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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 NetBackup Vault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提供关于 beta 文档的反馈

■

关于存储管理和操作

■

关于保管介质

■

关于存储管理任务和操作任务

■

关于存储管理职责

提供关于 beta 文档的反馈
要提供关于此 beta 文档的反馈，请按以下地址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
DL-ENG-NBU-Early-Release@symantec.com

关于存储管理和操作
本主题通过以下两种主要任务来说明如何使用保管库介质：管理和操作。在一些场
所，不同的人执行不同的任务；而在另一些场所，则同一个（群）人执行所有任
务。您所在环境的职责分配方式可能不同于本指南中讨论的方式。
本主题中汇总了存储管理任务。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中执行操作过程。
请参见第 10 页的““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关于保管介质
通过使用保管库介质，可将备份映像发送到场外一个受保护的存储位置。NetBackup
Vault 为存储管理员和系统操作员简化了映像复制、场外存储和场外检索的过程。
其目的是通过创建备份磁带副本和 NetBackup 目录库副本来帮助进行灾难恢复。

关于 NetBackup Vault
关于存储管理任务和操作任务

如果位于主数据中心的备份磁带被毁，NetBackup Vault 可确保在场外有所选备份
的副本。保管库跟踪副本并在指定的一段时间后请求从场外返回这些磁带。

关于存储管理任务和操作任务
执行每个存储管理任务都会进行一些存储操作。例如，管理员可以决定运行或监视
每日的保管库会话。与此类似的管理任务意味着您需要确保保管库会话完成，然后
从磁带库中删除场外磁带。
存储管理任务包括以下内容：
■

安装和配置保管库。

■

运行和监视每日的保管库会话以确保其完成。

■

管理磁带介质以确保有足够的介质可用于每日的复制。

■

解决打印的报告与场外供应商介质状态之间的冲突。

■

解决有关错误地弹出磁带的问题。

■

手动恢复介质。

存储操作任务包括以下内容：
■

接收每日的会话完成通知。

■

从磁带库移除场外磁带。

■

将要从库中发送的场外磁带与要发送给场外供应商的报告进行比较。

■

将场外磁带发送给场外供应商。

■

接收场外供应商返回的磁带。

■

将返回的磁带与来自场外供应商的报告进行比较。

■

将返回的磁带插入磁带库。

■

向存储管理人员汇报报告与手头的磁带之间的差异。

■

在需要时重新运行报告。

■

定期审核场内的介质。

关于存储管理职责
图 1-1 显示了通过保管库介质时涉及的各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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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存储管理职责总结
业务恢复
磁带复制

存储
操作人员
操作人员
管理

操作人员
操作人员
操作人员

向操作人员通知
状态更改

安装和
配置

接收每天的
通知

复制和
监视

移除磁带、
比较磁带
并发送到场外

接收来自保管库的磁带、
比较磁带
并将磁带返回到库

管理
介质

解决报告
问题

恢复

解决弹出
问题

故障排除

报告差异

重新运行报告
并运行审核报告

存储管理包括以下任务：
安装保管库

存储管理人员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安装保管库。
请参见《NetBackup Vault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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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保管库

存储管理人员在配置文件中提供配置信息，配置文件包含保管库用于选
择要复制或从机械手弹出的映像的规则。存储管理人员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通过“保管库管理”菜单用户界面 (vltadm) 访问保管
库。
请参见《NetBackup Vault 管理指南》。

监视保管库

存储管理人员通过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并阅读会话日志文件中
关于保管库会话的信息来监视保管库活动。如果配置文件中启用了电子
邮件通知，系统会将会话信息发送给相应人员。

管理介质

存储管理人员决定让哪些卷池和卷组保存介质，还必须分配足够的介质
来满足保管需求。
请参见《NetBackup Vault 管理指南》。

向操作人员通知状
态更改

存储管理人员必须向操作人员报告运行状态每天发生的变化。在多数情
况下，保管库作业被预定为每天都运行。如果推迟复制，存储管理人员
应向操作人员通知作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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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 NetBackup Vault 操
作过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

关于保管库操作过程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对保管库的操作性访问要通过“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进行。使用“保管库操作
员菜单”界面可以弹出和弹入磁带，并打印一个或多个保管库会话的报告。要成为
该界面的授权用户，必须能够运行 vltopmenu 命令。
图 2-1 显示了“保管库操作员菜单”主屏幕。

