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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for Exchange

■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功能

■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术语

■

NetBackup 文档

关于 NetBackup for Exchange
NetBackup for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扩展了 NetBackup 的功能，如果安装了
Exchange Server，则可用其对 Exchange 数据库进行联机备份和还原。这是
NetBackup for Windows 客户端软件的一项附加功能或扩展功能。因为此产品与“备
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紧密集成在一起，所以本主题只提供 NetBackup 功能的概
述。一般情况下，Exchange 文件的备份和还原操作与其他 NetBackup 文件操作相
同。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功能
表 1-1 介绍了 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代理的功能。

介绍 NetBackup for Exchange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功能

表 1-1
功能

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的功能

描述

与 NetBackup 紧密集成 与 NetBackup 紧密集成有以下含义：
■

■

已经熟悉 NetBackup 过程及软件的管理员可以轻松配置和使用 NetBackup 来执行 Exchange
Server 的备份和还原操作。
Exchange Server 备份用户可以使用 NetBackup 产品套件的多种功能和优点。这些功能
包括：软件数据压缩和加密、预定的和用户控制的操作、多数据流备份以及内联磁带复
制。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集中管理

管理员可以从中央位置定义、备份和还原 Exchange Server 及其他 NetBackup 客户端计算
机。

介质管理

Exchange Server 备份可直接保存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所支持的多种存储设备中。

最短备份时间

管理员可以选择执行完全或增量式备份。完全备份会占用大量时间，因此偶尔可以执行一次。
在执行完全备份的间隔期间内，可通过事务日志备份，对自从完全备份以来发生的任何更新
进行快速增量式备份。如果失败，则将还原完全备份和增量式备份。
在恢复过程中，Exchange Server 将更新数据库，并向数据库应用记录的每个事务。在
Exchange Server 恢复完成后，系统将返回到上次执行增量式备份时的状态。

Exchange Server 备份 NetBackup 支持 Exchange Server 的所有备份方法：完全备份、累积增量式备份和差异增量
方法
式备份。用户备份用作复制备份。
联机备份

可以在 Exchange Server 不脱机的情况下备份 Exchange Server 数据和事务日志。Exchange
服务和数据在 Exchange Server 备份期间仍保持可用。

自动备份

管理员可以通过设置日程表来为网络范围内的本地或远程客户端执行自动的无人值守备份。
这些备份可以是完全备份，也可以是增量式备份，无论哪种备份，都完全由 NetBackup 服务
器从中央位置管理。管理员也可手动备份客户端。

还原操作

管理员可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浏览备份并选择要还原的备份。

支持保护 Exchange 的 用户可为运行 Exchange Server 的虚拟机创建一致的完全备份。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提
VMware 备份
供对 DAG 中的活动数据库的保护。可以从 VMware 映像还原 Exchange 存储组或数据库以
及单个数据库对象。NetBackup 为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快照和快照副本的 VMware
策略提供支持（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Exchange 2010 和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支持 Exchange 2010 和 Exchange 2013 独立服务器以及数据库可
Exchange 2013 独立服 用性组 (DAG) 的备份。VSS 是 Microsoft 所支持的 Exchange 2010 和 Exchange 2013 备份
务器以及 DAG 支持
的唯一备份。
对于 DAG，NetBackup 支持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的主动和被动 VSS 写入器的备份。
NetBackup 对复制的数据进行备份时，好处是减小了 I/O 对主动 Exchange Server 的影响。
NetBackup 访问复制的数据，而不考虑处于活动（即实时）状态的 Exchange Server。
NetBackup 可以基于首选服务器列表备份特定服务器上的被动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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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功能

功能

描述

Exchange 2007 备份与 NetBackup 可以备份和还原存储组以及存储组内的数据库。
还原功能
此特性具有以下功能：
■

个别存储组和数据库的预定备份

■

个别存储组和数据库的用户控制备份

■

个别存储组和数据库的还原。 可以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在服务器或客户端
上）执行这些还原操作。或者，也可以使用远程管理控制台。

对快照备份一致性检查 对于快照备份，NetBackup 使用 Microsoft 一致性检查 API 来检查数据库和事务日志的一致
的增强
性并提供更多详细信息。这样可以加快快照备份的速度，因为允许备份与一致性检查并行进
行。对于 Exchange DAG，可以禁用一致性检查，或忽略该检查并继续进行备份。
快照备份和还原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可以使用快照方法执行 Exchange 备份和还原。 可以使用一个单独
的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执行脱离主机备份、即时恢复备份和带有硬件提供程序的备份。
请参见第 88 页的“关于 Exchange Server 快照备份”。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还原单个项

当备份使用 GRT 时，用户可以直接从任何完全数据库备份还原各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项目。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 Exchange 备份和粒度恢复技术 (GRT)”。

邮箱对象的重定向还原 可以将邮箱、邮箱文件夹、邮箱邮件、公用文件夹和公用文件夹项目还原到新位置。
数据库或存储组的重定 可以将备份还原到本地服务器或其他服务器上的另一个数据库或另一个存储组。
向还原
重定向到恢复数据库
(RDB) 或恢复存储组
(RSG)

可以将备份重定向到恢复数据库或 RSG。

支持将 NetBackup 加速 NetBackup 加速器可能会增加 VMware 完全备份的速度。减少备份时间，即可更轻松地在备
器用于 VMware 备份
份时段内执行 VMware 备份。目前 Exchange 的加速器支持会将备份限制为“完全”日程表
类型。对于不使用加速器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也存在此限制。
对备份进行压缩

压缩可提高网络备份的性能，同时减小存储在磁盘或磁带上的备份映像。NetBackup 不支持
对使用压缩的备份使用 GRT。

加密

加密功能可加密策略中列出的客户端的备份。NetBackup 不支持对使用加密的备份使用 GRT。

群集支持

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代理支持群集 Exchange Server；但是代理不能识别群集。
有关支持 Exchange Server 的群集解决方案的信息，请参考您的 Exchange 文档。

LCR/CCR 支持

NetBackup for Exchange with Snapshot Client 支持 Exchange 2007 LCR 和 CCR 配置的被
动 VSS 写入器的备份。NetBackup 可以通过与副本（或被动）Exchange Server 进行交互来
备份已复制的数据。此类备份的好处是减小了 I/O 对主动 Exchange Server 的影响。NetBackup
访问复制的数据，而不考虑处于活动（即实时）状态的 Exchange Server。此备份类型对
CCR 节点的备份非常有益，因为活动节点完全不进行备份。VSS 是 Microsoft 所支持的这些
复制数据的唯一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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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for Exchange 术语

功能

描述

多租户环境

多租户环境完全支持 Exchange Server 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NetBackup 不支持将邮箱项目
还原到多租户 Exchange 环境中的租户邮箱。 要恢复与租户邮箱有关的项目，请将恢复重定
向到非租户邮箱。

MAPI 公用文件夹的备
份和还原

用户可以使用 Exchange 2007 对单个公用文件夹项目执行 MAPI 备份和还原，如下所示：

MAPI 邮箱备份和还原

■

个别文件夹的预定备份

■

个别文件夹的用户控制的备份

■

个别文件夹或文档的还原。可以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在服务器或客户端上）
执行此类还原。或者，也可以使用远程管理控制台。

用户可以使用 Exchange 2007 对单个邮箱和文件夹执行 MAPI 备份和还原，如下所示：
■

个别邮箱和文件夹的预定备份

■

个别邮箱和文件夹的用户控制备份

■

个别邮箱、文件夹或邮件的还原。可以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在服务器或客户
端上）执行此类还原。或者，也可以使用远程管理控制台。

邮箱邮件附件的单一实 此功能仅适用于 Exchange 2007 MAPI 邮箱备份。用户可以启用邮件附件的单一实例存储，
例存储 (SIS)
以便 NetBackup 只在备份中写入附件的一个副本。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术语
表 1-2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术语

术语

定义或描述

Exchange Server、Exchange

在 NetBackup for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文档中，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是指 Exchange Server 或 Exchange。

粒度恢复技术 (GRT)

使用户能从完全数据库备份中还原单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项目。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与还原（使用
MAPI）

是指使用 MAPI 执行的任何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 这些操作仅适用于
Exchange 2007。

Microsoft 一致性检查 API

是指 Microsoft CHKSGFILS API 或界面。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

与唯一 Exchange 邮箱关联的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帐户，具有足够的角色
或组成员身份来执行备份和还原。

NetBackup 文件系统后台驻留程序
(NBFSD)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文件系统后台驻留程序是使
NetBackup 客户端能够装入、浏览和读取 tar 映像的进程。此进程与客户端
一起用于 GRT 操作。这些操作包括备份、浏览备份映像、还原和复制。

14

介绍 NetBackup for Exchange
NetBackup 文档

术语

定义或描述

NetBackup for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在 NetBackup for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文档中，NetBackup for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称为 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或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快照

是指使用快照技术执行的备份和还原。在 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文档中，VSS 与“快照”的意思相同。

数据流备份和还原

是指使用“Microsoft Exchange 备份和还原 API”而不是使用快照技术或
VSS 提供程序的 Exchange 数据库备份和还原。

VSS

是指用于执行快照备份和还原的软件提供程序。在 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文档中，“快照”与 VSS 的意思相同。

NetBackup 文档
有关每个支持版本的 NetBackup 技术文档的完整列表，请参见“NetBackup 版本
说明、管理、安装、故障排除、快速入门和解决方案指南”页面，URL 如下：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文档采用 Adobe® 可移植文档格式 (PDF)，可以使用 Adobe Acrobat Reader 进行
查看。 可从 http://www.adobe.com 下载该阅读器。
Symantec 对该阅读器的安装和使用不承担任何责任。
Symantec 支持网站的NetBackup登录页面中包含有用操作和产品警报主题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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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规划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安装

■

验证操作系统和平台兼容性

■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NetBackup 服务器要求

■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NetBackup 客户端要求

■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Exchange Server 软件要求

■

Exchange 快照备份的 Snapshot Client 配置和授权要求

■

关于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许可证密钥

规划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安装
使用 NetBackup for Exchange 之前，请执行以下任务。
表 2-1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安装步骤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验证操作系统和平台兼容性。

请参见第 17 页的“验证操作系统和平台兼容性”。

步骤 2

验证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Exchange 软件要 请参见第 18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求。
Exchange Server 软件要求”。

安装 NetBackup for Exchange
验证操作系统和平台兼容性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3

验证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NetBackup 软件 请参见第 17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要求。
NetBackup 服务器要求”。
请参见第 18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NetBackup 客户端要求”。

步骤 4

对于快照操作，请验证此备份类型的要求。

请参见第 19 页的“Exchange 快照备份的 Snapshot
Client 配置和授权要求”。

步骤 5

将适用的许可证密钥添加到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2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许可证密钥”。

验证操作系统和平台兼容性
请确认您的操作系统或平台支持 NetBackup for Exchange 代理。
验证操作系统和兼容性

1

转到以下网页：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2

在文档列表中，单击以下文档：
Application/Database Agent Compatibility List（应用程序/数据库代理兼容性列
表）

3

有关 Snapshot Client 支持的群集环境的信息，请参见以下文档：
Snapshot Client Compatibility List。（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兼容性列
表）

4

有关 VMware 支持的群集环境的信息，请参见以下文档：
Statement of Support for NetBackup in a Virtual Environment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ies)（《虚拟环境中 NetBackup 的支持声明（虚拟化技术）》）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NetBackup 服务器要求
要使用 NetBackup 7.7 中的 NetBackup for Exchange 代理中包含的新功能，必须
将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客户端升级到 NetBackup 7.7。NetBackup 介质服务
器必须使用与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客户端相同甚至更高的版本。
对于 NetBackup 服务器，确保满足以下要求：
■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安装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并且可以正常工作。
NetBackup 服务器平台可以是 NetBackup 支持的任何平台。
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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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已经配置了存储单元使用的任何备份介质。
所需的介质卷的数量取决于多种因素：
■

所用的设备

■

要备份的数据库的大小

■

要存档的数据量

■

备份的大小

■

备份或存档的频率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NetBackup 客户端要求
本主题介绍需要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的位置以及执行 Exchange Server 备份所
需的版本。
■

要使用 NetBackup 7.7 中的 NetBackup for Exchange 中包含的新功能，必须将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客户端升级到 NetBackup 7.7。NetBackup 介质服务
器必须使用与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客户端相同甚至更高的版本。

■

在以下位置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

■

Exchange 邮箱服务器，或在属于 Exchange 邮箱服务器的所有 VM 上

■

（Exchange 2010 和 2013）如果您计划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请在执
行浏览或还原操作的任意邮箱服务器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

Exchange 群集或 DAG 中的每个节点

■

（非 VMware 备份）任何脱离主机客户端

对于 VMware 操作，升级客户端软件时，必须安装最新版本的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如果拥有该提供程序的现有版本，则必须首先卸载旧版本。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Exchange Server 软件
要求
确认 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满足以下 Exchange 服务器软件相关要求：
■

必须已安装 Exchange 服务器软件并且该软件可正常工作。

■

(Exchange 2007) Symantec 建议您不要将 Microsoft Outlook 与 Exchange 安装
在同一台服务器上。如果不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执行还原或者执行邮箱备
份（通过 MAPI），则此建议不适用。

■

有关 Exchange 服务器的 NetBackup 软件要求，请参见以下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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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7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NetBackup 服务器要求”。
请参见第 18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NetBackup 客户端要求”。
■

如果您计划执行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如果 Exchange 数据位于
GPT（GUID 分区表）磁盘上，则不支持粒度恢复技术 (GRT)。

■

(Exchange 2007) 如果您要通过 GRT 或 MAPI 执行操作，此要求适用。在
Exchange Server 上安装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MAPI 客户端和协作数据
对象 (CDO) 软件包 6.05.8022.0 或更高版本。
这些软件包可从以下 Microsoft 网站获得：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

■

Exchange Server 不需要安装在脱离主机客户端上。

Exchange 快照备份的 Snapshot Client 配置和授权要
求
要执行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或还原，必须满足以下配置和授权要求：
■

确认 Exchange 环境支持要配置的快照类型。请参见下面的兼容列表：
Snapshot Client Compatibility List。（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兼容性列表）

■

配置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并验证是否满足要使用的快照方法的配置要
求。
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

如果使用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请验证是否具有受
支持的软件级别。

■

下列快照选项或 Exchange 配置需要单独的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
■

即时恢复

■

脱离主机备份

■

使用硬件提供程序的备份

■

CCR 环境

任何使用 Microsoft 默认提供程序或 SFW 的 Exchange 快照备份都不需要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密钥。
■

适用于即时恢复备份和脱离主机备份的其他安装要求。
请参见第 20 页的“Exchange 脱离主机备份的要求”。
请参见第 20 页的“Exchange 即时恢复备份的要求”。

■

若要从数据库备份中还原各个项目（粒度恢复），则需要符合其他安装要求，
并需要进行其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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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47 页的“配置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备份（非 VMware
备份）”。

Exchange 脱离主机备份的要求
请注意以下针对脱离主机备份的要求和操作说明：
■

Exchange 不需要安装在脱离主机客户端上。

■

要使用 Microsoft 一致性检查 API 进行 Exchange 一致性检查，Symantec 建议
在备用客户端上安装 Exchange 系统管理工具。然后重新启动 Exchange Server。
如果选择不在 Exchange 2010 或更高版本备用客户端上安装 Exchange 系统管
理工具，则必须安装 VC9 运行时 DLL。这些 DLL 可从以下 Microsoft x64 VC9
下载页下载：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BD2A6171-E2D64230-B809-9A8D7548C1B6&displaylang=en
提供了有关一致性检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90 页的“Exchange 快照备份的一致性检查”。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 Exchange 2010 或 2013 备份的一致性检查选项”。

