个服务器。如果要从多个服务器复制映像，该名称非常有用。
如果所有保管库均使用默认值“所有介质服务器”，则无需指定备用介质服务器名
称。

关于备用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介质服务器可能有不止一个名称。例如，服务器可以具有完全限定名称、简称以及
多个网络接口卡，每个接口卡都有自己的名称。如果一个介质服务器有多个存储单
元，那么每个存储单元都可以对该介质服务器使用不同名称。
如果一个介质服务器有多个名称，则其备份的映像可以由备用名称来识别。如果仅
指定该介质服务器的一个名称，则不会保管由其他名称识别的映像。
如果指定介质服务器（即，指定不同于默认值“所有介质服务器”的设置），则可
以简化“选择备份”配置。所有介质服务器）。要添加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只需
在“配置文件”对话框中“选择备份”选项卡的“介质服务器”字段中指定一个名
称即可。如果不添加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则必须指定与“选择备份”选项卡上的
每个介质服务器相关的所有名称。

关于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的考虑事项
请注意以下与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关联的内容：
■

指定的目标存储单元中必须有足够的驱动器来满足复制的需求。否则，会有出
现死锁情况的危险。

■

指定的介质服务器必须具有访问目标存储单元的权限。否则，也会出现死锁情
形，您的保管库作业将失败。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请使用“选择备份”选项
卡上的“介质服务器”条件，确保只选择某些介质服务器上的备份。

■

如果多个复制规则使用属于某个服务器名称组的不同介质服务器名称，保管库
只会处理第一个复制规则，后面的规则不会得到处理。同时，由于复制规则的
介质服务器名称已展开以包括组中的所有介质服务器名称，因此，所有存储单
元（使用这些介质服务器名称）写入的所有映像将由使用组中任意名称的第一
个复制规则处理。所有映像都将得到处理，但只是由第一个复制规则处理。

■

取决于正在使用的介质服务器，您的配置可以通过网络发送数据。

Symantec 建议为每个服务器仅指定一个目标存储单元。如果指定多个目标存储单
元，由于保管库没有选择将副本映像发送到哪个目标存储单元的机制，因此可能会
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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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
可按照以下过程添加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
添加备用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1

在“保管库管理”中，选择“操作”菜单中的“保管库管理属性”。

2

在“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选项卡。

3

在“介质服务器名称”窗口下方的区域中，输入介质服务器的所有备用名称
（用逗号分隔）。然后单击“添加”。
■

若要删除之前添加的介质服务器名称组，请将其选中，然后单击“删除”。

■

若要更改之前添加的名称组，请将其选中，然后单击“更改”。

每个服务器名称组应在“介质服务器名称”窗口中占一行。

4

单击“确定”。

“保留映射”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
全局保留映射。
在“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中，使用“保留映射”选项卡可以配置所有保管库的
备用保留期限。
请参见第 58 页的“配置全局保留映射”。
请参见第 59 页的“关于保留映射”。

配置全局保留映射
使用以下过程可通过“保留映射”选项卡配置全局保留映射。
配置全局保留映射

1

单击“保管库保留级别”列中要更改的字段。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保留级别。

3

对所有要更改的级别重复此操作。

4

单击“确定”。
请参见第 59 页的“关于保留映射”。
请参见第 124 页的“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指定多个保留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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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留映射
使用保留映射，可以为基于原始映像保留级别的复制映像分配保留级别。例如，如
果原始映像的保留期限为两周，则可以配置映射，使传输到场外的复制映像的保留
级别达到七年。
可以在以下两个地方配置保留映射：
■

“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的“保留映射”选项卡（全局）

■

“保管库”对话框的“保留映射”选项卡（特定于保管库）

默认情况下，每个保留级别都映射到它本身（也就是说，保留级别 0 映射到 0，1
映射到 1，依此类推）。
要使用保留映射，必须在复制期间为保留级别指定“使用映射”。可以为一些复制
规则指定常规保留期限计算，而为其他复制规则指定替代保留映射。保管库按照从
具体到全局的顺序使用保留映射。如果特定于保管库的保留映射不存在，保管库将
使用全局保留映射。
复制映像的保留级别基于主备份映像的保留级别。保留期限从主备份映像创建之日
开始，而不是从复制映像创建之日算起。
如果创建主备份映像的备份策略已不存在，则对该映像的复制将失败，作业会继续
进行，但将报告状态 306（报管库复制部分成功）。
保留映射只适用于复制，不适用于对原始 NetBackup 映像进行保管。

“报告”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
使用“报告”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可以配置以下各项：
■

希望在配置文件运行时生成的每个报告。

■

自定义报告标题。

■

每个报告的目标位置（电子邮件、打印机和保存位置）。

在此选项卡上配置的值将被传播到所有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可以覆盖在该
选项卡上为有关任何配置文件的任何报告所配置的值。
请参见第 59 页的“更改报告属性”。

更改报告属性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更改报告属性”对话框中更改报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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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报告属性

1

双击某个报告。

2

在“更改报告属性”对话框中，选择选项并输入必要的信息。
如果更改了标题，在管理控制台中查看保管库报告时，新标题将会显示在“报
告”选项卡和“报告类型”列表框中。
要合并报告并更改标题，请为所有要为其合并报告的配置文件使用相同的标
题。报告中会打印标题；如果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该标题还将显示在电子
邮件主题行中。
请参见第 43 页的“关于组织报告”。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关于报告”。

在保管库中配置机械手
使用“保管库机械手”对话框指定并配置保管库要从中弹出介质的机械手。保管库
机械手包含具有要储存在场外的映像的介质；该介质将被弹出以便传输到保管库
中。上述映像可能是备份作业期间创建的原始映像，也可能是由保管库复制作业创
建的复制映像。
可以选择 NetBackup 能够识别并且有关联的存储单元的任何机械手。NetBackup
为其识别的每个机械手各分配一个编号，而合格的机械手能被保管库识别。
在保管库中配置机械手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保管库管理”。

2

打开“操作”菜单，并选择“新建”>“新建保管库机械手”。

3

在“新建保管库机械手”对话框中，输入信息或选择适当的值。
请参见第 60 页的““保管库机械手”对话框选项”。

“保管库机械手”对话框选项
表 5-4 包含了“新建保管库机械手”对话框的字段描述。
机械手配置信息

表 5-4
属性

描述

机械手编号

介质管理器分配的机械手编号。介质管理器为其识别的每个机械手各分配一个
编号，而合格的机械手能被保管库识别。系统将根据所选的机械手编号自动填
写其他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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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机械手名称

机械手的名称。此名称是在介质管理器中配置的，保管库使用该信息来填充
“机械手名称”字段。

机械手类型

介质管理器中配置的机械手类型。保管库使用该信息来填充“机械手类型”字
段。

机械手控制主机

控制机械手的主机的名称。输入控制机械手的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使用“保管库管理属性”中用于弹出
通知的电子邮件地址

选择使用全局弹出通知电子邮件地址，或者输入电子邮件收件人（用逗号、分
号或空格分隔），以便在弹出开始和结束时用来接收通知。
“弹出”选项卡上的每个配置文件和“保管库机械手”对话框中的所有机械手
都配置了弹出通知，“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常规”选项卡上的“保管
库”还全局配置了弹出通知。保管库会将通知发送到按此顺序找到的第一个电
子邮件地址。可以在每个地方配置不同的地址。

请参见第 60 页的“在保管库中配置机械手”。

关于创建保管库
配置机械手后，可以使用“保管库”对话框创建并配置保管库。
■

请参见第 61 页的“创建保管库”。

■

请参见第 62 页的“关于配置“保管库”对话框属性”。

请参见第 16 页的“关于保管库如何使用卷组和卷池”。

创建保管库
以下是创建保管库的要求：
■

保管库中必须至少已配置了一个机械手。

■

一个机械手可以包含多个保管库，但一个保管库不能跨越多个机械手。因此，
如果为保管库配置三个 TLD 机械手（未通过直通设备连接在一起），则必须至
少定义三个逻辑保管库，每个 TLD 机械手一个。

■

保管库中卷的密度必须相同。如果某个机械手所含卷的密度不同，而您要为保
管库使用所有卷，则该机械手必须为每个卷密度配备单独的保管库。

可按照以下过程创建保管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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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保管库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保管库管理”。

2

选择“保管库管理”树中的一个机械手。

3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新建”>“新建保管库”。

4

在“保管库属性”选项卡的“配置保管库”对话框属性中，为每个字段输入或
选择值。
请参见第 62 页的“关于配置“保管库”对话框属性”。

5

在“保留映射”选项卡上，输入或选择每个字段的值。

6

单击“确定”。

关于配置“保管库”对话框属性
保管库是一种逻辑实体，它是指机械手内可移动介质驱动器（通常为磁带驱动器）
的集合。可以使用保管库组织出场数据。例如，可将一个保管库用于薪资数据，另
一个保管库用于客户数据。
可以使用“保管库”对话框的选项卡配置保管库：
■

请参见第 62 页的““保管库属性”选项卡选项（“保管库”对话框）”。

■

请参见第 64 页的“创建保留映射”。

“保管库属性”选项卡选项（“保管库”对话框）
使用“保管库”对话框的“保管库属性”选项卡可以配置保管库的属性。
如果您正在配置 ACS 机械手中的保管库，还可以配置用于弹出操作的介质访问端
口 (MAP)。
请参见第 89 页的“关于 ACS MAP”。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保管库范例”。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首选保管策略”。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卷池和卷组命名约定”。
表 5-5 列出了可以在“保管库”对话框中配置的“保管库”对话框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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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保管库对话框配置选项

属性

描述

更改

（仅适用于 ACS 机械手）用于为弹出操作配置介质访问端口的选项。如果单击“更改”，即会
出现“介质访问端口”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的“要使用的介质访问端口”列表中添加或删除
MAP。

多个介质的容器

选择介质是否存储在场外存储位置的容器中。

客户 ID

选择 Iron Mountain 作为保管库供应商时您的客户标识。针对每个逻辑保管库，您可以有单独的
客户 ID。

第一个场外插槽 ID 场外保管库中第一个插槽的 ID。此 ID 通常由保管库供应商提供。保管库供应商通常使用场外插
槽 ID 来跟踪介质。如果您的供应商不使用这些标识符，则您可以使用默认的第一个场外插槽 ID
（该 ID 为 1）。场外插槽 ID 只有在给定的保管库中才是唯一的。
插槽 ID 是从起始插槽编号开始连续分配的。请确保保管库中介质的编号不超过保管库供应商分
配的插槽 ID 的范围。在每个会话中，保管库从场外插槽 ID 开始向上计数，查找不再使用的插
槽。保管库总是用刚完成保管的介质填补间隔。
如果为同一家保管库供应商定义了多个保管库，请在多个保管库之间划分所分配插槽的范围。例
如，如果保管库供应商分配的范围是 1-2000，并且为此保管库供应商定义了 3 个保管库，那么
您可以将范围 1-499 分配给保管库 1，将 500-999 分配给保管库 2，将 1000-2000 分配给保管库
3（假设保管库 3 用于保管的磁带最多）。
要使用的介质访问
端口

（仅适用于 ACS 机械手）用于为当前保管库弹出介质的介质访问端口 (MAP)。要选择或更改所
使用的 MAP，请单击“更改”。
在“关于介质访问端口”对话框中，选择要使用的 MAP。

场外卷组

场外卷组的名称。场外卷组表明介质位于场外存储位置中。该名称应描述数据、保管库供应商、
保管库位置或其组合，以便您轻松地标识卷组。保管库将每个弹出介质的片段从机械手卷组移到
一个独立的卷组（即不受机械手控制的卷组）中。如果该场外卷组不存在，则会在保管库会话期
间进行创建。场外卷组名最多可以包含 25 个字符。
如果该场外卷组不存在，则会在保管库会话期间进行创建。

机械手卷组

与此保管库的机械手关联的卷组的名称。机械手卷组是指示介质驻留在机械手中的组。通常，
NetBackup 会在将介质添加到机械手中时创建机械手卷组。磁带库可以包含多个卷组中的卷，因
此机械手可以有多个与其关联的机械手卷组名。

单个介质的插槽

选择介质是否存储在场外存储位置的插槽中。如果选择插槽，则必须填写“第一个场外插槽 ID”
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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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保管库名称

保管库的名称。名称应反映其用途。例如，如果您创建的保管库主要是为了复制并保管来自财务
部的记录，则可以将该保管库称为 Finance。保管库名称最多可以包含 25 个字符。
保管库名称区分大小写。

注意：Microsoft Windows 系统上的目录名称不区分大小写。因此，会在同一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目录中为名称中仅大小写形式不同的两个或更多个保管库创建
会话目录。
保管库供应商

场外保管库供应商的名称（例如，Iron Mountain）。如果选择 Iron Mountain，则还可以对保管库
进行配置，以便将介质列表转换为格式符合 Iron Mountain 的电子处理规范的文件。然后可以将
此文件发送到 Iron Mountain，以对介质列表进行电子处理。
请参见第 92 页的““报告”选项卡（“配置文件”对话框）”。

“介质访问端口”对话框
此对话框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中的 ACS 机械手。使用此对话框
可以配置用于弹出操作的介质访问端口 (MAP)。

创建保留映射
对于特定于某一保管库的保留映射，请使用“保管库”对话框的“保留映射”选项
卡为特定的保管库配置替代保留期限。
要配置所有保管库的保留映射，请查看“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中的“配置保留
映射”选项卡。
请参见第 58 页的““保留映射”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
默认情况下，打开“保管库”对话框的“保留映射”选项卡时，“使用‘保管库管理
属性’中的保留映射”选项即已选中，这表示将用“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的“保
留映射”选项卡中的值填充此选项卡。
配置保留映射

1

如果“使用‘保管库管理属性’中的保留映射”已选中，请单击以清除该复选框。

2

单击“保管库保留级别”列中要更改的字段。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保留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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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所有要更改的级别重复此操作。

5

单击“确定”。
请参见第 59 页的“关于保留映射”。
请参见第 124 页的“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指定多个保留期限”。

关于创建配置文件
在配置保管库后，可以使用“配置文件”对话框创建配置文件并对配置文件进行配
置。
参见下列信息以创建并配置保管库配置文件：
■

请参见第 65 页的““配置文件”对话框”。

■

请参见第 66 页的“关于所需的配置文件数量”。

■

请参见第 66 页的“创建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对话框
保管库配置文件是一种用于保管库作业的模板，其中含有选择、复制和弹出介质的
规则。一个配置文件与一个特定的保管库关联，而且每个保管库必须至少有一个配
置文件。一个保管库可以包含多个配置文件，尽管同一保管库内的两个配置文件不
能同时运行。如果每个配置文件均位于不同的保管库中，并且每个配置文件都使用
不同的场外卷池，则两个不同的配置文件可以同时运行。
所有配置文件都将选择映像（即“选择备份”）。
创建新的保管库配置文件时，必须至少选择下面的一个配置文件选项：
■

复制

■

目录库备份

■

弹出

其他选项是可选的，因此可根据需要将保管库任务分解为单独的作业，从而使用不
同的作业来完成不同的任务。例如，您可以每天使用一个作业来选择和复制映像，
而每周使用另一个作业来弹出介质和生成报告。
在配置过程中，可以随时选择或取消选择任何一个配置文件选项。
创建配置文件后，请使用保管库策略预订运行时间。
请参见第 98 页的“关于预定保管库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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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所需的配置文件数量
所需的配置文件数量与操作有关。如果有多个保管库，则就有多个配置文件。
要确定所需的配置文件数量，请使用下列条件：
■

如果按照常规日程表（如每天或每周）复制和弹出介质，则只需一个配置文件。

■

如果每天复制映像并且每周弹出，则需要两个配置文件，一个用于复制，另一
个用于弹出介质并生成报告。

■

如果对原始映像进行保管，则只需一个配置文件来选择备份、弹出介质和生成
报告。

Symantec 建议在进行复制时尽可能少用保管库作业。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最大限度提高复制期间驱动器的使用率”。

创建配置文件
一旦确定了保管库操作所需的配置文件数量，就可以使用“新建配置文件”对话框
创建第一个配置文件了。
创建配置文件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一个保管库。从“操作”菜单中选择“新
建”>“新建配置文件”。

2

在“新建配置文件”对话框的“名称”字段中，为配置文件键入一个名称。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描述性名称。配置文件名称区分大小写。

3

选择希望该配置文件执行的步骤。
必须至少选择一个步骤。但是，您可以在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时更改这些选
项。由于您必须总是配置选择备份步骤，该步骤不会显示在此对话框中。

4

单击“确定”。
显示“新建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名称”对话框，这表明可以对配置文件进行配
置了。

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
创建了配置文件后，“新建配置文件: profile name”对话框即会出现。
“新建配置文件”对话框包括以下五个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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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新建配置文件”对话框的选项

属性

描述

“选择备份”选项
卡

用于指定选择备份映像的条件。

“复制”选项卡

您可以使用它配置对所选备份映像进行的复制。

“目录库备份”选
项卡

用于选择用于创建保管库目录库备份的目录库备份策略和日程表。为了
提高灾难恢复的效率，每次保管数据时，都应保管新的目录库备份。

“弹出”选项卡

您可以使用它指定保管库应在哪些场外卷池中查找要弹出的介质。

“报告”选项卡

您可以使用它选择生成哪些报告。

配置文件必须选择映像（选择备份）。其他步骤是可选的，因此如果您愿意，可以
将任务分解为单独的作业，从而使用不同的作业完成不同的任务。例如，您可以每
日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来选择和复制映像，而每周使用另一个配置文件来弹出介质和
生成报告。
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

1

如果未显示“配置文件”对话框，请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窗口中选择一个
配置文件，然后选择工具栏中的“更改”图标。

2

选择要配置的每个步骤对应的选项卡，然后填写字段。

3

单击“确定”。
请参见第 67 页的“关于使用“选择备份”选项卡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

关于使用“选择备份”选项卡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
使用“选择备份”选项卡可以配置搜索操作来查找要进行保管的映像。在可以设置
的条件中，最基本的条件是时段。为了进一步限定要进行保管的映像的搜索范围，
可选择“属性”和“位置”来配置高级选项。这两个条件的默认设置是取消选择复
选框，这意味着对要进行保管的映像的搜索将包含该特定字段中的所有条件。“属
性”字段中的条件是用来限定搜索范围的逻辑条件。“位置”字段中的条件代表要
备份的映像的物理位置。
保管库将 NetBackup 数据库中的映像与“选择备份”选项卡中定义的条件相比较，
并生成符合条件的映像的列表。映像选择过程将选择 NetBackup 目录库中符合“属
性”和“位置”下所选条件的所有映像（即使映像位于不同的保管库中）。您在
“配置文件”对话框的其他选项卡中指定的条件会确定保管库是包括还是排除选定
的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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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选择备份”选项卡，可以快速配置为配置文件选择条件的方式。如果要尽量
扩大搜索范围，应该使“属性”和“位置”复选框保留空白和默认状态。这会使配
置文件中包含所有条件。也可以仅使用“属性”字段中的条件来限定搜索范围，或
使用“位置”字段中的条件来搜索物理位置。最后，您可以用“属性”和“位置”
字段中的各种条件将搜索限制在非常具体的范围内。
映像选择过程可以选择目录库备份映像。但是，如果您正在复制映像，则保管库不
复制现有的目录库映像。保管库将弹出包含这些映像的介质（如果该介质被分配给
“弹出”选项卡上“场外卷池”列表中列出的卷池）。

请参见第 68 页的““选择备份”选项卡配置选项”。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关于将进行保管的映像的列表”。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重叠配置文件中的时段”。

“选择备份”选项卡配置选项
表 5-7 介绍“选择备份”选项卡中可以用来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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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选择备份”选项卡配置选项

属性

描述

属性

一种过滤器，在搜索要进行保管的映像时，通过它可以选择要使用哪些逻辑属性。默认情况下，
如果没有选中复选框，则搜索包含此字段中的所有条件。

备份策略

用于选择备份映像的策略列表。如果在“属性”字段中选择此条件则启用，如果未选中“属性”
复选框时则使用默认设置。
要更改备份策略，请单击“更改”，然后选择要包含在该配置文件中的备份策略。策略基于用于
备份的存储单元。由于存储单元与特定机械手编号相关，因此请按机械手设备来选择策略。

备份已开始

相对于会话开始时间的时段，配置文件将从该时段中选择备份。
该时间相对于会话的时间而言，以天和小时为单位表示。例如，假设存在以下设置：
■

介于 8 天 0 小时前

■

和 1 天 0 小时前之间

如果会话开始于 10 月 12 日下午 1:00 点，则从 10 月 12 日往回计算。保管的备份将是介于 10
月 4 日下午 1:00 点（8 天前）和 10 月 11 日下午 1:00 点（1 天前）之间开始的备份。
如果选择将原始备份映像发送到场外，则默认时间范围介于会话运行前 8 天和 1 天之间。如果复
制映像，默认时间范围介于 7 天和 0 天之间。
基本磁盘

基本磁盘路径的列表，采用 <server>:<path> 的形式。选择“基本磁盘”可将搜索范围限定至
选中的路径中。只要映像的主副本驻留在任何一个选中的基本磁盘路径中，该映像就会被选中进
行复制或保管。

注意：此列表中的个别基本磁盘还会在括号中显示存储单元名称，例如 <server>:<path>
(storage unit)。
如果在“位置”字段中选择了此条件，则此选项将被启用，如果未选中“位置”复选框，则使用
默认设置。要更改基本磁盘，请单击“更改”，然后选择要包含在该配置文件中的基本磁盘。默
认情况下会选择“包括所有基本磁盘”。
只要映像的主副本驻留在任何一个指定的基本磁盘中，就会选中该映像进行复制或保管。
更改

该选项用来显示一个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可更改“属性”或“位置”字段中选中的任何条件。

客户端

要为其选择备份映像的客户端。如果在“属性”字段中选择此条件则启用，如果未选中“属性”
复选框则使用默认设置。
要更改客户端，请单击“更改”，然后选择要包含在该配置文件中的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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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磁盘池

磁盘池的列表，在搜索要复制或保管的映像时，可在其中选择搜索所包括的磁盘池。如果在“位
置”字段中选择此条件则启用，如果未选中“位置”复选框则使用默认设置。要更改磁盘池，请
单击“更改”，然后选择要包含在该配置文件中的磁盘池。默认情况下会选择“包括所有磁盘
池”。
只要映像的主副本驻留在任何一个指定的磁盘池中，就会选中该映像进行复制或保管。

注意：此列表中的单个磁盘池还会在括号中显示存储单元名称，例如 disk pool (storage unit)。
位置

一种过滤器，在搜索要进行保管的映像时，通过它可以选择要搜索哪些物理位置。默认情况下，
如果没有选中复选框，则搜索包含此字段中的所有条件。

介质服务器

从中选择备份映像的介质服务器。如果在“属性”字段中选择了此条件，则此选项将被启用，如
果未选中“属性”复选框，则使用默认设置。（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只要
映像主副本的介质服务器符合此列表中选定的任何值，就会选择该映像进行复制或保管。
要更改介质服务器，请单击“更改”，然后选择要包含在该配置文件中的介质服务器。

保留级别

保留级别的列表，可以用它们进一步限定搜索条件。只要映像主副本的保留级别符合此列表中选
中的任何值，就会选中该映像进行复制或保管。
如果在“属性”字段中选择此条件则启用，如果未选中“属性”复选框则使用默认设置。
要更改保留级别，请单击“更改”，然后选择要包含在该配置文件中的一个或多个级别。默认情
况下会选择“包括所有保留级别”。

日程表

用于选择备份的日程表列表。如果在“属性”字段中选择此条件则启用，如果未选中“属性”复
选框则使用默认设置。
要更改默认设置，请单击“更改”，然后选择要包含在该配置文件中的日程表。日程表基于用于
备份的存储单元。由于存储单元与特定机械手编号相关，因此请按机械手设备来选择日程表。

源卷组

此选择条件包含一个“卷组”列表，从这些卷组中可选择备份映像。如果在“位置”字段中选择
此条件则启用，如果未选中“位置”复选框则使用默认设置。要更改默认设置，请单击“更改”，
然后选择要包含在该配置文件中的卷组。
选择“源卷组”可将映像的搜索范围限定于所有卷组或您选择要包括在搜索中的特定卷组。通
常，如果主服务器可以访问多个机械手，并且需要将一个机械手中的介质上的映像复制到另一个
机械手的介质上，则可以指定“源卷组”。读取的映像位于一个机械手的“源卷组”内。这些映
像将写入到另一个机械手的“机械手卷组”内的介质中。
如果从任何所选的卷组的介质中找到映像的主副本的任何片段，则会选择该映像进行复制或保
管。

注意：如果要在此配置文件中排除所有磁带映像，请选中“全部排除”复选框。这意味着，从
“卷池”条件中进行的选择将不起作用，因为两者都会应用到磁带映像。因此，如果为“源卷
组”选择了“全部排除”，就自然而然地为“卷池”选择了“全部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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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备份类型

配置文件所捕获的备份的类型（完全、增量式等）。如果在“属性”字段中选择此条件则启用，
如果未选中“属性”复选框则使用默认设置。
要更改默认设置，请单击“更改”，然后选择要包含在该配置文件中的备份类型。根据在
NetBackup 策略管理中配置的不同备份类型，您可以选择备份类型。只有那些为其配置了策略的
类型才可供选择。如果要对所有类型的备份进行保管，则请接受默认设置。这是一个可选条件。

卷池

卷池的列表，搜索要复制或保管的映像时，您可在其中选择搜索所包括的卷池。如果在“位置”
字段中选择此条件则启用，如果未选中“位置”复选框则使用默认设置。要更改卷池，请单击
“更改”，然后选择要包含在该配置文件中的一个或多个卷池。默认情况下会选择“包括所有卷
池”选项。要更改默认设置，请单击“更改”，然后选择要包含在该配置文件中的卷池。
选择“卷池”可将映像搜索限制于所有卷池中或您选择在搜索中包括的卷池中。如果在来自任何
选中的卷池的介质中找到映像主副本的任何片段，就会选中该映像进行复制或保管。

注意：如果要从此配置文件中排除所有磁带映像，请选中“全部排除”复选框。这意味着“源卷
组”条件中的选择不起作用，原因是这两者都应用于磁带映像。因此，如果为“卷池”选择了
“全部排除”，就自然而然地为“源卷组”选择了“全部排除”。

“复制”选项卡
使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复制”选项卡可以配置用于复制映像的规则以及其他
复制属性。复制规则用于指定要创建的副本数、存储单元、场外卷池、保留期限、
介质服务器（仅适用于高级配置）以及映像副本失败时的操作（仅适用于多个副
本）。
复制是可选的。如果在备份作业期间同时创建了多个原始备份副本，并通过保管了
其中的一个原始备份副本，那么您无须在保管库中复制映像。
注意：如果启用了复制，则保管库将拒绝包含快照的映像。您可以使用 SLP 来复制
快照映像并创建快照映像的多个副本。在 SLP 完成快照映像的操作后，可使用保管
库“弹出”配置文件弹出磁带副本，以便进行场外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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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如何创建一个或多个专用场外卷池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

请参见第 46 页的“关于场外卷池”。

■

请参见第 73 页的“关于主备份副本”。

■

请参见第 73 页的“关于基本复制”。

■

请参见第 73 页的“关于高级复制”。

■

请参见第 75 页的““复制”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

请参见第 79 页的““多个副本”的选项”。

■

请参见第 80 页的““复制规则”配置”。

■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对没有对应复制规则的映像的处理”。

■

请参见第 32 页的“关于避免在复制期间发生资源争用”。

■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如何避免通过网络发送副本”。

■

请参见第 41 页的“关于增加复制吞吐量”。

■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最大限度提高复制期间驱动器的使用率”。

72

配置保管库
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

关于主备份副本
NetBackup 会为由备份策略写入的每个备份映像副本分配一个序号。该数字用于指
定创建顺序。NetBackup 还会将一个备份映像指定为主备份副本。由 NetBackup
策略成功创建的第一个备份映像即为主备份；如果只创建了一个备份映像副本，则
该副本就是主副本。NetBackup 使用主副本来满足还原请求。
通常，无论是存在于磁盘还是可移动介质，保管库都会从主副本进行复制。例外情
况：如果磁盘上存在非主副本而主副本在可移动介质上，为了改进性能，保管库会
从磁盘上的非主副本进行复制。
由于 NetBackup 和 Vault 均使用主副本，在多数情况下，如果主副本在可移动介质
上，它应保持在机械手中。如果主副本在场外，则在介质被弹入机械手或本地副本
（如果可用）被升为主副本之前，您将无法复制映像（例外情况：如果磁盘上存在
非主副本，则保管库会从磁盘上的非主副本进行复制）。
如果将主副本发送到场外，并复制保管库中的映像，则可将保持在机械手中的某一
个副本指定为主副本。
在主副本失效时，NetBackup 会自动将具有最低编号的备份副本升为主副本。

关于基本复制
在基本复制中，您只需指定一个复制规则。所有备份都会根据同一规则进行复制，
并且由指定主服务器控制的所有选定映像都会被复制。您可以同时创建每个备份映
像的多个副本，但它们都是使用同一复制规则创建的。

关于高级复制
高级复制允许指定多条复制规则。保管库先确定是哪个介质服务器写入了每个备份
映像，然后将与此介质服务器对应的复制规则应用到该映像。在这种情况下，除了
确定对每个映像应用哪个规则之外，介质服务器没有任何作用。
注意：备用读取服务器和多个介质服务器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如果复制规则未指定备用读取服务器，则最初写入备份映像的介质服务器将在复制
进程中用于读取原始备份映像。
只有在需要准确控制如何分配要复制的备份映像时才使用高级配置。
以下内容可以帮助您理解为何应使用高级配置：
注意：如果您的配置文件要复制由单一介质服务器备份的映像，则无需配置高级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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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手的驱动器或介质具有不同的类型，因而用作复制进程的目标的存储单元
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需要在多个存储单元之间均衡复制作业。例如，
您可能要将由一台介质服务器写入的所有备份映像的复制副本发送到一种密度
的存储单元，而将另一台介质服务器写入的所有备份映像的副本发送到另一种
密度的存储单元。

■

配置文件将备份映像复制到不同的介质服务器，每次都写入需要不同保留期限
的不同类型的数据。例如，如果介质服务器 A 备份了您的客户数据库，而介质
服务器 B 备份了仓库清单数据，与仓库清单数据相比，您可能需要将场外存储
位置中的客户数据库保留更长时间（不同的保留期限）。

■

您需要为其他操作保留一个介质服务器。例如，您为复制使用了多个介质服务
器，但专门为备份使用一个介质服务器。那么，您需要为该介质服务器指定一
个备用读取服务器，并让其余的介质服务器处理它们自己的复制任务。

注意：如果您的配置文件要复制由单一介质服务器备份的映像，则无需配置高级选
项。
若要避免通过网络发送数据，请执行以下操作：
■

对于所有未指定备用读取服务器的复制规则，请务必让介质服务器控制源卷和
目标存储单元。

■

对于指定了备用读取服务器的每个复制规则，应确保：
■

备用读取服务器连接到备份映像由为此规则指定的介质服务器写入的所有机
械手。

■

备用读取服务器与目标存储单元的介质服务器是同一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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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表 5-8 介绍了“复制”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表 5-8

“复制”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属性

描述

备用读取服务器

此选项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备用读取服务器的名称。如果机械手（或驱动器）由多台介质服务器共享，则可以指定与写入原
始备份的介质服务器不同的一台介质服务器来读取备份。使用备用读取服务器可能会通过网络传
输数据，从而影响站点的计算环境。源介质服务器和备用读取服务器可以相同。
默认情况下禁用该选项。要配置备用读取服务器，请选择“备用读取服务器”。然后从下拉菜单
中选择一个介质服务器。对于高级复制，请单击“新建”配置复制规则。

75

配置保管库
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

属性

描述

更改

仅适用于高级配置：用于显示“复制规则”对话框的选项，以便您更改目标介质服务器和该服务
器的复制规则。
如果您在“复制”选项卡上选中了“备用读取服务器”，则“复制规则”对话框中将包含“源介
质服务器”和“备用读取服务器”两个字段。如果没有选中“备用读取服务器”，则只出现“源
备份服务器”字段。