关于 NetBackup Vault 操作过程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界面

图 2-1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的显示示例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屏幕显示当前配置文件、当前会话以及当前报告目标。要选
择选项，请键入该选项的编号，然后按 Enter 键。
vltopmenu 命令启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该命令位于以下目录中：
■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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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vault\mmddyy.log

下表介绍了菜单选项：
p) 选择配置文件

选择一个配置文件。

u) 上一个配置文件

选择上一个配置文件。

d) 下一个配置文件

选择下一个配置文件。

s) 选择会话

为当前配置文件选择一个特定的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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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将介质弹入机械手

将介质从介质访问端口 (MAP) 移到库插槽。

e) 弹出此会话的介质

从此会话弹出介质。

m) 修改报告目标

更改以下内容：
■

打印命令

■

保管库将报告发送到的电子邮件地址

■

保管库向其中写入报告文件的目录

r) 运行此会话的报告

生成当前会话的报告，并按配置文件中的定义分发它们（打印或通过电子邮
件分发）。

v) 运行个别报告

选择要生成和分发的个别报告。

cr) 合并所有报告

为所有不具有给定会话的报告的保管库生成报告。

ce) 合并所有弹出

为所有尚未为给定会话弹出介质的保管库弹出介质。

re) 合并所有报告和弹出

弹出所有保管库会话的介质，并按照配置文件的配置运行报告。无论是对单
个保管库还是所有保管库，均可弹出介质和运行报告。

c) 容器管理

向容器中添加卷，查看或更改容器的返回日期，或者删除容器。

q) 退出

退出界面。

请参见第 12 页的“关于保管库操作过程”。

关于保管库操作过程
本主题更加详细地介绍了操作过程。
以下列表汇总了以下主题中描述的操作过程：
■

处理每天的已完成保管库会话通知。
请参见第 13 页的“处理保管库报告”。

■

从库中移除磁带。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从库中移除磁带”。

■

将弹出的磁带与报告进行比较。
请参见第 14 页的“保管库报告选项”。

■

将磁带发送到场外。
请参见第 15 页的“将报告和磁带发送至场外供应商”。

■

接收来自场外供应商的失效磁带（每天或每周）。

■

将收到的磁带与会话状态进行比较，并向存储管理人员通报所有差异。
请参见第 16 页的“将收到的磁带与您的报告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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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6 页的“关于报告差异”。
■

如有必要，请重新运行报告。
请参见第 16 页的“重新运行报告”。

■

运行审核报告，并向存储管理人员通报所有差异。
请参见第 18 页的“关于运行审核报告”。

■

手动弹出磁带以解决问题。
请参见第 18 页的“关于重新发送弹出命令（手动弹出磁带）”。

处理保管库报告
每次运行保管进程后，都会向各相关人员发送报告，通知他们该过程已运行。存储
操作人员每天都应该收到“机械手的选取列表”报告的副本。此报告通知操作人员
作业已完成，并已从库中弹出磁带。
处理保管库报告

1

确定是谁负责处理弹出的磁带。

2

如果可以的话，从分配的打印机检索打印的报告。

3

从库门中检索已弹出的磁带。

4

准备磁带以用于场外存储。

5

比较弹出的磁带与机械手的选取列表。

6

与存储管理人员一起解决任何差异。

7

如果到了预定的时间还未收到报告，可能难以正确处理磁带。例如，您可能错
过了场外供应商的传送或选取时间。
如果没有收到预期的报告，请与存储管理员联系，确定保管库会话是否存在问
题。他们可以监视并中断当前作业，以使会话按时完成。