■

有关即时恢复脱离主机备份，请参见下列要求：
请参见第 20 页的“Exchange 即时恢复备份的要求”。

Exchange 即时恢复备份的要求
如果使用 SFW VSS 提供程序，则即时恢复备份需要 Storage Foundation for
Windows (SFW) 5.1 SP1。

关于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许可证密钥
NetBackup for Exchange 代理是随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一起安装的。无需进行
单独安装。主服务器上必须存在代理的有效许可证。
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添加许可证密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DOC5332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在 NetBackup 群集中，在每个安装了 NetBackup 服务器的节点上添加密钥。
要使用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和代理支持的功能，需要以下密钥。
备份类型或功能

需要的许可证

NetBackup for Exchange 代理

NetBackup for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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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类型或功能

需要的许可证

即时备份、脱离主机备份、使用硬件提供程
序备份、CCR 环境

Snapshot Client

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

Enterprise Client

Replication Director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此选件启用
Snapshot Client、OpenStorage Disk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加速器

Data Protection Optimization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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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
机属性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

Exchange 属性

■

关于配置 Exchange 2007 的一致性检查中的暂停

■

关于使用快照备份备份所有 Exchange 事务日志文件或仅备份未提交的 Exchange
事务日志文件

■

配置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

关于针对即时恢复备份截断 Exchange 事务日志

■

通过执行到存储单元的备份截断 Exchange 事务日志

■

关于 Exchange 2010 或 2013 备份的一致性检查选项

■

关于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

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可以配置所选 Exchange 客户端的设置。 此对话
框中可用的选项基于客户端系统上安装的 NetBackup 版本。如果升级客户端后未看
到所有选项，请关闭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然后重新打开它。
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1

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远程管理控制台。

2

在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客户端”。

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3

在右窗格中，选择要配置的 Exchange 客户端。
如果客户端未出现在列表中，请单击“操作”>“配置客户端”。
注意：对于群集环境或复制环境，请选择每个节点。 必须在每个节点配置相同
的设置。 如果更改客户端虚拟名称的属性，则只更新 CCR 活动节点或 DAG
主机服务器。

4

单击“操作”>“属性”。

5

展开“Windows 客户端”并单击 Exchange。

6

启用所需的选项。
请参见第 24 页的“Exchange 属性”。

7

单击“确定”。

23

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Exchange 属性

Exchange 属性
Exchange 属性应用于当前选定的 Windows 客户端。对于群集或复制环境，请对
所有节点配置相同的设置。如果更改虚拟服务器名称的属性，则仅会更新 CCR 活
动节点或 DAG 主机服务器。
Exchange 对话框包含以下属性。
Exchange 对话框属性

表 3-1
属性

描述

快照验证 I/O 限制

注意：此属性仅适用于 Exchange 2007 的 MS-Exchange-Server 备份策略。
如果在备用客户端上未安装 Exchange 系统管理工具，则此选项适用于 Exchange
2007 脱离主机快照备份。请指定每暂停 1 秒要处理的 I/O 数。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配置 Exchange 2007 的一致性检查中的暂停”。

完全备份期间日志文件的备份选项

注意：此属性仅适用于 MS-Exchange-Server 备份策略。
选择与快照备份包含在一起的日志：
■

■

仅备份未提交的日志文件
选择此选项将仅备份未提交的日志文件。对于 DAG 或 Exchange 2007 CCR
环境，建议不使用此选项。
备份所有日志文件（包括已提交的日志文件）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使用快照备份备份所有 Exchange 事务日志文件或仅备份
未提交的 Exchange 事务日志文件”。
在即时恢复备份成功后截断日志

注意：此属性仅适用于 MS-Exchange-Server 备份策略。
启用此选项可在成功执行即时恢复备份后删除事务日志。默认情况下，对于仅针
对快照的完全即时恢复备份来说，不会删除事务日志。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针对即时恢复备份截断 Exchange 事务日志”。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注意：在复制或浏览使用粒状恢复技术 (GRT) 的备份时，可使用此属性。
您可以在复制或浏览使用 GRT 的备份（使用 bplist）时指定其他 Windows 系
统来充当源客户端代理。如果不希望影响源客户端或者源客户端不可用，请使用
代理。
请参见第 26 页的“配置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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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配置 Exchange 2007 的一致性检查中的暂停

属性

描述

对邮件附件启用单实例备份

注意：此属性仅适用于 Exchange 2007 的 MS-Exchange-Server 备份策略。
启用此选项可备份存储在单一实例存储 (SIS) 卷上的数据。此功能只适用于使用
Exchange Server 2007 的邮箱和公共文件夹备份。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关于配置 Exchange 单一实例存储备份”。

使用 Microsoft 卷影复制服务
(VSS) 备份前执行一致性检查

注意：此属性仅适用于 MS-Exchange-Server 备份策略。
如果在 DAG 备份期间不希望执行一致性检查，请禁用此选项。如果选中“一致性
检查失败时继续备份”，即使一致性检查失败，NetBackup 仍然会执行备份。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 Exchange 2010 或 2013 备份的一致性检查选项”。

Exchange 凭据

对于此属性，请注意以下事项：
■

■
■

此属性适用于使用 Exchange 恢复的 MS-Exchange-Server 和 VMware 备份
策略。
对于 Exchange 2013，如果要使用 GRT，则必须配置此属性。
此属性不适用于任何含有使用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 指令的策略的备份和还原操
作。相反，您必须使用用于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的凭据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
请参见第 196 页的“为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
录帐户”。

为您针对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创建的帐户提供凭据。此帐户必须具有执行
Exchange 还原所需的权限。需要的权限取决于所拥有的 Exchange 版本。该帐户
也需要“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关于配置 Exchange 2007 的一致性检查中的暂停
注意：此选项仅适用于脱离主机 Exchange 2007 备份（Exchange 管理控制台未安
装在备用客户端上时）。
Exchange 命令 ESEUTIL /pXXX 在快照验证期间使用该值，其中 XXX 是“快照验证
I/O 限制”的值。ESEUTIL 将 /p 设置定义为：在数据库验证期间，每个 XXX I/O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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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快照备份备份所有 Exchange 事务日志文件或仅备份未提交的 Exchange 事务日志文件

后都强制暂停 1 秒，以限制 I/O 速率。请参见关于 ESEUTIL 命令的 Microsoft
Exchange 文档来了解详细信息。
有关如何在主机属性中配置客户端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下列主题：
请参见第 22 页的“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关于使用快照备份备份所有 Exchange 事务日志文件
或仅备份未提交的 Exchange 事务日志文件
“完全备份期间日志文件的备份选项”确定在完全备份或用户控制的备份期间要备
份的日志文件数。您可以在主机属性中为 Exchange 客户端调整此设置。
如果选择“仅备份未提交的日志文件”，则 NetBackup 仅备份在创建快照时未提交
给 Exchange 数据库的事务日志文件并对这些日志文件进行编录。Exchange 在
Exchange 数据库恢复期间需要这些未提交的日志文件，以保持数据库的一致性。
如果选中“备份所有日志文件 (包括已提交的日志文件)”，则将备份快照卷上的所
有日志文件并对其进行编录。
在复制环境中，不建议使用“仅备份未提交的日志文件”。请参见下列文章：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88101
仅备份未提交的日志文件的优点是事务日志在存储单元中占用的空间较少。备份所
有日志文件的优点是可以保持一组连续的日志文件。以前的完全备份可以使用这些
日志文件进行前滚操作。这些选项不会影响当前完全备份或用户控制的备份的恢复
能力。这些选项确实会影响从以前的完全备份或用户控制的备份的前滚能力。
例如，试想如果执行一个完全备份，其后是两个差异式备份，再后面是另一个完全
备份。如果指定“备份所有日志文件”，则所有的日志文件都将存在于备份映像
中。可以还原第一个完全备份，两个差异式备份中的日志文件和第二个完全备份中
的日志文件。有了所有的日志文件就可以进行前滚恢复。如果选择“仅备份未提交
的日志文件”，则备份映像的事务日志序列中将出现间隙。从完全备份中仅能还原
到两个差异式备份所覆盖的时间。
关于如何配置客户端主机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下列主题：
请参见第 22 页的“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配置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浏览或还原单个项时，NetBackup 使用目标客户端来分段存储要
还原的数据库的虚拟副本。但是，在下列情况下，NetBackup 会使用备份的源客户
端来分段存储数据库：复制或浏览使用 GRT 的备份（使用 bplist）时。或者，您
可以指定其他 Windows 系统充当源客户端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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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针对即时恢复备份截断 Exchange 事务日志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请为复制或浏览操作指定代理主机：
■

您不希望影响源客户端

■

源客户端不可用

■

您想使用的代理主机不是源客户端的主机属性中所指定的代理主机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具有以下要求：
■

与 Exchange 主机具有相同的 NetBackup 版本

■

与 Exchange 主机使用相同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包括在 Exchange 主机中
如果代理主机不是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则只需将其添加到
Exchange 主机列表。

-granular_proxy 选项包括在 bpduplicate 命令和 bplist 命令中。 可以使用
-granular_proxy 选项覆盖“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设置。还提供了有关如何使
用这些命令指定粒度主机的信息。
请参见第 158 页的“关于使用命令行浏览或还原 Exchange 粒度备份映像”。
NetBackup 按以下顺序确定粒度代理主机：
■

使用命令行上的 -granular_proxy 选项指定的主机

■

在源客户端的主机属性中指定的粒度代理主机

■

源客户端

要指定代理，请在客户端的 Exchange 属性中配置“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提供了有关如何配置客户端主机属性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2 页的“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关于针对即时恢复备份截断 Exchange 事务日志
默认情况下，对于不会备份到存储单元的完全即时恢复备份来说，Exchange 事务
日志不会截断。要截断日志，需要启用客户端 Exchange 属性中的“在成功即时恢
复备份以后截断日志”。选择此选项之前，请谨慎考虑。确保使用一种独立的方来
来保留快照以供灾难恢复时使用。您也可以执行完全即时恢复备份以备份到存储单
元。
请参见第 28 页的“通过执行到存储单元的备份截断 Exchange 事务日志”。
关于如何配置客户端主机属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下列主题：
请参见第 22 页的“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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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执行到存储单元的备份截断 Exchange 事务日志
通过执行到存储单元的备份截断 Exchange 事务日志

1

创建新备份策略。

2

创建完全或差异式日程表类型。

3

在日程表的属性中，选择“创建快照并将快照复制到存储单元”。

4

为策略选择一个存储单元。

5

使用此策略执行快照备份。

关于 Exchange 2010 或 2013 备份的一致性检查选项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配置为对 Exchange 2010 或更高版本备份运行一致性检
查。对快照执行一致性检查可确定是否存在可能的数据损坏。 对于独立服务器，必
须执行一致性检查。 对于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一致性检查是可选操作。可以在
主机属性中为 Exchange 客户端配置此选项。
如果选择了“在使用 Microsoft 卷影复制服务 (VSS) 备份前执行一致性检查”选
项，则 NetBackup 将按照如下所示备份 Exchange 对象：
■

如果不选择“一致性检查失败时继续备份”，当包含损坏的数据库文件或事务
日志文件时，数据库备份将失败。 会备份所有其他未损坏的选定数据库。

■

如果选择了“一致性检查失败时继续备份”，则会备份所有 Exchange 数据（无
论是否检测到损坏文件）。

有关如何在主机属性中配置客户端设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下列主题：
请参见第 22 页的“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关于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指出拥有执行 Exchange 还原操作的必要权限
的帐户。需要的权限取决于所拥有的 Exchange 版本。
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33 页的“创建用于 EWS 访问的特权 NetBackup 用户帐户（Exchange
2010 和 2013）”。
请参见第 34 页的“为 Exchange 操作（Exchange 2010 和 2013）创建最小权限的
NetBackup 帐户”。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Exchange 2007)”。
请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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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Exchange 凭据”配置的帐户还必须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的权限。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

对于从 VMware 备份中还原数据库，提供的 Exchange 凭据必须具有还原 VM
文件的权限。

■

如果要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的 VMware 快照副本中进行还原，请执
行以下操作：
■

在“域\用户”和“密码”字段中提供 Exchange 凭据。

■

使用对 NetApp 磁盘阵列上所创建的 CIFS 共享拥有访问权限的帐户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Exchange 2013 的其他注意事项
要使用 GRT，请在所有粒度客户端上配置 Exchange 凭据。
或者，可以仅在执行还原的粒度客户端上配置 Exchange 凭据。在这种情况下，对
于整个域，请将 Exchange Server 添加到“仅查看组织管理”角色组。在 Exchange
Administration Center (EAC) 或 Active Directory 中执行此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
参见以下 Microsoft 文章：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jj657492
请参见第 47 页的“配置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备份（非 VMware
备份）”。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对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配置粒度恢复技术 (GRT)”。

Exchange 2010 和 2007 的其他注意事项
这些附加项适用于 Exchange 2010 和 2007：
■

对于从 VMware 备份中进行粒度还原，只有执行粒度还原的 Exchange 客户端
才需要配置 Exchange 凭据。备份或浏览操作不需要 Exchange 凭据。

■

如果使用登录帐户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并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
性中配置 Exchange 凭据，则必须为这两个用户配置“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

■

在 NetBackup 7.5 和更早版本中，已向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和 NetBackup 旧
式网络服务 (Exchange 2010) 的登录帐户添加凭据。从较早版本的 NetBackup
升级的客户可以继续使用此配置（除非您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Symantec
建议使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新配置。
请参见第 67 页的“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
请参见第 211 页的“配置 NetBackup 旧式网络服务 (Exchange 2010) 的登录帐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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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hange 2007) 如果在策略中使用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 指令，则必须使用旧配置。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以便以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的身份登录。
请参见第 67 页的“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

30

4
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

关于 NetBackup 和 Microsoft Exchange Web 服务（Exchange 2010 和 2013）

■

创建用于 EWS 访问的特权 NetBackup 用户帐户（Exchange 2010 和 2013）

■

为 Exchange 操作（Exchange 2010 和 2013）创建最小权限的 NetBackup 帐
户

■

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Exchange 2007)

■

关于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关于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NetBackup 必须具有 Exchange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的访问权限，才能执行以下操
作：
■

定义策略时枚举邮箱。

■

选择“启用粒度恢复”后从完全数据库备份还原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对象。

NetBackup 可以通过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与唯一 Exchange 邮箱关联
的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帐户）获取对 Exchange 的访问权限。此邮箱具有足够的
角色或组用户以执行备份和还原。使用帐户执行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
“Exchange 凭据”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

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关于 NetBackup 和 Microsoft Exchange Web 服务（Exchange 2010 和 2013）

表 4-1

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的步骤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在可用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执行以下步骤。

在群集环境或复制环境中，在群集中的每个数据库
节点上执行这些步骤。
要确定配置哪些客户端进行 GRT 操作，请参见以
下主题：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步骤 2

在适用的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创建用于
NetBackup 的 Exchange 邮箱（或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按如下所示配置帐户：
■

■

Symantec 建议您创建一个名称唯一的邮箱。
验证此邮箱是否未被隐藏。
请参见您所用 Exchange 版本的特定过程。
请参见第 33 页的“创建用于 EWS 访问的特权
NetBackup 用户帐户（Exchange 2010 和
2013）”。
请参见第 34 页的“为 Exchange 操作
（Exchange 2010 和 2013）创建最小权限的
NetBackup 帐户”。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Exchange 2007)”。

步骤 3

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帐户。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
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步骤 4

在适用的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使用您在之前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
步骤中创建的帐户配置“Exchange 凭据”。