配置

仅适用于基本复制：用于显示“多个副本”对话框的选项。

删除

仅适用于高级配置：用于删除选定目标介质服务器和该服务器的复制规则的选项。

先复制较小的映像
（仅适用于磁盘备
份映像）

选择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复制映像。此功能只在复制磁盘备份映像时适用。
默认情况下，保管库从大到小复制映像，这可以提高复制时的磁带驱动器利用率，从而可以及早
复制更多的数据。如果您知道最重要的数据位于较小的备份映像中，则可以选择该选项，以便先
复制这些小映像后再复制大映像。
该选择不影响复制映像所需的总时间。

注意：默认情况下，保管库使用创建备份的时间复制磁带映像。按照从旧到新的顺序复制映像。
复制作业优先级

分配给保管库复制作业的优先级范围为 0 到 99999。数字越大，优先级越高。对于配置文件，所
有复制作业均在同一优先级运行。
保管库复制作业会与 NetBackup 中的其他进程（如定期预定的备份）争用资源，包括磁带驱动
器。如果想让保管库复制作业优先于其他进程获得资源，则需为保管库作业分配比其他 NetBackup
进程更高的优先级。备份、还原和合成备份的优先级在主服务器的“全局属性”中进行分配。

使原始磁盘备份映
像失效

延迟时间，运行保管库会话后，复制的备份映像只有在经过此时间后才可失效（以小时为单位，
仅适用于备份映像位于磁盘并且复制作业选择该副本作为复制的源副本的情况）。
可以使用此选项为映像设置一个较早的可截止时间，但是，imageDB 清理进程会将可失效映像的
失效作为一个单独的操作来执行。默认情况下，imageDB 清理进程每 12 小时运行一次。可以使
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主服务器主机属性”的“清理”节点的“映像数据库清理间隔”选
项或 bpconfig -cleanup_int 命令来更改此默认值。有关此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命令”文档。
如果复制磁盘映像失败，则该磁盘映像不会失效。另外，如果小时数 (X) 等于零，则映像将在保
管库复制成功后立即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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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使原始磁带备份映
像失效

延迟时间，运行保管库会话后，复制的备份映像只有在经过此时间后才可失效（以小时为单位，
仅适用于备份映像位于磁盘并且复制作业选择该副本作为复制的源副本的情况）。
您可以选择设置该选项来使原始 VTL 映像失效。可以使用此选项为映像设置一个较早的可截止时
间，但是，imageDB 清理进程会将可失效映像的失效作为一个单独的操作来执行。默认情况下，
imageDB 清理进程每 12 小时运行一次。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主服务器主机属
性”的“清理”节点的“映像数据库清理间隔”选项或 bpconfig -cleanup_int 命令来更改
此默认值。有关此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命令”文档。
如果复制磁带备份映像不成功，则磁带映像不会失效。另外，如果小时数 (X) 等于零，则映像将
在保管库复制成功后立即失效。

使该副本成为主副
本

该副本是否应被指定为主备份。仅当弹出主备份并将其传输到场外时，才将重复的备份指定为主
备份。
NetBackup 从主备份中进行还原，而保管库从主备份中进行复制。默认情况下，在 NetBackup
策略作业执行期间创建的原始备份映像是主副本。如果指定为主副本的副本失败，并且您已经将
失败选项配置为“继续”，则第一个成功的副本将成为主副本。

介质所有者

多个副本

您要向其中复制映像的介质的所有者的名称。从下拉列表框指定介质所有者，如下所述：
■

介质所有者选项“任意”允许 NetBackup 选择介质所有者。NetBackup 会选择介质服务器或
服务器组（如果配置了一个）。

■

介质所有者选项“无”指定向介质写入映像的介质服务器是介质所有者。未显式指定任何介
质服务器，但是您希望该介质属于某个介质服务器。

■

介质所有者选项“服务器组”只允许该组内的服务器写入此策略的备份映像所写入的介质。
所有在 NetBackup 环境中配置的服务器组都出现在下拉列表中。

是否同时创建多个副本。可以选择“多个副本”（如果主服务器属性允许）。
如果要选择“多个副本”，请单击“配置”以显示“关于多个副本”选项。
请参见第 79 页的““多个副本”的选项”。
如果要配置多个副本，则不能在基本“复制”选项卡上配置“存储单元”、“卷池”、“保留级
别”或“主副本”。

新建

（仅适用于高级配置）该选项用于显示“复制规则”对话框，您可以从中添加目标介质服务器和
该服务器的复制规则。
如果您在“复制”选项卡上选中了“备用读取服务器”，则“复制规则”对话框中将包含“源介
质服务器”和“备用读取服务器”两个字段。如果没有选中“备用读取服务器”，则只出现“源
备份服务器”字段。

读驱动器的数目

用于读取备份映像的驱动器的数目。当您输入读驱动器的数目时，相同的数目会自动输入到“目
标写入驱动器”字段中。读驱动器和写驱动器的数目必须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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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保持多路复用

是否保持多路复用。多路复用是指将多个并行备份映像从一个或多个客户端发送到同一介质的过
程。此进程可以加快复制速度，但会导致还原和灾难恢复进程变慢。如果选择了保持多路复用的
选项，那么，对于选定要在给定保管库会话期间进行复制的所有多路复用映像，都会运行多路复
用复制进程。
如果源映像是多路复用映像，并且选择了“保持多路复用”选项，请确保为每个副本配置的目标
存储单元都启用了多路复用。多路复用在“NetBackup 管理”>“存储单元”中进行配置。
多路复用不适用于作为目标的磁盘存储单元或磁盘分段作业存储单元。但是，如果源是多路复用
磁带而目标是磁盘存储单元或磁盘分段作业存储单元，则选择“保持多路复用”可以确保磁带只
被读一遍而不是多遍。

保留级别

副本的保留级别。每个副本都有一个单独的截止日期。如果未指定保留级别，则截止日期与原始
备份相同。如果指定的保留级别是数字，则重复介质的截止日期是这样计算的：在原始备份的创
建日期中加上指定的保留期限。如果为保留级别指定“使用映射”，则保留期限基于第一个备份
映像副本的保留期限。
请参见第 124 页的“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指定多个保留期限”。
保留期限截止时，将从 NetBackup 和介质管理器目录库中删除有关已失效的备份的信息，从场外
存储中恢复卷，而且备份映像将不能用于还原。

跳过复制步骤

选择是否要配置复制。

源备份位于

备份映像的位置：磁盘或可移动介质或两者。保管库将从可移动介质上的主备份映像或磁盘上的
备份映像中复制映像。

存储单元

备份映像的副本将要写入的资源所在的存储单元的名称。
存储单元可以是介质管理器存储单元、磁盘存储单元、磁盘分段作业存储单元或网络数据管理协
议 (NDMP) 存储单元。
如果介质管理器或 NDMP 存储单元有多个驱动器，则源存储单元和目标存储单元可以相同。仅当
按复制规则创建一个副本时，才支持 NDMP 存储单元。考虑到潜在的 NDMP 性能限制，Symantec
建议您在直接挂接到同一 NDMP 主机的驱动器之间进行复制。
如果要对复制的备份映像进行保管，则目标存储单元中的介质必须位于机械手卷组中。
所有存储单元都必须连接到同一台介质服务器。

卷池

保管库将重复介质分配到的场外卷池的名称。将弹出场外卷池中的介质上的映像以传输到场外。
不要使用用于原始备份的卷池。NetBackup 不事先验证为复制副本选择的介质 ID 是否与包含原
始备份的介质的 ID 不同。为确保两个进程不会同时尝试使用同一个卷，请指定其他卷池。

写驱动器

写驱动器的数目。该值与读驱动器的数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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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副本”的选项
只有当在基本“复制”选项卡上选中了“多个副本”复选框，然后单击“配置”之
后，“多个副本”对话框才会出现。可使用此对话框同时创建一个备份映像的多个
副本。
表 5-9介绍了“多个副本”对话框的配置选项。
表 5-9

“多个副本”对话框的配置选项

属性

描述

副本数

并行创建的副本的数目。最多可创建的副本数为 4 个，或者是在“最多备份副本数”字段中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指定的数目（如果小于 4）。（在“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主
服务器”> server_name >“全局 NetBackup 属性”中配置）。默认情况下，该值为 2：一个原
始备份和一个副本。

对于每个映像，如
果该副本失败

一个副本失败时执行的操作：“继续”或“使所有副本失败”。
在保管库中，如果选择“使所有副本失败”，则无论其他映像副本操作成功还是失败，该映像的
所有副本都会失败。
保管库配置文件下次运行时，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保管库将再次尝试复制映像：
■

该映像被选定。

■

“保管库”配置文件未弹出主备份。

默认情况下，该选项在保管库中被配置为“使所有副本失败”。
如果您为所有副本选择“继续”，则只要有任何一个副本成功，保管库就认为复制作业成功。但
是，可能永远无法对该映像的副本进行保管。也可能至少有一个副本会保存成功，但它未必是分
配给场外卷池的副本。
请参见第 143 页的“关于继续制作并行副本或失败”。
介质所有者

您要向其中复制映像的介质的所有者的名称。
从下拉列表框指定介质所有者，如下所述：
■

介质所有者选项“任意”允许 NetBackup 选择介质所有者。NetBackup 会选择介质服务器或
服务器组（如果配置了一个）。

■

介质所有者选项“无”指定向介质写入映像的介质服务器是介质所有者。未显式指定任何介
质服务器，但是您希望该介质属于某个介质服务器。

■

介质所有者选项“服务器组”只允许该组内的服务器写入此策略的备份映像所写入的介质。
所有在 NetBackup 环境中配置的服务器组都出现在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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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主节点

该副本是否应被指定为主备份。仅当弹出主备份并将其传输到场外时，才将重复的备份指定为主
备份。
NetBackup 从主备份中进行还原，而保管库从主备份中进行复制。默认情况下，在 NetBackup
策略作业执行期间创建的原始备份映像是主副本。如果指定为主副本的副本失败，并且您将失败
选项配置为“继续”，则第一个成功的副本将成为主副本。

保留

副本的保留级别。每个副本都有一个单独的截止日期。如果未指定保留级别，则截止日期与原始
备份相同。如果指定的保留级别是数字，则重复介质的截止日期是这样计算的：在原始备份的创
建日期中加上指定的保留期限。如果为保留级别指定“使用映射”，则保留期限基于第一个备份
映像副本的保留期限。
请参见第 124 页的“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指定多个保留期限”。
保留期限截止时，将从 NetBackup 和介质管理器目录库中删除有关已失效的备份的信息，从场外
存储中恢复卷，而且备份映像将不能用于还原。

存储单元

备份映像的副本将要写入的资源所在的存储单元的名称。
存储单元可以是介质管理器存储单元、磁盘存储单元、磁盘分段作业存储单元或网络数据管理协
议 (NDMP) 存储单元。
如果介质管理器或 NDMP 存储单元有多个驱动器，则源存储单元和目标存储单元可以相同。仅当
按复制规则创建一个副本时，才支持 NDMP 存储单元。考虑到潜在的 NDMP 性能限制，Symantec
建议您在直接挂接到同一 NDMP 主机的驱动器之间进行复制。
如果要对复制的备份映像进行保管，则目标存储单元中的介质必须位于机械手卷组中。
所有存储单元都必须连接到同一台介质服务器。

卷池

保管库将重复介质分配到的场外卷池的名称。将弹出场外卷池中的介质上的映像以传输到场外。
不要使用用于原始备份的卷池。NetBackup 不事先验证为复制副本选择的介质 ID 是否与包含原
始备份的介质的 ID 不同。为确保两个进程不会同时尝试使用同一个卷，请指定其他卷池。

写驱动器

写驱动器的数目。该值与读驱动器的数目相同。

“复制规则”配置
如果在“复制”选项卡的“高级配置”选项中选择了“新建”或“更改”，将出现
“复制规则”对话框。如果在“复制”选项卡上选中“备用读取服务器”，则该对
话框中将出现“备用读取服务器”选项。
使用“复制规则”对话框可以为一个映像创建多个副本，并为这些副本选择不同的
介质服务器和读取服务器。
表 5-10 介绍了“复制规则”对话框的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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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复制规则”对话框的配置选项

属性

描述

备用读取服务器

备用读取服务器的名称。（该选项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如果机械手（或驱动器）由多台介质服务器共享，则可以指定不同介质服务器来读取原始备份。
使用备用读取服务器可能会通过网络传输数据，从而影响站点的计算环境。“介质服务器”和
“备用读取服务器”可以相同。
要配置备用读取服务器，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个介质服务器。

备份服务器

当“复制”选项卡上的“备用读取服务器”未选中会出现此属性。（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备份映像所在的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副本数

并行创建的副本的数目。最多可创建的副本数为 4 个，或者是在“最多备份副本数”字段中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指定的数目（如果小于 4）。（在“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主
服务器”> server_name >“全局 NetBackup 属性”中配置）。默认情况下，该值为 2：一个原
始备份和一个副本。

对于每个映像，如
果该副本失败

一个副本失败时执行的操作：“继续”或“使所有副本失败”。
在保管库中，如果选择“使所有副本失败”，则无论其他映像副本操作成功还是失败，该映像的
所有副本都会失败。
保管库配置文件下次运行时，如果满足下列条件，保管库将再次尝试复制映像：
■

该映像被选定。

■

保管库配置文件未弹出主备份。

默认情况下，该选项在保管库中被配置为“全部副本失败”。
如果您为所有副本选择“继续”，则只要有任何一个副本成功，保管库就认为复制作业成功。但
是，可能永远无法对该映像的副本进行保管。
也可能至少有一个副本会保存成功，但它未必是分配给场外卷池的副本。
请参见第 143 页的“关于继续制作并行副本或失败”。
介质所有者

您要向其中复制映像的介质的所有者的名称。
从下拉列表框指定介质所有者，如下所述：
■

介质所有者选项“任意”允许 NetBackup 选择介质所有者。NetBackup 会选择介质服务器或
服务器组（如果配置了一个）。

■

介质所有者选项“无”指定向介质写入映像的介质服务器是介质所有者。未显式指定任何介
质服务器，但是您希望该介质属于某个介质服务器。

■

介质所有者选项“服务器组”只允许该组内的服务器写入此策略的备份映像所写入的介质。
所有在 NetBackup 环境中配置的服务器组都出现在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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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介质服务器

只有当“复制”选项卡上的“备用读取服务器”未选中时才会出现此属性。（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备份映像所在的介质服务器的名称。“介质服务器”和“备用读取服务器”可以相同。

读驱动器的数目

用于读取备份映像的驱动器的数目。当您输入读驱动器的数目时，相同的数目会自动输入到“目
标写入驱动器”字段中。读驱动器和写驱动器的数目必须相等。

注意：保管库不支持为每个介质服务器创建多个复制规则。
主节点

该副本是否应被指定为主备份。仅当弹出主备份并将其传输到场外时，才将重复的备份指定为主
备份。
NetBackup 从主备份中进行还原，而保管库从主备份中进行复制。默认情况下，在 NetBackup
策略作业执行期间创建的原始备份映像是主副本。如果指定为主副本的副本失败，并且您将失败
选项配置为“继续”，则第一个成功的副本将成为主副本。

保留

副本的保留级别。每个副本都有一个单独的截止日期。如果未指定保留级别，则截止日期与原始
备份相同。如果指定的保留级别是数字，则重复介质的截止日期是这样计算的：在原始备份的创
建日期中加上指定的保留期限。如果为保留级别指定“使用映射”，则保留期限基于第一个备份
映像副本的保留期限。
请参见第 124 页的“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指定多个保留期限”。
保留期限截止时，将从 NetBackup 和介质管理器目录库中删除有关已失效的备份的信息，从场外
存储中恢复卷，而且备份映像将不能用于还原。

源备份位于

备份映像的位置：磁盘或可移动介质或两者。保管库将从可移动介质上的主备份映像或磁盘上的
备份映像中复制映像。

存储单元

备份映像的副本将要写入的资源所在的存储单元的名称。
存储单元可以是介质管理器存储单元、磁盘存储单元、磁盘分段作业存储单元或网络数据管理协
议 (NDMP) 存储单元。
如果介质管理器或 NDMP 存储单元有多个驱动器，则源存储单元和目标存储单元可以相同。仅当
按复制规则创建一个副本时，才支持 NDMP 存储单元。考虑到潜在的 NDMP 性能限制，Symantec
建议您在直接挂接到同一 NDMP 主机的驱动器之间进行复制。
如果要对复制的备份映像进行保管，则目标存储单元中的介质必须位于机械手卷组中。
所有存储单元都必须连接到同一台介质服务器。

卷池

保管库将重复介质分配到的场外卷池的名称。将弹出场外卷池中的介质上的映像以传输到场外。
不要使用用于原始备份的卷池。NetBackup 不事先验证为复制副本选择的介质 ID 是否与包含原
始备份的介质的 ID 不同。为确保两个进程不会同时尝试使用同一个卷，请指定其他卷池。

写驱动器

写驱动器的数目。该值与读驱动器的数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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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没有对应复制规则的映像的处理
在某些情况下，配置文件在“选择备份”选项卡的“介质服务器”列表中列出的介
质服务器要比在“复制”选项卡上的“高级配置”视图中列出的多。
图 5-1 显示了“选择备份”选项卡中出现的介质服务器的数量可以不同于“复制”
选项卡中出现的介质服务器的数量。
注意：多台介质服务器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图 5-1

“选择备份”和“复制”选项卡上列出的介质服务器

“复制”选项卡
“选择备份”选项卡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则还必须复制由不具有对应复制规则的介质服务器写入的映
像。保管库将复制这些映像，但会在复制完所有映像之前，通过让尽可能多的驱动
器忙于写入数据，努力缩短总复制时间。
这种情况的处理过程如下：
■

由具有复制规则的介质服务器写入的所有映像将被分配到适当的复制规则。

■

当一个复制规则处理完分配给它的映像之后，保管库会立即将其他介质服务器
（没有自己的复制规则的介质服务器）写入的映像分配给已完成处理的复制规
则。

■

当其他规则复制完分配给它们的映像后，也将向这些规则分配由其他介质服务
器（这些介质服务器没有自己的规则）写入的映像。

■

最后，将对由“选择备份”选项卡上列出的所有介质服务器写入的所有映像进
行复制，至此复制步骤即可完成。如果“选择备份”选项卡上列出的介质服务
器比“复制”选项卡上列出的介质服务器多，则只有一种方法可以确保不会有
大量的复制数据通过网络传送。
■

每个复制规则都必须指定一个备用读取服务器。对于每个复制规则，备用读
取服务器必须和目标存储单元的介质服务器是同一台服务器。

■

所有备用读取服务器都必须连接到所有满足以下条件的机械手：这些机械手
具有由列在“选择备份”选项卡上但未列在“复制”选项卡上的任何介质服
务器写入的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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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配置最适合于 SAN 环境，在该环境中，所有介质服务器对所有机械手都是可
见的。

“目录库备份”选项卡（“配置文件”对话框）
使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目录库备份”选项卡可以指定用于执行保管库目录库
备份的目录库备份策略及日程表。必须至少有一个包含“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
表的 NBU-Catalog 策略，您才能在“目录库备份”选项卡上指定它们。
保管库使用联机的目录库热备份方法，使用这种方法，即使其他 NetBackup 或 Vault
活动正在进行，也可以备份目录库（NetBackup 提供两种目录库备份方法；另一种
是脱机的目录库冷备份，这种方法不能在常规备份活动进行期间使用）。
必须将保管库目录库备份卷池添加到“弹出”选项卡上的弹出列表。

请参见第 46 页的“关于场外卷池”。
请参见第 48 页的“关于创建用于保管库的目录库备份日程表”。
以下主题提供有关保管库目录库备份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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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85 页的“关于保管库目录库备份”。

■

请参见第 85 页的“目录库备份策略设置”。

■

请参见第 86 页的“关于重要策略”。

■

请参见第 86 页的““目录库备份”选项卡配置选项”。

关于保管库目录库备份
NetBackup 目录库是包含 NetBackup 配置和备份信息的数据库，这些信息包括备
份的文件及其存储介质。保管库用最新的信息创建新目录库备份，它不会复制现有
的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不能”代替保管库目录库备
份，原因是它不包括有关复制介质和介质位置的最新信息。因此，应该在保管库中
执行目录库备份。
为了执行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保管库在“NBU 目录库”策略中使用类型为“保管库
目录库备份”的特殊日程表。（NetBackup 使用 NBU-Catalog 这种特殊的备份策
略执行目录库备份）。
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会在执行目录库备份的配置文件运行时发生，它不按照
NBU-Catalog 策略中定义的日程表进行。“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始终执行整
个 NetBackup 目录库的完全备份。
可以并行创建保管库目录库备份的多个副本。
如果以下两个条件都满足，保管库将不复制现有的目录库映像，但会弹出用于存储
这些映像的介质：
■

在选择备份的步骤中已选定了这些映像。

■

已将介质分配给专用的保管库目录库卷池。

如果目录库备份失败，但保管库作业的剩下部分成功，则会话将以状态 294（保管
库目录库备份失败）结束。数据将被保管，但没有关联的目录库备份。Symantec
认为，相对于作业失败并且会话不对任何内容进行保管而言，保管数据但不进行目
录库备份要好一些。
“保管库恢复报告”显示三个最新的保管库目录库备份。如果对常规 NetBackup 目
录库备份进行了保管，它们不会显示在“恢复报告”中，而将出现在其他报告中。
有关 NetBackup 目录库位置和目录库备份所含文件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目录库备份策略设置
虽然只配置“目录库备份”选项卡上的两个选项，但目录库备份策略中的设置仍会
影响保管库目录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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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目录库备份”选项卡配置选项

属性

描述

作业优先级

目录库备份作业会与其他备份作业争夺资源。您可以指定该作业的优先级，通过该策略的“属
性”选项卡（单个目录库备份），或者“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的“配置多个副本”对话框
均可指定。

目标

可将目录库备份发送到任何存储单元，包括磁盘和可移动介质存储单元。在“保管库目录库备份
日程表”中可指定目标位置。

卷池

如果使用可移动介质存储单元，则必须在“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中指定目录库备份的卷
池。同时还必须在配置文件的“弹出”选项卡上指定同一卷池。

副本数

可以创建多个目录库副本，并将它们发送到已挂接到目标介质服务器的任何存储单元。可在“保
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的“属性”选项卡上指定多个副本，然后在“配置多个副本”对话框中
指定副本数。

重要策略

从 NetBackup 6.0 开始，您将不能指定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中包含的目录库文件，并且不能向该目
录库备份添加其他文件。“重要策略”是一个新的 NetBackup 目录库策略选项，可用来选择在恢
复其他策略的备份之前应恢复的策略。在该策略的“灾难恢复”选项卡上可指定重要策略。

关于重要策略
“重要策略”是一个新的 NetBackup 目录库策略选项，可用来选择在恢复其他策略
的备份之前应恢复的策略。包含来自这些重要策略的备份映像的介质列在新的
NetBackup 灾难恢复报告中（保管库的目录库备份中不包括重要策略数据）。
来自这些重要策略的介质还会列在“保管库恢复报告”中，以便您在恢复不重要的
数据前，先恢复来自这些策略的介质并恢复其数据。
您甚至可以在恢复整个目录库前恢复重要策略数据。在目录库恢复期间，可以对目
录库进行部分恢复。“部分恢复”意味着可以选择还原目录库备份的哪一部分以及
按什么顺序还原。部分恢复让您可以还原目录库的某些部分，然后还原重要策略的
数据，最后还原其余的目录库部分。
若要在保管库目录库备份而非常规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中包括特定的重要策略，
则需要为保管库指定单独的 NBU-Catalog 策略。
有关在 NBU-Catalog 策略中指定重要策略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
第 I 卷》。

“目录库备份”选项卡配置选项
以下是“目录库备份”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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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目录库备份”选项卡配置选项

属性

描述

目录库备份策略

要使用的目录库备份策略。
该下拉列表包括含有“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日程表的所有目录库备份策
略。

保管库目录库备份
日程表

可用于目录库备份策略的日程表。

跳过目录库备份步
骤

如果不想对 NetBackup 以及“介质管理器”目录库进行备份和保管，
则请选择该设置。

该下拉列表包括“目录库备份策略”字段中所选策略的所有保管库目录
库备份日程表。

“弹出”选项卡（“配置文件”对话框）
使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弹出”选项卡可以指定以下各项：
■

要从其中弹出介质的卷池。

■

暂停选项。默认情况下，保管库在弹出介质时将其暂停。保管库只会暂停在场
外卷池列表中指定的卷池中的卷。

■

何时弹出介质（配置文件运行时立刻弹出，或者稍后弹出）。

■

用于弹出通知的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在弹出介质的配置文件中创建目录库备份介质，则必须将相应的目录卷池添加
到场外卷池弹出列表中。
在从 Veritas Storage Migrator (VSM) 中弹出介质时，必须将 VSM 卷池添加到 VSM
介质弹出列表中。
注意：Veritas Storage Migrator (VSM) 6.5 是该产品的最终版本，并且不受
NetBackup 7.5 支持。不过，NetBackup 6.5 的整个生命周期和所有 NetBackup 6.5
版本更新都支持 VSM。这意味着只有 NetBackup 6.5 GA 和 6.5.x 介质服务器支持
VSM 介质，并且此版本的保管库将管理这些介质。自 NetBackup 的下一个主要版
本起，保管库将不再支持 VSM 介质弹出和报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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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介质弹出
在介质弹出操作期间，保管库将要弹出的介质移动到磁带库的默认介质访问端口
(MAP) 中。您必须使 MAP 伸出，取出介质，然后缩回 MAP。如果要弹出更多的介
质，保管库将继续填充 MAP，直到弹出所有介质。对于具有单独 MAP 门的库（例
如，通过直通机制连接的库），NetBackup 将所有门视为一个连续的 MAP。换言
之，每次 NetBackup 提示时，请打开所有门、清空所有 MAP，然后关闭所有门。
对于有多个 MAP 的 ACS 机械手，可以在保管库中配置机械手时指定将介质弹出到
的 MAP。
如果所用的库没有 MAP，则必须手动从库插槽中移除介质。另外还必须在保管库中
执行弹出操作，以便完成相应的数据库条目。虽然可以使用自动弹出功能，但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延迟弹出，以避免与其他 NetBackup 活动争夺资源，并且使
您不至于忘记从机械手中移除介质。手动弹出操作可以起到提醒您移除介质的作
用。
要对没有 MAP 的磁带库使用延迟弹出，请执行下列操作：
■

针对延迟弹出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

■

手动弹出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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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08 页的“关于弹出介质”。
■

从库插槽中取出介质。

在从 MAP 或库插槽中取出介质之前，请不要清点机械手。如果清点了机械手，则
必须重新保管该介质。

关于 ACS MAP
下面的说明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自动盒式系统 (ACS) 机械手可以具有多个库存储模块 (LSM)，其中每个都带有多个
介质访问端口 (MAP)。在配置使用 ACS 机械手的保管库时，您可以指定将任何
MAP 或 MAP 的一个子集用于介质弹出。保管库将基于最近的 MAP 算法，将介质
弹出到尽可能少的已配置 MAP。该算法将考虑要弹出的卷、配置为在保管库中弹出
的 MAP 以及 LSM 的配置。该算法假定 LSM 为线性连接。如果配置中的 LSM 未
连成一行，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中的以下两节：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中的“ACS 机械手的相邻 LSM 规范”。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中的“ACS 机械手的介质访问端口默认值”。
“任意 MAP”选项并不意味着“所有”MAP；介质不会弹出到所有 MAP，而是弹
出到每个 LSM 中最近的 MAP 上。
如果指定任何 MAP：
■

不使用只具有一个元素的 MAP。

■

当弹出开始时，保管库将从联机的 MAP 中进行选择；不会考虑在弹出操作中使
用脱机的 MAP。

■

如果在弹出期间只使用一部分 MAP，则所有 MAP 都将处于繁忙状态，从而不
可用。例如，如果介质只弹出到一个 LSM 的两个 MAP上，则所有 MAP 仍处于
繁忙状态。

对于具有 MAP 的所有其他机械手类型，介质将被弹出到默认的 MAP。对于其他机
械手类型，NetBackup 不支持弹出到多个 MAP。

关于弹出模式（立即或延迟）
您既可以在配置文件运行时立即弹出介质，也可以将弹出操作延迟进行。如果使用
一个配置文件每天选择和复制映像，而用另一个配置文件弹出介质，则应为前者指
定延迟弹出，为后者指定立即弹出。如果选择延迟弹出，则还应延迟报告。
选择延迟弹出后，需要进行其他操作才能弹出会话的介质。在会话结束后，可以为
一个会话、多个会话或全部会话弹出介质。
仅为一个会话弹出，如下所述：
■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来弹出会话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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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弹出会话的介质。

■

使用 vlteject 命令弹出会话的介质。

■

创建一个保管库策略，并在文件列表中输入适当的 vlteject 命令和选项。

为特定配置文件的多个会话弹出，如下所述。（这种复制和弹出介质的方法提供了
一种额外的优点，即提供了未按会话组织的合并报告。）
■

将保管库配置文件配置为只进行复制，并将保管库策略配置为在要选择和复制
映像的日期运行此配置文件。

■

配置另一个保管库配置文件以执行目录库备份和弹出步骤。此配置文件应该与
复制映像的配置文件使用相同的映像选择条件。将保管库策略配置为在要弹出
介质的日期运行此配置文件。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为特定保管库的所有会话或所有保管库的所有会话弹出介
质（合并弹出）：
■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

■

使用 vlteject 命令。

■

创建一个保管库策略，并在文件列表中输入适当的 vlteject 命令和选项。

如果延迟弹出操作，您还应延迟报告直至弹出介质。

关于介质弹出超时影响
介质弹出超时期限是指在发生错误情况之前弹出进程等待从介质访问端口 (MAP) 移
除弹出介质的时间。超时期限随每个机械手的容量的不同而不同。
表 5-13 显示了每种机械手的弹出超时期限。
表 5-13

保管库的介质弹出超时期限

机械手

超时期限

说明

自动盒式系统 (ACS)

一周

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8 毫米磁带库 (TL8)

一周

DLT 磁带库 (TLD)

一周

1/2 英寸磁带库 (TLH)

无

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多介质磁带库 (TLM)

一周

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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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

超时期限

不具有 MAP 的机械手

无

说明

对于不具有超时期限或不具有 MAP 的机械手，请选择延迟弹出然后手动弹出介质。
弹出介质后，请确保及时从库中取出介质，以便可以进行其他操作。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命令行上显示的状态消息提供有关弹入、弹出或清点操作
的状态的信息。
注意：如果未取出介质并且超时期限已过，保管库报告将不会准确地显示介质的状
态。要执行恢复，应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 (vltopmenu) 或 vlteject 弹出没
有从库中取出的介质，然后生成报告。

“弹出”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表 5-14 列出了“弹出”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表 5-14

“弹出”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属性

描述

添加

该选项用于将卷池添加到弹出列表。单击“添加”后，会出现“卷池”对话框，可以利用该对话
框在弹出卷池列表中添加或删除卷池。

弹出时（暂停此会
话的介质）

在介质弹出时暂停该介质。如果还选择了延迟弹出，则映像可写入该介质，直到介质被弹出为
止。如果希望发送到场外的介质是完全介质，请选择此选项。
默认为弹出时暂停。

延迟（弹出模式）

将介质弹出推迟到以后进行。“报告”选项卡上用星号 (*) 标记的报告只有在配置文件选定的所
有介质均已弹出后才会生成。

从附加（非
选择弹出 VSM 卷池中的介质，然后将 VSM 介质卷池添加到弹出列表中。VSM 介质必须有 VSM
NetBackup）卷池 设置的返回日期。
中弹出介质
暂停选项不会影响 VSM 介质；VSM 介质从不暂停。

注意：Veritas Storage Migrator (VSM) 6.5 是该产品的最终版本，并且不受 NetBackup 7.0 和更
高版本的支持。不过，NetBackup 6.5 的整个生命周期和所有 NetBackup 6.5 版本更新都支持
VSM。这意味着只有 NetBackup 6.5 GA 和 6.5.x 介质服务器支持 VSM 介质，并且此版本的保管
库将管理这些介质。自 NetBackup 的下一个主要版本起，保管库将不再支持 VSM 介质弹出和报
告功能。
立即（弹出模式）

作为当前保管库作业的一部分立即弹出介质。“报告”选项卡上用星号 (*) 标记的报告只有在配
置文件选定的所有介质均已弹出后才会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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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立即（暂停此会话
的介质）