请参见第 12 页的“关于保管库操作过程”。

关于从库中移除磁带
库根据机械手功能来决定如何弹出介质。具有介质访问端口 (MAP) 的机械手将弹出
的介质放入它的一个 MAP 中。必须从该 MAP 的插槽中移除介质。对于有多个 MAP
的 ACS 机械手而言，介质放在与介质卷最近的 MAP 中（取决于保管库的配置）。
而对于没有 MAP 的机械手，则必须从该机械手的库插槽中移除介质。
将保管库配置为即时弹出或延时弹出决定了何时弹出介质。
如果将保管库配置为即时弹出，机械手会在 Vault 会话期间将介质弹出到 MAP，并
会伸出 MAP 以便于您移除介质。保管库选择的要弹出的介质数可能超过 MAP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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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纳的数目。在这种情况下，保管库会再次填充 MAP 并弹出更多介质。并且，在
弹出所有要弹出的介质之前会一直执行此操作。
如果将保管库配置为延迟弹出，则必须手动弹出介质并生成报告。保管进程包含的
介质数可能超过 MAP 可以容纳的数目。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您必须先移除所有弹
出的介质，然后机械手才能处理下一组介质。可以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手动
弹出介质并生成报告。
机械手应按照介质 ID 和插槽 ID 的顺序弹出磁带。保管库会按照介质 ID 的顺序在
每个会话中分配新插槽 ID。保管库使用插槽 ID 确定“机械手的选取列表”报告的
顺序。因此，报告的顺序与弹出磁带的顺序相符。但是，如果重复使用从保管库返
回的磁带的场外插槽 ID，这两个顺序可能不一致。
注意：如果尚未移除介质即已超时，则介质将返回（弹入）机械手的库插槽中。如
果发生超时，请按照《NetBackup 管理指南》中有关管理机械手中的介质一章中的
说明来清点机械手。完成清点后，即可使用“保管库操作员菜单”来弹出返回到机
械手的介质。
请参见第 12 页的“关于保管库操作过程”。

保管库报告选项
可以使用多个报告来处理日常工作。Symantec 建议将所有报告的打印副本和电子
邮件副本都发送给有关人员。
下面的列表对这些报告进行了介绍：
机械手的选取列表

“机械手的选取列表”报告列出了必须从机械手中取出的磁带。请注意
有关“机械手的选取列表”报告的以下内容：

保管库的分发列表

■

磁带应为机械手弹出的磁带。

■

介质 ID 应与磁带标签相符。

■

插槽 ID 应按升序排列。

■

插槽 ID 不能与场外供应商正在使用的任何插槽的 ID 一致。

■

插槽 ID 不能与运送到场外供应商或场外供应商运送的磁带所用的任
何插槽 ID 一致。

■

“分配日期”应与报告相同。

■

截止日期将随备份策略的保留期限而变化。

■

如果报告未列出任何介质，则说明保管库在会话期间未弹出任何介
质。

将此报告与发送到场外的介质放在一起。它包含的信息与“机械手的选
取列表”相同，但将与成批磁带一起分发给场外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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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库的选取列表

“保管库的选取列表”报告显示要求从场外供应商处返回的磁带。请将
此报告的副本与每一批出场介质一起提供给场外供应商，以便他们返回
失效磁带。如果在报告日磁带均未失效，则此报告不会列出任何磁带。
无论是否列出磁带，都应给场外供应商一份副本。

机械手的分发列表

“机械手的分发列表”和“保管库的选取列表”报告所描述的磁带相
同。这些磁带至少要在一天之后才会到达场内。请确保第二天磁带到达
时，该报告可用。在磁带进场之前，请勿存档该报告。

保管库清单

“保管库清单”报告显示仍在场外保管库中的所有磁带。这些磁带是场
外供应商接收每日批次并移除相应磁带后剩下的磁带。被移除的磁带是
“保管库的分发列表”报告中显示的磁带。
向供应商提供每个批次时请附上此报告的一份副本，并将另一份副本放
在易于访问的位置。

保管库会话后，可以打印其他报告。存储管理组应向操作人员通报所有要打印的报
告，以及需要将哪些报告发送至场外。例如，管理组可以打印详细的分发列表，其
中显示存储在每个磁带上的实际数据。
请参见第 12 页的“关于保管库操作过程”。

将报告和磁带发送至场外供应商
Symantec 建议应仅将下列步骤作为指导原则。应用于具体环境的过程可能各不相
同。
收到所有报告并将它们与要在场外存储的磁带进行比较之后，即可准备供选取的磁
带和报告。
将报告和磁带发送至场外供应商

1

仅使用存储操作人员或存储管理人员指定的容器。

2

包括以下报告：
■

保管库清单

■

保管库的分发列表

■

保管库的选取列表

3

完成场外供应商选取表格。记下容器号码、保管库号码以及发运日期。

4

将“机械手的选取列表”报告的副本存档在一个易于访问的位置。

5

完成后签名。

6

将“机械手的分发列表”报告的副本放在一个易于访问的位置。此报告是返回
磁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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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2 页的“关于保管库操作过程”。

将收到的磁带与您的报告进行比较
下列过程仅作为 Symantec 建议的指导原则提供，应用于具体环境的过程可能各不
相同。场外供应商通常会返回在前一天要求返回的磁带。将从场外供应商那里收到
的磁带与列出您希望收到的磁带的报告进行比较。进行比较有助于您确保已收到全
套磁带。
将收到的磁带与您的报告进行比较