关于 NetBackup 和 Microsoft Exchange Web 服务
（Exchange 2010 和 2013）
对于 Exchange 2010 和 2013，NetBackup 使用 Microsoft Exchange Web 服务
(EWS) 来支持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还原。EWS 支持从 Exchange 2010 或
2013 数据库备份中还原单个邮箱、邮件和公用文件夹。
要使用 EWS 还原各个项目，应为还原作业指定的资源凭据，修改客户端限制策略。
客户端限制策略位于目标客户端上，强制执行 Exchange Server 上的连接带宽和活
动限制。当 NetBackup 在极高特权帐户下执行时，会自动创建一个限制策略并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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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给该帐户。NetBackup 无法使用具有最小权限的帐户执行这些操作。这种情况
下，设置该帐户时，需要创建和分配限制策略。
如果用户帐户是域管理员或 Exchange 组织管理员，NetBackup 还将创建模拟角色
以及“Exchange 模拟”的角色分配。“Exchange 模拟”角色分配可将模拟角色与
为还原作业指定的 NetBackup 资源凭据关联起来。NetBackup 可创建并分配下列
角色：
■

SymantecEWSImpersonationRole

■

SymantecEWSImpersonationRoleAssignment

最小权限的 NetBackup 用户帐户没有执行这些分配所需的权限。按照说明创建此类
帐户。

创建用于 EWS 访问的特权 NetBackup 用户帐户
（Exchange 2010 和 2013）
此过程提供的示例介绍了如何使用 Exchange 2010 和 2013 创建用于 EWS 访问的
特权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此帐户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用于
Exchange 凭据，允许 NetBackup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执行操作。
请注意以下几点：
■

配置每台 Exchange 邮箱服务器。

■

配置每个执行粒度操作的客户端。 要确定配置哪些客户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

在群集环境中，在群集中的每个数据库节点上执行这些步骤。 对于 Exchange
DAG，在 DAG 中的每个数据库节点上执行这些步骤。

创建用于 EWS 访问的特权 NetBackup 用户帐户（Exchange 2010 和 2013）

1

在 Exchange 管理控制台中，为 NetBackup 创建新的 Exchange 邮箱。
此进程创建自动为域用户的新用户。

2

双击创建的用户帐户。

3

选择“所属成员”选项卡。

4

单击“添加”将此用户添加到“组织管理”组。
如果权限问题仍然存在，请尝试将此用户添加到“域管理”组中。如果使用此
帐户登录到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此帐户还应当是“管理员”组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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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为此帐户提供凭据。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
Symantec 建议您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配置 Exchange 凭据。但是，
现有 NetBackup 客户可以继续为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配置登录帐户。

6

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帐户。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如果使用登录帐户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并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
性中配置 Exchange 凭据，则必须为这两个用户配置“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

为 Exchange 操作（Exchange 2010 和 2013）创建
最小权限的 NetBackup 帐户
此过程介绍如何为 Exchange 2010 及更高版本创建最小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 此帐户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用于 Exchange 凭据，允许
NetBackup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执行操作。
请注意以下几点：
■

配置每台 Exchange 邮箱服务器。

■

配置每个执行粒度操作的客户端。 要确定配置哪些客户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

在群集环境中，在群集中的每个数据库节点上执行这些步骤。 对于 Exchange
DAG，在 DAG 中的每个数据库节点上执行这些步骤。

为 Exchange 2010 和 2013 操作创建最小权限的 NetBackup 帐户

1

在 Exchange 管理控制台中，为 NetBackup 创建新的 Exchange 邮箱。
此进程创建自动为域用户的新用户。此过程将该用户称为 NetBackupUser。

2

双击创建的用户帐户。

3

选择“所属成员”选项卡。

4

单击“添加”，并将此用户添加到“管理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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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创建新角色组，使该帐户成为此组的成员，并分配角色。 使用 Exchange
Management Shell 运行以下命令：
注意：如果该帐户没有必要权限，管理员需要执行这些任务。

New-RoleGroup -Name NetBackupRoles -Roles @("Database Copies", "Databases",
"Exchange Servers", "Monitoring", "Mail Recipient Creation", "Mail Recipients",
"Recipient Policies"
Add-RoleGroupMember -Identity NetBackupRoles -Member NetBackupUser

其中 NetBackupUser 是您在 1 中创建的 Active Directory 帐户的名称。

6

要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执行还原，还应使用 Exchange Management Shell
运行以下命令：
对于 Exchange 2010：

New-ManagementRole -Name SymantecEWSImpersonationRole -Parent ApplicationImpersonation
New-ManagementRoleAssignment -Role SymantecEWSImpersonationRole -User NetBackupUser
-Name "NetBackupUser-EWSImpersonation"
New-ThrottlingPolicy -Name "SymantecEWSRestoreThrottlingPolicy" -EWSPercentTimeInCAS
$null -EWSPercentTimeInAD $null -EWSMaxConcurrency $null -EWSPercentTimeInMailboxRPC
$null -PowerShellMaxConcurrency $null
Set-Mailbox -Identity NetBackupUser -ThrottlingPolicy
"SymantecEWSRestoreThrottlingPolicy"

对于 Exchange 2013：
New-ManagementRole -Name SymantecEWSImpersonationRole -Parent ApplicationImpersonation
New-ManagementRoleAssignment -Role SymantecEWSImpersonationRole -User NetBackupUser
-Name "NetBackupUser-EWSImpersonation"
New-ThrottlingPolicy -Name "SymantecEWSRestoreThrottlingPolicy" -EwsCutoffBalance
"Unlimited" -EwsMaxBurst "Unlimited" -EwsMaxConcurrency "Unlimited"
-ExchangeMaxCmdlets "Unlimited" -MessageRateLimit "Unlimited"
-PowerShellCutoffBalance "Unlimited" -PowerShellMaxBurst "Unlimited"
-PowerShellMaxCmdlets "Unlimited" -PowerShellMaxConcurrency "Unlimited"
-PowerShellMaxOperations "Unlimited" -RecipientRateLimit "Unlimited"
-ThrottlingPolicyScope "Regular"
Set-Mailbox -Identity NetBackupUser -ThrottlingPolicy
"SymantecEWSRestoreThrottling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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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为此帐户提供凭据。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

8

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帐户。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Exchange
2007)
此过程介绍如何为 Exchange 2007 创建一个特权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
此帐户用于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Exchange 凭据”，使 NetBackup 可
以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执行操作。
请注意以下几点：
■

配置每个执行粒度操作的客户端。要确定配置哪些客户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

在群集环境或复制环境中，在每个 Exchange 节点上执行这些步骤。

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Exchange 2007)

1

在“Active Directory 用户和计算机”中，选择“用户”目录。

2

右键单击管理员帐户，单击“复制”，然后创建 NetBackup 帐户。
创建一个邮箱具有唯一名称的用户帐户。唯一名称是指 Exchange 组织内尚不
存在的名称。该名称不能是现有名称中包含的一组字符。
例如：将 EXCH1 作为唯一邮箱名称输入，但已存在 EXCH1BACKUP 或
BACKUPEXCH1 等其他邮箱名称。这样，个别邮箱的备份和/或还原会失败。

3

创建帐户后，双击该帐户，再单击“所属成员”选项卡，然后将此帐户添加到
“域管理”组中。

4

打开 Exchange 管理控制台。

5

在 Exchange 管理控制台中，右键单击“组织配置”，然后单击“添加
Exchange 管理员”。

6

在“添加 Exchange 管理员”页上，单击“浏览”，然后选择要为其委派控制
的用户。

7

单击“Exchange Server 管理员”角色。

8

在“选择此角色可以访问的服务器”下，单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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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您要为其委派控制的服务器，然后单击“确定”。

10 单击“添加”。
11 在“完成”页上，验证委派是否成功，然后单击“完成”。
12 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为此帐户提供凭据。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

关于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在每个 Exchange 邮箱服务器上，必须向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分配“替
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对于将模拟令牌传递到执行 Active Directory 和
PowerShell 命令的 NetBackup 进程，此权限是必需的。
注意：如果您仅将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和 NetBackup 旧式网络服务配置为以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运行，而且未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配置
帐户，那么，您无需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帐户。
如果使用登录帐户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并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
配置 Exchange 凭据，则必须为这两个用户配置“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

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本地安全策略）
下面的过程介绍如何配置“本地安全策略”，以使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
户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
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本地
安全策略）

1

打开“本地安全策略”。

2

单击“本地策略”。

3

在“用户权限分配”中，将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添加到“替换一个
进程级令牌”属性。

4

运行组策略更新命令（组策略更新）使此项更改生效：
gpupdat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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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在域控制器上）
此过程介绍如何在域控制器上配置策略，以使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具
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的权限。
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在域
控制器上）

1

打开“组策略管理”。

2

在域下选择“组策略对象”>“默认域控制器策略”。

3

单击“设置”选项卡。

4

展开“安全设置”>“本地策略”。

5

右键单击“用户权限分配”，然后单击“编辑”。

6

在“组策略对象”编辑器中，展开“计算机配置”>“策略”>“Windows 设
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

7

在“用户权限分配”中，将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添加到“替换一个
进程级令牌”属性。

8

运行组策略更新命令（组策略更新）使此项更改生效：
gpupdat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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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Exchange 主机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配置 Exchange 主机

配置 Exchange 主机
如果希望浏览备份或执行还原，且所处环境中的源客户端与 NetBackup 用来备份处
理的客户端不同，则此配置是必需的。配置参数包含在主服务器的主机属性中。或
者，您可以执行服务器控制的还原。有关如何允许重定向还原的更多说明，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此配置适用于以下情况：
■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任何操作。
提供 Exchange 虚拟和物理主机名的列表。访问 GRT 操作的备份映像的任何客
户端必须显示在列表中。此外，也请包括脱离主机客户端和粒度代理主机。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

Exchange DAG

■

群集 Exchange Server

■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请参见第 26 页的“配置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

脱离主机备份

■

通过专用网络进行的备份

■

选择目标客户端（而非源客户端）

请注意以下几点：
■

提供主机的短名称或完全限定域名 (FQDN)。无需同时提供这两种格式的名称。

■

如果代理主机不是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则只需将其添加到列表。

配置 Exchange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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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Mware 策略）对于独立服务器，如果您选择了除“VM 主机名”之外的“主
VM 标识符”，则将备份编录在其他客户端名称下。在主机列表中，您必须添加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以及可反映您在 VMware 选项卡中所选择的标识符的
名称。

如以下示例所示：
■

用于非 VMware 备份的 Exchange 主机的示例条目

■

用于 VMware 备份的 Exchange 主机的示例条目

为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备份配置 Exchange 主机

1

在主服务器上，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主服务器”。

3

在右窗格中，双击主服务器。

4

选择“分布式应用程序还原映射”。

5

单击“添加”。

6

提供应用程序主机的名称和组件主机的名称。
应用程序主机是策略中的客户端名称，或者是 VMware 备份中的 DAG 名称（如
果适用）。组件主机是需要访问备份映像的客户端。请参见表 5-1 和表 5-2。

用于非 VMware 备份的 Exchange 主机的示例条目
表 5-1

用于非 VMware 备份的 Exchange 主机的示例条目

环境

应用程序主机

组件主机

DAG

DAG 的虚拟名称

Node 1 的物理名称

DAG 的虚拟名称

Node 2 的物理名称

DAG 的虚拟名称

Node 3 的物理名称

DAG 的虚拟名称

粒度代理主机名称

虚拟群集名称

Node 1 的物理名称

虚拟群集名称

Node 2 的物理名称

虚拟群集名称

Node 3 的物理名称

虚拟群集名称

粒度代理主机名称

群集的虚拟名称

Node 1 的物理名称

Cluster

群集连续复制 (C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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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应用程序主机

组件主机

群集的虚拟名称

Node 2 的物理名称

群集的虚拟名称

粒度代理主机名称

独立

策略中的客户端名称

粒度代理主机名称

脱离主机

主客户端名称

脱离主机名称

用于 VMware 备份的 Exchange 主机的示例条目
表 5-2

用于 VMware 备份的 Exchange 主机的示例条目

环境

应用程序主机

组件主机

DAG

DAG 的虚拟名称

Node 1 的物理名称

DAG 的虚拟名称

Node 2 的物理名称

DAG 的虚拟名称

Node 3 的物理名称

DAG 的虚拟名称

粒度代理主机名称

虚拟群集名称

Node 1 的物理名称

虚拟群集名称

Node 2 的物理名称

虚拟群集名称

Node 3 的物理名称

虚拟群集名称

粒度代理主机名称

Cluster

独立服务器

NetBackup 用来编录备份的客户 VM 显示名称、VM BIOS UUID
端名称
或 VM DNS 名称（除“VM 主机
名”之外的“主 VM 标识符”）
策略中的客户端名称

粒度代理主机名称

请参见第 47 页的“配置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备份（非 VMware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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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Exchange 粒度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Exchange 备份和粒度恢复技术 (GRT)

■

配置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备份（非 VMware 备份）

■

关于安装和配置用于 Exchange 粒度恢复的网络文件系统 (NFS)

■

Exchange 粒度恢复技术 (GRT) 支持的磁盘存储单元

■

禁用 Exchange 备份（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复制的编录

■

对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备份或 VMware 备份进行编录

■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

关于 Exchange 备份和粒度恢复技术 (GRT)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进行备份时，用户可以直接从任何完全数据库备份中还原
单个项目。此备份类型在两种恢复情况下均可用。从同一备份映像中，您可以还原
整个存储组或数据库。或者，您可以选择邮箱或公用文件夹中的个别文件夹或邮
件。
可以使用 GRT 从以下备份类型还原各个项目：
■

完全备份或用户控制的备份
通过 NetBackup，您可以为灾难恢复创建一个完整策略，包括各种类型的日程
表。但是，不能从增量式备份中还原各个项目。

■

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

■

本地快照备份

■

脱离主机快照备份

■

即时恢复备份（当日程表将快照复制到存储单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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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本快照备份
此备份类型适用于 LCR、使用 Exchange 2007 的 CCR 环境或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

数据流备份 (Exchange 2007)
此备份类型仅限于某些类型的存储单元。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87917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对于数据流备份或快照备份（非 VMware 备份），Exchange 粒度客户端是指那些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执行备份或还原操作的客户端。必须满足这些客户端的特
定要求才允许从完全数据库备份还原各个邮箱文件夹和公用文件夹。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包括以下各项：
■

所有邮箱服务器

■

Exchange DAG 中的邮箱服务器

■

群集 Exchange Server 中的邮箱服务器

■

脱离主机客户端

对属于邮箱服务器的任何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的要求
属于邮箱服务器的每一个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均要求如下配置：
■

安装 NFS 客户端。它还必须具有要用于装入备份映像 NFS 视图的适用于
NetBackup 的未分配驱动器盘符。

■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NetBackup 的唯一邮箱）。此帐户必须具有
“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Exchange 凭据”。使用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的凭据。
或者，对于 Exchange 2013，可以将 Exchange Server 添加到“仅查看组织管
理”角色组。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

■

（Exchange 2010 或 2007）如果使用登录帐户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并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配置 Exchange 凭据，则必须为这两个用户
配置“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

■

Exchange 主机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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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虚拟环境，需要在 Exchange 配置中创建系统虚拟名称和物理名称的映射。
“分布式应用程序还原映射”包括任何用于执行备份、装入备份映像或启动还
原操作的 NetBackup 客户端。此配置包括在主服务器主机属性中。
如果使用代理服务器（不是介质服务器或主服务器），则还需要将代理服务器
添加到此列表中。
请参见第 39 页的“配置 Exchange 主机”。
■