在当前会话期间暂停介质。即使延迟了弹出也不将其他映像写入介质。

为弹出通知使用机
械手或保管库管理
属性中的电子邮件
地址

选择此选项可将弹出通知电子邮件发送到“保管库机械手”对话框或“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
中配置的电子邮件地址。弹出通知在弹出过程开始和结束时发送。
要将通知电子邮件发送到其他地址，请在“使用电子邮件地址...”复选框下的字段中输入该电子
邮件地址。
“弹出”选项卡上的每个配置文件和“保管库机械手”对话框中的所有机械手都配置了弹出通
知，“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常规”选项卡上的“保管库”还全局配置了弹出通知。保管库
会将通知发送到按此顺序找到的第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可以在每个地方配置不同的地址。

场外卷池

从中弹出介质的卷池的名称。只会弹出包含满足选择条件的映像的池中的介质。
如果在弹出介质的配置文件中创建目录库备份介质，则必须将相应的目录卷池添加到场外卷池弹
出列表中。
如果使用 vlt_ejectlist_notify 脚本来弹出不是由 NetBackup 或保管库创建的介质，您必
须将该介质所在的卷池添加到您为弹出该介质而运行的配置文件的“场外卷池”列表中。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关于使用通知脚本”。

跳过弹出步骤

选择是否要使用此配置文件弹出介质。

暂停下一个会话的
介质（暂停已写入
备份的介质）

选择该选项以暂停原始备份介质。然后输入经过多少天后保管库作业将暂停介质。
只有在保管原始映像并且想要禁止 NetBackup 在备份介质上写入部分映像的情况下，才使用此选
项。
请仔细考虑是否使用此选项。它会使用额外 CPU 周期，原因是它将再次查询所有数据库，并再
次应用所有“选择备份”过滤器来选择要暂停的介质。此外，此选项并不暂停正在使用中的介
质，例如 NetBackup 正向其写入备份映像的介质。
此选项可暂停保管库创建的重复介质。但是，“暂停此会话的介质”选项更适合于暂停重复介
质，原因是它不使用 CPU 周期来选择要暂停的介质。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避免保管部分映像”。

暂停此会话的介质

选择该选项可以暂停弹出列表中的介质，然后选择“立即”或“弹出时”。
默认为弹出时暂停。

“报告”选项卡（“配置文件”对话框）
使用“报告”选项卡可选择为配置文件生成哪些报告、向何处分发报告以及何时生
成报告（在配置文件运行时立即生成，或者推迟到以后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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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和场外存储供应商可以使用报告来确定应在场内和场外存储位置之间移动哪些介
质，以及何时进行移动。
可以为一个会话生成报告，也可以为多个会话生成报告（称为合并报告和弹出）。
注意：必须指定目标位置来生成报告。
默认情况下，报告文件存储在以下路径中：
■

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user_ops/vault/vault-xxx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user_ops\vault\vault-xxx

如果您指定默认目录以外的其他目录来保存报告，将根据下列适用的命名规则来保
存报告文件：
■

picklist_robot_sidXX_XXXXXXXXX.rpt

■

picklist_vault_sidXX_XXXXXXXXX.r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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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96 页的“更改报告属性”。
生成报告操作是可选的。
请参见第 94 页的“关于报告模式（立即或延迟）”。
请参见第 95 页的“取决于弹出的报告”。
请参见第 95 页的““报告”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请参见第 96 页的“更改报告属性”。

关于报告模式（立即或延迟）
与弹出模式相似，您可以指定配置文件运行时立即生成报告，也可以推迟到以后生
成报告。如果选择延迟弹出，则还应延迟报告。如果选择延迟报告，则必须执行或
预定其他操作来生成报告。
由于某些报告只在弹出介质时生成，因此可以选择推迟到弹出介质后生成报告。例
如，如果每天复制映像，每周弹出介质，则可以延迟复制映像的配置文件的报告，
并使用弹出介质的配置文件生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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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成报告时相应弹出过程已完成，将生成并分发所有暂停报告。如果再次运行
延迟报告，将不会重新生成这些报告。如果弹出过程尚未结束，则将生成与弹出过
程完成与否无关的报告的子集。如果再次运行延迟报告，将再次生成这些报告。
延迟多个会话的报告，然后一起生成，此过程称为合并报告。

取决于弹出的报告
可从“配置文件”对话框的“报告”选项卡生成报告。“报告”选项卡中用星号 (*)
标记的报告仅在由配置文件选定的所有介质均弹出后才会生成。入场介质的报告不
依赖于生成报告之前弹出的介质。
您可以通过“配置文件”对话框中的“报告”选项卡生成以下报告：
■

■

■

入场介质的报告
■

保管库的选取列表

■

机械手的分发列表

清单报告
■

保管库清单

■

场外清单

■

所有介质清单

保管库恢复报告

“报告”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以下是“报告”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表 5-15

“报告”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属性

描述

延迟的报告

延迟生成报告直至会话完成（例如，如果每日运行保管库会话并
每周弹出介质）。“延迟”为默认值。
用星号 (*) 标记的报告仅在由配置文件选定的所有介质均弹出后才
会生成。

立即报告

作为当前保管库会话的一部分立即生成报告。用星号 (*) 标记的报
告仅在由配置文件选定的所有介质均弹出后才会生成。

95

配置保管库
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

属性

描述

Iron Mountain FTP 文件

如果选择了 Iron Mountain 作为保管库供应商（在“新建保管库”
对话框中），则会显示“Iron Mountain FTP 文件”和“目标文件
夹”项目。
要生成可通过 FTP 发送到 Iron Mountain 的文件，请选择“Iron
Mountain FTP 文件”，然后输入名称，或查找并选择将写入文件
的“目标文件夹”。
将文件发送到 Iron Mountain 不是保管过程的一部分。

报告标头

如果要在每个报告的顶部包含文本，请在“报告标头”框中键入
该文本。该标头将出现在所有报告上。

使用保管库管理属性中的报告设置

选择该选项可以使用在“保管库管理属性报告”选项卡中配置的
报告设置。

更改报告属性
使用以下过程更改报告属性（标题、电子邮件目的地、要使用的打印机以及保存目
录）。
更改报告属性

1

双击某个报告。

2

在“更改报告属性”对话框中，选择选项并输入必要的信息。
如果更改了标题，在管理控制台中查看保管库报告时，新标题将会显示在“报
告”选项卡和“报告类型”列表框中。
要合并报告并更改标题，请为所有要为其合并报告的配置文件使用相同的标
题。报告中会打印标题，如果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该标题还将显示在电子
邮件主题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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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介质和管理介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保管库会话

■

关于预览保管库会话

■

停止保管库会话

■

关于继续保管库会话

■

关于监视保管库会话

■

关于将进行保管的映像的列表

■

关于弹出介质

■

关于弹入介质

■

关于使用容器

■

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指定多个保留期限

■

关于保管附加卷

■

重新保管未失效介质

■

关于跟踪并非由保管库弹出的卷

■

保管 VSM 介质

■

保管由介质管理器管理的非 NetBackup 介质

■

关于在弹出开始时通知磁带操作员

■

关于使用通知脚本

■

关于清除介质描述字段

保管介质和管理介质
关于保管库会话

■

从保管的介质还原数据

■

更换损坏的介质

关于保管库会话
保管库会话（或称为保管作业）是指运行保管库配置文件中指定步骤的过程。运行
保管库会话之前必须至少配置一个机械手、一个保管库和一个配置文件。
关于保管库会话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

请参见第 98 页的“关于预定保管库会话”。

■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手动运行会话”。

■

请参见第 102 页的“关于同时运行多个会话”。

还可以通过使用“保管库管理”菜单界面运行保管库会话（仅限于 UNIX 系统）。
请参见第 182 页的“关于“保管库管理”界面”。

关于预定保管库会话
要在一个特定的日期和时间自动运行保管库会话，请使用保管库策略。保管库策略
是为运行保管库作业而配置的 NetBackup 策略；保管库策略不备份客户端系统。此
策略包含保管库会话应在何时运行的日程表（天或日期和时段）以及用于运行保管
库配置文件的命令。
预定会话的方式取决于执行操作的方式，如下所示：
■

保管库策略可以运行一个配置文件，以弹出包含在备份作业期间创建的原始映
像的介质。如果同时创建多个原始备份映像，则可将一个或多个原始映像分配
到某一场外卷池。单独的保管库策略能够运行一个保管库作业来弹出存储了这
些映像的介质。

■

保管库策略可运行一个配置文件，以选择和复制映像并弹出存储这些映像的介
质。该策略可以每天执行操作，也可以根据需要按其他时间间隔执行操作。如
果保管库供应商每天都来收集介质，或者您直接从机械手中取出场外介质，则
该保管库可能只需要使用一个策略。

■

一个保管库策略可以运行复制映像的配置文件，而另一个策略则运行弹出介质
的配置文件。例如，如果每天创建备份介质，并且每周将其传送到场外，则可
以使用一个策略来每天创建备份，而使用另一个策略来每周弹出介质。如果每
周由保管库供应商传送介质，您可能希望在保管库供应商到来的那一天弹出介
质。

请参见第 32 页的“关于介质弹出建议”。
请参见第 99 页的“创建保管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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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00 页的“保管库策略配置信息”。

创建保管库策略
设置保管库策略不同于在 NetBackup 中设置常规策略，如下所示：
■

首先，必须将保管库指定为策略类型。

■

第二，不要为保管库策略指定客户端。

■

第三，指定要运行的两个保管库命令之一，而不是在“备份选择”选项卡上指
定要备份的文件。
■

使用 vltrun 命令运行保管库会话。要为该作业指定机械手、保管库名称和
配置文件。vltrun 命令完成保管库介质所需的所有步骤。如果将配置文件配
置为立即弹出，则会弹出介质和生成报告。如果保管库配置文件名是唯一
的，请使用以下格式：
vltrun profile_name

如果保管库配置文件名不是唯一的，请使用以下格式：
vltrun robot_number/vault_name/profile_name
■

使用 vlteject 命令为已完成的会话及尚未弹出的介质弹出介质或生成报告。
vlteject 命令可以为所有会话、特定机械手、特定保管库或特定配置文件
处理暂停的弹出或报告。例如：
vlteject -vault vault_name -eject -report

注意：应在保管库策略中仅包含一个保管库命令。如果使用多个命令，系统将启动
第一个命令，其后的命令将解释为第一个命令的参数。此时可能会失败，并且不复
制或保管映像。
请参见第 113 页的“使用保管库策略弹出介质”。
有关 vlteject 和 vltrun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有关创建 NetBackup 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注意：如果您通过复制已配置了客户端列表的常规 NetBackup 策略来创建 Vault 策
略，请在运行它之前，删除客户端列表中的所有客户端。如果不这样做，即使保管
库作业并未使用这些客户端，保管库也会为该列表中的每个客户端创建一个保管库
作业。第一个保管库作业将按常规的保管库会话操作；其余作业将终止，状态码为
275（已经为此保管库运行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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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保管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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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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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属性”选项卡上，选择 Vault 作为策略类型。

5

在“日程表”选项卡上，单击“新建”创建新的日程表。
备份类型默认为“自动保管”。

6

完成日程表。

7

在“备份选择”选项卡上，为策略输入适当的保管库命令。

8

单击“确定”。

保管库策略配置信息
对于您创建的每个新日程表/策略对或考虑用于场外循环的现有对，请收集和记录以
下信息。在配置保管库时，将使用您记录的信息，这些信息可帮助您确定能否使用
现有策略来创建保管库可选择弹出的备份介质。
收集并记录下列策略配置信息：
策略名称

用于场外循环的所有策略的名称。要获取有关现有策略的信息，可以使
用 bppllist 命令。

日程表名称

与每个策略关联的日程表的名称。

场外原始备份和/或 记录策略是否选择原始备份介质和/或创建重复的备份介质。
副本
存储单元

每个策略的存储单元。

保留期限

每个日程表的保留期限，以使您对何时从场外返回介质做到心中有数。

关于手动运行会话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手动运行保管库会话：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启动会话，或从
命令行调用 veteran 命令。
请参见第 101 页的“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运行保管库会话”。
请参见第 101 页的“通过命令行运行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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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运行保管库会话
要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运行保管库会话，可以手动运行策略或配置文件。
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运行保管库策略

1

在管理控制台窗口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策略”。

2

选择要运行的策略。

3

选择“操作”>“手动备份”。

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运行保管库配置文件

1

在管理控制台窗口的左窗格中展开“Vault 管理”。

2

在左窗格中，展开包含要运行的保管库和配置文件的机械手。

3

在左窗格中，选择要运行的保管库。

4

在“详细信息”（右）窗格中，单击要运行的配置文件。

5

选择“操作”>“启动会话”。
“启动会话”将一直处于选中状态，直到会话开始。启动会话后，控制台会显
示一则类似以下内容的消息：
Manual vault session for profile has been started.
Use the Activity Monitor to view progress.

默认情况下，管理控制台窗口的“详细信息”窗格不显示“卷池 (已弹出)”和
“报告目标”列。可以通过选择“视图”>“列”>“布局”来添加、删除或重
新排列“详细信息”窗格中显示的列。

通过命令行运行会话
使用以下过程从命令行运行保管库会话。
通过命令行运行保管库会话

1

将安装了 NetBackup 可执行文件的路径添加到 PATH 环境变量中

2

从命令行运行 vltrun，按照下例所示指定机械手编号、保管库和配置文件：
vltrun robot_number/vault_name/profile_name

或者，如果配置文件具有唯一名称，可以仅指定配置文件。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或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联机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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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时运行多个会话
可以同时运行多个保管库会话。保管库将使用全局设置“最多保管库作业数”作为
对任何保管库中的作业排队的阈值。如果资源可用且尚未达到保管库最多作业数，
则运行保管库作业。如果没有用于运行作业的资源，则保管库将作业排队，然后等
待资源可用。
保管库还会锁定作业的复制和弹出步骤，以便强制对争用这些资源的作业排队。
保管库按如下方式将作业排队：
■

如果达到“最多保管库作业数”，则后续的保管库作业将排队，其状态在活动
监视器中显示为“排队”。

■

如果一个作业需要复制映像，而“同一个保管库”的另一个作业正在复制映像，
则此作业将排队，并在活动监视器中显示为“活动”。在“作业详细信息”对
话框的“详细状态”选项卡上，会显示更多关于这些活动作业状态的详细信息。

■

如果一个作业需要弹出介质，而某个保管库中的另一个作业正在弹出同一机械
手中的介质，则此作业将排队，并在活动监视器中显示为“活动”。

当排队作业所需的资源可用时，这些作业将被预定或运行。
对于同时运行的作业，存在下列限制：
■

保管库不能共享场内和场外的卷池。同一个保管库中的配置文件可以使用相同
的卷池，但不同保管库中的配置文件不能使用相同的卷池。

■

保管库不能共享场外卷组。同一个保管库中的配置文件可以使用相同的场外卷
组，但不同保管库的配置文件不能使用相同的场外卷组。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保管库作业的详细状态”。

关于预览保管库会话
在运行保管库会话之前，可以预览该会话，以验证配置文件是否为场外存储选择了
适当的映像。要预览会话，应使用带 -preview 选项的 vltrun 命令，按下例所示
的方法指定机械手编号、保管库和配置文件：
vltrun robot_number/vault_name/profile_name -preview

或者，如果配置文件具有唯一名称，可以仅指定配置文件。
vltrun -preview 选项会启动新的保管库作业，并根据用户在配置文件的“选择备

份”选项卡上指定的条件对映像目录库执行搜索。然后，vltrun -preview 将映像
的名称写入 preview.list 文件并退出。保管库不会对所选映像进行操作。
运行完预览选项后，应检查 preview.list 文件，其位置如下所示：
■

对于 UNIX：

102

保管介质和管理介质
停止保管库会话

/usr/openv/netbackup/vault/sessions/vault_name/sidxxx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Vault\sessions\vault_name\sidxxx

在某些情况下，preview.list 文件中包含的备份映像可能比要进行保管的备份映
像多：
■

如果配置文件配置为仅复制磁盘映像，将不会通过保管位于可移动介质上的选
定映像。

■

对于为弹出步骤列出的场外卷池，如果列表中的映像在其中一个卷池的介质上
没有副本，将不会通过保管这些映像。

停止保管库会话
可以使用活动监视器停止保管库会话。活动监视器必须配置为显示保管库字段。
停止保管库会话

1

在活动监视器中，选中要停止的保管库会话。

2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取消作业”。
如果某个保管库会话失败，在旧会话结束之前不能运行新会话。使用“取消作
业”可以结束失败的会话。

关于继续保管库会话
如果某个保管库作业失败，应先查看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活动监视器或会话状态
通知（此会话的 summary.log）。如果它们提供的信息不足以确定问题的原因，请
检查其他日志文件。
请参见第 191 页的“调试日志”。
确定原因之后，可以执行下面的某一项操作：
■

如果在遇到问题前会话已经到达弹出步骤或已经尝试生成报告，则可以使用
vltopmenu（或 vlteject）为该会话完成弹出或报告操作。

■

为配置文件启动新会话。如果您正在执行复制，保管库将不会复制它已经复制
过的任何映像，但如果配置文件配置为弹出，保管库则会弹出这些映像。（此
行为类似于检查点和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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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视保管库会话
如果将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活动监视器配置为显示保管库字段，则可使用活动监
视器监视保管库作业进度。对于由 NetBackup 调度程序启动的保管库作业，“策
略”字段会显示策略名称。如果没有使用 NetBackup 调度程序运行保管库作业，则
“策略”字段为空。
有关将活动监视器配置为显示非默认字段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
第 I 卷》中的“监视 NetBackup 活动”一节。
下面是活动监视器中显示保管库作业属性的字段：
保管库

此会话在其下运行的保管库的名称。

配置文件

保存保管库会话处理信息的配置文件的名称。

机械手

与该保管库关联的机械手的名称。

会话 ID

标识保管库会话的唯一的数值。在安装保管库后第一次运行保管库会话
时，将从 1 开始分配会话 ID。每次运行一个新的保管库会话时，该值
都递增 1。

父作业 ID

复制映像的保管库作业启动一个或多个 bpduplicate 进程。这些子作
业中的每个作业都引用启动它的父保管库作业的 ID。

要弹出的介质

要为保管库会话弹出的磁带数。如配置文件配置为延迟弹出，则该配置
文件运行时不会弹出磁带。

操作

保管库作业运行时，将从下面第一个值一直前进到最后一个值：
■

正在选择映像。

■

正在复制映像。

■

正在选择介质。

■

目录库备份。

■

弹出并报告。

图 6-1 是活动监视器“设置列布局”对话框的示例，该对话框在窗口顶部显示保管
库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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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活动监视器列布局对话框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保管库作业的详细状态”。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关于扩展错误代码”。

关于保管库作业的详细状态
如果一个作业需要复制映像，而“同一个保管库”的另一个作业正在复制映像，则
此作业将排队，并在活动监视器中显示为“活动”。在“作业详细信息”对话框的
“详细状态”选项卡上会显示这种作业的信息。
以下是可能写入“详细状态”选项卡的信息。
请注意，XXX 代表一个数值。
before eject, waiting for media to be unmounted; sleeping for
XXX seconds eject operation is waiting for available MAP elements
of robot duplication batch XXX started. Job ID: XXX
failed to eject XXX media. Reason: MEDIA_IN_USE
starting eject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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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pend media for this session: failed
after duplication
suspend media for this session: failed
after catalog backup
suspend media for this session: failed
suspend media for this session: failed
at eject time
suspend media for next session: failed
vault global lock acquired
vault global lock released
vault session ID lock acquired
vault session ID lock released
vault duplication lock acquired
vault duplication lock released
vault assign slot lock acquired
vault assign slot lock released
vault eject lock acquired
vault eject lock released
vault waiting for global lock
vault waiting for session ID lock
vault waiting for duplication lock
vault waiting for assign slot lock
vault waiting for eject lock
vault lock acquisition failed
vault lock release failed

to suspend XXX of XXX media
to suspend XXX of XXX media
to suspend XXX of XXX media
to suspend XXX of XXX media
to suspend XXX of XXX media

关于扩展错误代码
保管库作业退出时的退出状态值可能会大于 255。这些值称作扩展错误代码，因为
它们超出了 255 个标准 NetBackup 错误代码。如果保管库作业退出时出现扩展错
误代码，则返回到 Shell 程序的退出状态为 252。按照 NetBackup 的惯例，退出状
态 252 表示通过 stderr 在以下消息中返回扩展错误代码：
EXIT status = extended error code

在这种情况下，活动监视器将显示扩展错误代码，而不是返回给 Shell 程序的值
252。
请参见第 187 页的“关于保管库会话返回的错误”。

关于将进行保管的映像的列表
在保管库会话过程中，保管库生成要复制或弹出的备选映像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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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ew.list 文件位于当前保管库会话的相应会话目录中，它包含所有符合在配

置文件的“选择备份”选项卡上所指定的条件的映像，但以下映像除外：
■

如果某个映像的副本已经位于场外卷组中，则在 preview.list 文件中不会包含
该映像。因为在场外卷组中具有副本的映像已进行保管，所以保管库不会选择
它们作为保管的备选映像。

■

如果“选择备份”选项卡上的“位置”字段的“源卷组”条件已设置为特定的
卷组，而且此卷组中没有该映像的副本，则该映像不会被添加到 preview.list
文件中。

在生成 preview.list 文件后，保管库会评估其中的映像，以确定是否应复制或弹
出这些映像。由于一些过滤器（其他配置文件配置选项）可能会将映像排除在复制
和弹出范围之外，因此 preview.list 文件可能会成为最终由该会话复制的映像的
超集。

关于复制排除
在以下情况中将不复制映像：
■

不复制目录库备份映像。

■

如果在“复制”选项卡上指定了“仅磁盘”，则不会复制没有磁盘副本的映像。

■

如果保管库确定某个映像已被复制，保管库不会再次复制该映像。保管库使用
以下条件来确定映像是否已复制：
■

对于单个副本。如果场外卷池中存在该映像，则保管库不会复制该映像。相
反，如果场外卷池中没有该映像的副本，则保管库将复制该映像。

■

对于并行副本。保管库使用“如果此副本失败，则对于每个映像”设置（“继
续”或“使所有副本失败”）来决定是否要复制映像。每个副本都有自己的
“...如果此副本失败”设置。保管库按如下方式解释用户的意图：

继续

如果副本的设置为“继续”，则该副本对于用户不是十分重要。如果其
他副本中至少有一个成功，复制作业将会以部分成功 (1) 状态结束。如
果当前副本是唯一失败的副本，保管库在配置文件下次运行时不会重新
复制映像。如果所有副本均设置为“继续”，则必须至少存在其中一个
副本，否则保管库将复制该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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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副本失败

如果副本的设置为“使所有副本失败”，则该副本对于用户十分重要，
而且所有副本都不会成功。如果选择该映像进行复制，则这一失败将强
制保管库在配置文件下次运行时重试复制操作（如果配置文件的时段允
许再次选择该映像）。然而，如果某个未预定（且不太可能）的事件创
建映像的副本，则可以将该映像的多个副本指定给目标卷池。如果复制
操作产生的副本数超过了“最多备份副本数”，则复制步骤将失败。
（“最多备份副本数”是在“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主
服务器”> server_name >“全局 NetBackup 属性”中配置的。）

关于弹出排除
保管库将弹出 eject.list 文件中列出的介质。如果配置文件跳过复制步骤，并且
preview.list 中的映像在场外卷池中没有副本（在“弹出”选项卡中配置），则

不会弹出。

关于保管库弹性
保管库用于生成要复制和弹出的映像列表的功能使 Vault 可以执行以下操作：
■

复制或弹出在上次运行配置文件时由于出现问题而未处理的映像。通过将映像
选择期配置为足够长的时间，则如果在上次运行保管库配置文件时对某个映像
进行的复制失败，此配置文件将会复制该映像。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重叠配置文件中的时段”。

■

不复制上次作业成功复制的映像。可以重新运行仅部分成功的保管库会话，而
保管库不会复制上一个作业复制的映像。该功能允许您配置较长的映像选择期
而不重新复制映像，从而最大程度地提供了灵活性或弹性。

一个保管库配置文件可以保管某些 NetBackup 备份策略中的原始备份映像，还可以
复制并保管其他备份策略中的映像。

关于弹出介质
如果将配置文件配置为延迟弹出，则必须执行或预定另一操作来弹出介质。
可以使用以下操作之一来弹出选择或复制映像的配置文件未弹出的介质：
■

通过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保管库管理”节点手动弹出

■

通过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手动弹出

■

通过使用 vlteject 命令手动弹出

■

通过创建和安排保管库策略并在文件列表中输入适当的 vlteject 命令和选项来
自动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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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您必须使用保管库方法之一来弹出介质。如果您使用 NetBackup 或“介质管
理器”选项弹出介质，将不会生成正确的数据库条目，而且保管库报告也不准确。
有关弹出介质的保管库方法的信息，请参见：
■

请参见第 109 页的“预览要弹出的介质”。

■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弹出介质”。

■

请参见第 111 页的“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弹出介质”。

■

请参见第 112 页的“使用 vlteject 命令弹出介质”。

■

请参见第 113 页的“使用保管库策略弹出介质”。

■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合并弹出和报告”。

有关其他相关信息，请参见：
■

请参见第 88 页的“关于介质弹出”。

■

请参见第 89 页的“关于 ACS MAP”。

■

请参见第 89 页的“关于弹出模式（立即或延迟）”。

■

请参见第 90 页的“关于介质弹出超时影响”。

预览要弹出的介质
在弹出介质之前，可以预览要弹出的介质。要预览该介质，可使用管理控制台或
vlteject 命令。
使用管理控制台预览要弹出的介质

1

选择要为其弹出介质的保管库或配置文件。

2

选择“操作”>“延迟弹出”。

3

如果需要，可以在“延迟弹出”对话框中选择保管库、配置文件或者会话 ID。
在此对话框中选择的选项取决于您是针对所有保管库、单个保管库还是针对配
置文件弹出介质。

4

单击“获取预览”，然后在“弹出预览”窗口中选择一个或多个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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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lteject 命令预览要弹出的介质
◆

从命令提示符中按以下格式输入 vlteject 命令，并为要预览的弹出介质指定
机械手、保管库或会话：
vlteject -preview [-vault vault_name [-profile profile_name]]
[-profile robot_no/vault_name/profile_name]
[-robot robot_no]
[-sessionid id]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弹出介质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弹出介质，并为所有保管库、单个保管库或尚未为其弹
出介质的配置文件生成报告。
如果选择“延迟弹出”，“延迟弹出”对话框中的默认选择将取决于您是为所有保
管库、单个保管库还是配置文件弹出介质。通过此对话框，可以启动弹出操作或预
览将弹出的介质。预览会显示将出现延迟弹出的会话 ID，以及每个选定会话的介质
ID。还可以选择在弹出后是否生成报告。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弹出介质

1

选择要为其弹出介质的保管库或配置文件。

2

选择“操作”>“延迟弹出”。

3

在“延迟弹出”对话框中，选择或更改任意选项。在此对话框中选择的选项取
决于您是为所有保管库、单个保管库还是配置文件弹出介质。

4

单击“弹出”。
要预览将弹出的介质，请单击“获取预览”，然后在“弹出预览”窗口中选择
一个或多个配置文件。
要监视弹出操作进度或取消弹出操作，请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活动监视
器。
图 6-2 显示了“延迟弹出”对话框，该对话框选择了所有保管库并预览将为选
定会话弹出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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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延迟弹出”对话框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弹出介质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弹出介质，并为尚未弹出介质的保管库会话生成报告
（必须在配置文件中配置这些报告）。“保管库操作员菜单”调用 vlteject 命令
完成介质的弹出操作。您还可以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预览待弹出的介质。
请参见第 183 页的““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弹出介质

1

运行 vltopmenu 命令启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

2

如有必要，请选择一个配置文件。

3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弹出此会话的介质
请参见第 112 页的“使用 vlteject 命令弹出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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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13 页的“使用保管库策略弹出介质”。
■

合并所有弹出

■

合并所有报告和弹出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合并弹出和报告”。

使用 vlteject 命令弹出介质
使用 vlteject 命令弹出介质，并为尚未弹出介质的保管库会话生成报告（必须在
配置文件中配置这些报告）。vlteject 命令可以处理所有机械手（所有保管库的
所有会话）、单个保管库的所有会话或特定保管库会话的暂停弹出或报告。
以下是 vlteject 命令的格式：
vlteject -eject -report -preview [-vault vault_name]
[-vault vault_name [-profile profile_name]]
[-profile robot_no/vault_name/profile_name]
[-legacy][-robot robot_no] [-auto y|n]
[-eject_delay seconds][-sessionid id]

vlteject 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以下是一个 vlteject 命令的示例，对于所有包含尚未弹出介质的会话的机械手，
该命令将弹出介质并生成报告：
vlteject -eject -report

以下示例弹出尚未为 CustomerDB 保管库的所有会话弹出的所有介质并生成报告：
vlteject -vault CustomerDB -eject -report

以下是 vlteject 命令示例，它预览 CustomerDB 保管库中要弹出的介质：
vlteject -vault CustomerDB -preview

有关 vlteject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另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中的“使用 NetBackup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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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lteject 命令弹出介质

1

在终端窗口或命令窗口中，更改到 vlteject 命令所在的目录。

2

使用适当的选项和参数运行该命令。

使用保管库策略弹出介质
使用 Vault 策略为已完成的保管库会话以及未弹出介质的会话弹出介质或生成报告。
在 Vault 策略中，将策略类型指定为 Vault，不指定客户端，并在“备份选择”选项
卡上指定 vlteject 命令。
以下是 vlteject 命令的格式：
vlteject -eject -report -preview [-profile profile_name]
[-profile robot_no/vault_name/profile_name]
[-robot robot_no] [-vault vault_name [-sessionid id]]
[-auto y|n] [-eject_delay seconds] [-legacy]

vlteject 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以下是一个 vltejct 命令的示例，对于所有包含尚未弹出介质的会话的机械手，该
命令将弹出介质并生成报告：
vlteject -eject -report

以下示例弹出尚未为 CustomerDB 保管库的所有会话弹出的所有介质并生成报告：
vlteject -vault CustomerDB -eject -report

有关创建 NetBackup 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有关 vlteject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另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中的“使用 NetBackup 命令”。
创建弹出介质的保管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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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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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属性”选项卡上，选择 Vault 作为策略类型。

5

在“日程表”选项卡上，单击“新建”创建新的日程表。
备份类型默认为“自动保管”。

6

完成日程表。

7

不使用“客户端”选项卡（没有为保管库作业指定客户端）。

8

在“备份选择”选项卡上，输入 vlteject 命令和适合该策略的选项。

9

单击“确定”。

合并弹出和报告
可以弹出多个保管库会话中的介质，该操作称为“合并”弹出。例如，可以使用一
个保管库策略每天复制介质，但只在周末弹出介质。
如果合并弹出，则还应合并报告。如果合并报告，则可能会遇到一些限制。默认情
况下，不能将使用插槽的保管库与使用容器的保管库的报告合并。
请参见第 156 页的“关于合并报告”。
请参见第 87 页的““弹出”选项卡（“配置文件”对话框）”。
请参见第 92 页的““报告”选项卡（“配置文件”对话框）”。
为配置文件合并弹出和报告

1

在配置文件“弹出”选项卡上，选择“延迟弹出”。
此操作可确保每个保管库会话不会自动弹出磁带。

2

在配置文件“报告”选项卡上，选择“延迟的报告”。
此操作可确保每个保管库会话不会自动生成报告。

3

使用“弹出介质”中所述方法之一，弹出介质并生成报告。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关于弹出介质”。

关于弹入介质
在正常的卷循环周期中，介质失效并从场外存储位置返回后，必须将它弹回到机械
手以供再次使用。对于还原或灾难恢复操作，可能还需要弹入未失效的介质。
弹入介质会更新 NetBackup 目录库和介质管理器目录库，以便记录正确的介质位
置。如果机械手没有用来标识待弹入介质的条形码读取器，则仍必须使用弹入选
项，这样才能在数据库中更新介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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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成弹入介质的过程视机械手库而定，如下所示：
■

如果库有一个介质访问端口 (MAP)，请插入要弹入 MAP 的介质。然后使用本主
题中讨论的弹入选项之一将该介质从 MAP 移至库插槽。如果库具有条形码读取
器，则会自动更改相应的数据库。

■

如果该库没有 MAP，则将介质插入到库插槽，或者插入磁带盒。磁带盒随后被
放入机械手。如果库具有条形码读取器，则会自动更改相应的数据库。

■

如果库没有条形码读取器，则必须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移动介质”
选项，以便更新数据库。