1

找到“机械手的分发列表”报告。此报告通常为前一天的报告。

2

将从场外供应商那里收到的磁带与报告进行比较。如果存在您和场外供应商无
法解决的差异，请通知存储管理人员。

3

从容器中移除磁带，然后按照一般的操作过程将它们输入机械手。切勿跳过任
何插槽，否则机械手可能无法正确地重新加载磁带。如果您使用的是 NetBackup
控制的机械手（如 TLD 或 TL8），请按照存储管理人员的指示运行弹入过程。

4

在报告上签名，然后将它存档在适当的位置。
无论报告中的差异是来自留下的磁带还是来自返回的磁带，都必须解决所有这
些差异。在解决完所有差异之前，请勿存档报告。

请参见第 16 页的“关于报告差异”。
请参见第 12 页的“关于保管库操作过程”。

关于报告差异
发现报告差异后，我们建议您运行一个或多个报告来审核介质位置。一个选项是运
行“场外清单”报告。查找在场外保管位置留下的任何未分配磁带，以及未撤回的
任何失效介质。“所有介质清单”报告也可能有用，它可以显示场内介质、运送中
的介质以及场外介质。
在下列情况下可能不会撤回失效介质：只撤回一次磁带。应在保管库生成撤回磁带
的报告的当天选取该磁带。如果没有选取，该磁带介质 ID 不会出现在后续报告中，
这一介质可能会被遗忘。“丢失介质的报告”显示未按预定计划从保管库选取的介
质。
请参见第 16 页的“将收到的磁带与您的报告进行比较”。

重新运行报告
在丢失原始副本或需要更新信息的情况下，可以选择重新运行报告。可使用“保管
库操作员菜单”重新运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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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运行报告

1

登录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

2

使用要为其运行报告的配置文件的名称，按如下方式运行 vltopmenu 命令：
vltopmenu profile

“保管库操作员菜单”会重新生成最近一次会话的报告。选择要重新运行的一
个或多个报告。
请参见第 17 页的“打印前一天的报告”。
请参见第 17 页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请参见第 18 页的“将报告保存到文件”。
请参见第 18 页的“关于运行审核报告”。
请参见第 18 页的“关于重新发送弹出命令（手动弹出磁带）”。
请参见第 12 页的“关于保管库操作过程”。

打印前一天的报告
要打印前一天的报告，需要更改会话编号。
打印前一天的报告
◆

选择“选择会话”，然后输入要为其打印报告的会话的编号。

请参见第 16 页的“重新运行报告”。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要允许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可以更改报告目标以包括一个或多个电子邮件地
址。
选择“修改报告目标”>“修改电子邮件地址”。输入报告应发送至的电子邮件地
址。
在 Windows 系统上的 \bin 目录中配置 nbmail.cmd 脚本。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1

选择“修改报告目标”>“修改电子邮件地址”。

2

输入报告应发送至的电子邮件地址。

3

（仅限 Windows 系统）在 \bin 目录中配置 nbmail.cmd 脚本。

请参见第 16 页的“重新运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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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报告保存到文件
要将报告保存到文件，需要更改报告目标以包括路径名。
选择“修改报告目标”> “修改目录目标”。输入要在其中存储报告文件的目录的
路径名。
将报告保存到文件

1

选择“修改报告目标”> “修改目录目标”。

2

输入要在其中存储报告文件的目录的路径名。

请参见第 16 页的“重新运行报告”。

关于运行审核报告
要创建审核报告，可使用“所有介质清单”报告。此报告会列出所有用于复制备份
的介质的清单。首先，它会列出机械手中用于复制的所有介质。然后会列出场外保
管库中的所有介质。这些信息会按介质 ID 的顺序列出。
请参见第 16 页的“重新运行报告”。

关于重新发送弹出命令（手动弹出磁带）
选择“弹出此会话的介质”可从特定会话重新发送弹出命令。
通常，只有在弹出过程中断，未从库中弹出某些介质时，才使用此选项。当需要弹
出的磁带数量超过 MAP 的大小时，也会使用此选项。使用此命令之后，如果弹出
的介质与保管库报告之间仍有差异，请联系存储管理人员。
请参见第 16 页的“重新运行报告”。

关于将磁带弹入机械手
选择“将介质弹入机械手”时，保管库会将磁带从介质访问端口 (MAP) 移到库插
槽，并更新卷数据库。
如果在此过程中发生任何问题，请联系存储管理人员。
请参见第 12 页的“关于保管库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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