客户端必须与从中进行备份的客户端拥有相同的 Windows 版本。

■

如果使用 Exchange 粒度代理服务器，则邮箱服务器和代理主机还必须满足以
下其他要求：
■

拥有相同的 NetBackup 版本

■

使用相同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两者均使用支持该版本 Exchange 的 Windows 版本。
例如，对于 Exchange 2010，必须在 Windows 2008 SP2 或 R2 或者在
Windows 2012 上安装粒度代理主机。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Application/Database Agent Compatibility List（应用程序/数据库代理兼容性
列表）。

对属于脱离主机客户端的粒度客户端的要求
脱离主机客户端需要进行以下配置：
■

脱离主机客户端必须已安装 NFS 客户端。它还必须具有要用于装入备份映像
NFS 视图的适用于 NetBackup 的未分配驱动器盘符。

■

主客户端名称和脱离主机计算机名称的映射。
在主服务器主机属性的“分布式应用程序还原映射”中执行此配置。
请参见第 39 页的“配置 Exchange 主机”。

■

用于执行还原操作的 NetBackup 客户端必须与从中进行备份的脱离主机客户端
拥有相同的 Windows 版本。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是指那些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执行备份或还原操作的客
户端。此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并非所有 Exchange 客户端都使用 VMware 浏览和还
原操作执行 GRT 操作。因此，并非所有客户端的配置要求都相同。

粒度客户端和保护 Exchange 2010 和 2013 的 VMware 备份
使用保护 Exchange 2010 和 2013 的 VMware 备份，粒度客户端包括以下各项：
■

用于浏览备份的客户端

■

用于浏览到邮箱中以选择要还原的项的邮箱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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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请参见第 26 页的“配置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粒度客户端和保护 Exchange 2007 的 VMware 备份
使用保护 Exchange 2007 的 VMware 备份，粒度客户端包括以下各项：
■

用于浏览备份或执行还原的客户端

■

用于浏览到邮箱中以选择要还原的项的邮箱服务器

■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请参见第 26 页的“配置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的要求
每个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需要进行以下配置：
■

配置所有邮箱服务器。

■

用于粒度浏览或还原的每台邮箱服务器必须安装 NFS 客户端。它还必须具有要
用于装入备份映像 NFS 视图的适用于 NetBackup 的未分配驱动器盘符。
请注意，VMware 备份不需要 NFS。

■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NetBackup 的唯一邮箱）
此帐户必须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
请参见第 37 页的“关于配置具有“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

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的“Exchange 凭据”中，添加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的凭据。
在以下客户端上配置 Exchange 凭据。请注意，无需在仅执行备份或浏览操作
的邮箱服务器上配置 Exchange 凭据。
■

对于 Exchange 2013，在所有粒度客户端上配置凭据。或者，将 Exchange
Server 添加到“仅查看组织管理”角色组。然后，仅在执行还原的目标客户
端上配置 Exchange 凭据。

■

对于 Exchange 2010，请在执行粒度还原的目标客户端上配置凭据。

■

对于 Exchange 2007，请在执行粒度还原的邮箱服务器上配置凭据。

■

（Exchange 2010 或 2007）如果使用登录帐户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并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配置 Exchange 凭据，则必须为这两个用户
配置“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

■

Exchange 主机映射
对于虚拟环境，需要在 Exchange 配置中创建系统虚拟名称和物理名称的映射。
“分布式应用程序还原映射”包括装入备份映像或启动还原操作的任何 NetBackup
客户端。此配置包括在主服务器主机属性中。

45

配置 Exchange 粒度恢复
关于 Exchange 备份和粒度恢复技术 (GRT)

如果使用代理服务器且该代理服务器不是介质服务器或主服务器，则还需要将
代理服务器添加到此列表中。
请参见第 39 页的“配置 Exchange 主机”。
■

执行还原操作的客户端必须与从中进行备份的客户端拥有相同版本的 Windows。

■

如果使用 Exchange 粒度代理服务器，则邮箱服务器和代理主机还必须满足以
下其他要求：
■

拥有相同的 NetBackup 版本

■

使用相同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两者均使用支持该版本 Exchange 的 Windows 版本。
例如，对于 Exchange 2010 和 2013，粒度代理主机必须安装在 Windows
2008 SP2/R2 或 Windows 2012 上。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Application/Database Agent Compatibility List（应用程序/数据库代理兼容性
列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配置
如果您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您的 VMware 快照和快照复制，请注意以下事
项：
■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您可以浏览映像的快照副本并从该副本进行还原。
NetBackup 将快照而不是磁盘存储单元用于 GRT 操作时，它不使用 NFS 或新
的驱动器盘符。

■

使用对 NetApp 磁盘阵列上所创建的 CIFS 共享拥有访问权限的登录帐户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请参见第 173 页的“配置对 NetApp 磁盘阵列上的 CIFS 共享具有访问权限的
NetBackup”。

Exchange 粒度操作和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执行操作时，介质服务器存在某些要求。
介质服务器要求进行以下配置：
■

网络文件系统 (NFS)
请注意，对映像的快照副本执行的操作不需要 NFS，因为它使用的是主副本。

■

客户端必须与从中进行备份的客户端拥有相同版本的 Windows。

■

如果使用 Exchange 粒度代理服务器，则邮箱服务器和代理主机还必须满足以
下其他要求：
■

如果使用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作为代理服务器，则必须将代理服务器添加
到“分布式应用程序还原映射”中。（此配置位于主服务器主机属性中。）
此列表还必须包括装入备份映像或启动还原操作的任何 NetBackup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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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相同的 NetBackup 版本

■

使用相同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配置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备份（非
VMware 备份）
注意：这些步骤适用于非虚拟环境中的备份。要在 VMware 备份中使用 GRT，请
参考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对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配置粒度恢复技术 (GRT)”。
表 6-1

配置在非虚拟环境备份中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备份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验证您是否有受支持的 Exchange Server 配置以及支 请参见 Application/Database Agent Compatibility List
持 GRT 的介质服务器平台。
（应用程序/数据库代理兼容性列表）。
请参见 Software Compatibility List (SCL)（软件兼容
性列表 (SCL)）。

步骤 2

确保符合 NetBackup 服务器和 Exchange Server 软 请参见第 17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件的要求。
NetBackup 服务器要求”。
请参见第 18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Exchange Server 软件要求”。

步骤 3

确定哪些客户端需要配置并确保符合 NetBackup 客
户端的要求。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18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NetBackup 客户端要求”。
在群集环境或复制环境中，在群集中的每个数据库节
点上执行这些步骤。对于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在 DAG 中的每个数据库节点上执行这些步
骤。

步骤 4

在所有粒度客户端上，确保要装入备份映像的每个节
点上均具有未分配的驱动器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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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5

在以下服务器环境中启用或配置 NFS：

请参见第 49 页的“关于在 Windows 2012 上配置网络
文件系统 (NFS) 服务”。

■

所有粒度客户端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在 Windows 2008 和 Windows
2008 R2 上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请参见第 64 页的“为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备
份和还原配置 UNIX 介质服务器和 Windows 客户端”。

步骤 6

在所有 Exchange 邮箱服务器上，为 NetBackup 创
建 Exchange 操作帐户（唯一的邮箱）。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
作的帐户”。

步骤 7

在所有 Exchange 邮箱服务器上，配置 Exchange 凭 为您针对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创建的帐户使用
据。
凭据。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
或者，对于 Exchange 2013，可以将 Exchange
Server 添加到“仅查看组织管理”角色组。在
Exchange Administration Center (EAC) 或 Active
Directory 中执行此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Microsoft 文章：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jj657492

步骤 8

按照如下所述创建 MS-Exchange-Server 策略：

请参见支持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磁盘存储类型。

■

选择一个支持的磁盘存储单元。

有关如何使用 GRT 创建策略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

在“属性”选项卡上选择“启用粒度恢复”。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配置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
备份”。
请参见第 105 页的“配置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2007) 的数据流备份”。

步骤 9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配置 Exchange 主机列
表。

对于 DAG、群集、专用网络中的备份，或者如果使
用代理主机或脱离主机的客户端，必须创建主机名称
的映射。例如，每个 DAG 节点必须可以使用 DAG
名称访问备份映像。在主服务器的“分布式应用程序
还原映射”主机属性中配置此映射。
请参见第 39 页的“配置 Exchange 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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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装和配置用于 Exchange 粒度恢复的网络文件
系统 (NFS)
NetBackup 粒度恢复利用网络文件系统或 NFS 从数据库备份映像中读取单个对象。
具体来说，即 NetBackup 客户端使用 NFS 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的备份映像
中提取数据。NetBackup 客户端使用 NFS 客户端装入和访问连接到 NetBackup 介
质服务器的映射驱动器。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通过 NBFSD 处理客户端的 I/O 请
求。
NBFSD 是在介质服务器上运行的 NetBackup 文件系统 (NBFS) 服务。NBFSD 通
过安全连接使 NetBackup 备份映像显示为 NetBackup 客户端的文件系统文件夹。
网络文件系统或 NFS 是一种广泛认可的网络客户端、服务器文件访问开放标准。
它允许客户端通过共享 TCP/IP 网络访问不同服务器上的文件。NFS 通常与主机操
作系统绑定。NetBackup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和 NFS 恢复驻留在数据库备份
映像中的单个对象，如：
■

Active Directory 数据库备份的用户帐户

■

Exchange 数据库备份的电子邮件或文件夹

■

SharePoint 数据库备份的文档

支持 GRT 的多个 NetBackup 代理（例如 Exchange、SharePoint 和 Active
Directory）可以使用同一台介质服务器。

关于在 Windows 2012 上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要从数据库备份中还原单个项目，必须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 Exchange 粒度
客户端上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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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2012 上配置 NFS

表 6-2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NFS。

在配置 NFS 之前，请查看介质服务器的要求。
请参见第 46 页的“Exchange 粒度操作和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在介质服务器上执行以下操作：
■

停止并禁用 ONC/RPC Portmapper 服务（如果存在）。

■

启用 NFS。
请参见第 50 页的“在 Windows 2012 介质服务器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停止 NFS 服务的服务器。
请参见第 60 页的“禁用 NFS 服务器”。
停止 NFS 服务的客户端。
请参见第 62 页的“在介质服务器上禁用 NFS 客户端”。
注意： 如果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驻留在介质服务器上，则不要禁用
NFS 客户端。
将 portmap 服务配置为当服务器重新启动时自动启动。
在命令提示符下发出以下命令：
sc config portmap start= auto

■

■

■

此命令应返回状态 [SC] ChangeServiceConfig SUCCESS。
步骤 2

在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配 确定要配置的客户端。
置 NFS。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在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执行以下操作：
■

■

在客户端上启用 NFS。
请参见第 54 页的“在 Windows 2012 客户端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停止 NFS 服务的服务器。
请参见第 60 页的“禁用 NFS 服务器”。

在 Windows 2012 介质服务器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要从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备份中还原单个项，必须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在介质服务器上完成此配置后，可以禁用所有不必要的 NFS 服务。我们提
供了有关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要求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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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2012 介质服务器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1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

2

从“管理”菜单中，单击“添加角色和功能”。

3

在“添加角色和功能”向导的“开始之前”页面中，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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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选择安装类型”页面上，选择“基于角色或基于功能的安装”。

5

单击“下一步”。

6

在“服务器选择”页面上，单击“从服务器池中选择服务器”并选择该服务
器。单击“下一步”。

7

在“服务器角色”页面上，展开“文件和存储服务”和“文件和 iSCSI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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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依次单击“文件服务器”和“NFS 服务器”。出现提示时，请单击“添加功
能”。单击“下一步”。

9

如果此介质服务器同时也是一个 Exchange 客户端，请在“功能”页面上单击
“NFS 客户端”。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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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确认”页面上，单击“安装”。
11 按如下说明禁用所有不必要的服务：
■

如果您将一台主机同时用作介质服务器和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则可以
禁用“NFS 服务器”服务。
请参见第 60 页的“禁用 NFS 服务器”。

■

对于仅用作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主机，您可以禁用“NFS 服务器”和
“NFS 客户端”服务。
请参见第 60 页的“禁用 NFS 服务器”。
请参见第 62 页的“在介质服务器上禁用 NFS 客户端”。

在 Windows 2012 客户端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要从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备份中还原单个项，必须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在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完成此配置后，便可禁用所有不必要的 NFS 服
务。我们还提供了有关哪些客户端需要此配置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在 Windows 2012 客户端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1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

2

从“管理”菜单中，单击“添加角色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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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添加角色和功能”向导的“开始之前”页面中，单击“下一步”。

4

在“选择安装类型”页面上，选择“基于角色或基于功能的安装”。

5

单击“下一步”。

6

在“服务器选择”页面上，单击“从服务器池中选择服务器”并选择该服务
器。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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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服务器角色”页面上，单击“下一步”。

8

在“功能”页面上，单击“NFS 客户端”。单击“下一步”。

9

在“确认”页面上，单击“安装”。

关于在 Windows 2008 和 Windows 2008 R2 上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要从数据库备份中还原单个项目，必须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和 Exchange 粒度
客户端上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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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2008 或 Windows 2008 R2 环境中配置 NFS

表 6-3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在介质服务器上配置 NFS。

在配置 NFS 之前，请查看介质服务器的要求。
请参见第 46 页的“Exchange 粒度操作和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在介质服务器上执行以下操作：
■

停止并禁用 ONC/RPC Portmapper 服务（如果存在）。

■

启用 NFS。
请参见第 58 页的“在 Windows 2008 或 Windows 2008 R2 上启用网络
文件系统 (NFS) 服务”。
停止 NFS 服务的服务器。
请参见第 60 页的“禁用 NFS 服务器”。
停止 NFS 服务的客户端。
请参见第 62 页的“在介质服务器上禁用 NFS 客户端”。
注意： 如果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驻留在介质服务器上，则不要禁用
NFS 客户端。
将 portmap 服务配置为当服务器重新启动时自动启动。
在命令提示符下发出以下命令：
sc config portmap start= auto

■

■

■

此命令应返回状态 [SC] ChangeServiceConfig SUCCESS。
步骤 2

在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配 确定要配置的客户端。
置 NFS。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在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执行以下操作：
■

■

步骤 3

启用 NFS。
请参见第 58 页的“在 Windows 2008 或 Windows 2008 R2 上启用网络
文件系统 (NFS) 服务”。
停止 NFS 服务的服务器。
请参见第 60 页的“禁用 NFS 服务器”。

在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安 在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安装 NFS 客户端的修补程序。 可从以下位置
装 NFS 客户端的修补程序。 获取此修补程序：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55012

注意：重要的 Windows Vista 修补程序和 Windows Server 2008 修补程
序包括在相同的软件包中。 不过，修补程序请求页面仅列出了 Windows
Vista。 要请求适用于一种或两种操作系统的修补程序软件包，请选择该
页面中 Windows Vista 下列出的修补程序。请务必参考文章中的
Applies To 部分来确定每个修补程序适用于的实际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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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2008 或 Windows 2008 R2 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要从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备份中还原单个项，必须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在介质服务器和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完成此配置后，便可禁用所有不必
要的 NFS 服务。 我们还提供了有关哪些客户端需要此配置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在 Windows 2008 或 Windows 2008 R2 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1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

2

在左窗格中，单击“角色”，在右窗格中，单击“添加角色”。

3

在“添加角色向导”的“开始之前”页面中，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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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选择服务器角色”页面的“角色”下，选中“文件服务”复选框。单击
“下一步”。
注意：如果已为“文件服务”角色安装角色服务，则可以从“角色”主页添加
其他角色服务。在“文件服务”窗格中，单击“添加角色服务”。

5

在“文件服务”页面上，单击“下一步”。

6

在“选择角色服务”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

取消选中“文件服务器”。

■

选中“网络文件系统服务”。

■

单击“下一步”完成向导。

59

配置 Exchange 粒度恢复
关于安装和配置用于 Exchange 粒度恢复的网络文件系统 (NFS)