可以按如下方式弹入介质：
■

请参见第 115 页的“为有或没有条形码读取器的库弹入介质”。

■

请参见第 116 页的“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弹入介质”。

■

请参见第 117 页的“通过使用 vltinject 命令弹入介质”。

如果介质位于机械手卷组而未分配，或移动到机械手卷组（即弹回到机械手）后取
消分配，则介质管理器数据库中的保管库字段会被清除。
以下是用于存储保管库信息的介质管理器数据库字段：
vltcid

容器的 ID（仅限容器保管）。

vltname

保管库的名称。

vltreturn

该卷或容器应从场外保管库返回的日期。

vltsent

将该卷或容器发送到场外的日期。

vltsid

保管该卷或容器的会话的 ID。

vltslot

该卷在场外保管库中所驻留的插槽的 ID（仅限插槽保管）。

卷池、卷组和介质说明字段用于所有卷，而不只是保管库使用的卷。因此，在将介
质弹回机械手时，不会将其清除。但是，可以配置 NetBackup 以清除介质描述字
段。
请参见第 136 页的“关于清除介质描述字段”。

为有或没有条形码读取器的库弹入介质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无论磁带库是否有条形码读取器，均可为其弹入介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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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条形码读取器的库弹入介质

1

将介质插入磁带库插槽或介质访问端口。

2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介质和设备管理”>“介质”>“机械
手”。

3

选择将卷插入到的磁带库。

4

单击“操作”>“清点机械手”。

5

在“清点操作”部分中，选择“更新卷配置”。

6

如果机械手具有放置了介质的介质访问端口，请在“清点操作”部分中选择
“在更新前清空介质访问端口”。

7

要配置高级选项，请单击“高级选项”。

8

要清除“结果”部分中以前显示的任何内容，请单击“清除结果”。

9

单击“开始”以开始更新。

10 必要时重复以上操作，直到弹入了所有介质。
为没有条形码读取器的库弹入介质

1

将介质插入磁带库插槽（或者插入磁带盒然后将磁带盒插入机械手）。

2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单击“介质和设备管理”>“介质”。

3

选择要弹入库的卷。

4

单击“操作”>“移动”。

5

在“移动卷”对话框中，选择或输入机械手、卷组和插槽号。
使用“第一个插槽号”字段，输入要放入卷的插槽。

6

单击“确定”，即可移动卷。

7

必要时重复以上操作，直到弹入了所有介质。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弹入介质
可以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弹入介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调用 vinject 应
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来弹入介质。
注意：请确保 MAP 中的所有介质都来自当前保管库（即 vltopmenu 中当前选定的
配置文件的保管库）。否则，弹入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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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弹入介质

1

调用 vltopmenu 命令启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

2

如有必要，请选择一个配置文件。

3

如有必要，请选择一个会话。

4

将介质加载到机械手的介质访问端口。

5

选择“将介质弹入机械手”。

6

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将所有介质弹入机械手中。
请参见第 183 页的““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

通过使用 vltinject 命令弹入介质
vltinject 命令将卷弹入机械手并更新介质管理器卷数据库。此命令需要配置文件

名称（如果唯一）或机械手编号、保管库和配置文件名称作为一个选项。
以下是 vltinject 命令的格式：
vltinject profile|robot/vault/profile

以下命令示例将弹入由 Payroll 配置文件通过保管的卷，并弹入从场外保管库返回
的卷：
vltinject Payroll

注意：如果保管库配置中所有保管库都使用同一配置文件名，则应当指定
robot/vault/profile 属性。
以下示例会弹入由 Finance 保管库中的 Weekly 配置文件通过保管的卷，并弹入从
场外保管库返回的卷：
vltinject 8/Finance/Weekly

有关 vltinject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另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中的“使用 NetBackup 命令”。
使用 vltinject 命令弹入介质

1

在终端窗口或命令窗口中，更改到 vltinject 命令所在的目录，如下所示：
■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

■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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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2

将待弹入的介质加载到机械手的介质访问端口。

3

使用适当的选项和参数运行该命令。

4

重复以上步骤，直到弹入了所有介质。

关于使用容器
容器是一个盒子，可以将介质放入这个盒子，然后将其传送到场外存储位置。在配
置保管库时，应选择将介质存储在容器中还是场外存储位置的插槽中。保管库跟
踪、报告和恢复介质时不考虑介质是如何传送以及如何在场外存储的。
将介质从机械手弹出后，必须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或 vltcontainers 命令将介质
以逻辑方式添加到容器中。
可用于将介质添加到容器中的选项如下所示：
■

用键盘键入容器 ID 和介质 ID。使用此方法，可将介质添加到多个容器中。

■

使用键盘接口条形码读取器扫描容器 ID 和介质 ID。（键盘接口读取器也称为键
盘“楔接”读取器，原因是它们连接（或楔接）在键盘和计算机上的键盘端口
之间）。使用此方法，可将介质添加到多个容器中。

■

读取一个输入文件，该文件包含要添加到一个容器中的所有介质的 ID 或与其条
形码等效的数字。如果您的条形码读取器可以写入文件，则可以扫描介质条形
码，然后使用该输出文件作为 vltcontainers 命令的输入。

■

将特定会话弹出的所有介质添加到一个容器中。

容器的默认返回日期是容器中最后返回的卷的日期。可以在容器 ID 和介质 ID 的输
入过程中更改返回日期，或者在该过程之后且撤回容器之前的任何时间更改返回日
期。
还可以从 NetBackup 和介质管理器数据库中删除容器。以下内容说明应该在什么时
间删除一个空容器：
■

如果由于介质移动到其他容器中而产生了空容器，保管库将删除该空容器。

■

如果由于介质弹入而产生空容器，空容器将保留，用户须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手动删除该容器。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从 NetBackup 和介质管理器目录库中
删除容器 ABC123。
vltcontainers -delete -vltcid ABC123

注意：在删除容器前须确保该容器为空。
如果使用容器，保管库会对配置文件或会话环境之外的容器和介质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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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19 页的“关于保管容器中的介质”。
请参见第 121 页的“关于管理容器和介质”。
请参见第 123 页的“生成容器清单报告”。

关于保管容器中的介质
可以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或 vltcontainers 命令将介质 ID 添加到容器中。
请参见第 119 页的“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对容器介质进行保管”。
请参见第 119 页的“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对容器介质进行保管”。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对容器介质进行保管
当介质从机械手中弹出后，可以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输入容器 ID 和介质 ID。
请参见第 183 页的““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对容器中的介质进行保管

1

调用 vltopmenu 命令启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

2

弹出要添加到容器的介质。

3

选择“容器管理”。

4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5

将介质移入一个或
多个容器

如果要使用键盘输入介质 ID 和容器 ID，或使用条形码扫描器扫描
卷和容器上的条形码，请选择该选项。

将此会话弹出的所
有介质移入一个容
器

如果要将会话弹出的所有介质添加到一个容器中，请选择该选项。

将文件中列出的所
有介质移入一个容
器

如果要将一个输入文件中列出的所有介质添加到一个容器中，请
选择该选项。

请按照提示操作，将介质以逻辑方式移动到容器中。

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对容器介质进行保管
当介质从机械手中弹出后，可以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输入容器 ID 和介质 ID。
以下是 vltcontainers 命令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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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tcontainers
vltcontainers
vltcontainers
session_id
vltcontainers
robot_number]
vltcontainers
vltcontainers
vltcontainers
vltcontainers

-run [-rn robot_number]
-run -usingbarcodes [-rn robot_number]
-run -vltcid container_id -vault vault_name -sessionid
-run -vltcid container_id -f file_name [-rn
[-usingbarcodes]
-view [-vltcid container_id]
-change -vltcid container_id -rd return_date
-delete -vltcid container_id
-version

以下示例显示了如何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将介质添加到容器中：
■

要将从机械手编号 0 弹出的卷添加到容器，并通过键入方式输入 ID，请使用以
下命令：
vltcontainers -run -rn 0

■

要将从机械手编号 0 弹出的卷添加到容器中，并使用条形码读取器扫描容器 ID
和介质 ID，请使用以下命令：
vltcontainers -run -usingbarcodes -rn 0

■

要将容器 ABC123 的返回日期更改为 2004 年 12 月 7 日，请使用以下命令：
vltcontainers -change -vltcid ABC123 -rd 12/07/2004

■

要从 NetBackup 和介质管理器目录库中删除容器 ABC123，请使用以下命令：
vltcontainers -delete -vltcid ABC123

■

要将保管库 MyVault_Cntrs 的会话 4 弹出的所有介质添加到容器 ABC123 中，
请使用以下命令：
vltcontainers -run -vltcid ABC123 -vault MyVault_Cntrs
-sessionid 4

■

要将文件 C:\home\jack\medialist 中列出的且从机械手编号 0 中弹出的介质
添加到容器 ABC123 中，请使用以下命令：
vltcontainers -run -vltcid ABC123 -f C:\home\jack\medialist -rn
0

■

要将从挂接在主服务器上的机械手中弹出的介质添加到容器 ABC123 中，并从
文件 C:\home\jack\medialist 中读取该介质的条形码，请使用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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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tcontainers -run -vltcid ABC123 -f C:\home\jack\medialist
-usingbarcodes

有关 vltcontainers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另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中的“使用 NetBackup 命令”。
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对容器介质进行保管

1

弹出要添加到容器的介质。

2

使用适当的选项和参数运行 vltcontainers 命令。

3

请按照提示操作，将介质以逻辑方式移动到容器中。

关于管理容器和介质
在将介质和容器发送到场外存储位置之后，仍然可以执行管理容器和介质的任务。
可以查看和更改容器的返回日期。如果容器已撤回，而且其中没有介质，则可以从
NetBackup 和介质管理器数据库中删除有关容器的信息。
请参见第 121 页的“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对容器介质进行管理”。
请参见第 122 页的“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对容器介质进行管理”。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对容器介质进行管理
可以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更改容器返回日期，并从 NetBackup 数据库删除关
于某个容器的信息。
请参见第 183 页的““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
注意：（此说明适用于 Iron Mountain 用户。）要更改容器返回日期，请使用“保
管库操作员菜单”或 vltcontainers 命令更改该日期。然后将“容器清单报告”或
Iron Mountain FTP 文件重新发送给 Iron Mountain。请勿使用 Iron Mountain 帐户
管理工具来更改容器返回日期。否则，保管库报告将与 Iron Mountain 维护的报告
信息不匹配。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查看容器返回日期

1

调用 vltopmenu 命令启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

2

选择“容器管理”>“查看容器的返回日期”。

3

按照提示输入容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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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更改容器返回日期

1

调用 vltopmenu 命令启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

2

选择“容器管理”>“更改容器的返回日期”。

3

按照提示输入容器名称并更改日期。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删除容器

1

调用 vltopmenu 命令启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

2

选择“容器管理”>“删除容器”。

3

按照提示输入容器名称并删除容器的记录。
如果在恢复某个容器后该容器成为空容器，而且其中的所有介质已弹回到机械
手中或者已分配给另一容器，则将其从 NetBackup 和介质管理器数据库中删
除。

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对容器介质进行管理
可以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查看并更改容器返回日期，并从 NetBackup 和介质
管理器数据库删除关于某个容器的信息。
有关 vltcontainers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另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中的“使用 NetBackup 命令”。
注意：（此说明适用于 Iron Mountain 用户。）要更改容器返回日期，请使用“保
管库操作员菜单”或 vltcontainers 命令更改该日期。然后将“容器清单报告”或
Iron Mountain FTP 文件重新发送给 Iron Mountain。请勿使用 Iron Mountain 帐户
管理工具来更改容器返回日期。否则，保管库报告将与 Iron Mountain 维护的报告
信息不匹配。
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查看容器返回日期
◆

使用 -view 选项运行 vltcontainers 命令。例如，要查看容器 ABC123 的返
回日期，请使用以下命令：
vltcontainers -view -vltcid ABC123

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更改容器返回日期
◆

通过使用 -change 选项同时指定-vltcid 参数和 -rd 参数，运行 vltcontainers
命令。例如，要将容器 ABC123 的返回日期更改为 2004 年 12 月 7 日，请使
用以下命令：
vltcontainers -change -vltcid ABC123 -rd 12/0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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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删除容器
◆

通过使用 -delete 选项同时指定 -vltcid 参数，运行 vltcontainers 命令。
例如，要从 NetBackup 和介质管理器目录库删除容器 ABC123，请使用以下命
令：
vltcontainers -delete -vltcid ABC123

容器必须是空的才能删除。

生成容器清单报告
“容器清单报告”显示保管环境中配置的所有容器、每个容器的返回日期以及每个
容器中的介质。也可以指定容器 ID，以生成特定容器中的介质的报告。
如果您正在使用容器，则所有其他保管库报告将列出卷所在的容器的 ID，而不是插
槽号。只有将容器和介质 ID 添加到保管库之后，报告才会显示容器信息。将介质
弹回到机械手中后，会将其从容器中以逻辑方式删除。
还可以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生成“容器清单报告”（运行“个别报告”>“容
器清单”）。
注意：必须指定生成报告的目录路径。
请参见第 183 页的““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
图 6-3 提供“容器清单报告”窗口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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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

“容器清单报告”窗口

生成容器清单报告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报告”>“保管库报告”>“容器清单”。

2

在“容器 ID”字段中，选择“所有容器”或需要报告的容器的 ID。

3

单击“运行报告”。

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指定多个保留期限
不同类型数据的保留时间通常也不相同。例如，您可能要将财务数据保管 7 年，而
要将客户数据保存 20 年。为此，备份的场外副本依其数据类型将具有不同的保留
期限。如果备份是按照要保护的数据的类型组织的，保管库可以分别处理不同类型
的数据。例如，如果您根据数据类型设置了不同的备份策略，比如一个 Finance 备
份策略和一个 CustomerDB 备份策略。
当保管库会话创建复制映像时，保管库通常使用以下复制选项之一，为所创建的所
有复制映像指定相同的保留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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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无更改”将保持与原副本相同的截止日期。

■

指定数字保留级别将应用该保留期限。该保留期限是根据原映像的备份时间计
算出来的。

或者，可以将保管库配置为根据数据的类型计算复制副本的保留期限。在复制过程
中指定“使用映射”，可指示配置文件使用替代保留映射。特定类型数据的复制副
本的保留期限与该类型数据的备份策略中指定的保留级别有关。保留映射将原始备
份映像的保留期限转换为复制副本的新保留期限。
例如，假定要将所有数据的场内副本保留 2 个星期，Finance 数据的场外副本保留
7 年，CustomerDB 数据的场外副本保留 20 年。
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指定多个保留期限

1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主机属性”将保留级别 1 和 11 配置为 2 个
星期，保留级别 12 配置为 7 年，保留级别 13 配置为 20 年。

2

在 Finance 备份策略中，将保留级别 1（2 个星期）指定给日程表中配置的第
一个（或唯一的）副本。

3

在 CustomerDB 策略中，将保留级别 11（2 个星期）指定给日程表中配置的第
一个（或唯一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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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保管库配置文件中的“复制”选项卡上将“保留级别”配置为“使用映射”。

5

按如下方式配置保留映射：
0

0

1

12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3

12

12

按照此映射，将为 Finance 策略或日程表中的复制映像分配保留级别 12（7
年），为 CustomerDB 策略或日程表中的复制映像分配保留级别 13（20 年）。
如果未设置“允许每个介质有多个保留级别”属性（“NetBackup 管理”>“主
机属性”>“主服务器”>“介质”），复制映像将被写入不同的介质。
可以使用“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的“保留映射”选项卡为所有保管库全局
配置保留映射，也可以使用“保管库”对话框的“保留映射”选项卡分别为每
个保管库配置保留映射。
在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时，可以为一些复制规则指定常规保留期限计算，而为
其他复制规则指定替代保留映射。
保留级别的数值是在“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主服务器”>“保
留期限”中配置的。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请参见第 58 页的““保留映射”选项卡（保管库管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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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管附加卷
通常，在 NetBackup 策略作业或保管库配置文件复制作业执行过程中创建必要的备
份介质副本。然后，保管库配置文件弹出介质以传送到场外。保管库配置文件运行
之后，不能再次运行该配置文件来创建已发送到场外的介质的其他副本。
然而，可以在 NetBackup 策略和保管库配置文件运行之后，使用其他方法创建备份
介质的其他副本并弹出。可以手动复制卷或者可以配置保管库来复制卷。如果想一
次只复制并弹出一个或几个其他卷，最容易的解决方法是手动复制卷。
要复制其他卷，卷的主副本必须位于机械手中。如果不是主副本而是复制副本位于
机械手中，可以使用 bpchangeprimary 命令将复制副本更改为主副本，然后创建
其他卷。
有关 bpchangeprimary 命令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另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中的“使用 NetBackup 命令”。

手动复制卷
如果按照以下说明手动复制卷，则当磁带失效时，磁带将会出现在“保管库的选取
列表”报告中。在常规操作期间，该磁带将从场外保管库撤回。
手动复制卷

1

使用 bpduplicate 命令手动复制卷。复制卷时，请指定与已保管的卷相同的场
外卷池。

2

使用 vltoffsitemedia 命令为卷指定保管库供应商的插槽号。插槽号在 vltslot
字段中指定。
如果您愿意，可以对其他保管库字段指定值。
不要对 vltreturn 字段指定值。如果指定了值，卷将永远不会出现在“保管库
的选取列表”报告中。

3

使用 vmchange 命令将卷移入场外卷组。使用同一个场外卷组作为第一个保管
的副本。
如果卷位于与定期安排的保管库配置文件所使用的相同场外卷组和场外卷池
中，则当第一个保管的副本失效时，此卷将会出现在“保管库的选取列表”报
告中（如果您未对 vltreturn 字段指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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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弹出卷。

5

编辑“机械手的选取列表”报告的文件，以便将此卷插入列表中，然后打印报
告并将其提供给保管库供应商。
有关 bpduplicate 和 vltoffsitemedia 命令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
令参考指南》。
另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中的“使用 NetBackup 命令”。

使用保管库复制卷
如果使用保管库创建并弹出位于场外保管库中的某个卷的其他副本，则必须使用与
第一个卷不同的保管库、场外卷组和场外卷池。其他卷不会出现在“保管库的选取
列表”中，因此必须在卷失效后使用“丢失介质的报告”撤回卷。
通过使用保管库复制卷

1

创建新的保管库并加以配置。使用与第一个卷不同的场外卷组。

2

创建新的配置文件并进行配置，以复制和弹出卷。将卷指定给与第一个卷不同
的场外卷池。

3

对配置文件的弹出步骤进行配置，以搜索其他卷所指定到的场外卷池。

4

运行配置文件。

5

要在卷失效后撤回卷，请运行“丢失介质的报告”。
如果将“丢失介质的报告”作为常规操作的一部分运行，则卷会在失效后出现
在报告中。

重新保管未失效介质
将未失效的介质从场外存储位置弹回到机械手中时（例如，为了执行还原），应重
新保管该介质。如果必须重新保管许多磁带，则应创建一个新的配置文件来重新保
管这些磁带。如果只需重新保管几个磁带，则手动进行保管可能是最方便快捷的选
择。
创建新的配置文件来重新通过保管失效的介质

1

复制用于弹出介质的原始保管库配置文件。

2

在这一新配置文件中，更改“选择备份”时段，使其移回足够久远的时间，以
便它选择要重新保管的卷上的映像。

3

使用这个新的保管库配置文件启动会话。
保管库可以识别出存在着具有保管资格的映像副本，并且即使配置了复制步
骤，也不会复制映像。配置文件弹出要重新通过保管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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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要保管容器，请将卷以逻辑方式添加到容器中。当容器中保管的介质被弹
回到机械手中时，容器 ID 字段将被清除，因此，必须将该介质添加到容器中。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使用容器”。
如果将介质保管在插槽中，保管库假定它们将返回到从场外存储位置撤回时的
同一插槽中。

5

删除所创建的新配置文件，以重新进行保管。

6

如果在数据还原过程中冻结了介质，请使用 bpmedia 命令解除它的冻结。
如果冻结了介质，则必须解除对介质的冻结，以便在介质失效后可以撤回介
质，使其返回到卷池循环中。已暂停的保管介质在失效并被撤回后将自动解除
暂停。

7

将该介质返回到您的保管库供应商，以便该介质上的所有备份都可用于将来的
灾难恢复。

8

运行“恢复报告”以确保介质在场外存储位置中可用，以供将来使用。
有关 bpmedia 命令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另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中的“使用 NetBackup 命令”。

手动重新保管介质

1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手动弹出介质：
■

使用 vmchange 命令。

■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介质 ID，然后在“操作”菜单中选择
“从机械手中弹出卷....”操作。

vlteject 和 vltopmenu 不适用于此目的。

2

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手动将介质传送到场外卷组：
■

使用 vmchange 命令。

■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介质 ID，然后在“操作”菜单中选择
“更改卷组....”操作。

3

如果要保管容器，请将卷以逻辑方式添加到容器中。当容器中保管的介质被弹
回到机械手中时，容器 ID 字段将被清除，因此，必须将该介质添加到容器中。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使用容器”。
如果将介质保管在插槽中，保管库假定它们将返回到从场外存储位置撤回时的
同一插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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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在数据还原过程中冻结了介质，请使用 bpmedia 命令解除它的冻结。
如果冻结了介质，则必须解除对介质的冻结，以便在介质失效后可以撤回介
质，使其返回到卷池循环中。已暂停的保管介质在失效并被撤回后将自动解除
暂停。

5

将该介质返回到您的保管库供应商，以便该介质上的所有备份都可用于将来的
灾难恢复。

6

运行“恢复报告”，以确保该介质可用于将来的灾难恢复操作。
有关 vmchange 命令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另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中的“使用 NetBackup 命令”。

关于跟踪并非由保管库弹出的卷
弹出是保管库用来更新 NetBackup 数据库中的卷位置和撤回卷的事件。在正常操作
中，保管库必须弹出卷，这样用户才能跟踪卷并在卷失效后从场外存储将其恢复。
如果没有使用保管库弹出方法弹出卷或从机械手中移除卷，仍然可以用保管库跟踪
这些卷，前提是它们必须在用于场外介质的卷池中。可以使用命令来更改未使用保
管库弹出的卷的属性，从而使它们出现在保管库报告中，并在失效后恢复。
注意：只有当卷位于配置文件的“弹出”选项卡上的卷池中时，以下过程才适用。
不能更改已分配卷的卷池。
要跟踪未由保管库弹出的卷，请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 vmchange 命令更改卷的卷组，以供保管库跟踪这些卷的位置使用。例如，
以下 vmchange 命令更改了卷 A00001 的卷组：
vmchange -new_v offsite_volgrp -m A00001

■

使用 vltoffsitemedia 命令来更改特定于保管库的属性。以下 vltoffsitemedia
示例更改了卷 A00001 的保管库属性：
vltoffsitemedia -change -m A00001 -vltname offsite_vault -vltsent
07/03/2004 -vltreturn 0 -vltslot 99 -vltsession 33

目录库卷的处理方法相同，只是返回日期被设置为应恢复卷的日期。
如果打算将卷添加到场外存储位置的插槽，可以使用带 -list 选项的
vltoffsitemedia 命令查找可添加卷的空插槽。
如果打算将卷放到容器中，可以在指定场外卷组和保管库属性后，使用
vltcontainers 命令以逻辑方式将卷添加到容器。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使用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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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的默认返回日期是容器中最后返回的卷的日期。如果要添加卷的截止时间晚于
容器中的所有已有卷，则可能必须更改容器的返回日期。
可以使用下列 vltoffsitemedia 选项设置必要的卷属性：
-vltname
vault_name

保管库的名称。

-vltreturn
date

将返回日期设置为 0。保管库将卷上的映像的最晚截止日期用作返回日
期。例外情况：如果该卷是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卷，请设置应从场
外撤回该卷的日期。

-vltsent date

将发送日期设置为弹出卷的日期。日期的格式与您的语言环境设置有
关。对于 C 语言环境，日期语法为：mm/ dd/ yyyy [ hh[:mm[: ss]]]。

-vltsession
session_id

保管该卷或容器的会话的 ID。将它设置为与现有会话 ID 不同的非零数
字。

-vltslot
slot_id

插槽的 ID，该插槽中的卷驻留在场外保管库中确保这是场外存储位置
上的空插槽。若要将卷放入容器中，则不要指定此选项。

保管 VSM 介质
如果 Veritas Storage Migrator (VSM) 介质位于配置文件“弹出”选项卡上配置的
VSM 卷池中，并且具有由 VSM 设置的从保管库返回的日期，则保管库可以弹出和
跟踪该介质。保管库将供应商插槽或容器 ID 分配给该介质。该介质将出现在“机
械手的选取列表”（弹出时）和包含介质返回日期的“保管库的选取列表”中。
注意：Veritas Storage Migrator (VSM) 6.5 是该产品的最终版本，并且不受
NetBackup 7.0 和更高版本的支持。不过，NetBackup 6.5 的整个生命周期和所有
NetBackup 6.5 版本更新都支持 VSM。这意味着只有 NetBackup 6.5 GA 和 6.5.x
介质服务器支持 VSM 介质，并且此版本的保管库将管理这些介质。自 NetBackup
的下一个主要版本起，保管库将不再支持 VSM 介质弹出和报告功能。此外，如果
您有在场外进行保管的 VSM 介质，在下一主要版本发行后，您必须手动跟踪该介
质。
要对 VSM 介质进行保管，可以使用 VSM 介质专用的配置文件，或者使用弹出
NetBackup 介质的配置文件。如果使用的配置文件已用于弹出介质和生成报告，则
不需要运行特定于 VSM 的配置文件。VSM 介质可以作为正常保管库操作的一部分
来弹出、保管和撤回。
保管库暂停选项不会影响 VSM 介质；VSM 介质从不暂停。
在保管库中保管 VSM 介质的前提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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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VSM 中配置保管属性。

■

VSM 介质必须有一个由 VSM 设置的从保管库返回的日期。

请参见第 87 页的““弹出”选项卡（“配置文件”对话框）”。
保管 VSM 介质

1

配置保管库配置文件，使其包含要从中弹出介质的专用 VSM 卷池。对于 VSM
专用的配置文件，请接受“选择备份”选项卡上的默认值，并跳过复制和目录
库备份步骤。

2

在“弹出”选项卡上，选择“从 VSM 卷池中弹出介质”，然后将 VSM 卷池添
加到弹出列表。VSM 介质必须位于 VSM 专用的卷池中。

3

对于 VSM 专用的配置文件，在“报告”选项卡上（至少）选择以下报告：

4

■

机械手的选取列表

■

保管库的选取列表

运行配置文件，从而弹出 VSM 介质并生成报告。
可以预定 VSM 保管会话和保管库会话，使它们定期运行。

保管由介质管理器管理的非 NetBackup 介质
如果介质由介质管理器管理，则保管库可以弹出和跟踪并非由 NetBackup 创建的介
质。保管库使用弹出通知脚本将有效的介质 ID 添加到弹出列表中。如果将该介质
所在的卷池添加到“配置文件”对话框“弹出”选项卡上的“场外卷池”列表，则
保管库会弹出该介质。
保管库将供应商插槽或容器 ID 分配给该介质。这些介质将出现在“机械手的选取
列表”和“保管库的选取列表”报告中。即使保管库配置文件没有选择要弹出的其
他介质，保管库仍会弹出通知脚本介质。
保管库附带通知脚本模板。以下过程介绍如何复制和修改 vlt_ejectlist_notify
脚本。脚本中包括有关如何修改和测试脚本的信息。
请参见第 133 页的“关于使用通知脚本”。
保管由介质管理器管理的非 NetBackup 介质

1

复制 vlt_ejectlist_notify 脚本并为其正确命名（即，为名称添加适当的扩
展名）。

2

按如下所述编辑脚本：
■

添加要弹出的非 NetBackup 介质的介质 ID。

■

添加 vltoffsitemedia 命令，并使用 vltreturn 选项设置从保管库中恢复
介质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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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将执行 vltoffsitemedia 命令并指定截止日期。介质将在其截止日期
达到时出现在“保管库的选取列表”中。

3

将脚本放在 NetBackup bin 目录中。

4

配置保管库配置文件，使其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弹出”选项卡上的“场
外卷池”列表中包含已分配介质的卷池。
当运行配置文件且成功运行脚本时，将弹出介质。
有关 vltoffsitemedia 命令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另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中的“使用 NetBackup 命令”。

关于在弹出开始时通知磁带操作员
弹出过程开始时，保管库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弹出”选项卡上的每个配置文
件和“保管库机械手”对话框中的所有机械手都配置了弹出通知，“保管库管理属
性”对话框的“保管库”还全局配置了弹出通知。保管库会将通知发送到按该顺序
找到的第一个电子邮件地址。
要配置弹出电子邮件通知，请参见以下内容：
■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配置保管库管理属性”。

■

请参见第 60 页的“在保管库中配置机械手”。

■

请参见第 87 页的““弹出”选项卡（“配置文件”对话框）”。

■

请参见第 172 页的“关于设置电子邮件”。

关于使用通知脚本
保管库作业可在该作业执行过程中的特定点上调用“通知脚本”。保管库提供了模
板通知脚本，您可以对这些脚本进行自定义以满足您的使用需要。可以针对机械
手、保管库或配置文件使用脚本。
模板通知脚本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goodies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goodies

133

保管介质和管理介质
关于使用通知脚本

在 Windows 系统上，这些脚本的扩展名为 .cmd。脚本中包含说明，可以帮助您编
辑脚本以满足需求。
要调用和运行脚本，必须将其复制到 NetBackup bin 目录下。脚本必须返回正常状
态 (0)，保管库作业才能继续进行处理。出现故障时，这些脚本必须返回非零的状态
码，才能使保管库作业停止。在 UNIX 系统上，返回状态通过退出调用被传递到保
管库作业。在 Windows 系统上，脚本在 EXIT_STATUS 环境变量（由保管库设置）
所定义的文件中传递返回状态。
随保管库提供了以下脚本：
vlt_start_notify

由保管库会话在启动后调用。例如，可以在保管库作
业开始时使用该脚本发送通知。

vlt_ejectlist_notify

由保管库会话在建立要弹出的介质列表
(eject.list) 之前调用。使用该脚本可以将由介质
管理器管理但不是由 NetBackup 或保管库创建的介
质添加到弹出列表中。该脚本将介质 ID 写入
addon_medialist 文件。保管库读取
addon_medialist 文件，并在当前保管库会话过
程中弹出该文件中列出的介质，前提是介质所在的卷
池位于“配置文件”对话框的“弹出”选项卡上的
“场外卷池”列表中。

vlt_starteject_notify

由保管库会话在建立 eject.list 文件之后、自动
弹出进程开始之前调用。使用该脚本可以在弹出过程
开始时发送通知，也可以暂停弹出列表中的介质。如
果没有为配置文件配置弹出步骤，则不调用
vlt_starteject_notify 脚本。

vlt_endeject_notify

在弹出处理结束时调用。使用该脚本可以在弹出进程
结束时发送通知。如果没有为配置文件配置弹出步
骤，则不调用 vlt_endeject_notify 脚本。

vlt_end_notify

由保管库会话紧挨在退出之前调用。此脚本的用途之
一是启动另一个保管库作业。然后连续地运行保管库
作业并避免资源争用。

在使用通知脚本之前，应确保已正确设置了您的系统，以便可以发送电子邮件。
请参见第 172 页的“关于设置电子邮件”。
有关如何使用通知脚本的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关于特定机械手的通知脚本”。

■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关于用于特定保管库的通知脚本”。

■

请参见第 135 页的“关于用于特定配置文件的通知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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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136 页的“通知脚本执行顺序”。

关于特定机械手的通知脚本
可以使用通知脚本为配置中的每个机械手创建唯一的、自定义的脚本。要为特定的
机械手创建通知脚本，请将机械手编号附加到脚本名称后，然后将脚本复制到
NetBackup bin 目录中。
例如，某特定机械手的 vlt_start_notify 脚本如下所示：
vlt_start_notify.robot_number

该脚本将对为该机械手创建的所有配置文件运行。
使用同样的方法创建其他通知脚本。

关于用于特定保管库的通知脚本
可以使用通知脚本为配置中的每个保管库创建唯一的、自定义的脚本。要为特定的
保管库创建通知脚本，请将机械手编号和保管库名称附加到脚本名称后，然后将脚
本复制到 NetBackup bin 目录中。
例如，某特定机械手/保管库组合的 vlt_start_notify 脚本如下所示：
vlt_start_notify.robot_number.vault_name