7

对于配置中的每台主机，请选择下列操作之一：
■

如果您将一台主机同时用作介质服务器和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则可以
禁用 NFS 服务器。

■

对于仅用作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主机，您可以禁用 NFS 服务器和 NFS
客户端。

■

对于仅用作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的主机，您可以禁用 NFS 服务器。

禁用 NFS 服务器
在介质服务器和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之后，便可
禁用 NFS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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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用 NFS 服务器

1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

2

在左窗格中，展开“配置”。

3

单击“服务”。

4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NFS 服务器”并单击“停止”。

5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NFS 服务器”并单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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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NFS 服务器属性”对话框的“启动类型”列表中，单击“已禁用”。

7

单击“确定”。

8

对介质服务器和每个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重复此过程。

在介质服务器上禁用 NFS 客户端
在仅作为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主机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服务 (NFS) 之后，可
以禁用 NFS 客户端。
在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禁用 NFS 客户端

1

打开“服务器管理器”。

2

在左窗格中，展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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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服务”。

4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NFS 客户端”并单击“停止”。

5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NFS 客户端”并单击“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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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NFS 客户端属性”对话框中，单击“启动类型”列表中的“已禁用”。

7

单击“确定”。

为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备份和还原配置 UNIX 介质服务器和
Windows 客户端
执行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备份和还原时，如果您使用的是 UNIX 介质服务器
和 Windows 客户端，请执行以下配置：
■

确认已将介质服务器安装到支持粒度恢复的平台上。
请参见 Software Compatibility List（软件兼容性列表）。

■

对于 UNIX 介质服务器，不再需要其他配置。

■

在 Exchange 粒度客户端上启用或安装 NFS。
请参见第 50 页的“在 Windows 2012 介质服务器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
务”。
请参见第 54 页的“在 Windows 2012 客户端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请参见第 58 页的“在 Windows 2008 或 Windows 2008 R2 上启用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

您可以为 NBFSD 配置其他网络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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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65 页的“为 NBFSD 配置其他网络端口”。

为 NBFSD 配置其他网络端口
NBFSD 在端口 7394 上运行。如果另一个服务使用了组织中的标准 NBFSD 端口，则

可以为本服务配置另一个端口。以下过程介绍如何配置 NetBackup 服务器以使用默
认端口以外的其他网络端口。
为 NBFSD 配置其他网络端口（Windows 服务器）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安装了 NetBackup 服务器的计算机上。

2

打开 Regedit。

3

打开以下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NetBackup\CurrentVersion\Config

4

创建名为 FSE_PORT 的新 DWORD 值。

5

右键单击该新值，然后单击“修改”。

6

在“值数据”框中，提供一个 1 至 65535 之间的端口号。

7

单击“确定”。

为 NBFSD 配置其他网络端口（UNIX 服务器）

1

以 root 身份登录到安装了 NetBackup 服务器的计算机上。

2

打开 bp.conf 文件。

3

添加以下条目，其中 XXXX 是一个 1 至 65535 之间的端口号（整数）。
FSE_PORT = XXXX

Exchange 粒度恢复技术 (GRT) 支持的磁盘存储单元
必须在受支持的磁盘设备上进行粒度备份。在备份操作期间，将编录邮箱名称或首
个公用文件夹。当复制 (-bc_only) 备份时，NetBackup 会编录备份映像的全部内
容，且复制可以将任何介质作为目标。执行还原时，主备份映像必须位于受支持的
磁盘介质上。您可能需要执行其他复制操作才能将备份复制到磁盘。
我们提供了有关支持 GRT 的磁盘存储单元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版本说明》。
请参见支持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磁盘存储类型。
请参见第 47 页的“配置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备份（非 VMware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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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65 页的“对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配置粒度恢复技术 (GRT)”。

禁用 Exchange 备份（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复
制的编录
注意： 此选项不适用于复制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不能使用管理控制台
来复制此类备份。必须使用命令行选项 bpduplicate。
复制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备份需要额外的时间。NetBackup 需要此额外时间
编录粒度 Exchange 信息。可以选择不编录粒度信息，以便更快地执行复制。但
是，如果磁盘副本失效，则用户将无法浏览所复制的映像中的各个项。
在复制过程中，NetBackup 会定期记录日志条目，以显示作业进度。
禁用 Exchange 备份（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的编录

1

在主服务器上，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2

在左窗格中，展开“主机属性”。

3

单击“主服务器”。

4

在右窗格中，右键单击主服务器，然后单击“属性”。

5

单击“常规服务器”。

6

取消选中“复制使用粒度恢复技术的 Exchange 映像时启用邮件级编录”。

7

单击“确定”。

对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备份或
VMware 备份进行编录
作为复制备份映像的替代方法，可以在不创建副本的情况下为备份的邮箱和公用文
件夹内容编制索引或进行编录。然后，该用户就可以更快地浏览备份并执行还原。
使用以下命令生成包含映像的粒度信息的完全 Exchange 目录库：
bpduplicate -bc_only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了解可能适用的选项。例如，如果未选择任何
选项，此命令将作用于默认日期范围内的所有映像。此命令仅对 Exchange 映像的
主副本或 VMware 映像的 Exchange 的视图起作用。
请注意，对于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执行 VMware 备份时不会编录邮箱
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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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 bpduplicate 命令指定了粒度代理主机，请在主服务器主机属性中配置
Exchange 主机。
请参见第 39 页的“配置 Exchange 主机”。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
注意：在早期版本的 NetBackup 中，如果要执行粒度恢复技术 (GRT) 操作，则在
每个粒度客户端上使用不同的登录帐户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将不再需要此
配置，将在客户端主机属性中配置 Exchange 凭据。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
Symantec 建议您使用新的配置，尽管将 GRT 与 Exchange 2010 或 2007 一起使
用的现有 NetBackup 客户可以继续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

注意：(Exchange 2013) 要执行粒度恢复技术 (GRT) 操作，必须在客户端主机属性
中配置 Exchange 凭据。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使用“本地系统”登录。GRT 操作需要一个
不同的帐户：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此帐户为 NetBackup 提供了执行
Exchange 备份和还原的权限。有关如何创建此帐户的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33 页的“创建用于 EWS 访问的特权 NetBackup 用户帐户（Exchange
2010 和 2013）”。
请参见第 34 页的“为 Exchange 操作（Exchange 2010 和 2013）创建最小权限的
NetBackup 帐户”。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Exchange 2007)”。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使用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的凭据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

配置每个执行粒度操作的客户端。要确定配置哪些客户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

如果要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您的 VMware 快照和快照复制，则需要其
他配置。您无法使用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的凭据配置 NetBackup 客
户端服务。
请参见第 169 页的“关于配置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快照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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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hange 2007) 对于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必须使用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的凭据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器。（这些备份使用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 和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 指令。)
对于这些备份类型，您可以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配置凭据。

■

如果在 SAN 客户端上使用 NetBackup for Exchange，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和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服务应使用同一帐户。此帐户必须同时是本地管理员。
或者，也可以在客户端主机属性中提供 Exchange 凭据。在这种情况下，则无
需为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服务使用相同的凭据。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

1

打开 Windows 的“服务”应用程序。

2

双击“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条目。

3

单击“登录”选项卡。

4

为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提供名称。要更改“登录身份”帐户，您
必须具有管理员组权限。
该帐户必须包括域名，其后是用户帐户 (domain_name\account)。例如，
recovery\netbackup。

5

键入密码。

6

单击“确定”。

7

停止并启动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8

关闭服务控制面板应用程序。

68

7
配置 Exchange 备份策略
（非 VMwar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Exchange 自动备份、用户控制的备份和手动备份

■

关于配置 Exchange Server 的备份策略

■

关于配置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

■

关于为 Exchange Server 配置即时恢复备份

■

配置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2007) 的数据流备份

■

执行手动备份

关于 Exchange 自动备份、用户控制的备份和手动备
份
NetBackup 提供了以下三种执行备份的方法：
■

自动

■

手动

■

用户控制的

有关这些备份方法和其他管理员控制的活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
指南，第 I 卷》。
借助自动备份，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预定无人职守的自动完全备份和增量式备份
（增量式备份可以是差异增量式备份或累积增量式备份）。自动备份可满足大多数
备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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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无法执行自动复制备份。要执行复制备份，请运行用户控制的备份。
借助手动备份，管理员可以对与任何策略、客户端或日程表关联的文件执行立即备
份。
手动备份选项在以下情况中很有用：
■

测试配置

■

当工作站丢失定期备份时

■

在安装新软件之前（为了保留旧配置）

■

保留特殊事件（例如公司分立或合并时）之前的记录

借助“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用户可以对 Exchange Server、邮箱以及公用文
件夹进行备份。用户控制的备份会生成 Exchange 复制备份，它是不截断事务日志
的完全备份。

关于配置 Exchange Server 的备份策略
注意：要为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完全 VMware 备份配置一个备份策略，请按照
其他过程进行操作。必须使用 MS-Exchange-Server 策略执行增量式备份。
请参见第 159 页的“关于使用 VMware 备份保护 Exchange Server 数据”。
数据库备份策略为特定的客户端组（有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指定备份条件。
包括下列条件：
■

要使用的存储单元和介质

■

策略属性

■

备份日程表

■

要备份的客户端

■

要备份的项目（数据库对象）

要备份数据库环境，请至少定义一个具有相应日程表的 MS-Exchange-Server 策
略。配置中可以有一个包括所有客户端的策略，也可以有多个策略，其中一些策略
仅包括一个客户端。
数据库策略的大部分要求与文件系统备份的要求相同。除了该数据库代理的策略属
性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可用属性。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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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 Exchange Server 2010 和 2013 的策略建议
为 Exchange Server 2010 或 2013 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创建策略时，请注意以
下事项：
■

创建用于备份整个 DAG 或备份 DAG 中一个或多个数据库的策略。此策略支持
完全备份、增量式备份和用户控制的备份。

■

要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执行备份，请选择“启用粒度恢复”选项。
您可以使用此选项还原数据库以及单个邮箱项目和公用文件夹项目。不能从任
何增量式备份还原单个邮箱项目和公用文件夹项目。

■

默认情况下，MS-Exchange-Server 策略备份数据库的被动副本。对于默认情况
下仅备份主动副本的 VMware 策略来说，此行为更胜一筹。

■

示例策略包含 Exchange 备份的基本策略设置。有关如何创建快照备份策略的
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配置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

表 7-1

备份 Exchange DAG 中所有数据库的策略示例

策略项

配置

策略类型

MS-Exchange-Server

备份选择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

自动备份频率

每周完全
每日增量式

启用粒度恢复

可选。要从数据库备份还原各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对象时，
请启用此选项。

其他配置

必须启用“执行快照备份”。
可以在“客户端”选项卡中包括多个客户端。客户端名称就
是 DAG 名称。

表 7-2

为 Exchange DAG 备份数据库的策略示例

策略项

配置

策略类型

MS-Exchange-Server

备份选择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Mailbox
Database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forest or
domain name\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Mailbox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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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项

配置

自动备份频率

每周完全
每日增量式

启用粒度恢复

可选。要从数据库备份还原各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对象时，
请启用此选项。

其他配置

必须启用“执行快照备份”。
在“客户端”选项卡上仅可以包括一个客户端。DAG 即是该
策略的客户端。

为 Exchange 2010 或 2013 独立服务器创建策略时，请参考下列建议：
■

创建用于备份“信息存储”或单个数据库的策略。此策略支持完全备份、增量
式备份和用户控制的备份。

■

要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执行备份，请选择“启用粒度恢复”选项。
您可以还原数据库以及单个邮箱项目和公用文件夹项目。不能从使用 GRT 的任
何增量式备份还原单个邮箱项目或公用文件夹项目。

■

示例策略包含 Exchange 备份的基本策略设置。有关如何创建快照备份策略的
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配置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

表 7-3

备份 Exchange 2010 或 2013 独立服务器中所有数据库的策略示
例

策略项

配置

策略类型

MS-Exchange-Server

备份选择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自动备份频率

每周完全
每日增量式

启用粒度恢复

可选。要从数据库备份还原各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对象时，
请启用此选项。

其他配置

必须启用“执行快照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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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备份 Exchange 2010 或 2013 独立服务器中某个数据库的策略示
例

策略项

配置

策略类型

MS-Exchange-Server

备份选择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Mailbox Database

自动备份频率

每周完全
每日增量式

启用粒度恢复

建议。要从数据库备份还原各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对象时，
请启用此选项。

其他配置

必须启用“执行快照备份”。

针对 Exchange Server 2007 备份的策略建议
为 Exchange Server 2007 创建数据库备份策略时，请参考以下建议：
■

创建用于备份信息存储、存储组或者单个数据库的策略。此策略支持完全备份、
增量式备份和用户控制的备份。
要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执行备份，请选择“启用粒度恢复”选项。然后可
以还原数据库以及单个邮箱项目和公用文件夹项目。不能从使用 GRT 的任何增
量式备份还原各个项目。

■

示例策略包含 Exchange 备份的基本策略设置。有关如何创建策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配置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
请参见第 105 页的“配置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2007) 的数据流备份”。

表 7-5

Exchange 2007 数据流备份或备份所有数据库的快照策略示例

策略项

配置

策略类型

MS-Exchange-Server

备份选择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自动备份频率

每周完全
每日增量式

启用粒度恢复

可选。要从数据库备份还原各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对象时，
请启用此选项。

其他配置

对于快照备份，请选择“执行快照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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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为 Exchange 2007 数据库备份存储组的快照策略示例

策略项

配置

策略类型

MS-Exchange-Server

备份选择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torage Group

自动备份频率

每周完全
每日增量式

启用粒度恢复

可选。要从数据库备份还原各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对象时，
请启用此选项。

其他配置

选择“执行快照备份”。

表 7-7

备份存储组或存储组数据库的 Exchange 2007 数据流备份策略
示例

策略项

配置

策略类型

MS-Exchange-Server

备份选择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torage Group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torage Group\Database

自动备份频率

每周完全
每日增量式

启用粒度恢复

可选。要从数据库备份还原各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对象时，
请启用此选项。

其他配置

不要选择“执行快照备份”。
要确保定期删除事务日志，请将存储组的所有数据库包括在
一个完全备份策略中。或者，在备份策略中指定存储组（不
是个别数据库）。
请参见第 86 页的“关于 Exchange 备份和事务日志”。

关于策略属性
除少数例外之外，NetBackup 管理数据库备份策略属性集的方式与管理文件系统备
份的方式基本相同。其他策略属性因特定的备份对策和系统配置而异。
表 7-8 介绍了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的一些可用策略属性。有关策略属性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管理
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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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的策略属性描述

属性

描述

策略类型

确定可以使用策略备份的客户端类型。对于 Exchange 数据库，请选择策略类型
MS-Exchange-Server。

策略存储

注意，在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环境中，Exchange Server 既是客户端，也是介质服务器，
此时将以不同的方式处理策略存储。如果希望备份到本地 Exchange 客户端，而该客户端同
时又是介质服务器，请指定一个存储单元组。在此备份过程中，NetBackup 会自动从存储单
元组中选择本地存储单元。如果指定一个存储单元，则所有备份都会使用此存储单元。

允许多个数据流

指定 NetBackup 可以将每台客户端的自动备份划分为多个作业。每个作业只对备份选择列表
的一部分进行备份。作业位于不同的数据流中，并且可以并行发生。可用存储单元的数量、
多路复用设置和最多作业数参数决定了数据流的总数以及可并行运行的数据流数。并非备份
选择列表中的所有指令都允许多个数据流。
对于 Exchange 2010 及更高版本，可以在数据库级别创建多个数据流。对于 Exchange 2007，
可以在存储组级别创建多个数据流。