该脚本将对为特定保管库创建的所有配置文件运行。
使用同样的方法创建其他通知脚本。

关于用于特定配置文件的通知脚本
可以使用通知脚本为配置中的每个配置文件创建唯一的、自定义的脚本。要为特定
的配置文件创建通知脚本，请将机械手编号、保管库名称以及配置文件名称附加到
脚本名称后，然后将脚本复制到 NetBackup bin 目录中。
例如，某特定机械手/保管库/配置文件组合的 vlt_start_notify 脚本如下所示：
vlt_start_notify.robot_number.vault_name.profile_name

该脚本将对为特定保管库定义的特定配置文件运行。
使用同样的方法创建其他通知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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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脚本执行顺序
通知脚本按从具体到一般的顺序执行，如下所示：
1.

script_name.robot_number.vault_name.profile_name

2.

script_name.robot_number.vault_name

3.

script_name.robot_number

4.

script_name

关于清除介质描述字段
在典型的卷循环过程中，当介质从场外保管库返回后，介质即会过期，可供再次使
用。为避免混淆，在过期的卷返回机械手时清除介质描述信息可能会有所帮助。
可以将 NetBackup 配置为在介质返回到机械手时清除介质描述字段。为此，可使用
nbemmcmd 来设置 VAULT_CLEAR_MEDIA_DESC 参数。从介质管理器卷数据库中清除
其他保管库信息时，将清除介质描述字段。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有关 nbemmcmd 命令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另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中的“使用 NetBackup 命令”。

从保管的介质还原数据
可能会需要从存储在场外保管库中的介质还原映像。本节中的高级别过程介绍如何
从保管的介质还原数据。
从保管的介质还原数据

1

撤回该介质。

2

将要恢复的映像更改为主映像（NetBackup 从主映像中进行还原）。
使用 bpchangeprimary 命令将副本提升为主副本。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3

如果未暂停或冻结介质，请暂停介质。
使用 bpmedia 命令暂停介质。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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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介质弹入机械手。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弹入介质”。
弹入该介质会将其移入机械手，同时还会将该介质的场外卷组属性更改为机械
手卷组，这样，NetBackup 就知道该介质在机械手中。

5

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还原数据。
请参见《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入门指南》。

6

还原了所有数据后，请重新通过保管介质。
请参见第 128 页的“重新保管未失效介质”。

更换损坏的介质
如果机械手中的介质已损坏，可以使用场外存储位置中的介质副本（如果有）替换
损坏的介质。如果主备份已失效，卷已被重写，而场外存储位置中的副本仍然可
用，也可以使用此过程恢复映像。
注意：此映像恢复过程假设 NetBackup 系统和映像目录库是当前使用的系统和映像
目录库，并且是最新的。
以下说明通过示例来演示如何运行恢复过程中使用的各个命令。根据您的目的适当
修改命令示例。
用于恢复损坏介质的大多数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

恢复和还原了损坏的介质后，应将该介质重新进行保管，以便它能再次用于恢复。
请参见第 128 页的“重新保管未失效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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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损坏的介质

1

找出损坏的介质。
在还原期间收到错误消息时，这些错误会被记录到还原日志中，并且在还原失
败时也会在活动监视器上显示这些错误。可以使用 NetBackup 脚本设置一个过
程，将错误发送到事件管理控制台，以立即向存储管理员通知此类型的介质错
误。

2

确定在损坏的磁带上有哪些备份映像。
要标识特定磁带上的所有映像，请运行 bpimmedia 命令。它会扫描整个
NetBackup 映像目录库，因此可能需要几分钟（时间长短取决于该目录库的大
小）。例如，下面显示了包含客户端 fgolddust 的一个映像的卷 S05423。它还
显示该映像已被复制，原因是它具有 (FRAG 2) 项。完整的映像名称为
fgolddust_0862806643：
# bpimmedia -mediaid S05423
IMAGE fgolddust 2 fgolddust_0862806643 golddust_BR1 0
Full_Weekly 0 3 19360 8654 85043 0 0
FRAG 1 -1 2293 0 2 6 2 S05423 nirvana 64512 0 862804830 3 0
*NULL*
FRAG 1 1 232848 0 2 6 1 S02643 nirvana 64512 2 862804830 3 0
*NULL*
FRAG 1 2 1225539 0 2 6 2 S02643 nirvana 64512 0 862804830 3 0
*NULL*
FRAG 1 3 70182 0 2 6 3 S02643 nirvana 64512 0 862804830 3 0
*NULL*
FRAG 1 4 825700 0 2 6 1 S05423 nirvana 64512 2 862808446 3 0
*NULL*
FRAG 2 -1 2293 0 2 6 2 S04440 nirvana 32768 0 862927577 2 0
*NULL*
FRAG 2 1 2335584 0 2 6 1 S04440 nirvana 32768 2 862927577 2 0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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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使用的是哪些复制磁带及其主机。
在第 2 步中，(FRAG 2) 项显示已复制一个映像：(FRAG 2 1) 项是复制副本。
副本 1 上有 4 个片段（通常是由于多路复用）。(FRAG 2 -1) 项是实际映像还
原副本。在此示例中，fgolddust_0862806643 映像使用 S04440 介质复制所有
原始片段。这通常是因为该原始映像已被多路传输到 4 个磁带上，而该副本在
映像复制期间已被取消多路复用，并且可以装入一个磁带上。
还要注意，在此 nirvana 示例中，是为每一片段打印该介质的主机。使用介质
服务器后，主机可以不同于主服务器。在保管库下，通常应该在进行原始备份
的那一台服务器上进行复制，因此，主机服务器名称对于映像的两个副本而言
应是相同的。
可以使用 bpimagelist 命令确认此信息，如下所示：
# bpimagelist -backupid fgolddust_0862806643
IMAGE fgolddust 0 0 2 fgolddust_0862806643 golddust_BR1 0 *NULL*
root Full_Weekly 0 3 862806643 4591 865485043 0 0 2356562 19360
2 7 1 golddust_BR1_0862806643_FULL.f *NULL* *NULL* 0 1 0 2
865830643 *NULL* 1 0 0 0 0 *NULL*
HISTO -1 -1 -1 -1 -1 -1 -1 -1 -1 -1
FRAG 1 -1 2293 0 2 6 2 S05423 nirvana 64512 0 862804830 3 0
*NULL*
FRAG 1 1 232848 0 2 6 1 S02643 nirvana 64512 2 862804830 3 0
*NULL*
FRAG 1 2 1225539 0 2 6 2 S02643 nirvana 64512 0 862804830 3 0
*NULL*
FRAG 1 3 70182 0 2 6 3 S02643 nirvana 64512 0 862804830 3 0
*NULL*
FRAG 1 4 825700 0 2 6 1 S05423 nirvana 64512 2 862808446 3 0
*NULL*
FRAG 2 -1 2293 0 2 6 2 S04440 nirvana 32768 0 862927577 2 0
*NULL*
FRAG 2 1 2335584 0 2 6 1 S04440 nirvana 32768 2 862927577 2 0
*NULL*

要确认哪个副本是主副本（即，要用于还原的副本），请将 -L 选项与
bpimagelist 一起使用，如下所示：
UNIX: # bpimagelist -L -backupid fgolddust_0862806643 | grep
Primary
Primary Copy: 1
Windows: bpimagelist -L -backupid fgolddust_0862806643 | find
Primary
Primary Cop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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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告诉 NetBackup 使用复制副本，而不是原副本。
运行 bpimage -npc 命令和选项以更改主副本。新的主副本用于还原映像：
# bpchangeprimary -copy 2 -id fgolddust_0862806643 -cl fgolddust

要确认新的主副本，请使用以下命令：
UNIX: # bpimagelist -L -backupid fgolddust_0862806643 | grep
Primary
Primary Copy: 2
Windows: bpimagelist -L -backupid fgolddust_0862806643 | find
"Primary"
Primary Copy: 2

5

冻结复制副本以确保执行还原。
使用 bpmedia -freeze 命令防止 NetBackup 使介质上的映像失效，并确保在
介质管理器中分配该介质。您还应使用该映像的介质主机（在第 2 步中由
bpimmedia 输出）。当该主机不同于运行此命令的计算机时，这一点是必需
的。
bpmedia -freeze -m S04440 -host nirvana

6

从保管库撤回介质。
从场外存储位置撤回适当的卷。
要确定要撤回的磁带的介质 ID、插槽号或容器 ID，请使用 vmquery 命令，此
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volmgr/bin

■

Windows
install_path\volmgr\bin.

在以下示例中，插槽号 (S278) 列于保管库插槽字段中：
vmquery -m S04440
===============================================================
media ID:
S04440
media type:
8MM cartridge tape (4)
barcode:
S04440
media description:
Added by Media Manager
volume pool:
Vaulted_CustomerD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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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 type:
NONE - Not Robotic (0)
volume group:
DB_offsite_volumes
vault name:
Customer_DB_Vault
vault sent date:
--vault return date:
--vault slot:
S278
vault session id:
1
created:
Tue Sep 3 10:08:32 2000
assigned:
Tue May 6 00:11:45 2001
last mounted:
Tue May 6 11:34:25 2001
first mount:
Tue Sep 3 18:20:48 2000
expiration date:
--number of mounts:
21
max mounts allowed:
--===============================================================

7

将恢复的介质弹回机械手中。
当磁带从场外供应商处返回后，将其弹入适当的磁带库中。首先将磁带插入机
械手介质访问端口。然后，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介质和设备管
理”。选择“清点机械手...”选项。选择“请在更新之前先清空介质访问端口”
复选框。
还可以使用 vltinject 命令执行此功能。

8

执行正常的还原操作。
还原操作应从新的主副本处读取数据。还原日志应显示对重复介质的装入请
求。

9

解除对用于复制的介质的冻结。
还原操作成功后，应将重复的介质解除冻结，以允许正常的失效进程。如果要
再次向场外发送磁带，则可从机械手上取下它，或者将其保留在机械手中以用
作主副本。Symantec 建议暂停介质，这样就不会向其中写入映像。
bpmedia -unfreeze -m S04440 -host nirvana

10 创建新的重复映像。
还可以创建新的重复映像，以将其传送给场外保管库供应商。
请参见第 188 页的“重新复制损坏或丢失的重复磁带”。

11 为大量映像修改 NetBackup 目录库。
在灾难恢复情况下，需要修改大量映像的主副本，此时应运行 bpchangeprimary
命令。此命令将更改场外卷池（其介质已从场外保管库返回）中所有备份映像
的主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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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时创建原始备份或副本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并行副本

■

关于继续制作并行副本或失败

■

同时创建多个原始映像

■

关于同时创建重复的映像

关于并行副本
最多可以同时创建同一备份映像的四个副本。这些副本是由“内联磁带复制”功能
同时创建的。如果映像是在 NetBackup 策略作业期间创建的，则将所有这些映像视
为原始映像。如果映像是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目录库”节点或是在 Vault
作业期间创建的，则将它们视为重复的映像。
必须对 NetBackup 进行配置，以便允许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最多备份副本数”
字段中设置足够的副本数。（在“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主服务器”>
server_name >“全局 NetBackup 属性”中配置）。默认情况下，该值为 2。
所有存储单元都必须连接到同一台介质服务器。此外，必须对存储单元进行配置，
使得有数量充足的并行作业来支持多个并行副本（“最多并行作业数”或“用于备
份的最多并行驱动器数”设置）。
可以将映像同时写入以下存储单元：
■

介质管理器存储单元。如果介质管理器存储单元有多个驱动器，则源存储单元
和目标存储单元可以相同。

■

磁盘存储单元。

■

磁盘分段作业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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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数据管理协议 (NDMP) 存储单元（仅限在保管库复制期间）。另外，每个
复制规则只允许一个副本（在原始备份期间不支持 NDMP）。如果 NDMP 存储
单元有多个驱动器，则源存储单元和目标存储单元可以相同。
尽管指定 NDMP 存储单元将副本数限制为一，但您可以使用多个复制规则来为
其他介质服务器所创建的映像指定其他存储单元。例如，可以使用一个复制规
则从一个介质服务器读取映像和将副本写入 NDMP 存储单元，然后可以使用另
一个复制规则从其他介质服务器读取映像和将副本写入其他存储单元。（要在
保管库配置文件中指定多个复制规则，请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复制”选
项卡上选择“高级配置”）。考虑到潜在的 NDMP 性能限制，Symantec 建议
您在直接挂接到同一 NDMP 主机的磁盘驱动器和磁带驱动器之间进行复制。

如果在 NetBackup 策略作业期间同时创建了多个原始映像，则所需的备份时间可能
会长于一个副本所需的时间。并且，如果您同时指定了介质管理器存储单元和磁盘
存储单元，磁盘写入操作的持续时间将和较慢的可移动介质写入操作的持续时间相
匹配。
不能使用以下各项同时创建映像：
■

存储单元组

■

1/4 英寸盒式磁带 (QIC) 设备

■

第三方副本

关于继续制作并行副本或失败
当同时制作映像的多个副本时，您可以选择在某个副本失败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操
作。根据复制操作成功与否，您的选择还可能决定是否弹出副本。可能出现复制操
作成功但没有弹出的情况。
在 NetBackup 中，选择继续或失败只会影响当前映像副本。在保管库中，您的选择
将影响该映像的所有副本。
默认情况下，该选项在 NetBackup 中配置为“继续”，而在保管库中配置为“使所
有副本失败”。
■

请参见第 143 页的“关于继续制作副本”。

■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使所有副本失败”。

关于继续制作副本
如果为所有副本都选择了“继续”，则会在任何副本成功时将并行复制作业视为成
功。但是，可能永远无法对该映像的副本进行保管。可能至少有一个副本会成功，
但它未必是分配给场外卷池用于弹出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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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在 NetBackup 策略备份期间弹出介质（即使并行复制操作失败），请执行
以下操作之一：
■

将保管库配置文件配置为复制映像、将副本分配给场外卷池，然后选择“使所
有副本失败”。如果在原始 NetBackup 备份作业过程中副本失败，则保管库配
置文件将在随后复制它。如果在原始备份作业过程中副本成功，则保管库配置
文件将不会复制它。不管怎样，都将弹出一个副本以传输到场外。

■

监视“活动监视器”，以便了解分配给场外卷池的副本是否出现失败状态。如
果该副本失败，则复制该映像并将其分配给场外卷池，以便将该映像弹出。可
以使用“管理控制台目录库”节点或 bpduplicate 命令来复制副本。

关于使所有副本失败
失败选项的行为和默认设置取决于并行副本操作是在 Vault 还是 NetBackup 中配置
的：
■

■

在保管库中，如果选择“使所有副本失败”，则无论其他映像副本操作成功还
是失败，该映像的所有副本都会失败。保管库配置文件下次运行时，如果满足
下列条件，保管库将再次尝试复制映像：
■

该映像被选定。

■

保管库配置文件未弹出主备份。

在 NetBackup 中，如果选择了“使所有副本失败”，则整个备份作业将失败，
并且不会生成副本。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 NetBackup 行为将确保此策略备份
最终会成功。也就是说，NetBackup 将自动重试备份（如果时间允许），并且
在下次此策略的备份时段开始时 NetBackup 将再次尝试运行备份（与日程表的
频率无关）。NetBackup 将多次尝试此操作，直到备份成功为止，只是在备份
成功之前可能会经过一个或多个备份时段。

同时创建多个原始映像
在 NetBackup 策略作业中，您可以同时创建多个原始备份映像。保管原始映像有很
多优点，这些优点包括：配置保管库更为容易，出现资源争用的机率更小，以及需
要的驱动器可能更少。
同时创建多个备份映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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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中间窗格中，双击现有策略。

3

选择“日程表”选项卡。

4

双击现有日程表或单击“新建”创建新的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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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日程表”对话框的“日程表属性”选项卡中，选择“多个副本”，然后单
击“配置”。

6

在“配置多个副本”对话框中，指定要同时创建的副本数量。
最大值为 4。副本 1 是主副本。如果副本 1 失败，则第一个成功的副本为主副
本。

7

为每个副本指定复制作业的优先级，范围从 0 到 99999。
值越大，优先级越高。所有副本在相同的优先级下复制。

8

指定每个副本将存储到的存储单元。
如果介质管理器存储单元具有多个驱动器，则可将其同时用于源和目标。在
NetBackup 策略作业期间创建多个副本时，不支持使用网络数据管理协议
(NDMP) 存储单元。

9

指定将每个副本分配到的卷池。

10 选择每个副本的保留级别。
如果您选择“无更改”，则复制副本和原始副本的截止日期将是一样的。
如果您选择不同的保留期限，则副本的截止日期为备份日期加上保留期限。例
如，如果备份是在 200x 年 11 月 14 日创建的，它的保留期限为 1 周，则新副
本的截止日期为 200x 年 11 月 21 日。

11 选择是“继续”其他副本（如果复制操作失败），还是“全部副本失败”。
12 指定 NetBackup 向其中写入映像的介质的所有者：
任意

由 NetBackup 选择介质所有者，可以是介质服务器也可以是服务
器组。

无

指定向介质写入数据的介质服务器为介质所有者。 未显式指定任
何介质服务器，但是您希望该介质属于某个介质服务器。

服务器组

所有在 NetBackup 环境中配置的介质服务器组都出现在下拉列表
中。如果指定一个介质服务器组，将只有该组内的介质服务器可
以写入写有此策略的备份映像的介质。

13 单击“确定”。
14 适当配置其他预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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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时创建重复的映像
通过使用“NetBackup 目录库”节点或配置保管库配置文件的“复制”选项卡，您
可以同时创建多个重复备份映像。复制并非始终可以进行，因此您必须了解何时可
以在 NetBackup 中使用复制。
请参见第 147 页的“创建通过目录库节点的并行副本”。
请参见第 148 页的“使用基本复制选项卡创建并行副本”。
请参见第 150 页的“使用高级复制选项创建多个并行副本”。
表 7-1 介绍了在 NetBackup 中何时可以进行复制以及何时不可以复制。
表 7-1

复制保管库配置文件的可能环境

可以复制备份
■

从一个存储单元到另一个存储单元。

■

从一种介质密度到另一种介质密度。

■

从一个服务器到另一个服务器。

■

从多路复用格式到非多路复用格式。

■

不可以复制备份
■

■

从多路复用格式复制并在副本上保留多路 ■
复用格式。 副本可包含原始多路复用组中 ■
所包括的全部备份或备份的任一子集。磁
带传送一次即可完成该流程。（多路复用
组是指在单个会话期间被一起多路复用的 ■
一组备份）。

正在创建备份时（除非在备份作业期间同
时创建多个备份映像）。
正在将任何其他备份映像写入包含源主备
份的磁带中时。
在主备份映像不可用时。
使用 NetBackup 调度程序自动预定
NetBackup 目录库的复制（除非使用保管
库策略来预定复制）。
当是下列各项的多路复用映像时：
■ Auspex FastBackup
■

NDMP 备份

■

备份到磁盘类型存储单元或从中进行
备份
非多路复用的备份

■

如果执行多路复用复制，请注意以下几点：
■

在启用多路复用模式的情况下复制多路复用 SQL-BackTrack 备份时，需要复制
多路复用组中的所有备份。这将确保在副本中保留片段的顺序和大小。否则，
有可能会无法从复制的备份中进行还原。多路复用组是一组备份，这些备份在
单个多路复用会话期间被一起多路复用。

■

在复制多路复用的备份时，目标存储单元和原始日程表的多路复用设置将被忽
略。但是如果是复制多个多路复用组，则每个多路复用组内的分组都将被保留。
这意味着多路复用组将会有一个多路复用因子，该因子不大于在原始备份期间
所使用的因子。

■

如果多路复用组中的所有备份都被复制到一个存储单元，而该存储单元与最初
执行备份的存储单元有着相同的特性，则复制得到的组也将是相同的，下列情
况除外：

146

同时创建原始备份或副本
关于同时创建重复的映像

■

在源介质或目标介质上遇到介质结尾 (EOM)。

■

如果源备份中任何一个片段的长度为 0（如果同时启动许多多路复用的备份，
将出现这种情况），则在复制期间，这些长度为 0 的片段将被删除。

创建通过目录库节点的并行副本
使用以下过程，通过“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目录库”节点手动创建备份映像的并
行副本。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通过目录库节点创建并行映像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主服务器”>“NetBackup 管理”>“目
录库”。

2

在“操作”字段中，选择“复制”。

3

为要复制的映像选择搜索条件，然后单击“立即搜索”。

4

右键单击想要复制的映像，然后从快捷菜单中选择“复制”。

5

在“设置复制变量”对话框中指定要创建的副本数。
如果有足够的驱动器可用，则可同时创建多个副本。否则，系统可能需要操作
员的干预；例如，当要创建四个副本而只有两个驱动器时。

6

为每个副本指定复制作业的优先级，范围从 0 到 99999。
值越大，优先级越高。所有副本在相同的优先级下复制。

7

如果希望让其中一个复制的副本成为主副本，请选中相应的框。
请参见第 75 页的““复制”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8

指定每个副本将存储到的存储单元。

9

指定将每个副本分配到的卷池。
NetBackup 并不事先验证为复制副本所选的介质 ID 与包含原始备份的卷的介
质 ID 是否相同。由于存在这种潜在的死锁，请指定其他卷池以确保使用不同
的卷。

10 更改副本的保留级别，选择其中一个保留级别选项。
如果为保留期限选择了“无更改”，则复制的副本和源副本的截止日期将是一
样的。
如果指定了数字保留级别，则副本的截止日期为备份日期加上保留期限。例
如，如果备份是在 200x 年 11 月 14 日创建的，其保留期限为 1 周，则新副本
的截止日期为 200x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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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确认当指定的副本失败时，剩余的副本是继续还是失败。
12 指定 NetBackup 向其中写入映像的介质的所有者。
任意

由 NetBackup 选择介质所有者，可以是介质服务器也可以是服务
器组。

无

指定向介质写入数据的介质服务器为介质所有者。未显式指定任
何介质服务器，但是您希望该介质属于某个介质服务器。

服务器组

所有在 NetBackup 环境中配置的介质服务器组都出现在下拉列表
中。如果指定一个介质服务器组，将只有该组内的介质服务器可
以写入写有此策略的备份映像的介质。

13 如果所选内容包括多路复用的备份，而且这些备份在复制中仍将保持多路复
用，请选中“保持多路复用”。

14 单击“确定”开始复制。
15 单击“结果”选项卡，然后选择刚创建的复制作业即可查看作业结果。

使用基本复制选项卡创建并行副本
在保管库中，您可以同时创建多个重复的映像，方法是在基本“复制”选项卡上选
择“多个副本”，或在该选项卡上选择“高级配置”（显示高级复制条件）。
可以使用以下说明从基本“复制”选项卡中同时创建多个副本。
关于如何在保管库中配置复制的说明，请参见以下内容：
请参见第 71 页的““复制”选项卡”。
请参见第 75 页的““复制”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使用基本的复制选项卡，同时创建多个副本

1

指出您要复制的映像是只驻留在磁盘存储单元上还是驻留在磁盘或介质存储单
元上。

2

输入将用于读取要复制的备份映像的驱动器的数目。
当您输入读驱动器的数目时，相同的数目会自动输入到“目标写入驱动器”字
段中。读驱动器和写驱动器的数目必须相等。

3

要使用与写入映像的服务器不同的介质服务器，请选中“备用读取服务器”，
并选择要使用的介质服务器。（备用读取服务器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如果机械手（或驱动器）由多个介质服务器共享，则可以指定与写入原始备份
的介质服务器不同的其他介质服务器来读取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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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多个副本”，然后单击“配置”。

5

在“多个副本”对话框中，选择要创建的副本数目。
您选择的副本数不能超过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最多备份副本数”字段中
指定的副本数。（在“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主服务器”>
server_name >“全局 NetBackup 属性”中配置）。默认情况下，该值为 2，
表示一个原始备份和一个副本。

6

如果您希望其中一个副本成为主副本，请选择将成为主副本的副本。

7

指定要用于复制操作的存储单元。当指定存储单元时，下列规则适用：
■

如果介质管理器或网络数据管理协议 (NDMP) 存储单元包含多个驱动器，
则源存储单元和目标存储单元可以相同。

■

仅当创建一个副本时，才支持 NDMP 存储单元。

■

所有存储单元都必须连接到同一台介质服务器。

8

为每个副本指定一个卷池。

9

指定每个副本的保留级别。
请参见第 124 页的“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指定多个保留期限”。
保留期限截止时，将从 NetBackup 和介质管理器目录库中删除有关已失效的备
份的信息，从场外存储中恢复卷，而且备份映像将不能用于还原。

10 指出在副本失败的情况下要采取何种操作。
在保管库中，如果选择“使所有副本失败”，则无论其他映像副本操作成功还
是失败，该映像的所有副本都会失败。保管库配置文件下次运行时，如果满足
下列条件，保管库将再次尝试复制映像：
■

该映像被选定。

■

保管库配置文件未弹出主备份。

默认情况下，该选项在保管库中被配置为“全部副本失败”。
如果您为所有副本选择“继续”，则只要有任何一个副本成功，保管库就认为
复制作业成功。但是，可能永远无法对该映像的副本进行保管。也可能至少有
一个副本会保存成功，但它未必是分配给场外卷池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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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指定您向其中复制映像的介质的所有者：
任意

NetBackup 选择介质所有者。

无

指定向介质写入数据的介质服务器为介质所有者。未显式指定任
何介质服务器，但是您希望该介质属于某个介质服务器。

服务器组

所有在 NetBackup 环境中配置的介质服务器组都出现在下拉列表
中。如果指定一个介质服务器组，将只有该组内的介质服务器可
以写入写有此策略的备份映像的介质。

12 单击“确定”返回到基本“复制”选项卡。
13 指定保管库复制作业的优先级，范围从 0 到 99999。值越大，优先级越高。对
于配置文件，所有复制作业均在同一优先级运行。

14 要保持多路复用，请选择“保持多路复用”。
请参见第 75 页的““复制”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15 选择“先复制较小的映像 (仅应用于磁盘备份映像)”，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复
制映像。

16 选中“使原始磁盘备份映像失效...”，然后输入在此保管库会话完成后多少小
时使磁盘映像失效。
如果复制磁盘映像失败，则该磁盘映像不会失效。

17 完成此对话框后，单击“确定”。

使用高级复制选项创建多个并行副本
可以按照以下说明，根据保管库配置文件“复制”选项卡的高级配置条件同时创建
多个副本。
关于如何在保管库中配置复制的说明，请参见以下内容：
请参见第 71 页的““复制”选项卡”。
请参见第 75 页的““复制”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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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高级配置选项，同时创建多个副本

1

在“复制”选项卡上，选择“高级配置”。

2

要使用与写入映像的服务器不同的服务器，请选中“备用读取服务器”。（备
用读取服务器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如果机械手（或驱动器）由多台介质服务器共享，则可以指定与写入原始备份
的介质服务器不同的一台介质服务器来读取备份。
如果选择了“备用读取服务器”，“源”区域将显示“备用读取服务器”列标
题。

3

要为该服务器添加目标介质服务器和复制规则，请单击“新建”。
如果您在“复制”选项卡上选中了“备用读取服务器”，则“复制规则”对话
框中将包含“源介质服务器”和“备用读取服务器”两个字段。如果没有选中
“备用读取服务器”，则只出现源“备份服务器”字段。

4

选择“源备份服务器”，或者，如果在“复制”选项卡上选中了“备用读取服
务器”，请选择“源介质服务器”。

5

如果在“复制”选项卡上选中了“备用读取服务器”，请选择“备用读取服务
器”。（备用读取服务器仅适用于 NetBackup Enterprise Server。）
源介质服务器和备用读取服务器可以相同。

6

选择要创建的副本的数目。
最多可创建的副本数为 4 个，或者是在“最多备份副本数”字段中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指定的数目（如果小于 4）。(在“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
性”>“主服务器”> server_name >“全局 NetBackup 属性”中配置。默认
情况下，该值为 2：一个原始备份和一个副本。

7

如果您希望其中一个副本成为主副本，请选择将成为主副本的副本。

8

指定要用于复制操作的存储单元。
此外，所有存储单元都必须连接到同一台介质服务器。

9

为每个副本指定一个卷池。

10 指定每个副本的保留级别。
请参见第 124 页的“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指定多个保留期限”。
保留期限截止时，将从 NetBackup 和介质管理器目录库中删除有关已失效的备
份的信息，从场外存储中恢复卷，而且备份映像将不能用于还原。

11 指出在副本失败的情况下要采取何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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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管库中，如果选择“使所有副本失败”，则无论其他映像副本操作成功还
是失败，该映像的所有副本都会失败。保管库配置文件下次运行时，如果满足
下列条件，保管库将再次尝试复制映像：
■

该映像被选定。

■

保管库配置文件未弹出主备份。

默认情况下，该选项在保管库中被配置为“全部副本失败”。
如果您为所有副本选择“继续”，则只要有任何一个副本成功，保管库就认为
复制作业成功。但是，可能永远无法对该映像的副本进行保管。也可能至少有
一个副本会保存成功，但它未必是分配给场外卷池的副本。

12 指定您向其中复制映像的介质的所有者：
任意

NetBackup 选择介质所有者。

无

指定向介质写入数据的介质服务器为介质所有者。未显式指定任
何介质服务器，但是您希望该介质属于某个介质服务器。

服务器组

所有在 NetBackup 环境中配置的介质服务器组都出现在下拉列表
中。如果指定一个介质服务器组，将只有该组内的介质服务器可
以写入写有此策略的备份映像的介质。

13 单击“确定”返回到“复制”选项卡。
14 指定保管库复制作业的优先级，范围从 0 到 99999。值越大，优先级越高。对
于配置文件，所有复制作业均在同一优先级运行。

15 指出是否希望“保持多路复用”。
请参见第 75 页的““复制”选项卡的配置选项”。

16 选择“先复制较小的映像 (仅应用于磁盘备份映像)”，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复
制映像。

17 选中“使原始磁盘备份映像失效...”，然后输入在此保管库会话完成后多少小
时使磁盘映像失效。
使用该选项释放磁盘上的空间供后面的备份映像使用。一定要留出足够的时间
以保证复制操作完成。
如果复制磁盘映像失败，则该磁盘映像不会失效。

18 单击“确定”。

152

8
报告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报告

■

关于生成报告

■

关于合并报告

■

查看保管库报告

■

保管库报告类型

关于报告
每个配置文件的报告都是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报告”选项卡上配置的。在配
置保管库配置文件时，要指定应该生成哪些报告，何时生成它们、将它们分发给谁
以及如何分发。
在生成和分发报告后，只要该会话的保管库日志未被删除，就可以查看和打印这些
报告。
要查看此版本的保管库报告和日志文件示例，请参考 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的以下
文件。
要获取过去的 NetBackup Vault 报告和日志文件的示例，请访问
http://entsupport.symantec.com/docs/287612

关于生成报告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配置为即时，当配置文件运行时就会生成报告。
如果配置文件的报告被延迟，请使用下列方法之一在配置文件运行后生成报告：
■

在管理控制台中选择“延迟弹出”选项，然后选择“弹出后生成报告”。

报告
关于生成报告

■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

使用 vlteject 命令。

■

使用运行 vlteject 命令的保管库策略。

在生成报告时，将生成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报告”选项卡上选定的报告，并
将其分发到指定的目标。
可以为一个会话或多个会话生成报告。从多个保管库会话生成报告和弹出介质称为
合并报告和弹出。例如，可以每天复制映像，但仅在周末弹出介质和生成报告。
■

请参见第 154 页的“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生成报告”。

■

请参见第 154 页的“使用 vlteject 命令生成报告”。

■

请参见第 155 页的“创建生成报告的保管库策略”。

■

请参见第 110 页的“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弹出介质”。

■

请参见第 92 页的““报告”选项卡（“配置文件”对话框）”。

■

请参见第 95 页的“取决于弹出的报告”。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生成报告
可以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生成报告。
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生成报告