启用粒度恢复

允许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还原各个项目。用户仅可从完全备份还原各个项目。（您可以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执行增量式备份，但是该备份不会保存粒度信息，因为不能从增量式备份
中还原各个项目。）
只有当备份映像驻留在磁盘存储单元中时，才能还原单个项。如果希望在磁带上保留粒度备
份，则必须复制该映像。如果希望从已复制到磁带的粒度备份进行还原，则必须将该映像导
入到磁盘存储单元中。
请参见第 65 页的“Exchange 粒度恢复技术 (GRT) 支持的磁盘存储单元”。
启用 Exchange 粒度恢复技术的备份不支持加密或压缩。

关键字短语

备份的文本描述。对于浏览备份和还原很有用。

Snapshot Client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对于 Exchange 2010 和更高版本，必须启用所有备份策略的“执行快照备份”选项。对于
VMware 备份，将自动启用此选项。
请参见第 88 页的“关于 Exchange Server 快照备份”。
请参见第 162 页的“关于配置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
请参见第 171 页的“配置一个 VMware 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备份 Exchange Server
以管理快照复制”。

Microsoft Exchange 属 指明希望 DAG 或 Exchange 2007 复制备份（LCR 或 CCR）使用的数据库备份源。对于
性
Exchange 2010 或更高版本，还可以指定一个首选服务器列表。
请参见第 94 页的“Database Availability (DAG) 备份或 Exchange 2007 复制备份的备份源 ”。
请参见第 95 页的“为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配置首选服务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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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添加日程表
每个策略都有自己的日程表集合。这些日程表控制自动备份的启动，而且还指定何
时可启动用户操作。
向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添加日程表

1

在“策略”对话框中，单击“日程表”选项卡。
要访问“策略”对话框，请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策略”列表中双击策
略名称。

2

单击“新建”。

3

为该日程表指定一个唯一名称。

4

选择“备份类型”。
请参见第 76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备份类型”。

5

指定日程表的其他属性。
请参见第 77 页的“关于日程表属性”。

6

单击“确定”。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备份类型
本主题介绍可对 Exchange Server 进行备份的备份类型。
注意：增量式备份会备份 Exchange 事务日志。因此，由于 Exchange 2007 维护
存储组级别的事务日志，NetBackup 执行存储组（而非存储组内的个别数据库）的
增量式备份。NetBackup 让您配置个别数据库的增量式日程表。备份作业仍将按配
置的增量式日程表运行，但对于这些对象的增量式备份尝试，备份作业将记录警
告。
表 7-9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备份类型

备份类型

描述

完全备份

此日程表类型将备份 Exchange Server 数据库及相关的事务日志。Exchange 会在 NetBackup
通知其已成功备份后截断所有提交的事务日志。在复制环境中，截断按预定进行，而不会立
即进行截断。
默认情况下，对于即时恢复备份，不会截断事务日志。您可以对此备份类型启用日志截断，
或者，可以执行到存储单元的备份。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针对即时恢复备份截断 Exchange 事务日志”。
请参见第 28 页的“通过执行到存储单元的备份截断 Exchange 事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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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类型

描述

差异增量式备份

包括自上次完全备份或差异增量式备份以来的更改。Exchange 会在 NetBackup 通知其已成
功备份后截断所有提交的事务日志。通过截断事务日志，可以设置下次备份的上下文。
对于数据库、存储组或整个信息存储的备份，备份仅包括事务日志。如果启用“启用粒度恢
复”，则无法还原此备份类型的单个项。
要执行完全还原，所需的数据应包含在多个 NetBackup 映像中。一个映像包含完全备份的
数据，另一个映像包含已执行的每个差异增量式备份的数据。

累积增量式备份

包括自上次完全备份或差异增量式备份以来的更改。（然而，大多数配置在完全备份之间不
混合累积增量式备份和差异增量式备份）。在备份完成时，Exchange 不会截断日志。在进
行完全备份后执行一系列累积增量式备份时，事务日志自进行上次完全备份后保持不变。
对于数据库、存储组或整个信息存储的备份，备份仅包括事务日志。对于 Exchange 2007，
还可以使用此日程表类型备份对邮箱或公用文件夹的更改。如果启用“启用粒度恢复”，则
无法还原此备份类型的单个项。
在事务日志全部保持原封不动的 Exchange Server 数据恢复方案中，您只需要从上次完全备
份和上次累积增量式备份还原数据库。在恢复过程中，Exchange Server 将重放日志文件夹
中的所有日志。

用户备份

用户备份不是自动调度的，并且是在目标客户端计算机上启动。它类似于给定即时点的数据
库的快照（或复制备份）。此备份不会影响正在进行的完全备份和增量式备份的内容。
对于流备份，可以将用户备份配置为截断日志。
请参见第 115 页的“执行用户控制的完全数据流备份 (Exchange 2007)”。
建议为“用户备份”日程表类型创建单独的策略。这样，还原文件时就可以轻松分隔用户控
制的备份和预定备份。决定为“用户备份”日程表类型创建单独的策略时，相关的注意事项
与自动备份的注意事项类似。因为由用户选择要还原的文件，所以无需“备份选择”列表。

关于日程表属性
本主题介绍了对于数据库备份和文件系统备份具有不同含义的日程表属性。 其他日
程表属性因特定的备份策略和系统配置而异。下文还提供了有关其他日程表属性的
信息。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index?page=content&id=DOC5332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表 7-10

日程表属性描述

属性

描述

备份类型

指定此日程表可控制的备份的类型。选择列表仅显示适用于要配置的策略的备份类型。
请参见第 76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备份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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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日程表类型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预定自动备份：
■

频率

■

“频率”指定此日程表中的下一次备份操作开始之前要经过的时间。例如，如果频率为
7 天，并且在星期三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备份， 则下一次完全备份将在下一个星期三进行。
通常情况下，增量式备份的频率比完全备份的频率要高。
日历
使用“日历”选项可以根据特定的日期、每周星期几或每月第几天来预定备份操作。

下文还提供了有关日程表类型和即时恢复备份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03 页的“添加 Exchange 即时恢复日程表”。
请参见第 104 页的“Exchange 即时恢复策略中的日程表设置”。
保留

删除文件备份副本之前，指定保留期限以便保留文件备份副本。 保留级别也表示该策略内
的日程表优先级。 级别越高，优先级越高。 将时间段设置为能够至少保留数据库的两个完
全备份。 这样，如果一个完全备份丢失，还可以使用另一个完全备份进行还原。 例如，如
果数据库在每星期日早晨备份一次，应选择至少 2 周的保留期限。

将客户端添加到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
客户端列表包含了在自动备份期间备份的客户端的列表。一个 NetBackup 客户端必
须包含在至少一个策略中。
对于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要添加的客户端必须安装了以下软件：
■

Exchange Server

■

NetBackup 客户端或服务器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的客户端还有其他要求。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向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中添加客户端

1

在“策略”对话框中，单击“客户端”选项卡。
要访问“策略”对话框，请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策略”列表中双击策
略名称。

2

单击“新建”。

3

键入客户端的名称，然后单击“添加”。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 Exchange 已位于群集中或者位于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中，请指定
代表该群集或 DAG 的虚拟 Exchange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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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脱离主机备份，该客户端名称应该是主客户端的名称。

4

要添加其他客户端，请重复执行步骤 2。

5

如果这是要添加的最后一个客户端，请单击“确定”。

6

在“策略”对话框中，单击“关闭”。

使用客户端列表中的物理节点名称
对群集或 DAG 中的邮箱服务器进行备份的最可靠方式是使用虚拟 Exchange 名称。
然而，如果需要，您可以在策略中使用节点名称（物理服务器名称）而非虚拟名
称。支持粒度恢复技术 (GRT)。
使用物理节点名称时存在下列限制和条件：
■

数据库备份被重定向到托管它们的服务器，并且编录在主机名称下。（注：这
些数据库编录在主机名称而非 DAG 虚拟名称下面。）

■

使用 NetBackup 服务器可以连接的节点名称。

■

策略中的备份选择列表必须包含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database name。此列表可以包含多个条目，但每个数据库必须显式
指定。不允许使用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
或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

■

还原可以重定向到 DAG 虚拟名称或物理节点名称。

向 Exchange 策略添加备份选择
备份选择列表定义要备份的 Exchange 对象，以及多个数据流的 Exchange 对象分
组。Exchange 对象通过指令进行定义。可以将单个对象名称追加到指令以指定某
个数据库或存储组。可以使用通配符指定一组这样的对象。
注意：在备份策略中，包含仅来自一个指令集的指令。例如，不要将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DAG 指令）和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独立数据库指令）添加到同一策略中。
数据库和存储组备份存在以下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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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指令集和指令

表 7-11
指令集

指令

说明

MS_Exchange_Database NEW_STREAM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此指令集适用于 Exchange 2010 和更高版本的独立
服务器以及 Exchange 2007。
请参见第 108 页的“为 Exchange 2007 数据流数据库
备份创建备份选择列表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从备份中排除 Exchange 项
目”。

MS_Exchange_
Database_
Availability_Groups

NEW_STREAM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

添加备份选择时，请参考以下主题：
■

请参见第 80 页的“通过浏览向备份选择列表中添加条目”。

■

请参见第 81 页的“手动向备份选择列表中添加条目”。

■

请参见第 81 页的“使用多个数据流执行 Exchange 备份”。

■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从备份中排除 Exchange 项目”。

通过浏览向备份选择列表中添加条目
您可以浏览 Exchange 对象并将它们添加到备份选择列表中。此外，您也可手动添
加对象。
请参见第 81 页的“手动向备份选择列表中添加条目”。
通过浏览向备份选择列表中添加条目

1

在“策略”对话框中单击“备份选择”选项卡。

2

单击“新建”。

3

单击“浏览”。

4

导航到要备份的 Exchange 对象并单击，然后单击“确定”。

5

如有必要，请编辑该条目。
■

对新条目追加对象名称。

■

如果没有通配符的邮箱规范未以反斜杠结束，请添加反斜杠。

■

如果要定义对象组或使用多个数据流，请添加通配符。
请参见第 81 页的“使用多个数据流执行 Exchange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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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82 页的“在 Exchange 备份选择列表中使用通配符”。

6

单击“确定”。

手动向备份选择列表中添加条目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手动向备份选择列表中添加数据库对象。或者，也可以浏览对
象。
请参见第 80 页的“通过浏览向备份选择列表中添加条目”。
向备份选择列表中手动添加条目

1

在“策略”对话框中单击“备份选择”选项卡。

2

单击“新建”。

3

从“指令集”列表中选择可用指令集。

4

从“路径名或指令”列表中，选择指令，然后单击“添加”。

5

如果要定义对象组或使用多个数据流，则编辑新条目。
请参见第 81 页的“使用多个数据流执行 Exchange 备份”。

6

若要添加其他指令，请重复执行步骤 2 到步骤 4。

7

备份选择列表创建完成后，单击“确定”。

8

单击“确定”。

使用多个数据流执行 Exchange 备份
启用多个数据流时，会将备份拆分为多个作业。每个作业只对备份选择列表的一部
分进行备份。要使用多个数据流，请启用该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上的“允许多个
数据流”。
可以选择让 NetBackup 自动确定新数据流的开始位置，方法是在该指令后添加一个
星号 (*)。也可以通过在备份选择列表中的某个特定点或某几个点插入 NEW_STREAM
指令来控制每个数据流的开始位置。如果使用通配符在备份选择列表中定义 Exchange
对象，则会在多个数据流中备份这些对象。
备份多个 Exchange 2010 或更高版本数据库时，NetBackup 将按选定的服务器对
备份作业进行分组。会为给定服务器上所有复制的数据库执行一个快照。会为该服
务器上所有活动数据库执行另一个快照。然后，将对每个快照上执行的数据库备份
应用多数据流处理。
有关多数据流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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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个数据流及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在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中备份数据库时，NetBackup 将根据数据源和首选服务
器列表设置来选择用于备份每个数据库的服务器。备份作业是按服务器分组的。在
备份选择列表中，在给定服务器上拥有被动副本的所有数据库会分组在一个快照作
业下。这样，它们就可以由一个或多个子备份作业进行备份。在服务器上拥有主动
副本的所有数据库会分组在后面跟着一个或多个备份作业的另一个快照作业下。
注意：仅当确定服务器与数据库的一一对应备份关系时，才在 DAG 中使用显式
NEW_STREAM 指令。
按如下所示分割备份作业：
■

如果不启用多个备份数据流，快照作业的所有数据库都将在单个备份作业中进
行备份。

■

如果启用多个备份数据流，且不指定任何 NEW_STREAM 指令，每个数据库将在自
己的备份作业中进行备份。

■

如果启用多个备份数据流，且在策略中指定 NEW_STREAM 指令，则 NetBackup
将尝试根据 NEW_STREAM 指令在备份选择列表中的位置将数据库备份分组到作业
中。该结果会受将数据库备份分组到快照作业的情况所影响。NetBackup 会将
策略中后面跟着 NEW_STREAM 指令的任何数据库之后的备份作业分隔开。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从备份中排除 Exchange 项目”。
请参见第 81 页的“使用多个数据流执行 Exchange 备份”。

在 Exchange 备份选择列表中使用通配符
通配符可用于定义数据库组和存储组。这样，不必在备份选择列表中逐个指定对象
就可以备份多个对象。同时还必须启用“多个数据流”。如果未启用此选项，则备
份将失败。
请参见第 81 页的“使用多个数据流执行 Exchange 备份”。
表 7-12

支持的通配符

通配符

操作

星号 (*)

用于替换零个或多个字符。指定星号为字符串中的最后
一个字符。
示例：使用 a* 指定以 a 开头的所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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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配符

操作

问号 (?)

用于替代名称中的一个或多个字符。
示例 1：字符串 s?z 将处理第一个字符为 s、第二个字
符为任意字符、第三个字符为 z 的所有对象。
示例 2：字符串 Data??se 将处理前四个字符为 Data、
第五个和第六个字符为任意字符、第七个和第八个字符
为 se 的所有对象。

左方括号和右方括号 ([ ...])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指令或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 指令不支持这些通配符。

在备份选择列表中使用通配符时，应用以下规则：
■

每个备份选择列表条目只能有一个通配符模式。

■

如果一个通配符模式无效，将按字面意思处理。

■

通配符模式仅在路径名的最后一段中有效。
正确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torageGroup?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Database*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Data??se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torage Group*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torage?G?oup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Database*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Data??se

错误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torageGroup?\Mailbox Database

关于从备份中排除 Exchange 项目
如果您不希望备份某些数据库或存储组，可以创建排除列表。NetBackup 运行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备份策略时，NetBackup 会忽略排除列表中出现的项目。
有关如何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创建排除列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之
一：
■

请参见第 84 页的“为 Exchange 客户端配置排除列表”。

■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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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排除某些文件和目录。这些默认排除项总是显示在管理控
制台的排除列表中。这些默认排除项如下所示：
■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bprd.d\*.lock

■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bpsched.d\*.lock

■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DB\data\*

■

C:\Program Files\Veritas\Volmgr\misc\*

对于 Exchange 2010 或更高版本，可以从备份中排除特定的数据库，这既包括 DAG
中存在的数据库，也包括独立的 Exchange Server 中存在的数据库。可在“所有策
略”下或者在特定策略或日程表下指定排除列表条目。
对于 Exchange 2007，必须在排除列表中指定存储组名称。输入数据库则无效，因
为 Exchange 要求 VSS 备份必须包含整个存储组（出于日志截断目的）。可在“所
有策略”下或者在特定策略或日程表下指定排除列表条目。
表 7-13 提供可以添加到排除列表中的 Exchange 2010 或 2013 条目示例。
表 7-13

排除列表中的 Exchange 2010 或 2013 条目示例

此条目...

排除...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Database2

名为 Database2 的数据库。
您可以为 DAG 数据库和独立数据库使用相同的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指令。
请注意，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Database 2 是无效
的排除条目。

表 7-14 提供可以添加到排除列表中的 Exchange 2007 条目示例。
表 7-14

排除列表中的 Exchange 2007 条目示例

此条目...

排除...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torage_Group1

名为 Storage_Group1 的存储组。

为 Exchange 客户端配置排除列表
此主题介绍如何从 Exchange 备份中排除项目。有关此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从备份中排除 Exchange 项目”。
下图显示了包含两个数据库的排除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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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两个 Exchange 数据库的排除列表

注意：对于群集环境或复制环境中的备份，请选择每个节点，并在每个节点上执行
配置过程。必须在每个节点配置相同的设置。如果更改虚拟服务器名称的属性，则
NetBackup 只会更新 CCR 活动节点或 DAG 主机服务器。
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排除列表

1

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远程管理控制台。

2

在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客户端”。

3

在右窗格中，选择要配置的 Exchange 客户端。

4

单击“操作”>“属性”。

5

展开“Windows 客户端”，并单击“排除列表”。

6

单击“添加”。

7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指定要排除的对象：
■

在“策略”字段中，选择“<<所有策略>>”或键入特定策略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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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程表”字段中，选择“<<所有日程表>>”或键入特定日程表的名称。

■

在“文件/目录”字段中，按照以下格式键入存储组或数据库的名称：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name

对于 name，请指定存储组或 Exchange 2010（或更高版本）数据库的名
称，如下所示：
■

要从 Exchange 2007 备份中排除特定存储组，请键入该特定存储组的
名称。不要在此字段中键入数据库的名称。为了进行日志截断，Exchange
要求快照 (VSS) 备份包含整个存储组。

要从 Exchange 2010（或更高版本）备份中排除特定的数据库，请键入
要排除的数据库的名称，即便是对于 DAG 备份也可以执行此操作。
当指定要排除的存储组或 Exchange 2010（或更高版本）数据库时，请不
要包括任何通配符。
■

8

（视情况而定）对于环境中的其他节点，请重复步骤 3 到 7。
如果 NetBackup 环境是群集或复制环境，请执行此步骤。
如果您指定虚拟客户端的名称，则只会更新 CCR 活动节点或 DAG 主机服务
器。要使这些更改在整个群集中生效，请在每个节点上重复配置步骤。

关于 Exchange 备份和事务日志
考虑到性能和可恢复性，Exchange 数据库使用事务日志来接受、跟踪和维护数据。
所有事务首先写入事务日志和内存，然后提交给各自的数据库。如果出现由于故障
而导致数据库损坏的情况，可以使用事务日志恢复“信息存储”数据库。Exchange
2010 或更高版本信息存储可具有多个单独数据库，其中每个都有自己的一组事务
日志。对于 Exchange 2007，每个存储组中的数据库共享一组常见事务日志。
事务首先写入日志文件，然后再写入数据库。有效数据库是事务日志文件中未提交
的事务和实际数据库文件的组合。日志文件中写满事务数据后即会重命名，并创建
一个新的日志文件。重命名后的日志文件与其他已重命名的日志文件存储在同一个
子目录下。重命名的日志文件按顺序编号命名，以十六进制表示。
“信息存储”的数据库事务日志的名称格式为 EXXYYYYYYYY.log。XX 是数据库编
号或存储组编号（以十六进制表示）。YYYYYYYY 是日志文件编号（以十六进制
表示）。 事务日志的大小是 1 MB。
每写入 1 MB 的事务日志数据，即会创建一个新的日志。即使事务数据可能提交不
到数据库，也会创建日志。有些事务日志可能包含未提交的数据，因此不能清除它
们。
经过一段时间或当服务关闭时，Exchange 2010 和更高版本事务日志将提交给其数
据库。任何存在于日志文件中而不在数据库文件中的事务均会提交给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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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或当服务正常关闭时，日志文件中的 Exchange 2007 事务将提交给
各自的数据库。例如，考虑“信息存储”服务何时出现正常关闭（服务无错关闭）。
任何存在于日志文件中而不在数据库文件中的事务均会提交给数据库。
不要手动清除日志文件，而应通过备份过程清除日志。对于所复制副本（LCR、
CCR 或 DAG）的备份，会预定日志截断。当 Exchange 具有启动截断的资源时，
它将从活动副本开始。对于非复制副本，在备份之后不会立即发生这种情况。
有关如何截断事务日志的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76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备份类型”。
请参见第 103 页的“添加 Exchange 即时恢复日程表”。

关于配置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
执行以下步骤可配置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
表 7-15

配置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查看快照备份的配置和授权要求。

请参见第 19 页的“Exchange 快照备份的 Snapshot
Client 配置和授权要求”。

步骤 2

如果要从数据库备份还原邮箱项目（使用粒度恢复技
术或 GRT），则需要其他配置。

步骤 3

如果要执行脱离主机备份，请查看该类型备份的安装 请参见第 20 页的“Exchange 脱离主机备份的要求”。
要求。

步骤 4

查看快照操作的常规配置要求。

请参见第 89 页的“执行快照操作时的 Exchange
Server 配置要求和建议”。
请参见第 89 页的“Exchange 快照操作的限制”。

步骤 5

查看 Exchange Server 的配置要求。

请参见第 89 页的“执行快照操作时的 Exchange
Server 配置要求和建议”。

步骤 6

选择要备份的事务日志。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使用快照备份备份所有
Exchange 事务日志文件或仅备份未提交的 Exchange
事务日志文件”。

步骤 7

配置一致性检查。

请参见第 90 页的“Exchange 快照备份的一致性检
查”。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 Exchange 2010 或 2013 备份
的一致性检查选项”。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配置 Exchange 2007 的一致
性检查中的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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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8

配置选择了适用的快照属性的 MS-Exchange-Server 请参见第 91 页的“为 Exchange Server 配置快照策
策略。
略”。

步骤 9

对于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选择是要备份被动副本 请参见第 94 页的“Database Availability (DAG) 备份
还是主动副本。还可以定义从中备份被动副本的首选 或 Exchange 2007 复制备份的备份源 ”。
服务器列表。
请参见第 95 页的“为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配置首
对于 Exchange 2007 复制备份，选择是要备份主动 选服务器列表”。
服务器还是被动服务器。

步骤 10

配置要在备份过程中使用的快照卷。

步骤 11

对于 Exchange 2007，请禁用所有 Exchange 存储组
的循环日志记录。对于 Exchange 2010 或更高版本，
请针对所有的数据库禁用循环日志记录。

关于 Exchange Server 快照备份
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包括对快照备份的支持。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可以通过为组件文件创建快照来备份和还原 Exchange 对象。在特定时刻捕
获数据。可以备份得到的快照，而不会影响数据库的可用性。这些快照将备份到磁
带或存储单元。
一个单独的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为快照备份提供附加的功能。可以配置快照映
像以进行即时恢复，且可以配置备用客户端以执行快照备份。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支持使用 Microsoft 卷影复制服务 (VSS) 创建快照映像。
实际使用的 VSS 提供程序取决于您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提供了可与 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一起使用的 VSS 提供程序的列表。
请参见 Snapshot Client Compatibility List（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兼容性列
表）。
下列 Snapshot Client 功能可用于 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快照备份

快照是客户端数据的磁盘映像。NetBackup 从快照卷而不是直接从
客户端的原始卷备份数据。在备份期间，客户端操作和用户访问可
以不间断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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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恢复

NetBackup 支持在非群集环境和非复制环境下使用即时恢复备份。
即时恢复需要一个单独的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密钥。
使备份可用于从本地磁盘执行恢复。 快照还可以作为存储到磁带或
其他存储设备的附加备份副本的源。
要执行即时恢复，请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脱离主机备份

■

将文件从快照卷回写到原始卷

■

对卷进行回滚

将备份处理负担转移到单独的备份代理上，从而减小备份对客户端
计算资源的影响。 备份代理将客户端数据发送到存储设备。
NetBackup 支持在非群集环境和非复制环境中使用备用客户端进行
Exchange 脱离主机备份。脱离主机备份需要一个单独的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密钥。
NetBackup 也支持脱离主机即时恢复备份。

Exchange 快照操作的限制
在使用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执行快照操作时，存在如下限制：
■

脱离主机备份不支持数据移动器。脱离主机备份仅支持备用客户端。

使用 Exchange 2007 执行快照操作时，存在如下附加限制：
■

只有完全“信息存储”和存储组支持快照备份。必须选择整个“信息存储”或
存储组进行备份。（不过，可以选择单个数据库进行还原。）

■

单个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不支持快照备份。

■

无法在同一还原作业中还原快照备份和数据流备份。

■

增量式备份必须与上次完全备份属于同一类型（数据流或快照）。

执行快照操作时的 Exchange Server 配置要求和建议
在执行快照备份之前，请查看以下要求和建议：
■

完成快照备份的必要安装和配置。
请参见第 19 页的“Exchange 快照备份的 Snapshot Client 配置和授权要求”。

■

在执行备份之前，请装入数据库。

■

包含 Exchange 数据库的卷应作为 Exchange 的专用卷。此类卷上不能有其他
类型的数据库（如 SQL Server）。快照备份中只包含 Exchange 对象。

■

事务日志或 Exchange 系统文件不应和 Exchange 数据库文件 (edb 和 stm) 位于
同一个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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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hange 2007) 同时还原存储组中的所有数据库。而且在提交事务日志并装入
数据库之前还原所有数据库。事务日志是在存储组级别而不是在数据库级别提
交的。

■

对于使用 Storage Foundations for Windows (SFW) 的脱离主机备份，SFW 在
磁盘级别上逐出和导入。要备份的卷必须构成整个磁盘。

■

当 Exchange 群集也配置为 SAN 介质服务器时，如果要为 Exchange 2007 CCR
环境创建虚拟存储单元，请参见以下网页：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69539

Exchange 快照备份的一致性检查
将 NetBackup 配置为对 Exchange 快照备份运行一致性检查。对于 Exchange 2007
或独立 Exchange 2010 或 2013 服务器，必须进行一致性检查。对于 Exchange 数
据库可用性组 (DAG)，不必执行一致性检查，因为在复制过程中已执行了检查。
将使用正确的选项对快照上存在的文件运行一致性检查。如果任一文件的一致性检
查失败，则备份也将随之失败，而且将丢弃备份映像。Exchange VSS 书写器会收
到失败通知。当此类备份失败时，Exchange 不会截断日志文件。一致性检查失败
可能意味着数据库损坏或快照有问题。
对于本地快照备份，NetBackup 使用 Microsoft 一致性检查 API。用户可以使用此
API 查看应用程序事件日志中的问题或信息。
对于脱离主机备份，一致性检查是在脱离主机客户端而不是在主客户端上运行的。
Symantec 建议在备用客户端上安装 Exchange 系统管理工具。使用此配置，
NetBackup 可以更快地执行备份。如果备用客户端上未安装 Exchange 系统管理工
具，将会发生以下情况：
■

（Exchange 2010 和 2013）如果选择不安装 Exchange 系统管理工具，则备份
可能会失败。必须在备用客户端上安装 VC9 运行时 DLL。这些 DLL 可从以下
Microsoft x64 VC9 下载页下载：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BD2A6171-E2D6-4230B809-9A8D7548C1B6&displaylang=en

■

bpfis 记录一条消息。该消息指出无法加载 DLL，并且将使用 eseutil 进行一

致性检查。
■

NetBackup 在快照导入步骤中执行一致性检查。

还提供了有关为 Exchange 2010 和 2013 配置一致性检查和为 Exchange 2007 配
置暂停选项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 Exchange 2010 或 2013 备份的一致性检查选项”。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配置 Exchange 2007 的一致性检查中的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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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change Server 配置快照策略
要在快照策略中配置即时恢复，请按照不同的过程操作。
请参见第 97 页的“关于为 Exchange Server 配置即时恢复备份”。
注意：如果已有流备份策略且已升级到 Exchange 2010，则必须更新备份策略。
Exchange 2010 备份策略要求启用“执行快照备份”。可能必须使用正确的指令更
新备份选择列表。
使用快照策略，可以选择执行脱离主机备份。同时参考有关策略建议的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71 页的“针对 Exchange Server 2010 和 2013 的策略建议”。
请参见第 73 页的“针对 Exchange Server 2007 备份的策略建议”。
为 Exchange Server 配置快照策略

1

创建新策略或打开要配置的策略。

2

在“策略”对话框中，单击“属性”选项卡。

3

在“策略类型”列表中，单击 MS-Exchange-Server。

4

选择“策略存储”。

5

单击“执行快照备份”。

6

在 Snapshot Client 组中，单击“选项”。

7

从“Snapshot Client 选项”对话框的“快照方法”列表中，单击 VSS。

8

调整配置参数设置。
请参见第 93 页的“Exchange Server 备份的快照选项”。

9

（可选）要使用 Exchange 2007、Exchange 2010 或 2013 独立服务器执行脱
离主机备份，请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执行脱离主机备份”。

■

在“使用”框中，选择“备用客户端”。

■

在“计算机”框中，键入备用客户端的名称。

如果使用 SFW VSS 提供程序，请查看存在的附加安装要求和配置。
请参见第 20 页的“Exchange 脱离主机备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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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选：要将备份拆分为多个作业，请单击“允许多个数据流”。
11 要支持从数据库备份中还原各个项目，请单击“启用粒度恢复”。
请参见第 47 页的“配置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备份（非 VMware
备份）”。

92

配置 Exchange 备份策略（非 VMware）
关于配置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

12 对于 Exchange DAG 或 Exchange 2007 复制备份，请在“Microsoft Exchange
属性”组中选择“数据库备份源”。

请参见第 94 页的“Database Availability (DAG) 备份或 Exchange 2007 复制备
份的备份源 ”。
请参见第 95 页的“为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配置首选服务器列表”。

13 要配置日程表，请单击“日程表”选项卡。
请参见第 76 页的“向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添加日程表”。

14 使用“客户端”选项卡指定由此策略备份的客户端。
请参见第 78 页的“将客户端添加到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
对于 DAG 策略，客户端名称是 DAG 的名称而不是运行备份的客户端的名称。
如果要使用某个特定 Exchange Server，请将其添加到首选服务器列表中。
请参见第 95 页的“为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配置首选服务器列表”。
对于脱离主机备份，该客户端名称应该是主客户端的名称。备用客户端必须是
共享磁盘阵列的客户端。此选项可能需要其他配置。
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15 使用“备份选择”选项卡输入指令或浏览 Exchange 对象。
请参见第 108 页的“为 Exchange 2007 数据流数据库备份创建备份选择列表的
注意事项和限制”。
使用 SFW VSS 提供程序的脱离主机备份要求仅在同一 SFW 磁盘组上备份存
储组。

16 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

Exchange Server 备份的快照选项
表 7-16 列出了可用于快照备份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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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6

快照选项

参数

值

描述

提供程序类型

0-自动

系统将根据可用于快照卷的提供程序自动选择 VSS 提供程序。

1-系统

仅使用默认的 Microsoft VSS 提供程序。

2-软件

当前，唯一受支持的软件 VSS 提供程序为 SFW。如果此提供程序不控
制备份所需的卷之一，则备份将失败。

3-硬件

适用的硬件 VSS 提供程序供卷使用。如果备份所需的卷之一无法使用硬
件提供程序，则备份将失败。

0-未指定

此选项的设置取决于快照卷的配置。

快照属性

1-差异
2-plex
最多快照数（仅限即时
恢复）

此选项定义为即时恢复保留的快照数。达到此阈值时，会自动进行快照
回退或删除快照，具体取决于 VSS 提供程序及其在执行另一个快照备份
之前的配置。
选择一个数字，它适合于可用于成为您备份的快照卷的卷数。如果使用
Microsoft VSS 提供程序，请考虑它所创建的虚拟快照可用的磁盘空间数
量。