1

调用 vltopmenu 命令启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

2

如有必要，请选择一个配置文件。

3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4

■

运行此会话的报告

■

运行个别报告

■

合并所有报告

■

合并所有报告和弹出
合并报告和弹出还会弹出介质。

按“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的提示继续操作。

使用 vlteject 命令生成报告
可以使用带 -report 选项的 vlteject 命令，从命令行生成报告。下面的命令用于
生成所有尚未生成的报告：
vlteject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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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为生成报告指定机械手、保管库、配置文件或会话。
如果相应的弹出过程已完成，则会生成并分发来自所选会话的暂停报告。如果再次
运行 vlteject，则不会再次生成这些报告。如果弹出过程未完成，则会生成与弹
出过程完成与否无关的一部分报告。如果在弹出过程结束后再次运行 vlteject
-report，则会再次生成这些报告。
以下是 vlteject 命令的格式：
vlteject -eject -report -preview [-profile profile_name]
[-profile robot_no/vault_name/profile_name]
[-robot robot_no] [-vault vault_name [-sessionid id]]
[-auto y|n] [-eject_delay seconds] [-legacy]

vlteject 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

■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使用 vlteject 命令生成报告

1

在终端窗口或命令窗口中，更改到 vlteject 命令所在的目录。

2

使用适当的选项和参数运行该命令。

注意：如果非管理员用户使用 NBAC，则“保管库操作员”组中存在一个特权用户
获得授权运行 vlteject -report 命令。 此特权用户只能根据需要生成 detail.log
和 session.log 文件的报告。

创建生成报告的保管库策略
可以使用 Vault 策略为已经完成但尚未生成报告的保管库会话生成报告。在 Vault
策略中，将 Vault 指定为策略类型，不要指定客户端，并在“备份选择”选项卡中
指定带 -report 选项的 vlteject 命令。
也可以为生成报告指定机械手、保管库、配置文件或会话。
如果相应的弹出过程已完成，则会生成并分发来自所选会话的暂停报告。如果再次
运行 vlteject，则不会再次生成这些报告。
如果弹出操作尚未结束，则将生成并分发与弹出过程完成与否无关的报告的子集。
如果再次运行 vlteject，则会再次生成这些报告。
以下是 vlteject 命令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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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teject -eject -report -preview [-profile profile_name]
[-profile robot_no/vault_name/profile_name]
[-robot robot_no] [-vault vault_name [-sessionid id]]
[-auto y|n] [-eject_delay seconds] [-legacy]

vlteject 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创建生成报告的保管库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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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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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属性”选项卡上，选择 Vault 作为策略类型。

5

在“日程表”选项卡上，单击“新建”创建新的日程表。
备份类型默认为“自动保管”。

6

完成日程表。

7

不使用“客户端”选项卡（没有为保管库作业指定客户端）。

8

在“备份选择”选项卡中，输入带 -report 选项和其他任何适当的选项的
vlteject 命令。

9

单击“确定”。

关于合并报告
可以从多个保管库会话中生成报告和弹出介质，这称为“合并”报告和弹出。例
如，可以每天复制映像，但仅在周末弹出介质和生成报告。为此，对于要合并报告
的每一个配置文件，请在“报告”选项卡上指定延迟报告，并在“弹出”选项卡上
指定延迟弹出。然后，弹出介质并生成报告。
注意：如果您合并报告，则还应合并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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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08 页的“关于弹出介质”。
在生成报告时，选择报告被延迟（即报告处于暂停状态）的机械手、保管库或配置
文件会话。
可以合并以下项：
■

一个配置文件的所有会话

■

一个保管库的所有会话

■

一个机械手的所有会话

■

所有保管库的所有会话

合并报告包含来自所有在配置文件中指定该报告的会话的信息。例如，如果某些会
话的配置文件都在“报告”选项卡上选择了“机械手的选取列表”，则合并的“机
械手的选取列表”将包含来自所有这些会话的相应介质。
表 8-1 定义了合并报告的元素。
表 8-1

合并的报告元素

报告元素

描述

报告标头

包含下列内容：

报告正文

■

将报告标识为合并报告。

■

报告中包含的机械手、保管库或配置文件。

■

报告中包含的会话。

显示在合并中包括的所有会话的介质，在这些会话中的配置文件“报
告”选项卡上都选择了该报告。如果介质应用于一个以上的会话，则仅
包含来自最新会话的信息。对于容器也一样，仅显示来自最新会话的容
器信息。

摘要

显示的信息与非合并报告相同。

在“恢复报告”中，合并会话中最早的日期范围为结束日期。生成的“恢复报告”
所覆盖的时间段是从当前日期和时间到该结束日期。将使用在各个配置文件中指定
的时间范围来生成报告。将根据参与合并报告的各个会话的开始时间来计算每个时
间范围。
如果弹出过程未完成，则会生成与弹出过程完成与否无关的一部分报告。如果再次
运行延迟报告，将再次生成这些报告。
如果合并报告并且还重命名报告，请对要合并其报告的所有配置文件使用相同的自
定义报告标题。自定义的报告标题将打印在报告上，并出现在电子邮件的主题行中
（如果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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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插槽和使用容器的保管库的报告不能合并。

关于保管库早期版本中的合并报告
在保管库的早期版本中，合并报告会将来自每个会话的相同报告连起来。这种方式
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合并基于插槽和基于容器的保管库的报告，而用新式的合并报
告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您喜欢旧式合并报告，可使用带 -report 和 -legacy 选项的 vlteject 命令，
以这种旧方式来合并报告。如果当前生成的是立即报告，则必须更改为延迟的报
告，然后手动运行 vlteject 命令或创建保管库策略以预定 vlteject -report
-legacy 作业。如果当前生成的是延迟的报告，可以将 -legacy 选项添加到用于生
成报告的 vlteject 命令。

查看保管库报告
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查看和打印已生成的保管库会话的报告。只有在该
保管库的会话目录仍然存在时，才能查看其报告。只有部分报告有效。例如，选取
列表报告只在生成当日有效。
查看保管库报告

1

选择“NetBackup 管理”>“报告”>“保管库报告”。

2

选择一个保管库报告或报告类型。
在选择报告或报告类型时，将会显示“报告”窗口。“报告”窗口包含“报告
设置”区域和报告内容窗口。

3

为要生成的报告输入或选择适当的值。
通常，必须指定配置文件和会话 ID，另外还必须指定日期范围或时间段。

4

单击“运行报告”。

5

要打印报告，请单击“文件”>“打印”。

保管库报告类型
本主题介绍各种保管库报告以及保管库报告类型。

出场介质的报告
出场介质报告显示已从机械手弹出并传输到场外的介质。它们在每个报告中包含的
详细信息量各不相同。这些报告上的介质来自会话的 eject.list 文件，合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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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介质则来自所有未报告的保管库作业的 eject.list 文件组合。未报告的保管
库作业指弹出了介质但未生成报告的作业。

“机械手的选取列表”报告
“机械手的选取列表”报告显示从机械手中弹出的应被传输到场外的卷。此报告按
介质 ID 排序，操作人员应使用它对已从机械手中弹出的介质进行核查。可以保存
该报告以进行跟踪，也可以重新打印该报告（只要会话目录仍然存在）。
“机械手的选取列表”报告中的列描述如下所示：
映像数

卷上的映像数。对于来自 NetBackup 6.0 之前版本的保管库目录库备份
介质，此列显示零。

容器 ID

容器的 ID，该容器中的卷驻留在保管库中。（仅限容器保管。）

已弹出

“是”或“否”。

截止日期

卷上映像失效的日期。对于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介质，显示的日期为卷分
配期间的返回日期。

兆字节

卷上的映像的大小（以兆字节为单位）。对于来自 NetBackup 6.0 之前
版本的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介质，该字段为空。

类别

介质的类型：
■

NBU。包含备份映像的 NetBackup 介质。

■

■

新 NBU 目录库。来自 NetBackup 6.0 和更高版本的目录库备份介
质。
旧 NBU 目录库。来自 NetBackup 6.0 之前版本的目录库备份介质。

■

附加。不受 NetBackup 管理的介质。

介质

介质的 ID。

机械手

弹出介质的机械手的编号（仅限合并报告。）

插槽 ID

插槽的 ID，该插槽中的卷将驻留在场外保管库中。（仅限插槽保管。）

“保管库的分发列表”报告
“保管库的分发列表”报告显示已从机械手弹出并传输到场外的卷。此报告按场外
插槽号或容器号排序，并且应该与要发送到场外保管库的介质相伴而生。保管库供
应商应该使用此报告验证是否已实际收到列出的所有卷。
“保管库的分发列表”报告中的列描述如下所示：
映像数

卷上的映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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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 ID

容器的 ID，该容器中的卷驻留在保管库中。（仅限容器保管。）

已弹出

“是”或“否”。

截止日期

卷上映像失效的日期。对于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介质，显示的日期为卷分
配期间的返回日期。

兆字节

卷上的映像的大小（以兆字节为单位）。对于来自 NetBackup 6.0 之前
版本的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介质，该字段为空。

类别

介质的类型：
■

NBU。包含备份映像的 NetBackup 介质。

■

新 NBU 目录库。来自 NetBackup 6.0 和更高版本的目录库备份介
质。
附加。不受 NetBackup 管理的介质。

■

介质

介质的 ID。

返回日期

容器应从场外保管库返回的日期。

插槽 ID

插槽的 ID，该插槽中的卷驻留在场外保管库中（仅限插槽保管。）

映像数

卷上的映像数。

“保管库的详细分发列表”报告
“保管库的详细分发列表”报告显示已从机械手中弹出并传输到场外的卷。此报告
类似于“机械手的选取列表”和“保管库的分发列表”报告，但它包含了关于每个
卷上映像的详细信息。因为备份作业可以跨越多个卷，所以同一个备份映像的片段
可能出现在多个卷上。如果一个卷上有同一映像的两个或多个片段，则在报告中他
们会在同一行上，而不是每个片段各占一行。也就是说，对于映像片段所驻留的每
个介质，每个映像只列出一次。
在灾难恢复时，此报告非常有用。Symantec 建议您将此报告发送到场外。
“保管库的详细分发列表”报告中的列描述如下所示：
备份 ID

NetBackup 在执行备份时分配的标识符。

客户端

已备份的客户端的名称

容器 ID

容器的 ID，该容器中的卷驻留在保管库中。（仅限容器保管。）

已弹出

“是”或“否”。

截止日期

卷上映像失效的日期。对于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介质，显示的日期为卷分
配期间的返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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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像数

卷上的映像数。

千字节

完整备份映像的大小（以千字节为单位）。即使映像是片段，也会列出
完整映像的大小。对于保管库目录库备份卷，该字段为空。

兆字节

卷上所有映像的大小（以兆字节为单位）。对于来自 NetBackup 6.0 之
前版本的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介质，该字段为空。

类别

介质的类型：
■

NBU。包含备份映像的 NetBackup 介质。

■

新 NBU 目录库。来自 NetBackup 6.0 和更高版本的目录库备份介
质。
附加。不受 NetBackup 管理的介质。

■

介质

介质的 ID。

部分

卷上的部分映像。该字段显示：
■

完整（如果所有片段都驻留在该卷上）。

■

部分（如果有一部分片段驻留在其他卷上）。

■

额外（如果映像不属于此会话）。

策略

用于备份客户端的策略的名称。

日程表

用于备份客户端的日程表的名称。

插槽 ID

插槽的 ID，该插槽中的卷驻留在场外保管库中（仅限插槽保管。）

保管库

卷的配置文件所属的保管库的名称。（仅限合并报告。）

写入时间

写入映像的日期。

“保管库的汇总分发列表”报告
此报告类似于“保管库的详细分发列表”报告，不同的是每段介质所对应的条目只
列出唯一的客户端、策略、日程表和日期。也就是说，如果在同一日期将某一给定
客户端、策略和日程表的多个备份作业（通常与 RDBMS 备份或 SAP 备份有关）
写入同一个卷，则此报告上将只打印出一行信息。“详细分发列表”会将这些备份
作业中的每一个显示为一个单独的条目，这可能会生成一个非常长的报告。“保管
库的汇总分发列表”报告对信息进行了汇总，并以更为精简的形式提供信息。此报
告对于灾难恢复情况也很有用，我们建议您将此报告发送到场外。
“保管库的汇总分发列表”报告中的列描述如下所示：
映像数

卷上的映像数。

备份时间

备份发生的时间。

161

报告
保管库报告类型

客户端

已备份的客户端的名称

容器 ID

容器的 ID，该容器中的卷驻留在保管库中。（仅限容器保管。）

已弹出

“是”或“否”。

截止日期

卷上映像失效的日期。对于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介质，显示的日期为卷分
配期间的返回日期。

兆字节

卷上的映像的大小（以兆字节为单位）。对于来自 NetBackup 6.0 之前
版本的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介质，该字段为空。

类别

介质的类型：
■

NBU。包含备份映像的 NetBackup 介质。

■

新 NBU 目录库。来自 NetBackup 6.0 和更高版本的目录库备份介
质。
附加。不受 NetBackup 管理的介质。

■

介质

介质的 ID。

策略

用于备份客户端的策略的名称。

日程表

用于备份客户端的日程表的名称。

插槽 ID

插槽的 ID，该插槽中的卷驻留在场外保管库中（仅限插槽保管。）

保管库

卷的配置文件所属的保管库的名称。（仅限合并报告。）

入场介质的报告
入场介质的报告显示被请求从场外保管库返回的卷。在为当前保管库会话弹出介质
之前或之后，会生成这些报告。
介质要在这些报告中出现，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在保管库场外卷组中。

■

在当前保管库中的配置文件的弹出卷池中，或在临时池中。

■

如果介质在临时池中，则它可在任何保管库中。

■

有一个非空返回日期，而且在生成报告时该日期已过（仅限目录库备份）。

■

有非空的保管库容器值（仅限于容器保管）。

■

未分配（仅限于 NetBackup 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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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库的选取列表”报告
“保管库的选取列表”报告显示被请求从场外保管库返回的卷。此报告应发送给场
外的保管库供应商。
卷在此报告上列出，是因为保管库已确定卷都位于场外卷组中并且所有映像都已失
效。当保管库标识出这些卷时，它会更改介质的“返回日期”字段，并向此报告添
加介质 ID 和请求日期。
失效的介质在此报告上仅出现一次：在介质失效之日或下一次生成报告之时（如果
在卷失效之日没有生成报告的话）。如果介质出现在报告上但没有恢复，则它们将
出现在“丢失介质”报告上。
如果从某一场外保管库的插槽中恢复失效卷，在该卷实际返回到机械手一天后，该
插槽将可供使用。
如果在使用一个临时池，即使此报告针对的是特定的保管库配置文件或会话，其中
也可能包括其他已失效并被移回该临时池的配置文件或保管库中的卷。
“保管库的选取列表”报告中的列描述如下所示：
容器 ID

容器的 ID，该容器中的卷驻留在保管库中。（仅限容器保管。）

密度

卷的密度。

上次装入

上次装入卷的日期。（仅限会话报告；对于合并报告则不会出现。）

上一个 SID

恢复介质的保管库会话的会话 ID。

类别

介质的类型：
■

NBU。包含备份映像的 NetBackup 介质。

■

新 NBU 目录库。来自 NetBackup 6.0 和更高版本的目录库备份介
质。
附加。NetBackup 未管理的介质。

■

介质

介质的 ID。

请求日期

请求从场外保管库返回卷的日期。

返回日期

容器应从场外保管库返回的日期。（仅限容器保管。）

插槽 ID

插槽的 ID，该插槽中的卷驻留在场外保管库中（仅限插槽保管。）

保管库

卷的配置文件所属的保管库的名称。（仅限合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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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手的分发列表”报告
“机械手的分发列表”报告显示将请求从场外保管库返回的卷。此报告与“保管库
的选取列表”相同，只不过它包含了介质应该返回到的机械手。请保留此报告，以
用于核查从场外保管库中返回的介质。
如果使用一个临时池，则即使此报告针对的是特定的保管库配置文件或会话，其中
也可能包括其他已失效并被移回该临时池的配置文件或保管库中的卷。
“机械手的分发列表”报告中的列描述如下所示：
容器 ID

容器的 ID，该容器中的卷驻留在保管库中。（仅限容器保管。）

密度

卷的密度。

上次装入

上次装入卷的日期。（仅限会话报告；对于合并报告则不会出现。）

上一个 SID

恢复介质的保管库会话的会话 ID。

类别

介质的类型：
■

NBU。包含备份映像的 NetBackup 介质。

■

新 NBU 目录库。来自 NetBackup 6.0 和更高版本的目录库备份介
质。
附加。NetBackup 未管理的介质。

■

介质

介质的 ID。

请求日期

请求从场外保管库返回卷的日期。

返回日期

容器应从场外保管库返回的日期。（仅限容器保管。）

机械手

介质驻留的机械手的编号（仅限合并报告。）

插槽 ID

插槽的 ID，该插槽中的卷驻留在场外保管库中（仅限插槽保管。）

清单报告
清单报告显示介质的位置。只有在已弹出介质后才生成这些报告。
请参见第 165 页的““保管库清单”报告”。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场外清单”报告”。
请参见第 166 页的““所有介质清单”报告”。
如果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显示清单报告，则必须选择弹出介质的配置文件。
还要选择该配置文件的最新会话，这样才能报告最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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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库清单”报告
“保管库清单”（或“保管库清单列表”）报告显示在保管库供应商处的出场介质
和正在发送到场外的介质（正在运送到保管库的“出站”介质）。
介质要在此报告中出现，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在场外卷组中。

■

在当前保管库中；如果介质在临时池中，则可在任何保管库中。

■

在当前保管库中的配置文件的弹出卷池中，在临时池中，或在目录库卷池中。

Symantec 建议您将此报告发送给保管库供应商，以便他们确认他们自己是否有保
管库指出的卷。
“保管库清单”报告中的列描述如下所示：
分配时间

NetBackup 介质管理器分配卷的日期。

容器 ID

容器的 ID，该容器中的卷驻留在保管库中。（仅限容器保管。）

截止日期

卷上映像失效的日期。

类别

介质的类型：
■

NBU。包含备份映像的 NetBackup 介质。

■

新 NBU 目录库。来自 NetBackup 6.0 和更高版本的目录库备份介
质。
附加。不受 NetBackup 管理的介质。

■

介质

介质的 ID。

插槽 ID

插槽的 ID，该插槽中的卷驻留在场外保管库中（仅限插槽保管。）

保管库

卷的配置文件所属的保管库的名称。（仅限合并报告。）

“场外清单”报告
“场外清单”（或“完整的保管库清单列表”）报告包括“保管库清单”报告中的
信息，还包括已请求从场外保管库供应商返回的所有卷（即正在运送中的入站介
质）。通常情况下，不是每天都生成此报告，而是将“保管库清单列表”报告发送
给保管库供应商以执行验证。
如果使用一个临时池，则即使此报告针对的是特定的保管库配置文件或会话，其中
也可能包括其他已失效并被移回该临时池的配置文件或保管库中的卷。
“场外清单”报告中的列描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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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时间

NetBackup 介质管理器分配卷的日期。

容器 ID

容器的 ID，该容器中的卷驻留在保管库中。（仅限容器保管。）

截止日期

卷上映像失效的日期。

类别

介质的类型：
■

NBU。包含备份映像的 NetBackup 介质。

■

新 NBU 目录库。来自 NetBackup 6.0 和更高版本的目录库备份介
质。
附加。不受 NetBackup 管理的介质。

■

介质

介质的 ID。

请求日期

请求从场外保管库返回卷的日期。

插槽 ID

插槽的 ID，该插槽中的卷驻留在场外保管库中（仅限插槽保管。）

保管库

卷的配置文件所属的保管库的名称。（仅限合并报告。）

“所有介质清单”报告
“所有介质清单”（或“完整的保管库清单列表”）报告显示场外卷池中的所有
卷。
介质要在此报告中出现，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在机械手卷组或场外卷组中。

■

在当前保管库中；如果介质在临时池中，则可在任何保管库中。

■

在当前保管库中的配置文件的弹出卷池中，或在临时池中。

如果在使用一个临时池，即使此报告针对的是特定的保管库配置文件或会话，其中
也可能包括其他已失效并被移回该临时池的配置文件或保管库中的卷。
注意：场外卷池中的卷必须属于场外卷组或机械手卷组，否则它们不会出现在此报
告上。
“所有介质清单”报告中的列描述如下所示：
容器 ID

容器的 ID，该容器中的卷驻留在保管库中。（仅限容器保管。）

截止日期

卷上映像失效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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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显示卷驻留在什么地方。对于会话报告，显示“机械手”或保管库。对
于合并报告，如果卷在机械手中则显示机械手编号，如果卷在场外则显
示保管库名称。

介质

介质的 ID。

请求日期

请求从场外保管库返回卷的日期。

SID

复制和/或弹出此卷的会话的 ID。

插槽 ID

插槽的 ID，该插槽中的卷驻留在场外保管库中（仅限插槽保管。）

图 8-1 显示了报告的不同范围：
图 8-1

清单报告范围的图形表示

所有介质清单

场外清单
保管库清单

机械手

供应商

“容器清单”报告
“容器清单”报告显示保管环境中配置的所有容器、每个容器的返回日期以及每个
容器中的介质。也可以指定容器 ID，以生成特定容器中的介质的报告。
仅当以保管方式将介质保存到容器中时，才会生成此报告。只有将容器和介质 ID
添加到保管库之后，报告才会显示容器信息。将介质弹回到机械手中后，会将其从
容器中以逻辑方式删除。
“容器清单”报告中的列描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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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 ID

容器的 ID，该容器中的卷驻留在保管库中。

上一个 SID

访问过该卷的配置文件的上一个会话 ID。

介质 ID

容器中介质 的 ID。

请求日期

请求从场外保管库返回容器的日期。

返回日期

容器应从场外保管库返回的日期。

机械手

弹出卷的机械手。

“保管库恢复报告”报告
“保管库恢复报告”显示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定义的所有策略，以及还原给定
的一组日期之间的备份所需的所有介质。该报告显示介质上的映像所适用的日期范
围。
此报告还包括以下内容：
■

在保管库的场外卷组中最新的三个保管库目录库备份。此报告上只出现保管库
目录库备份。即使已将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弹出并传输到场外，也不会出现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

■

来自目录库备份策略生成的灾难恢复文件的信息。

在合并的“恢复”报告中，合并会话中最早的日期范围为结束日期。生成的“恢
复”报告所覆盖的时间段是从当前日期和时间到该结束日期。将使用在各个配置文
件中指定的时间范围来生成报告。将根据参与合并报告的各个会话的开始时间来计
算每个时间范围。
定期向保管库供应商发送“恢复”报告对灾难恢复很有帮助。如果灾难破坏了主服
务器，您将无法生成“恢复”报告以确定从保管库供应商请求哪些卷。因此，保管
库供应商拥有恢复报告的副本是非常重要的。
“保管库恢复报告”报告中的字段描述如下所示：
策略

用于备份客户端的策略的名称。

日程表

用于备份客户端的日程表的名称。

客户端

已备份的客户端的名称（不包括目录库备份介质。）

介质

介质的 ID。（仅限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介质。）

介质 ID

介质的 ID。（不包括目录库备份介质。）

写入时间

将目录库备份写入卷中的日期（仅限保管库目录库备份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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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库

存储介质的场外保管库。

插槽/容器

插槽或容器的 ID，该插槽或容器中的卷驻留在场外保管库中。

“丢失的介质”报告
“丢失的介质”报告列出了尚未从场外保管库供应商返回的失效介质。
“丢失的介质”报告上出现的介质有：
■

值为 0 或被冻结的分配日期。

■

空的机械手编号值。

■

非空的保管库发送日期值。

■

非空的返回日期。

介质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丢失，如下所示：
■

卷只在“保管库的选取列表”中出现一次。如果该报告中的卷丢失并且未返回
到机械手中，则该卷永远不会再次列出以供撤回。

■

冻结的备份介质永不失效。未失效的介质不会出现在“保管库的选取列表”中，
并且不会从保管库中恢复该介质。

■

更改或重命名场外卷组和池。例如，如果开始使用新的介质类型，就必须使用
一个新的卷池名称。Symantec 建议您不要对组名称或池名称进行更改或重命
名。

您必须生成“丢失的介质”报告，弹出介质时不生成此报告。不必针对“丢失的介
质”报告配置您的配置文件。通常情况下，应该从场外返回“丢失的介质”报告中
包含的介质，并将该介质重新弹入机械手中相应的保管库。
最好是定期运行“丢失的介质”报告，例如每周或每月运行一次（取决于您的操
作）。
“丢失的介质”报告中的列描述如下所示：
密度

卷的密度。

上次装入时间

上次装入卷的日期。

介质 ID

介质的 ID。

请求日期

请求从场外保管库返回卷的日期。

保管库

卷所属的保管库。

卷组

卷分配到的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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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保管映像异常”报告
“非保管映像异常”报告显示了当保管库会话运行时未进行保管的映像和介质。当
生成指定会话的“非保管映像异常”报告时，会检查（该会话的 preview.list 中）映
像的当前状态及其所驻留的介质，从而确定未进行保管的介质。该报告列出了匹配
“选择”备份条件并且在生成该报告时未进行保管的（preiew.list 文件中的）映像
和介质。
如果在会话运行后生成该报告，则在会话运行以来失效的映像即使未被保管，也不
会出现在该报告上。因此，要有效地使用“非保管映像”报告，应该在会话运行时
生成它，并保存它以供日后参考。
可以通过指定保存报告的目录来保存该报告（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报告”选
项卡上）。
报告也会保存在会话目录中。
“非保管映像”报告中的列描述如下所示：
分配时间

NetBackup 介质管理器分配卷的日期。

备份 ID

NetBackup 在执行备份时分配的标识符。

创建时间

创建卷的日期（原始备份或复制的备份）。

截止日期

卷上映像失效的日期。

介质

介质的 ID。

策略

用于备份客户端的策略的名称。

机械手

卷驻留的保管库机械手的编号（仅限合并报告。）

日程表

用于备份客户端的日程表的名称。

插槽 ID

插槽的 ID，该插槽中的卷驻留在机械手中（仅限插槽保管。）（仅限
会话报告；对于合并报告则不会出现。）

卷组

卷分配到的卷组。

卷池

卷分配到的卷池。

关于 Iron Mountain FTP 文件
如果 Iron Mountain 是您的保管库供应商，则可以配置保管库以生成“Iron Mountain
电子格式”报告，该报告是可以包括以下报告的文件：
■

保管库的选取列表（P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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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管库的分发列表（D 节）

■

保管库清单报告（如果在插槽中进行保管）（I 节）

■

容器清单报告（如果保管容器）（C 节）

■

恢复报告（R 节)

文件中包含的报告取决于在“配置文件”对话框的“报告”选项卡上所做的选择。
必须选择一个报告，使其出现在 Iron Mountain 报告文件中。
此报告采用 Iron Mountain 的自动保管机制能够读取的格式并包含该机制需要的信
息。可以使用文件传输协议 (FTP) 将报告文件发送给 Iron Mountain，他们会使用该
文件自动更新他们的保管机制。
在将报告发送给 Iron Mountain 之前，应校验弹出的卷是否与“保管库的分发列表”
匹配。与 Iron Mountain 联系以确定发送报告的地点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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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设置电子邮件

■

关于管理对保管库的访问

■

关于打印保管库和配置文件信息

■

复制配置文件

■

关于将保管库移到其他机械手

■

关于更改卷池和卷组

■

关于 NetBackup Vault 会话文件

■

与保管 Storage Migrator 文件相关的操作问题

■

与“复制”选项卡中仅磁盘选项相关的操作问题

■

与源卷组范围相关的操作问题

关于设置电子邮件
根据计算环境的不同，可能需要配置 NetBackup 或计算环境，以便来自 NetBackup
的通知电子邮件能够正常工作。
在 UNIX 系统上，NetBackup 使用 sendmail 邮件传输代理来发送电子邮件。如果
未安装 sendmail，必须安装它并对环境进行配置，以便它能够正确工作。
在 Windows 系统中，NetBackup 使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 nbmail.cmd 脚本
（在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 中）发送电子邮件。对于电子邮件
通知，NetBackup 会将电子邮件地址、主题和消息传递给该脚本。NetBackup 则使
用该脚本中指定的邮件程序发送电子邮件。有关配置该脚本的说明，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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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mail.cmd 脚本中的注释。默认的 NetBackup 行为：nbmail.cmd 不发送电子邮

件。
注意：如果在 Windows 系统上使用 Blat 电子邮件客户端发送电子邮件，则在
nbmail.cmd 脚本的 blat 命令中包含 -mime 选项。这可以确保通过电子邮件正确地
发送保管库报告。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关于管理对保管库的访问
NetBackup 提供两种互斥的方法来控制用户访问：
■

访问管理。使用“访问管理”，您可以通过定义用户组并授予这些组显式权限
来控制对 NetBackup 的访问。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访问管理”，
可以进行用户组配置和权限分配。“访问管理”是最新的方法，也是将来
NetBackup 版本中的首选方法。

■

增强的授权和身份验证。增强的身份验证允许 NetBackup 连接的每一端验证连
接另一端上的主机和用户。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运行时不启用增强的身份
验证。增强的授权确定已验证身份的用户（或用户组）是否具有 NetBackup 管
理权。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将管理权授予 NetBackup 服务器上的 UNIX root
管理员或 Windows 系统管理员。

如果同时配置了“访问管理”和“增强的授权和身份验证”，则“访问管理”优
先。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I 卷》。

关于保管库操作员用户组权限
NetBackup“访问管理”用于定义用户组，指定每个用户组可以执行哪些操作，以
及向这些用户组分配用户。每个用户组都只能执行显式授权的操作，而不能执行其
他操作。
当保管库安装完毕并获得授权后，NetBackup 中将包括一个保管库操作员用户组，
该用户组有权执行保管库进程所需的操作员操作。
表 9-1列出了在 NetBackup“访问管理”术语中保管库操作员用户组具有的权限。
表 9-1

保管库操作员权限集默认值

权限集

权限

保管库操作员

操作介质

浏览介质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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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集

读取报告

操作机械手

驱动器

NBU_Catalog

作业

权限

保管库操作员

读取介质

x

弹入介质

x

弹出介质

x

移动介质

x

分配介质

x

取消分配介质

x

更新数据库

x

更新条形码

x

新建

x

删除

x

失效

x

浏览报告

x

读取报告

x

浏览机械手

x

读取机械手

x

清点机械手

x

新建机械手

x

删除机械手

x

浏览驱动器

x

读驱动器

x

浏览

x

读取

x

浏览作业

x

读取作业

x

暂停作业

x

继续作业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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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集

服务

主机属性

许可证

卷组

卷池

Dev 主机

保管库

ServerGroup

权限

保管库操作员

取消作业

x

删除作业

x

重新启动作业

x

新建作业

x

浏览服务

x

读取服务

x

浏览主机属性

x

读取主机属性

x

浏览许可证

x

读取许可证

x

浏览卷组

x

读取卷组

x

新建卷组

x

删除卷组

x

浏览卷池

x

读取卷池

x

浏览设备主机

x

读取设备主机

x

浏览保管库

x

读取保管库

x

管理容器

x

运行报告

x

浏览

x

读取

x

这些权限只能在保管库执行的操作范围内来授予。例如，保管库操作员组只能在保
管库允许的范围内更新数据库（例如，当弹出介质操作更改所弹出的卷的卷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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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如在默认权限集中所定义的，保管库操作员不能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
台更改与介质操作无关的数据库信息。
如果使用“访问管理”以及默认保管库操作员组来管理访问，则不管操作是从“保
管库操作员菜单”还是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启动的，都将应用上述权限集和
权限。
NetBackup 安全管理员（在 NetBackup“访问管理”中定义的一个用户组）可以使
用“访问管理”向保管库操作员组中添加用户，以及更改保管库操作员组的权限集
和权限。安全管理员也可以创建新的用户组来定义新角色。
因为您可以更改用户组可以执行的操作，所以保管库文档不能指定哪些操作是“访
问管理”允许的，哪些操作是禁止的。如果由于“访问管理”限制而不能执行某一
操作，则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消息将会对该限制予以说明。
请参见《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指南》。
注意：如果授予操作员访问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的权限，也就同时向操作员提供了更
改报告目标的能力。如果您不希望操作员查看报告和更改报告目标，则不要授予他
们访问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的权限。例如，您可能不希望操作员看到恢复报告，或者
不希望操作员能够更改报告电子邮件的收件人。

关于打印保管库和配置文件信息
可以打印当前在管理控制台“详细信息”窗格中显示的信息（机械手、保管库或配
置文件）列表。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打印”，或单击工具栏上的“打印”图
标。

复制配置文件
如果要创建一个与另一个配置文件类似的配置文件，可以先复制现有的配置文件，
然后将其重命名并更改属性。
注意：新的配置文件必须与原来的配置文件同属一个机械手。
复制配置文件

1

选中要复制的配置文件。

2

打开“操作”菜单，然后选择“复制配置文件”。

3

在“复制配置文件”对话框中，从“保管库”字段的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在其中
放置新配置文件的保管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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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该配置文件输入一个新名称。

5

单击“确定”。

关于将保管库移到其他机械手
一个保管库与一个特定的机械手关联（即属于该机械手）。然而，您可以更改保管
库所属的机械手。要进行更改，请右键单击该机械手，并选择“更改”。填写该对
话框，为该保管库指定另一个机械手，然后单击“确定”。
注意：曾与之前的机械手关联的所有保管库现在都将与在该对话框中选择的新机械
手关联。有些配置文件配置在新的机械手下可能无效。例如，如果之前的机械手与
新机械手未关联的某个介质服务器相关联，则该配置无效。
机械手在 NetBackup 中是通过介质管理器配置的。本主题所描述的操作不会更改机
械手在介质管理器中的配置。

关于更改卷池和卷组
如果更改为新的场外卷组或场外卷池，则可以确保是通过配置仅生成撤回介质所需
报告的配置文件来撤回介质的，如下所示：
■

配置使用旧场外卷组的保管库。

■

在该保管库中配置一个执行以下操作的配置文件：

■

■

不选择映像（也就是说，配置“选择备份”步骤，使其不选择备份映像）。

■

跳过“复制”和“目录库备份”步骤。

■

在弹出步骤的卷池列表中指定旧卷池。

■

只生成“保管库的选取列表”和“机械手的分发列表”报告。

将此配置文件预定为定期运行。

旧场外卷组和旧卷池中的介质在失效时将从场外存储中撤回。在撤回了每个卷并将
其重新弹入机械手后，请将其卷池和组更改为新的卷池和组。如果将卷返回到从中
分配所有介质的临时卷池，则无需更改卷池。
恢复了这些卷池和卷组中的所有介质后，可以删除保管库、卷组和卷池。
注意：如果场外保管库中存在介质，Symantec 建议不要更改或重命名您的场外卷
组或场外卷池。如果开始使用保管库配置文件中的新卷池和卷组，则撤回失效介质
的报告将不包括旧的组和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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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etBackup Vault 会话文件
为每个保管库会话生成的目录将通过 2 个日志文件收集该会话的信息。detail.log
文件中包含为该会话执行的每个操作的记录。detail.log 中的部分信息也记录在
NetBackup 日志文件中。 summary.log 文件包含该保管库会话的简要说明，以及
该会话的结果。 如果启用了电子邮件通知功能，则此文件中的信息将附加到电子邮
件中。
detail.log 中包含有关某个特定会话所选择的映像数量的信息。 此外，它还应记

录有关映像总数和复制的映像数的信息（在复制步骤期间）。 如果这些数字不匹
配，则表示有些映像没有被复制。 该日志应包含有关哪些映像没有被复制的信息
（或者由于在之前的会话中已经复制了这些映像，或者由于某些原因复制失败）。
只有使用较高的调试级别（级别 5），才会显示该会话实际选择的映像。
会话日志文件位于以下路径：
■

UNIX
/usr/openv/netbackup/vault/sessions/vault_name/sidxxx
/usr/openv/netbackup/vault/sessions/vault_name/sidxxx/logs

在 NetBackup 群集上，vault/sessions 目录位于共享位置：
示例：/opt/VRTSnbu/netbackup/vault/sessions/vault_name/sidxxx/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vault\sessions\vault_name\sidxxx

在 NetBackup 群集上，保管库/会话目录位于共享位置。
示例： <shared-path>\NetBackup\vault\sessions\vault_name\sidxxx\
保管库的名称为 vault_name，该名称将在会话中使用。 唯一会话标识符 xxx 是保
管库分配给每个保管库会话的标识符。 保管库第一次运行时，会话 ID 从 1 开始，
之后每运行一个新的会话便增加 1。对于某个保管库会话，通过查看该会话的活动
监视器项，便可以找到其会话标识符。
默认情况下，在 Windows 和 UNIX 平台上使用以下命名约定创建会话日志文件。
■

/usr/openv/netbackup/logs/vault/<vault>/<session-id>/logs/<username>.detail.log

■

/usr/openv/netbackup/logs/vault/<vault>/<session-id>/logs/<username>.session.log

对于 Windows 管理用户，用户名 ALL_ADMINS 将追加到日志文件名中。 如果是
UNIX 管理用户，则用户名 root 将追加到日志文件名中。 如果是非管理员用户，仅
针对 NBAC（Vault_Operator 组中有获得授权运行 vlteject -report 的特权用
户），根据需要生成会话日志。 有关旧式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中的“旧式日志记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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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Microsoft Windows 系统上的目录名称不区分大小写。因此，会在同一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目录中为名称中仅大小写形式不同的两个或更多个
保管库创建会话目录。
表 9-2 介绍了保管库会话日志。
表 9-2
名称

保管库会话日志名称
用途

duplicate.log.nn 复制操作的进度信息；由 bpduplicate 命令的 -L 选项生成。
preview.list

如果配置了复制步骤，则为要复制的映像的摘要，如果配置了弹出步
骤而未配置复制步骤，则为要弹出的映像的摘要。

image.list

列出一个会话的全部或部分映像。

detail.log

为一个保管库会话执行的各项操作的摘要。

summary.log

该保管库会话的简要说明及其结果。 如果启用了电子邮件通知功能，
则会附加此日志文件中的数据。

关于设置保管库会话日志文件
保管库可生成会话日志和调试日志。会话日志使您可以对保管库进程了如指掌。
请参见第 178 页的“关于 NetBackup Vault 会话文件”。
请参见第 179 页的“设置保管库会话文件的持续时间”。
请参见第 191 页的“调试日志”。

设置保管库会话文件的持续时间
保管库的会话文件存储在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netbackup/vault/sessions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vault\sessions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可配置 NetBackup 保留这些文件的时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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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保管库会话文件的持续时间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主机属性”。

2

选择“主机属性”下的“主服务器”。

3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主服务器，然后选择“属性”。

4

选择“清理”。

5

在“删除保管库日志 ”字段中，设置经过多长时间后删除保管库工作文件。
超过设置的时间后，整个 sidxxx 目录将被删除。
每个 sidxxx 目录的计划保留时间至少应与合并弹出所需的时间相同。我们建
议您将这些目录的保留时间设置为至少比合并弹出过程所需的时间多一个星
期。如果已删除 sidxxx 目录，保管库将无法从该会话中弹出磁带或生成报告。

与保管 Storage Migrator 文件相关的操作问题
Storage Migrator 所迁移的文件将被移到辅助存储，而指向每个文件的指针将保留
在文件系统中。因此，文件系统的定期备份只会保存文件指针信息。如果保管库复
制了这些文件，则仅保管文件指针信息。为了确保保管了实际文件，您还应通过保
管 Storage Migrator 介质的副本。
注意：Veritas Storage Migrator (VSM) 6.5 是该产品的最终版本，并且不受
NetBackup 7.0 和更高版本的支持。不过，NetBackup 6.5 的整个生命周期和所有
NetBackup 6.5 版本更新都支持 VSM。这意味着只有 NetBackup 6.5 GA 和 6.5.x
介质服务器支持 VSM 介质，并且此版本的保管库将管理这些介质。从下一
NetBackup 主要版本开始，保管库将不再支持 VSM 介质弹出和报告功能。
请参见第 131 页的“保管 VSM 介质”。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与“复制”选项卡中仅磁盘选项相关的操作问题”。
请参见第 181 页的“与源卷组范围相关的操作问题”。

与“复制”选项卡中仅磁盘选项相关的操作问题
如果在“复制”选项卡中指定了“仅磁盘”，则对于没有磁盘副本的映像，即使它
的副本存在于可移动介质上，并且已在“选择备份”步骤中选定，也不会复制该映
像。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关于将进行保管的映像的列表”。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与保管 Storage Migrator 文件相关的操作问题”。

180

管理保管库
与源卷组范围相关的操作问题

请参见第 181 页的“与源卷组范围相关的操作问题”。

与源卷组范围相关的操作问题
“选择备份”选项卡上的“源卷组”适用于保管库配置文件的所有步骤（尤其是复
制和弹出步骤）。不过，如果您不复制映像，则不必指定源卷组（忽略“源卷组”
字段）。相反，“复制”选项卡上的“备份源...”字段只适用于复制步骤。
即使没有选择要复制的映像，如果映像位于“源卷组”，并且位于配置文件“弹
出”选项卡上指定的场外卷池中，则它们仍然会被弹出。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与“复制”选项卡中仅磁盘选项相关的操作问题”。
请参见第 180 页的“与保管 Storage Migrator 文件相关的操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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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菜单界面

■

关于“保管库管理”界面

■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

bpdbjobs 输出中的保管库字段

关于使用菜单界面
保管库还包含以下两个菜单用户界面 (MUI)，您可以在终端窗口中使用这两个界面：
■

“保管库管理”界面，可用于配置保管库。它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保
管库管理”提供相同的功能。

■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它提供了为一个或多个保管库会话弹出介质和打
印报告的方法。

关于“保管库管理”界面
本节中的信息仅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系统。
可以使用“保管库管理”界面通过基于文本的菜单来配置和运行保管库。可以在
“保管库管理”菜单中执行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相同的操作。
可以通过任何具有 termcap 定义或 terminfo 定义且基于字符的终端（或终端仿真窗
口）来使用“保管库管理”界面。可以使用 vltadm 命令来启动“保管库管理”界
面，然后仅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所在的 UNIX 系统上运行 vltadm 命令。要运行
vltadm 命令，您必须具有 root 权限。
只有 UNIX 系统才提供 vltadm 命令和界面。

使用菜单用户界面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vltadm 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usr/openv/netbackup/bin

当运行 vltadm 命令时，在终端窗口中会出现以下菜单：
Vault Administration
-------------------Robot Name: <none>
Vault Name: <none>
Profile Name: <none>
r) Browse all configured robots
v) Browse all configured vaults for selected robot
p) Browse all configured profiles for selected vault
n) Robot management...
t) Vaults for selected robot...
f) Profiles for selected vault...
c) Copy selected profile...
s) Start session for selected profile...
a) Vault properties...
h) Help
q) Quit
ENTER CHOICE:

要浏览保管库中已配置的特定机械手、保管库或配置文件，请分别按 r、v 或者 p。
在显示正确的机械手、保管库或配置文件时，键入要执行的操作的字母。
您可以在“保管库管理”界面中配置不同的条件。
请参见第 52 页的“关于配置保管库”。
有关当前显示的菜单的帮助，请选择该菜单上的“帮助”选项。帮助包含了用于学
习和使用“保管库管理”界面的教程。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允许授权用户弹出和弹入磁带，并为一个或多个保管库
会话显示报告（授权用户是指可以运行 vltopmenu 命令的用户）。
用于启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的 vltopmenu 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

■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当运行 vltopmenu 命令时，终端窗口中出现“NetBackup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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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Vault Operator Menu
Current Profile: None
Current Session: 0
Current Report Destinations - Print command: /usr/ucb/lpr
Email:
Directory:

p) Select Profile

m) Modify the Report Destinations...

u) Profile Up

r) Run Reports for This Session

d) Profile Down

v) Run Individual Reports...

s) Select Session

cr) Consolidate All Reports

i) Inject Media into Robot

e) Eject Media for This Session

ce) Consolidate All Ejects

re) Consolidate All Reports and Ejects

c) Container Management...
q) Quit
Selection-->

在启动后，该菜单显示当前配置文件、会话和报告目标。
vltopmenu 命令将有关操作的消息写入保管库命令的以下日志文件中：
■

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vault/log.mmddyy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vault\mmddyy.log

请参见《NetBackup Vault 操作指南》。

bpdbjobs 输出中的保管库字段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实用程序 bpdbjobs 显示保管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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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显示了在您运行 bpdbjobs 命令并使用 -vault 选项时接收到的特定于保管
库的字段。
表 10-1

bpdbjobs 输出中的保管库字段

字段

描述

机械手

与保管库关联的机械手的名称。

保管库

会话在其下运行的保管库的名称。

配置文件

保存保管库会话配置信息的配置文件的名称。

会话 ID

保管库作业的会话 ID 是唯一数值。在安装了保管库后第一次运行保管
库作业时，将从 1 开始分配会话 ID。每次运行一个新的保管库作业时，
该值增加 1。

要弹出的磁带

要为保管库会话弹出的磁带数。如果在配置文件中配置了延迟弹出设
置，则磁带可能还未弹出。

操作

对于保管库作业，该字段包含以下值之一。这些值会随着保管库作业的
进度从第一个值过渡到最后一个值，如下所示：
■

正在选择映像

■

正在复制映像

■

正在选择介质

■

目录库备份

■

弹出并报告

■

完成

如果保管库作业成功完成（退出状态 = 0），“状态”字段和“操作”字段都将包
含值“完成”。如果保管库作业失败，则“操作”字段包含在作业失败时执行的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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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保管库故障排除

■

关于打印问题

■

关于保管库会话返回的错误

■

关于没有弹出的介质

■

关于机械手中缺少的介质

■

重新复制损坏或丢失的重复磁带

■

关于磁带驱动器或机械手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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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管库故障排除
此主题包含有关如何诊断可能遇到的潜在问题或错误的信息。其中包括打印问题、
缺少介质问题、没有复制消息以及如何停止 bpv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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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打印问题
有时，打印报告问题看起来似乎是 Vault 出现问题，但通常是由于在配置文件的“报
告”选项卡上配置的打印命令所导致的。因此，应在安装了 Vault 的服务器的命令
行上测试打印命令，以确保其工作正常。
对于 Microsoft Windows，在少数情况下，打印命令在通过命令提示符进行测试时
可以正常工作，而在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上配置时则无法工作。该问题可能
与 Windows 调用打印命令的方式有关。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请从安装了保管库
的主服务器的命令提示符输入以下命令（使用相应的服务器和打印机名称）：
NET USE lpt1 \\servername\printername PERSISTENT:YES

在 UNIX 和 Windows 混合环境中，也可能会出现此问题。

关于保管库会话返回的错误
每个保管库会话都会将详细的错误状态写入到 stderr，如下所示：
■

如果保管库会话生成的错误代码小于或等于 255，它将返回实际的错误代码。小
于或等于 255 ( 252 除外) 的错误代码与标准的 NetBackup 错误代码相对应，在
《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中对这些代码进行了说明。

■

如果导致保管库会话失败的错误代码大于 255，它将返回错误代码 252，而实际
错误代码将被写入 stderr。大于 255 的代码称作 NetBackup 扩展错误代码，
并非所有的操作系统都支持这些代码。

写入到 stderr 的错误文本的格式为：
退出状态 = 错误代码
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关于没有弹出的介质
如果未弹出任何介质，原因可能如下所示：
■

所有映像都已被保管，因此未选中任何映像。如果场外卷组中的卷上已经有了
某个备份映像的副本，保管库将认定该映像已被保管。

■

要保管的介质所在的卷组不是为配置文件所属的保管库指定的机械手卷组。

关于机械手中缺少的介质
如果 NetBackup 不知道机械手中存在所请求的介质片段，复制可能会失败。例如，
尽管磁带保留在机械手中，但它可能已在无意中移到了场外卷组中。要将实际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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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械手中的磁带与介质管理器数据库进行比较，请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
“清点机械手”选项。
如果磁带存在于机械手中，请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将磁带移动到机械手卷组
中。
如果未找到该磁带，请将其从 NetBackup 系统中删除。如果缺失的磁带已被分配，
并且具有有效的复制映像，则在从介质管理器中删除该磁带之前，需要使用命令
bpexpdate 使这些映像失效。《NetBackup 管理指南》中介绍了该命令。

重新复制损坏或丢失的重复磁带
在副本磁带丢失或损坏的情况下，如果主备份映像仍然驻留在机械手中，则可以重
新复制原来位于磁带上的映像。
重新复制损坏或丢失的副本磁带

1

运行 bpimmedia 命令确定哪些映像在该磁带上。
bpimmedia 命令会扫描整个 NetBackup 映像目录库。这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

间（取决于该目录库的大小）。将输出保存起来，以便验证是否重新复制了正
确的映像。

2

使用 bpexpdate 命令使丢失或损坏的副本磁带失效。

3

使用 bpimagelist 命令确定映像的创建时间。

4

创建一个配置文件，并使其条件与创建丢失的副本磁带时使用的配置文件条件
相同，但以下情况除外：

5

■

仅为用于创建丢失磁带上的映像的策略名称指定策略名称。

■

设置时段以使配置文件选择丢失的磁带上的映像。例如，如果原始备份是
在 30 天前创建的，则应将时段设置为 32 天前与 28 天前之间。

通过在管理控制台中进行选择来运行该配置文件，然后选择“操作”>“启动
会话”。
在运行这个新配置文件之前，应确保没有其他保管库会话在运行。
在复制映像之前，可以通过预览会话验证选择的映像是否正确。
请参见第 102 页的“关于预览保管库会话”。

关于磁带驱动器或机械手脱机
如果遇到 ACSLS 驱动器脱机问题，请尝试在“启动”状态下配置驱动器或者重置
驱动器。如果驱动器持久脱机，复制就可能会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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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磁带驱动器在“管理控制台介质和设备管理”节点中被列为 AVR 控制，
则机械手控制可能存在问题。列出机器手控制的所有驱动器（即 TLD、ACS 等）。
如果机械手出现问题，驱动器将转换为 AVR 控制。要诊断问题，应检查系统日志
（例如 UNIX 系统上的 /var/adm/messages）以查看错误消息。还可以使用机械手
测试实用程序（如 robtest）进一步调试问题。

无复制进度消息
如果在保管库 detail.log 中看到与以下类似的消息，表明保管库进程在指定的时
段内（在本例中为 30 分钟）未从 bpduplicate 进程接收到任何新信息：
bpduplicate_progress_logname: no activity in 30 minutes

bpduplicate_progress_logname 是 bpduplicate 为保管库运行复制时所创建的进
度日志。
此文件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netbackup/vault/sessions/vault_name/sidxxx
/logs/duplicate.log.n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vault\sessions\vault_name\sidxxx
\logs\duplicate.log.n

vault_name 是该会话所使用的保管库的名称，xxx 是唯一会话 ID，n 是 bpduplicate
命令的实例编号（1 表示第一个实例，2 表示第二个实例，依此类推）。
此消息不一定表示错误已发生。如果当前所复制的映像非常大（例如有几千兆字
节），则此消息只是给用户参考而已。要确定是否存在问题，可以先确定当前映像
的大小。首先检查 details.log 文件的最后几行，以确定备份映像 ID。
然后运行 bpimagelist 命令并指定映像 ID，如以下示例所示：
■

UNIX
bpimagelist -L -backupid server2_0897273363

■

Windows
bpimagelist.exe -L -backupid server2_0897273363

此命令的输出将向您显示该备份映像的各种统计数据，其中包括在备份进行期间写
入的千字节数。如果该数字相对较小，则可能表示复制进程存在问题。有时，这一
延迟是由介质装入（通常在复制期间不会在机械手设备中发生）、硬件问题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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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使用的介质导致的。检查活动监视器以确定是否有任何硬件问题，并检查系统
日志。如果备份映像非常大，则将此消息作为提示信息。

关于停止 bpvault
要停止 bpvault 复制过程，可以使用命令行界面中的 vltrun -haltdups 命令。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此命令向主复制进程发送 SIGUSR2 信号，这是复制进程中的当前主保管库作业。
此信号自动传播到其他 bpvault 复制实例，而不等待任何当前复制作业实例完成。
当前复制完成，并且不会再运行其他复制实例。但是，bpvault.all 脚本将继续完
成对其他 bpvault 命令的处理。
要立即结束 bpvault 过程，而不是等待好几分钟使当前 bpduplicate 过程完成，必须
先运行 -haltdups 命令。然后手动停止每个服务器上的 bptm 作业。但是，不要终
止 bpduplicate 进程。系统会记录 bpvault 收到的错误，并且这些映像将无法成功复
制。bptm 或 bpduplicate 失败，意味着这些映像将在下一次尝试时进行复制（如果
未超过 duplicate_days 所指定的天数）。

关于弹出正在使用的磁带
如果将保管库配置为弹出原始介质，则在弹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介质片段正在使用
的情况（例如，对于还原或者介质验证过程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介质管理器会
生成一条错误消息。如果当前正在使用某个介质片段，则非介质管理器控制的机械
手可能会生成类似的错误。
如果收到上述错误之一，则在介质不再被使用后，应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
单”(vltopmenu) 重新弹出该介质。您可能会因为用于执行预定作业的其余介质已
被弹出而收到其他错误消息。

关于未从 MAP 取出磁带
如果未从机械手的介质访问端口 (MAP) 移除介质，并且出现超时情况，作业将失
败，并显示状态码 338（保管库弹出超时）。如果出现这种失败，则保管库报告将
不能准确地反映介质的状态。
要执行恢复，应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vltopmenu) 或 vlteject 命令弹出没
有从库中移除的介质，然后生成报告。

重新保管未失效磁带
如果未失效的保管库磁带被弹回到机械手中，则可以手动对其重新进行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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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保管未失效磁带
按如下所述弹出介质：

1

■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介质所弹入的机械手（“介质和设备管
理”>“机械手”）。

■

选择要弹出的介质 ID。

■

从“操作”菜单中选择“从机械手中弹出卷....”操作。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将介质传送到场外卷组：

2

■

选择介质 ID。

■

选择“操作”>“更改卷组”。

■

从“新卷组名”下拉菜单中选择适当的场外卷组。

3

将该介质返回到您的保管库供应商，以便该介质上的所有备份都可用于将来的
灾难恢复。

4

运行“恢复”报告，以确保该介质可用于将来的灾难恢复操作。
另外，也可以使用 vmchange 命令弹出介质并将其传送到场外卷组中。

调试日志
保管库按如下方式写入标准 NetBackup 调试日志记录路径中的调试日志：
■

保管库命令在 vault 目录中的日志文件中写入消息。必须首先创建 vault 目录，
以便生成每日的日志文件。如果该目录不存在，将不会创建日志文件。
这些日志文件位于以下保管库目录中：
■

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vault/log.mmddyy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vault\mmddyy.log

■

NetBackup Vault Manager (nbvault) 将消息写入 Veritas 统一日志 (VxUL) 文件
（统一日志记录以标准格式创建日志文件名和消息）。

■

所有统一日志都写入以下位置：
■

UNIX
/usr/openv/logs/nbv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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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nbvault
NetBackup Vault 的创建者 ID (OID) 为 166。
有关统一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的“使
用日志和报告”一章。

NetBackup Vault Manager (nbvault) 管理保管库活动，并对保管库机械手、保管
库以及配置文件配置信息的访问进行仲裁。为了保证保管库工作正常，NetBackup
Vault Manager 必须始终运行。在 Windows 系统中，使用 bpup.exe 和 bpdown.exe
命令启动和停止 NetBackup 服务，包括 NetBackup Vault Manager。在 UNIX 系统
中，使用 netbackup start 和 netbackup stop 命令启动和停止 NetBackup 和保
管库后台驻留程序。
请参见第 192 页的“设置日志文件的持续时间和级别”。
请参见第 193 页的“随问题报告提供的日志”。

设置日志文件的持续时间和级别
记录的信息量及其保留时间由以下 NetBackup 配置参数控制：
■

NetBackup 保留调试日志的时间。此设置会影响 NetBackup 生成的所有调试日
志文件，而不只是保管库调试日志。

■

保管库日志记录级别。Symantec 建议在生成发送给 Symantec 用于故障排除的
日志时使用调试级别 5。可以针对所有保管库会话将调试级别设置为 5；或者也
可以在启动保管库作业的保管库策略中，在 vltrun 命令上使用 -verbose 选
项。

设置日志文件的持续时间和级别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

2

展开“主机属性”。

3

选择“主服务器”。

4

在右边的窗格中，选择主服务器，然后选择“操作”>“属性”。

5

选择“日志记录”选项卡。

6

输入“日志保留天数”的值。输入保留 NetBackup 日志文件的时间长度。此设
置应用于所有 NetBackup 日志，包括（但不限于）保管库日志。

7

输入“保留保管库日志”的值。在 UNIX 系统上，日志记录级别与 bp.conf 条
目 VAULT_VERBOSE = level 相对应。如果该值未在 bp.conf 条目中指定，则
默认的详细级别设置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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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问题报告提供的日志
为了解决问题，Symantec 客户服务需要 NetBackup 和保管库所产生的一组日志文
件。
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通过以下 NetBackup 进程获得日志文件：
■

admin（在主服务器上）；管理命令进程

■

bpcd（在主服务器上）；NetBackup 客户端后台驻留程序管理器

■

bpsched（在主服务器上）；NetBackup 备份调度程序

■

bptm（在介质服务器上）；NetBackup 磁带管理器

■

nbvault（在主服务器上）；Vault Manager 服务或后台驻留程序

■

vault（在主服务器上）；保管库命令

会话日志文件还有助于排除故障，而且您应该在发送给 Symantec 的问题报告中包
括适当的会话日志文件。
如果执行合并弹出操作和生成报告时使用的是 vlteject 命令或“保管库操作员菜
单”(vltopmenu)，则以下日志文件也可能有用：
■

UNIX
/usr/openv/netbackup/vault/sessions/vlteject.mstr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vault\sessions\vlteject.mstr

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193

附录

A

从灾难中进行恢复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灾难恢复

■

关于在 NetBackup Vault 上下文中进行灾难恢复

■

关于恢复的准备工作

■

关于恢复 NetBackup

■

恢复数据和还原备份映像

■

从特定即时点存档和恢复

关于灾难恢复
本主题提供了有关恢复数据、使用 NetBackup 和保管库以及何时必须从场外存储位
置恢复介质的信息。还提供了有关为灾难恢复情况做准备的概要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中的“灾难恢复”一节。
对于任何数据保护策略，特别是对于期望在灾难恢复中有所帮助的策略而言，数据
备份是必需的。定期备份数据然后能够在指定时段内还原数据是恢复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考虑任何其他恢复预防措施，备份可以防止由于系统完全出现故障而引起的
数据丢失。而将备份映像存储在场外，则可以预防场内介质损坏，或导致设备或场
所损毁的灾难。
要成功执行恢复，必须跟踪数据以了解备份数据的即时点。通过了解该时间，组织
可以评估无法恢复的信息。您应对数据备份日程表进行配置，以使组织能够达到其
恢复点目标 (RPO)，它是一个即时点，您不能接受在该即时点之前丢失数据。如果
您的组织可以接受一天的数据丢失，则备份日程表应至少为每日，以便可以实现任
何灾难前一天的 R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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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还可以有恢复时间目标 (RTO)，即预期恢复时间以及恢复将花费多长时间。恢
复时间取决于灾难的类型和用于恢复的方法。根据组织必须恢复哪些服务以及何时
进行恢复，您可以有多个 RTO。
高可用性技术可以使恢复点非常接近故障或灾难发生的时间，甚至与其一致，这些
技术还提供了非常短的恢复时间。但是，RTO 和 RPO 与故障时间越近，建立和维
护实现恢复所需系统的成本就越昂贵。组织的恢复计划中应包含各种恢复策略的成
本效益分析。通过了解灾难恢复计划，您可以将存储在场外的基于保管库和磁带的
备份置于灾难恢复目标内的正确环境中。

关于灾难的定义
对于组织而言，灾难就是中断其运作能力的意外事件。通常，该事件会影响关键业
务功能的提供，并且会导致数据丢失。
通常情况下，灾难包括以下几种可能的类型：
■

导致性能、可用性、容量和 IT 体系结构的可访问性出现缺陷的技术灾难。技术
灾难包括计算机或 Internet 犯罪、计算机病毒、断电、网络或电信故障、硬件或
软件故障等其他类似故障。

■

人为灾难是由人为原因导致的，如事故、爆炸、火灾、暴乱、恐怖活动等其他
灾害。

■

自然灾难是由自然原因导致的，如飓风、龙卷风、地震、洪水等其他自然灾害。

灾难的影响通常取决于事件的规模和时间。尽管灾难是您无法控制的事件，但您可
以控制组织对灾难做出反应的方式。通过针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计划和准备，您可以
将灾难的影响减到最小程度。

关于灾难恢复过程
灾难恢复是对组织用于运作的服务中出现的中断做出响应的过程。灾难恢复通常注
重于信息、网络和电信服务，往往在替代站点进行，并使用一种或多种数据恢复方
法。
作为一个称为业务恢复的大型课题的一部分，灾难恢复包括使雇员恢复实际履行职
责的能力。业务恢复包括与后勤相关的项目，例如电话、办公空间、雇员的生活安
排等其他后勤项目。业务恢复本身也是一个称为业务持续性规划的大型课题的一部
分，它包括管理组织危机、帮助恢复正常业务运营等的计划。
有复原力的组织会使用业务持续性规划来确保顺利度过灾难，并将业务恢复到可接
受的水平。

关于灾难恢复计划
灾难恢复计划是一个用于继续或恢复组织的特定基本业务、功能或流程的计划。尽
管灾难恢复通常用于描述信息技术和电信服务恢复，但组织用于实施运作的其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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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也可以并应该被视为计划的一部分。例如，组织中的人员也会受到灾难的影响，
因此，规划应包括灾难对他们的影响，以及帮助他们进行恢复以便可以履行职责的
必要资源。
通过制定公司应对灾难事件的响应计划，您可以确保公司能够：
■

保护关键数据。

■

将灾难的影响减到最小程度。

■

最有效地使用资源。

■

保持业务的持续性。

关于恢复优先级
组织必须在恢复成本（基础结构和测试）和必须恢复的功能级别两者中选择其一。
您可以选择只立即恢复最关键的业务功能，并在稍后恢复其他功能。尽管组织的所
有功能对于组织运作而言都很重要并且是必需的，但在特定时期内以简化级别进行
运作也是可接受的。如果组织可在缺少某项功能的情况下运作的时间越长，则恢复
该项功能就变得越容易并且成本越低。因此，如果快速恢复的成本较高，则只需快
速恢复那些立即运作所必需的功能。推迟恢复某些功能可能是一个明智的业务决
策。

关于制定灾难恢复计划
制定灾难恢复计划通常从分析影响开始，它标识组织进行运作所必需的功能，并确
定在不提供每项功能的情况下，它对组织产生的影响将在多长时间后达到不可接受
的程度。
了解灾难的影响可以帮助您确定恢复计划的目标。
以下列出了灾难恢复计划中可能包括的一些目标：
■

通过使关键资源可用以确保为客户提供服务。

■

将经济损失减到最小程度。

■

保护公司资产的安全。

■

将恢复过程中需要制定的决策减到最少。

■

减少对关键个人的依赖。

■

确保在预先确定的时间段内安全而有序地进行恢复。

■

保持安全感和组织的稳定性。

分配给目标的优先级取决于组织的需要。通过为灾难恢复计划设置清晰、有序的目
标，可以降低组织遇到风险的可能性，并确保关键系统和网络在中断期间仍然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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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下列两种方法来创建灾难恢复计划：
■

一种可在灾难发生时随时使用的常规计划。常规计划应灵活多变，并且通常由
所产生的影响决定，而不是由所面临的灾难决定（也就是说，它基于对组织产
生的影响，而不是基于所面临的灾难的类型）。常规计划通常以假设为基础，
这些假设定义了计划中每种影响的范围。常规计划易于维护且方便易用。但是，
由于它可能需要在发生灾难时做出某些决策（如评估影响的类型并确定响应措
施），因此恢复的开始时间可能会延迟。

■

多个较小的计划，每个计划用于一个组织已确定最可能发生的特定灾难。例如，
通常会针对断电、网络故障、火灾、洪水以及其他类似情形创建单独的计划。
相对于常规计划而言，特定于灾难的单独计划更易于创建。由于应使用哪个计
划通常很明确，因此在恢复的开始阶段需要做出的决策较少，从而可以使恢复
速度更快。但是，使用哪个计划可能并非显而易见（例如，当发生火灾而导致
断电时）。如果未针对所发生的灾难制定计划，则要开始恢复可能要较的长时
间，并且难以完成。

灾难恢复计划应易于实施，并且不需要解释。不要包括不必要的细节。在实施计划
时，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因此，计划应简单具体，并经过仔细测试。
您应在组织内公布灾难恢复计划，以便每个人都知道它、了解它的工作方式并了解
支持计划中的决策的论证。

关于测试灾难恢复计划
如果不定期、彻底和经常地（“经常”取决于您的组织的职能和环境所发生的任何
变化）对灾难恢复计划进行测试，则制定灾难恢复计划就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灾
难恢复测试的目的不在于通过测试，而在于找出哪个功能不工作。测试应设计为找
出问题，因为在测试期间找出问题比在实际恢复情形中找出问题要好。
测试可能十分简单，比如拨打紧急通知列表中的所有电话号码（帮助验证在需要时
可以找到每个人）。测试也可能非常复杂，比如在恢复站点实际执行操作，以确保
每项功能都工作正常。介于简单和复杂之间的其他测试方式包括，预演（在预演期
间，恢复过程所涉及的每个人都会讨论他们在适度的恢复方案中所承担的职责）以
及仿真（启动恢复计划，但使用模拟的数据）。使用测试方案的组合来测试计划的
特定部分也可能有效。

关于在 NetBackup Vault 上下文中进行灾难恢复
在 NetBackup Vault 上下文中，灾难恢复意味着还原 NetBackup 应用程序（主服务
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然后还原存储在场外存储设施中的数据。
如果使用 NetBackup 和保管库来备份应用程序并在安全的场外位置存储可移动介
质，您也可以执行应用程序恢复以便无需重新安装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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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恢复的准备工作
恢复数据可能是困难而又费时的过程。恢复成功与否通常取决于您为灾难所做的准
备是否充分。为灾难所做的准备以及在恢复期间必须完成的操作取决于您的恢复系
统。例如，假设您的恢复站点和系统已经可以使用，并且安装了 NetBackup 和保管
库。您无需保护 NetBackup 安装介质和许可证密钥并在恢复期间安装 NetBackup。
您只需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和数据即可。相反，如果您的恢复系统未安装和配置
NetBackup 和保管库，则必须针对该情况进行准备并在恢复期间完成安装和配置。
您应执行以下操作以便准备使用 NetBackup 和保管库进行恢复。（您可能无需执行
列出的某些项目，也可能必须执行超出列表的操作）
■

制定灾难恢复计划。

■

测试灾难恢复计划。

■

定期备份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保管。除了定期对文件进行备份之外，正确选择要
备份的文件也很重要。您应备份在组织的影响分析中确定为关键数据的所有数
据，并将副本存储在安全的场外存储位置。

■

如果可以恢复到相同的硬件，请对在组织的影响分析中确定的关键应用程序进
行备份和保管。您还应备份系统文件，以便可以快速将系统还原到正常操作状
态。
■

在备份中要包括所有的操作系统文件。对于 Microsoft Windows 系统，
Windows 系统目录包括注册表，如果没有注册表，则无法将系统还原到原始
配置。如果您正在为一个客户端使用 NetBackup 排除列表，则不要在该列表
中指定任何 Windows 系统文件。
如果将数据恢复到原始场所或灾难恢复场所中的其他系统，则还原操作系统
文件毫无帮助。您可以备份这些文件，但如果正恢复到不同的系统或场所，
则不要还原这些文件。

■

为执行关键操作所需的应用程序备份可执行文件和其他文件。您可能希望通
过使用较少的磁带卷来节省费用，但备份关键应用程序可确保能够将它们还
原为原样的配置。例如，如果已经应用了软件更新或修补程序，从某个备份
进行还原时就不必重新应用它们，从而缩短了恢复时间。

■

每次保管介质时，请妥善存储恢复报告。损毁站点的灾难也可能损毁您的恢复
报告。您需要恢复报告来确定需要从场外存储位置恢复的介质。保管库供应商
可能会让您保管恢复报告。如果您的恢复场所装备有计算机，请通过电子邮件
将恢复报告发送到该场所。

■

记录并保护策略（用于备份要恢复的数据）的名称。“恢复报告”按策略进行
组织。因此您需要知道使用了哪些策略，以便可以确定需要恢复的介质。

■

记录并保护想要恢复的数据的场外卷组的名称。恢复过程中将使用这些名称。
或者，您可以在还原 NetBackup 目录库之后获得场外卷组名（因为该目录库包
括保管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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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恢复数据所需的命令和选项。例如，bpchangeprimary 命令用于将进行了
保管的映像提升为主映像，以便可以从中进行还原。因此，您应记录在恢复过
程中需要的命令和选项。

■

保护 NetBackup 和保管库安装介质。您需要该介质以便能够在恢复系统上安装
NetBackup 和保管库（如果尚未安装）。

■

记录并保护 NetBackup 和保管库的许可证密钥。如果必须安装 NetBackup，则
恢复系统上的 NetBackup 和保管库需要这些密钥。如果必要，您可以使用临时
许可证密钥。

■

保护安装介质，并记录必须安装在恢复系统上的其他任何 Symantec 产品的许可
证密钥。例如，如果您在恢复系统上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和 Veritas Volume
Manager，则在安装这些产品时需要它们的许可证密钥。

■

对于用于恢复的系统，保护运行此系统所需的操作系统和其他应用程序的安装
介质。

■

保护 DR 计划。损毁站点的灾难也可能损毁您的 DR 计划和恢复报告。您应存储
副本，以便它们在需要时可用。保管库供应商可能会让您保管一份 DR 计划的副
本。

注意：有效的灾难恢复过程受环境决定，这些过程对在准备应对灾难和灾难发生后
进行恢复时应完成的所有事情提供了详细信息。Symantec 提供仅用作模型的常规
灾难恢复信息。您必须评估这些信息，然后制定自己的灾难恢复计划和过程。

关于恢复 NetBackup
有关在发生磁盘故障后恢复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系统的信
息，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中的“灾难恢复”一节。这些过程包括重
新安装 NetBackup，并可能包括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如果需要）。
在重新安装 NetBackup 之前，必须首先确保您的计算机和机械手硬件以及必要的网
络设备已经可以使用。然后，可以使用《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中的相应过
程。
在重新安装 NetBackup 后，可能需要配置机械手和驱动器。（如果在原始系统中重
新安装 NetBackup，则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时会还原设备配置）。

恢复数据和还原备份映像
恢复数据可能是困难而又费时的过程。恢复成功与否通常取决于您为灾难和随后的
恢复所做的准备是否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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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有效的灾难恢复过程受环境决定，这些过程对在准备应对灾难和灾难发生后
进行恢复时应完成的所有事情提供了详细信息。Symantec 提供仅用作模型的常规
灾难恢复信息。您必须评估这些信息，然后制定自己的灾难恢复计划和过程。
进行恢复所必须执行的步骤可能取决于原始系统和机械手设备的配置、原始
NetBackup 配置、恢复系统和机械手的配置以及恢复系统上 NetBackup 的配置。
因此，提供针对所有情形的具体灾难恢复过程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将这些过程
作为一般性的准则，您可以根据这些准则创建自己的过程，以便恢复 NetBackup 和
传送到场外的数据。
尽管包括了有关将 NetBackup 目录库还原到恢复系统的某些细节，但这些过程并不
提供有关恢复过程每个步骤的细节。
本节中的信息假定以下条件是成立的：
■

主备份映像不可用。

■

已安装了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软件、Vault 软件、客户端软件和设
备，并且在要恢复数据的目标系统上配置了机械手和驱动器。

■

NetBackup 目录库和数据介质尚未从场外存储中恢复。

■

恢复报告可用。

■

知道恢复的映像所属的场外卷组名。

■

知道原始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恢复数据和还原备份映像

1

使用恢复报告确定当前的目录库备份介质以及还原数据所需的介质。
恢复报告是按策略组织的，因此您应确定使用了哪些策略来备份要恢复的数
据。

2

从场外存储位置撤回相应的目录库备份和数据介质。

3

恢复目录库。
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中的“从联机热备份恢复目录库”。

4

如有必要，在 NetBackup 中执行设备发现。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包括 NetBackup 设备配置信息。如果恢
复系统具有与原始系统不同的设备配置，则当恢复目录库时，来自原始系统的
设备配置会重写该设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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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恢复系统上的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名称与原始系统不同，请使用 bpimage
命令更改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服务器名称。
bpimage 命令和必需的选项所下所示：
bpimage -newserver recovery_system -oldserver original_system

如果原有系统具有单独的介质服务器，而恢复系统具有组合的主服务器和介质
服务器，也可以使用 bpimage 命令。使用组合的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作为 -newserver 选项的参数。

6

通过向文件 ALT_RESTORE_COPY_NUMBER 添加副本号，指定要从中还原的备份
副本。
将副本号添加到文件之后，所有后续还原操作都将从该备份副本进行还原。还
原可以通过“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进行，也可以通过 bprestore 命令进行。
例外情况：bprestore -copy x 选项和参数会覆盖
ALT_RESTORE_COPY_NUMBER 文件中的值。
ALT_RESTORE_COPY_NUMBER 文件必须位于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以
下目录：
■

UNIX
/usr/openv/netbackup

■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

请参见“备份、存档和还原”帮助中的"从特定备份副本还原"。

7

如果未暂停或冻结介质，请暂停介质。
使用 bpmedia 命令暂停介质。暂停介质可以防止 NetBackup 将备份映像写入
该介质。

8

如果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未运行，请将其启动。

9

将介质弹入机械手。
弹入介质会将介质移入机械手中，并将介质的“场外卷组”属性更改为“机械
手卷组”，以便 NetBackup 知道这些卷位于机械手中，并已为还原操作准备就
绪。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弹入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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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还原数据。
请参见《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入门指南》。

11 还原了所有数据后，请重新保管介质。
请参见第 128 页的“重新保管未失效介质”。

从特定即时点存档和恢复
如果数据中心或计算环境需要恢复到某个特定的即时点（而不仅仅是恢复为最近的
有效备份），您可以设置一个过程，该过程可确保您能够同时恢复该特定时间的
NetBackup 目录库和数据。您应将相应的目录库备份与相应数据备份保留相同的时
间长度。
以下高级信息旨在概述如何将目录库和数据存档以便能够恢复到特定的即时点。未
包括完成所有必需任务的详细说明。
在恢复到一特定的即时点前，您必须将目录库和数据存档。
将目录库和数据存档到特定即时点

1

使用正常过程，以便保管数据和该数据的 NetBackup 目录库。

2

使用 bpmedia 命令冻结要保留的数据卷和目录库卷。
将卷冻结可以防止它们变为未分配状态和出现在“保管库的选取列表”报告
中。在这些卷失效时，请不要从场外存储位置撤回它们。

3

保管该特定即时点的恢复报告的打印副本。
您需要使用来自特定即时点的恢复报告，以便能够撤回并还原相应的目录库和
数据卷。

4

（可选）从卷数据库中删除介质 ID。
这可以减少数据库的大小并提高性能。视卷的数量而定，将介质 ID 保留在卷
数据库中可能不会降低太多性能。

将目录库和数据恢复到特定即时点

1

从场外存储位置取回相应打印版本的恢复报告。

2

使用恢复报告，从场外存储位置撤回相应的目录库备份和数据卷。

3

恢复从场外存储位置恢复的目录库。
该版本的目录库包含有关已存档的卷及这些卷上的映像的信息。

4

使用 bpexpdate 命令重置已恢复卷上的截止日期，以使它们不会失效。使用
-policy 选项更改与特定策略关联的所有介质的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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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要恢复的映像更改为主映像（NetBackup 从主映像中进行还原）。
要将大量的映像更改为主映像，使用 bpchangeprimary -group 选项来指定特
定场外卷组中的所有映像。
有关 bpchangeprimary 命令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6

还原数据。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包括用于存档目录库的另一过程。该替代过
程使用 catarc 目录库存档策略将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旧数据存档。然后，
您可以保管已存档目录库数据或已存档目录库数据的副本。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的“目录库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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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保管库文件和目录结构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UNIX 文件和目录

■

Windows 文件和目录

UNIX 文件和目录
在 UNIX 系统上，保管库安装在 /usr/openv/netbackup 中。 下表说明了保管库在
UNIX 系统上创建并使用的每个目录中的文件， 还包括位于 NetBackup 目录中的保
管库文件。 这些文件或者在安装过程中被复制到目录中，或者在保管库会话运行时
创建。 路径的指定是相对于 NetBackup 目录而言的。
表 B-1 列出了 UNIX 中保管库的文件和目录。
表 B-1

UNIX 中保管库的文件和目录

目录、程序或文件

用途

bin/nbvault

用于管理保管库活动的保管库后台驻留程序。

bin/vltadm

用于配置 NetBackup Vault 并监视其操作的基于 Curses 的实用程
序。 vltadm 需要 root 用户（管理员）权限。

bin/vltcontainers

用于将介质以逻辑方式添加到容器的命令。

bin/vlteject

用于从保管库会话弹出介质并运行配置文件中所选报告的命令。

bin/vltinject

用于将介质弹入机械手并更新介质管理器数据库的命令。

bin/vltoffsitemedia

可让用户更改给定介质片段的场外参数的命令。

保管库文件和目录结构
UNIX 文件和目录

目录、程序或文件

用途

bin/vltopmenu

用户用于启动一个菜单屏幕的实用程序，该菜单屏幕中包含
NetBackup Vault 功能操作员可使用的各种选项。 通过该实用程
序，用户可以弹出或弹入介质，分别或一起打印多种报告，并且
跨多个会话合并报告和弹出。

bin/vltrun

运行在保管库会话期间使用的所有 NetBackup 命令的进程。

bin/goodies/vlt_ejectlist_notify

由保管库会话恰好在弹出保管库磁带前调用的脚本。

bin/goodies/vlt_end_notify

由保管库会话恰好在其退出前调用的脚本。

bin/goodies/vlt_endeject_notify

由保管库会话在弹出处理结束时调用的脚本。

bin/goodies/vlt_start_notify

由保管库会话在其启动后调用的脚本。

bin/goodies/vlt_starteject_notify

弹出过程开始时由保管库会话调用的脚本。

db/vault/vault.xml

保管库配置文件。

help/vltadm

包含用于保管库管理 (vltadm) 界面的帮助文件。

/logs/vault

保管库命令记录消息的目录。

vault

保管库的主目录。 包含会话目录。

vault/sessions

包含工作会话目录和日志文件的子目录。 在群集环境中，会话目
录必须位于共享磁盘上。

vault/sessions/cntrDB

保管在容器中的介质的信息数据库。

vault/sessions/sidxxx

包含工作会话子目录的子目录。 可以根据需要手动删除，以降低
磁盘消耗。

vault/sessions/vault_name/session.last 用于显示当前复制会话的计数器。
allmedia_inventory.rpt

“所有介质清单”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
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
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
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
时创建的。

container_inv.rpt

“容器清单”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报告
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报告
写入文件夹，则该文件夹中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
告时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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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程序或文件

用途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sidxxx/logs/detail.log

显示了会话期间运行的每一个命令的输出。

detailed_distlist_vault.rpt

“保管库的详细分发列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
它是合并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
配置为将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
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
生成报告时创建的。

distlist_robot.rpt

“机械手的分发列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
合并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
为将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
告时创建的。

distlist_vault.rpt

“保管库的分发列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
合并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
为将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
告时创建的。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sidxxx/logs/duped.images

会话期间成功复制的映像的列表。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sidxxx/logs/duplicate.log.nn

包含来自 bpduplicate 的输出。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sidxxx/eject.list

该会话的将要弹出的介质的列表。

lostmedia.rpt

“丢失的介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报
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报
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
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时
创建的。

non_vaulted.rpt

“非保管映像”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报
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报
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
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时
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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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程序或文件

用途

offsite_inventory.rpt

“场外清单”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报告
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报告
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
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时创
建的。

picklist_robot.rpt

“机械手的选取列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
合并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
为将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
告时创建的。

picklist_vault.rpt

“保管库的选取列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
合并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
为将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
告时创建的。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sidxxx/preview.list

当前保管库会话将考虑要复制或弹出的所有映像的列表。

recovery.rpt

“恢复”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报告操作
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报告写入
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
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时创建的。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sidxxx/logs/summary.log

此文件提供在会话期间发生的关键会话详细信息的简单视图。 例
如，此文件可能包含下列信息：
■

会话的持续时间

■

机械手、保管库、配置文件、会话 ID 和作业 ID

■

显示主服务器、起始时间和停止时间以及存在状态的摘要报
告。 退出状态可以显示是否有错误发生，以及发生错误的会话
步骤。

该日志将附加到电子邮件通知中。
summary_distlist_vault.rpt

“汇总分发列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
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
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
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
时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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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程序或文件

用途

vault_inventory.rpt

“保管库清单”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报
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报
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
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时
创建的。

Windows 文件和目录
在 Windows 系统上，保管库安装在由 install_path\NetBackup 指定的目录中。
下表说明了保管库在 Windows 上创建并使用的每个目录中的文件， 还包括位于
NetBackup 目录中的保管库文件。 这些文件或者在安装过程中被复制到目录中，或
者在保管库会话运行时创建。 路径的指定是相对于 NetBackup 目录而言的。
表 B-2 列出了 Windows 中保管库的文件和目录。
表 B-2

Windows 中保管库的文件和目录

目录、程序或文件

用途

bin\nbvault.exe

NetBackup Vault Manager 服务。

bin\vltcontainers.exe

用于将介质以逻辑方式添加到容器的命令。

bin\vlteject.exe

用于从保管库会话弹出介质并运行配置文件中所选报告的命令。

bin\vltinject.exe

用于将介质弹入机械手并更新介质管理器数据库的命令。

bin\vltoffsitemedia.exe

可让用户更改给定介质片段的场外参数的命令。

bin\vltopmenu.exe

用户用于启动一个菜单屏幕的实用程序，该菜单屏幕中包含
NetBackup Vault 功能操作员可使用的各种选项。 通过该实用程
序，用户可以弹出或弹入介质，分别或一起打印多种报告，并且
跨多个会话合并报告和弹出。

bin\vltrun.exe

运行在保管库会话期间使用的所有 NetBackup 命令的进程。

bin\goodies\vlt_ejectlist_notify

由保管库会话恰好在弹出保管库磁带前调用的脚本。

bin\goodies\vlt_end_notify

由保管库会话恰好在其退出前调用的脚本。

bin\goodies\vlt_endeject_notify

由保管库会话在弹出处理结束时调用的脚本。

bin\goodies\vlt_start_notify

由保管库会话在其启动后调用的脚本。

bin\goodies\vlt_starteject_notify

弹出过程开始时由保管库会话调用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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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程序或文件

用途

db\vault\vault.xml

保管库配置文件。

logs\nbvault

保管库服务 nbvault.exe 记录消息的目录。

logs\vault

保管库命令记录消息的目录。

vault

保管库主目录。 包含会话目录。

vault\sessions

存放工作会话目录和日志文件的子目录。 在群集环境中，会话目
录必须位于共享磁盘上。

vault\sessions\cntrDB

保管在容器中的介质的信息数据库。

vault\sessions\sidxxx

包含工作会话子目录的子目录。 可以根据需要手动删除，以降低
磁盘消耗。

vault\sessions\vault_name\session.last 用于显示当前复制会话的计数器。
allmedia_inventory.rpt

“所有介质清单”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
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
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
告时创建的。

container_inv.rpt

“容器清单”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报告
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报告
写入文件夹，则该文件夹中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
成报告时创建的。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sidxxx\logs\detail.log

显示了会话期间运行的每一个命令的输出。

detailed_distlist_vault.rpt

“保管库的详细分发列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
它是合并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
配置为将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文件夹中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
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
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时创建的。

distlist_robot.rpt

“机械手的分发列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
合并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
为将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
成报告时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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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程序或文件

用途

distlist_vault.rpt

“保管库的分发列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
合并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
为将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
成报告时创建的。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sidxxx\logs\duped.images

会话期间成功复制的映像的列表。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sidxxx\logs\duplicate.log.nn

包含来自 bpduplicate 的输出。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sidxxx\eject.list

该会话的将要弹出的介质的列表。

lostmedia.rpt

“丢失的介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报
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报
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
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
时创建的。

non_vaulted.rpt

“非保管映像”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报
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报
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
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
时创建的。

offsite_inventory.rpt

“场外清单”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报告
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报告
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
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时
创建的。

picklist_robot.rpt

“机械手的选取列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
合并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
为将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
成报告时创建的。

picklist_vault.rpt

“保管库的选取列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
合并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
为将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
成报告时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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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程序或文件

用途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sidxxx\preview.list

当前保管库会话将考虑要复制或弹出的所有映像的列表。

recovery.rpt

“恢复”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报告操作
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报告写入
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
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时创建
的。

vault\sessions\vault_name
\sidxxx\logs\summary.log

此文件提供在会话期间发生的关键会话详细信息的简单视图。 例
如，此文件可能包含下列信息：
■

会话的持续时间

■

机械手、保管库、配置文件、会话 ID 和作业 ID

■

显示主服务器、起始时间和停止时间以及存在状态的摘要报
告。 退出状态可以显示是否有错误发生，以及发生错误的会
话步骤。

该日志将附加到电子邮件通知中。
summary_distlist_vault.rpt

“汇总分发列表”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
报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
报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
告时创建的。

vault_inventory.rpt

“保管库清单”报告。 如果报告名称包括时间戳，则它是合并报
告操作的一部分。 如果将配置文件的“报告”选项卡配置为将报
告写入文件夹，则该报告的文件名将包括会话 ID。包括 _ff 的
报告文件名仅用于调试目的。 这些名称是在管理控制台生成报告
时创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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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Iron Mountain 电子格式”报告 170
“保持多路复用”设置 78
“保管库”对话框 62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183
“保管库供应商”设置 64
“保管库管理”界面 182
“保管库管理属性”对话框
“保留映射”选项卡 58
“报告”选项卡 59
“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选项卡 56
“常规”选项卡 56
“保管库名称”设置 64
“保管库清单”报告 165
“保留级别”设置 70, 78, 80, 82
“保留映射”选项卡 58
“报告”选项卡 59, 92
“备份策略”设置 69
“备份类型”设置 71
“备份已开始”设置 69
“备用读取服务器”设置 75, 81
“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选项卡 56
“常规”选项卡 56
“场外卷池”窗口（“弹出”选项卡） 92
“场外卷池”设置 92
“场外卷组”设置 63
“场外清单”报告 165
“单个介质的插槽”设置 63
“弹出”选项卡 87
“弹出模式”设置 91
“弹出时”设置（暂停此 Sessionbsxd5 的介质） 91
“第一个场外插槽 ID”设置 63
“读驱动器的数目”设置 77, 82
“多个副本”对话框 79
“多个副本”设置 77
“多个介质的容器”设置 63
“复制”选项卡 71
“副本失败”设置 79, 81
“副本数”设置 79, 81
“机械手编号”设置 60
“机械手卷组”设置 63

“机械手类型”设置 61
“机械手名称”设置 61
“介质服务器”设置 70
“客户 ID”设置 63
“客户端”设置 69
“立即”设置（弹出模式） 91
“立即”设置（暂停此 Sessionbsxd5 的介质） 92
“立即弹出”设置 91
“目标存储单元”设置 78, 80, 82
“目标卷池”设置 78, 80, 82
“目录库备份”选项卡 84
“配置文件”对话框 65
“任何可用的存储单元”设置 33–35
“日程表”设置 70
“使原始磁盘备份映像失效”设置 76
“所有介质清单”报告 166
“跳过弹出步骤”设置 92
“跳过目录库备份步骤”设置 87
“写驱动器的数目”设置 78, 80, 82
“新建保管库”对话框 62
“新建保管库机械手”对话框 60
“新建配置文件”对话框 66
“选择备份”选项卡 67
“延迟”设置（弹出模式） 91
“源备份服务器”设置 81–82
“源备份位于”设置 78, 82
“源卷组”设置 70
“暂停此 Sessionbsxd5 的介质”设置 92
“暂停下一个会话的介质”设置 92
“暂停选项”设置 92
“暂停已写入备份的介质”设置 92
“主副本”设置 77, 80, 82

A
ACS 编号 54
ACSLS 服务器 54
安装
UNIX 和 Linux 系统的前提 19
Windows 系统的前提条件 21
在 Windows 系统上 20
按保管库组织报告 44

索引

按机械手组织报告 43
按配置文件组织报告 44

B
bpdbjobs
针对保管库的更改 184
保管
24x7 全天候环境中的原始备份 29
VSM 介质 131
范例 14, 24
容器 63
首选策略 24
已定义 14
原始备份 25
保管库
策略 98
创建 61
范例 14, 24
访问 13
供应商 64
名称 64
用于特定机械手的通知脚本 135
组织报告 44
保管库的分发列表 159, 164
保管库的汇总分发列表 161
保管库的详细分发列表 160
保管库的选取列表 163
保管库恢复报告 168
保管库会话
继续执行 103
设置会话文件的持续时间 179
停止 103
同时运行多个会话 102
预览 102
运行 98
保管库清单列表。. 请参见 “保管库清单”报告
报告
“保管库清单”报告 165
Iron Mountain 电子格式 170
按保管库组织 44
按机械手组织 43
按配置文件组织 44
保管库的分发列表 159
保管库的汇总分发列表 161
保管库的详细分发列表 160
保管库的选取列表 163
保管库恢复报告 168
保管库清单列表。. 请参见 “保管库清单”报告
场外清单 165

打印 153
丢失的介质报告 44, 169
合并报告 156
机械手的分发列表 164
机械手的选取列表 159
类型 158
立即 95
清单 164
容器清单报告 167
所有介质清单 166
完整的保管库清单列表。. 请参见 “场外清单”报
告. 请参见 “所有介质清单”报告
延迟 95
备用读取服务器
避免通过网络发送数据 38
备用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添加 27, 56
并行副本
避免通过网络发送副本 38
概述 142
基本复制期间 148
继续或失败 143
通过“NetBackup 目录库”节点 147
在保管库复制期间 146
在高级复制期间 150
在原始备份期间 144
部分备份
使用暂停避免保管 28

C
菜单用户界面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183
“保管库管理”界面 182
bpdbjobs 184
vltadm 182
vltopmenu 183
概述 182
策略 99
名称 100
配置信息 100
日程表名称 100
用于保管库的 NetBackup 策略 98
插槽 ID 63
场外卷池 47
重命名 177
场外卷组 63
重命名 177
创建
保管库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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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库策略 99
配置文件 65
磁盘分段作业 25
存储单元
“任何可用的”设置 33–35
名称 53
驱动器数 53
错误代码 187
扩展 106

D
打印
解决问题 187
弹出
“弹出模式”设置 91
“暂停已写入备份的介质”设置 92
合并弹出 114
弹出部分映像
使用暂停来避免 28
弹出的磁带返回到机械手中 190
电子邮件
在弹出开始时通知磁带操作员 133
调试日志 191
对原始备份进行保管 25
多个保留映射 124
多个副本 142
概述 142
多个卷组 27
多路复用复制 146

E
eject.list 文件 108

F
访问管理 173
服务器名称组 56
负载平衡
通过每日复制并每周弹出 36
同时适用于原始备份和副本的配置文件 36
复制
“保持多路复用”设置 78
“保留级别”设置 78
“备用读取服务器”设置 75, 81
“读驱动器的数目”设置 77, 82
“多个副本”对话框 79
“多个副本”设置 77
“副本失败”设置 79, 81
“副本数”设置 79, 81

“目标存储单元”设置 78, 80, 82
“目标卷池”设置 78, 80, 82
“使原始磁盘备份映像失效”设置 76
“写驱动器的数目”设置 78, 80, 82
“源备份服务器”设置 81–82
“源备份位于”设置 78, 82
“主副本”设置 77, 80, 82
保留设置 80, 82
多路复用 146
高级 73
基本 73
使原始磁带备份映像设置失效 77
通过“NetBackup 目录库”节点 147
增加吞吐量 41
复制配置文件 176
复制吞吐量
多驱动器方案 42
针对多个驱动器进行配置 41
副本
主备份 73

G
高级复制 73
避免通过网络发送数据 39
根据副本一的保留期限指定保留期限 124
更改场外卷池名称 177
更改场外卷组名 177
更改卷池名称 177
更改卷组名 177
工作文件
设置持续时间 179
故障排除
错误代码 187
打印问题 187
弹出的磁带返回到机械手中 190
弹出正在使用的磁带 190
机械手中缺少介质 187
驱动器或机械手脱机 188
日志 193
无复制进度消息 189
重复介质损坏或丢失 188
管理对保管库的访问 173

H
恢复
对 NetBackup 目录库进行保管 29
将卷池与用途匹配 30
将主副本保留在场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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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精确命名约定 30
损坏的介质 137
重新保管未失效介质 31
准备进行有效的 29
恢复备份映像 137
会话文件
设置持续时间 179
机械手
编号 60
控制主机 61
类型 53
为保管库配置 60
用于特定机械手的通知脚本 135
组织报告 43
机械手的选取列表 159
机械手卷组 27
机械手中缺少介质 187

K

J

P

继续

preview.list 文件 102
配置
“报告”选项卡 92
“弹出”选项卡 87
“复制”选项卡 71
“目录库备份”选项卡 84
“选择备份”选项卡 67
方法 54
机械手 60
卷池 46
配置文件 66
配置文件
创建 65
打印信息 176
复制 176
配置 66
同时适用于原始备份和副本 36
用于特定机械手的通知脚本 135
重叠时段 26
组织报告 44

对于并行副本 143
继续执行保管库会话 103
监视保管库会话 104
将保管库移到其他机械手 177
介质访问端口
编号 54
容量 54
用于弹出 63
介质服务器名称 53
添加备用 27, 56
介质描述字段
清除 136
卷池
destination 78, 80, 82
场外 47
概述 46
命名约定 30
配置 46
使用临时卷池 43
用于保留在场内的备份介质 47
用于目录库介质 47
与数据用途匹配 30
指定不同的源和目标 37
重命名 177
卷组
机械手 63
配置 63
源 70
重命名 177

扩展错误代码 106

L
LSM 编号 54
立即报告 95
临时卷池 43

M
MAP。. 请参见 介质访问端口
目录库备份
“跳过目录库备份步骤”设置 87
目录库备份日程表设置 87
内联磁带复制
基本复制期间 148
在高级复制期间 150

Q
清除保管库字段 115
清除介质描述字段 136
群集 18
共享磁盘 205,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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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日志文件
保管库会话 179
调试日志 191
设置持续时间 192
容器清单报告 167

S
设置会话文件的持续时间 179
失败
对于并行副本 143
时段
重叠 26
使用一个配置文件指定多个保留期限 124
使原始磁带备份映像设置失效 77
首选保管策略 24

T
添加备用介质服务器名称 27, 56
通知脚本
vlt_ejectlist_notify 134
vlt_end_notify 134
vlt_endeject_notify 134
vlt_start_notify 134
vlt_starteject_notify 134
使用 133
用于特定保管库 135
用于特定机械手 135
用于特定配置文件 135
执行顺序 136
同时运行多个会话 102
退出状态 187

U
UNIX 文件和目录 204

V
vault
打印保管库信息 176
仅预定备份 28
清除保管库字段 115
移到其他机械手 177
VERITAS Storage Migrator (VSM) 131
vltoffsitemedia 命令
更改保管库属性 130
添加截止日期 132
指定插槽号 127

VSM 131

W
Windows 文件和目录 208
Windows 系统
取消保管库的许可 21
完整的保管库清单列表. 请参见 “所有介质清单”报告
完整的保管库清单列表。. 请参见 “场外清单”报告. 请
参见 “所有介质清单”报告
网络
避免通过网络发送副本 37

X
卸载保管库
从 UNIX 系统 20
许可证密钥
在 Windows 系统上添加 21
选择备份
“备份策略”设置 69
“备份类型”设置 71
“备份已开始”设置 69
“介质服务器”设置 70
“客户端”设置 69
“日程表”设置 70
“源卷组”设置 70
磁盘池 70
卷池 71

Y
延迟的报告 95
映像
原始 14
重复的 14
主备份 73
预览保管库会话 102
原始映像 14
源卷组 34–35

Z
灾难恢复
测试灾难恢复计划 197
定义 195
优先级 196
灾难恢复计划的定义 196
针对灾难进行准备 194
制定灾难恢复计划 196
在弹出开始时通知磁带操作员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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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
“暂停选项”设置 28
“暂停已写入备份的介质”设置 28
使用暂停避免部分备份 28
支持的机械手 18
支持的群集 18
支持的系统 18
重复的映像 14
重命名场外卷池 177
重命名场外卷组 177
重命名卷池 177
重命名卷组 177
重新保管介质 128
重要策略 86
主备份副本 73
主备份映像 73
主服务器
主机名 53
状态码 187
资源争用
避免 32
当两个进程尝试使用同一驱动器时 32
读驱动器不位于保管库机械手中时 35
对原始备份进行保管来避免 25
负载平衡 36
使用磁盘分段作业避免 25
通过使用机械手避免 32
为源和目标指定不同的卷池 37
与备份作业共享资源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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