Database Availability (DAG) 备份或 Exchange 2007 复制备份
的备份源
对于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 (DAG) 的备份，可以选择要备份数据库的主动副
本还是被动副本。对于 Exchange 2007 复制环境（LCR 或 CCR）备份，可以选择
要备份主动服务器、被动服务器、主动节点还是被动节点。客户端会按本地快照备
份的方式备份和编录选定数据库。
请参见第 95 页的“为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配置首选服务器列表”。
在该策略的“属性”选项卡上，针对备份源，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仅被动副本 (或首选服务 如果数据库满足以下所有情况，则此选项将备份数据库的被动副
器列表中的被动副本)
本或被动服务器： 已装入、包括在“备份选择”列表，且运行良
好。对于 DAG，还必须配置首选服务器列表。在这种情况下，
NetBackup 备份首选服务器列表中的服务器上的被动副本，前提
是数据库满足其他条件。
如果数据库不包含任何被动副本，则它将在其活动（并且只在）
服务器上进行备份。例如，“公用文件夹”数据库只有一个活动
副本。只有一个主动副本的任何数据库都不需要首选服务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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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主动副本

此选项可备份数据库的主动副本或主动服务器。对于 Exchange
2010 和 2013，将忽略首选服务器列表。

选择被动副本，如果被
动副本不可用，则选择
主动副本

如果数据库满足以下所有情况，则此选项将备份数据库的被动副
本或被动服务器： 已装入、包括在“备份选择”列表，且运行良
好。对于 DAG，还可以配置首选服务器列表。在这种情况下，
NetBackup 备份首选服务器列表中的服务器上的被动副本，前提
是数据库满足其他条件。如果该被动副本不可用且不健全，则
NetBackup 将备份主动副本。
这是默认选项。

为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配置首选服务器列表
可以为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创建首选服务器配置。 首选服务器列表
是 DAG 中您选择作为首选备份源的一个或多个服务器的集合。 在多个服务器之间
复制数据库副本时，首选服务器配置将优先作为备份源。除非数据库只有一个活动
副本，否则“仅被动副本”需要首选服务器列表。“仅主动副本”将忽略该列表，
对于“选择被动副本，如果被动副本不可用，则选择主动副本”，该列表是可选
的。
可以让 NetBackup 选择用于备份复制的数据库副本的最佳服务器，也可以指定首选
服务器列表。 如果指定首选服务器列表，则可以增强对备份作业的控制。 例如，
您可以配置一个本地首选服务器的列表，以避免必须通过 WAN 备份复制的数据。
您可以按照首选项的顺序安排服务器。 或者，您有一个包含所有或大多数数据库的
被动副本且还是快速介质服务器的 DAG 节点。 仅将此服务器添加到首选列表可使
备份变得更高效。
对于选择用于备份的每个复制数据库，NetBackup 将按如下所示挑选服务器：
■

该服务器是 NetBackup 最近尝试从其备份数据库的服务器。

■

尝试在服务器上备份已成功。
NetBackup 跟踪备份尝试是成功还是失败，以确定要从其执行被动副本数据库
备份的 Exchange 节点。
请参见第 96 页的“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的备份状态和首选服务器
列表”。

■

该服务器包括在首选服务器列表中。

如果此算法未选择服务器，则不备份数据库。 在进度日志中将出现一条消息，指明
由于此原因而跳过的每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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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首选服务器列表

1

在“策略”对话框中，单击“属性”选项卡。

2

在“Microsoft Exchange 属性”组中，从“数据库备份源”列表中选择“仅
被动副本”。
请参见第 94 页的“Database Availability (DAG) 备份或 Exchange 2007 复制备
份的备份源 ”。

3

单击“首选服务器列表”。

4

在“名称”框中，键入要添加到列表的 DAG 节点的完全限定域名 (FQDN)。

5

单击“添加”。

6

添加任何其他 DAG 节点。

7

使用上下按钮指定要让 NetBackup 选择服务器的顺序。

8

单击“确定”。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的备份状态和首选服务器列
表
在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环境中，NetBackup 会跟踪每个被动副本数
据库备份的备份尝试的成功或失败。 此信息存储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备
份状态”数据库中。 此状态用于随后尝试备份 DAG 中的每个数据库。 它有助于确
定从哪个 Exchange 节点执行被动副本数据库备份。
NetBackup 从首选服务器列表中选择服务器，用于随后尝试备份被动副本数据库，
如下所示：
如果上次备份成功，并且上次的备份服务
器在首选服务器列表中...

NetBackup 使用同一个服务器。

如果上次备份成功，但是上次的备份服务
器不在首选服务器列表中...

NetBackup 根据服务器显示顺序从列表中
选择服务器。

如果上次尝试备份失败...

NetBackup 根据服务器显示顺序从列表中
选择服务器。 最后一个失败的服务器实际
上将被推送到列表底部。

如果数据库没有备份状态...

NetBackup 根据服务器显示顺序从列表中
选择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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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数据库没有备份状态

并

NetBackup 会对数据库被动副本的运行状
况进行分级，用于确定服务器。

如果未配置首选服务器列表或首选服务器
列表中的服务器与 Exchange 数据库不相
关...

要让 NetBackup 使用特定服务器随后尝试备份被动副本数据库，请更改数据库的备
份状态。 使用以下命令指出上次成功的备份来自所需服务器：
bpclient -client DAG_Name -update -exdb
database_name:server_name:0:0:0

关于为 Exchange Server 配置即时恢复备份
表 7-17

为 Exchange Server 配置即时恢复备份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对于 Exchange 2007，请禁用所有 Exchange
存储组的循环日志记录。对于 Exchange 2010
和 2013，请禁用所有数据库的循环日志记录。

步骤 2

查看快照备份的配置和授权要求。

请参见第 19 页的“Exchange 快照备份的
Snapshot Client 配置和授权要求”。

步骤 3

查看即时恢复备份的安装要求。

请参见第 20 页的“Exchange 即时恢复备份的要
求”。

步骤 4

查看快照操作的常规配置要求。

请参见第 89 页的“执行快照操作时的 Exchange
Server 配置要求和建议”。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s for
Windows (SFW) 和 Exchange 即时恢复”。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使用 Microsoft VSS 提供
程序的 Exchange 即时恢复”。

步骤 5

查看即时恢复操作的 Exchange Server 配置要
求。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使用即时恢复时
Exchange Server 的配置要求”。

步骤 6

选择要备份的事务日志。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使用快照备份备份所有
Exchange 事务日志文件或仅备份未提交的
Exchange 事务日志文件”。

步骤 7

配置一致性检查中的暂停。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配置 Exchange 2007 的
一致性检查中的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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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8

查看关于即时恢复备份的备份策略建议。

请参见第 99 页的“针对 Exchange 即时恢复的策
略建议”。

步骤 9

配置选择了即时恢复属性的
MS-Exchange-Server 策略和所需的 Snapshot
Client 选项。

请参见第 101 页的“在 Exchange 快照策略中配置
即时恢复”。

步骤 10

为需要保留在磁盘上的每个备份映像配置一个快
照卷。

关于 Exchange 即时恢复方法
如果快照是通过即时恢复选项保留的，则 NetBackup 将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快照卷
回滚来还原数据库。通常，包含 Exchange 文件的快照卷回滚是最快的方式。但
是，回滚是否适合取决于以下事项：Exchange 数据库文件的配置、卷的内容以及
磁盘阵列的配置。如果无法执行卷回滚，则将还原所需文件从快照卷复制到目标
卷。Exchange 的即时恢复不同于文件系统的即时恢复。对于 Exchange，NetBackup
决定使用何种恢复方法。对于文件系统还原，用户选择即时恢复方法。
NetBackup 在 Exchange 数据库还原期间使用以下方法还原物理文件：
卷回滚

使用快照可以回滚或重同步整个卷。此方法用快照卷重写整个卷。

文件回写

将个别文件从快照卷回写到当前卷。

为确定某个卷是否可以回滚，将进行检查以确保下列位置的文件列表相同：
■

将快照卷与要还原的文件目录库列表进行比较。这些列表必须完全匹配。存在
差异的一个示例是，某个文件包含在快照中，但未编录，因为该文件不是一个
Exchange 文件。由于该操作重写非 Exchange 文件，因此不会回滚快照。如果
备份没有包含卷上的所有数据库，则 Exchange 文件也可能存在于快照上而不
存在于目录库中。

■

将快照卷与当前卷进行比较。当前卷上的所有文件也必须存在于快照中。如果
有一个文件不在快照上，则不会执行回滚，因为该操作不能还原该文件。

在两次比较中，NetBackup 都将某些文件排除在外。例如，不需要的 Exchange 事
务日志、Exchange 重新生成的文件或是 NetBackup 进程产物的任何文件。 bppfi
日志显示何时发现此类文件差异并将其排除在外。
回写还原方法用于以下情况：
■

使用了系统提供程序并且为还原选择的快照不是最近的快照

■

卷上还有其他可能会丢失的文件

■

快照上的所有文件都未选择要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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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了“前滚恢复”。对于包含日志文件的卷，必须使用回写方法。前滚恢复
需要使用自备份以来创建的日志文件。因为系统删除了这些日志文件，所以无
法执行回滚操作。如果数据库文件 (.edb) 在其他卷上，则仍然会使用其他条件
评估该卷以确定其是否符合回滚条件。

如果还原集中包括多个卷，则要单独评估每个卷来确定其是否符合回滚条件（还原
集基于 Exchange 数据库、事务日志和还原中的系统文件的位置）。例如，也许包
含数据库文件的卷符合回滚条件，但包含日志文件的卷含有额外的非 Exchange 文
件。在还原时，仅回滚包含数据库文件的卷。所有日志文件都将从快照卷回写到当
前卷。

针对 Exchange 即时恢复的策略建议
使用即时恢复时，请使用以下日程表创建策略：
■

创建一个启用了“即时恢复”并且选中“创建快照并将快照复制到存储单元”
选项的快照策略。（在表 7-18 中，参见日程表 1 和日程表 2。）
仅当您还配置了到存储单元的备份时，即时恢复才支持粒度恢复技术 (GRT)。

■

（可选）为实现快速临时备份，请使用“完全备份”日程表创建一个单独的策
略。启用“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和“即时恢复”选项“仅限
快照”。（在表 7-18 中，参见日程表 3。）

提供了有关如何根据选择的备份类型截断事务日志的信息。
请参见第 76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备份类型”。
Exchange Server 的即时恢复策略示例

表 7-18
策略类型

自动备份频率

复制到
存储单
元

描述和其他配置

MS-ExchangeServer

日程表 1：每周完
全

是

此日程表是为灾难恢复提供的。

日程表 2：每日增
量式或差异式

是

此日程表是为灾难恢复提供的。

注意：不要在同一策略中包含累积式日程表和差异式日程表。
注意：如果选择差异式备份，则必须选择“创建快照并将快照复
制到存储单元”。

日程表 3：每 4 小
时

否

因为未将快照复制到存储单元，所以此日程表提供快速临时备份。
在 Snapshot Client 组中，单击“选项”并将“最多快照数”设
置为一个较小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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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torage Foundations for Windows (SFW) 和 Exchange 即时恢
复
使用 SFW VSS 提供程序创建 Exchange IR 快照时，请使用 Veritas Enterprise
Administrator (VEA) 而不是 vshadow 或 vssadmin 来查看和管理快照。在回滚还原
之后 SFW 会对卷重新创建快照，但 Microsoft 实用程序并不能识别该新快照。它们
会错误地报告该快照不存在。

关于使用即时恢复时 Exchange Server 的配置要求
使用即时恢复时，需要对 Exchange Server 进行以下配置：
■

包含 Exchange 数据库的卷应作为 Exchange 的专用卷。此类卷上不能有其他
类型的数据库（如 SQL Server）。快照备份中只包含 Exchange 对象。

■

要允许在还原过程中进行卷回滚，卷中应仅包含一个数据库的数据库文件。

■

事务日志或 Exchange 系统文件不应和 Exchange 数据库文件 (.edb) 位于同一
个卷上。

■

(Exchange 2007) 同时还原存储组中的所有数据库。而且在提交事务日志并装入
数据库之前还原所有数据库。事务日志是在存储组级别而不是在数据库级别提
交的。

关于使用 Microsoft VSS 提供程序的 Exchange 即时恢复
如果希望与 Microsoft VSS 提供程序一起使用即时恢复，则还需要满足一个特殊要
求。Symantec 建议在为 Exchange 2010 或 2013 独立服务器创建策略时，应仅包
括位于公用卷上的数据库。对于 Exchange 2007，仅包括其数据库位于公用卷上的
存储组。
如果 IR 策略要备份处于多个卷上的数据库，并且您要还原这些卷的一个子集，
NetBackup 将删除其他快照。否则，备份映像包含一个不完整的快照集。使用
Microsoft VSS 提供程序进行回滚会使用快照，因为它不准备重新生成卷的快照。
如果将即时恢复与 Microsoft VSS 提供程序一起使用，并且选择了跨越多个卷的任
何项目，则会发生下列情况：
■

NetBackup 将为每个卷创建一个具有一个快照的备份集。

■

在还原过程中，如果任何快照被回滚，则会删除该备份集中的所有快照。（使
用 SFW VSS 提供程序或硬件系统提供程序，回滚的快照将重新创建快照以使
快照集保持完整。）
这种情况是 Microsoft VSS 提供程序的一个限制。对处于单独的卷上的数据库和
日志文件夹执行前滚还原时，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Exchange 2010 或 2013）。
或者对其数据库和日志文件夹处于单独的卷上的存储组执行前滚还原时，通常
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Exchange 2007)。通常数据库卷将回滚，而日志卷将回写。
此操作将保留自备份以来创建的日志。然后，NetBackup 将删除日志快照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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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库中删除备份映像的 IR 副本。如果存在备份的一个存储单元副本，则它会
保留。

在 Exchange 快照策略中配置即时恢复
本主题介绍如何配置带有即时恢复的快照策略。本主题仅涉及为 Exchange Server
配置即时恢复快照备份所必需的内容。有关如何配置其他策略信息的内容在其他主
题中进行介绍。（此内容包括其他策略属性以及如何创建日程表、添加客户端和添
加备份选择。）
请参见第 103 页的“添加 Exchange 即时恢复日程表”。
请参见第 78 页的“将客户端添加到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向使用即时恢复的 Exchange 策略添加备份选择 ”。
如果您已有流备份策略且已升级到 Exchange 2010 独立服务器，则必须更新备份
策略。Exchange 2010 备份策略要求启用“执行快照备份”。可能必须使用正确的
指令更新备份选择列表。
（可选）可执行脱离主机的即时恢复备份。
在快照策略中为 Exchange Server 配置即时恢复

1

创建新策略。

2

单击“属性”选项卡。

3

在“策略类型”下拉列表中，单击 MS-Exchange-Server。

4

选择“策略存储”。

5

单击“执行快照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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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
NetBackup 会将快照保留在磁盘上，以便可以从快照执行即时恢复。如果备份
日程表指定了“创建快照并复制到存储单元”，则还会执行一个到存储的正常
备份。
请参见第 103 页的“添加 Exchange 即时恢复日程表”。
请参见第 104 页的“Exchange 即时恢复策略中的日程表设置”。

7

在 Snapshot Client 组中，单击“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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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从“Snapshot Client 选项”对话框的“快照方法”列表中，单击 VSS。

9

调整配置参数设置。
请参见第 93 页的“Exchange Server 备份的快照选项”。

10 可选：如果选择了要将备份拆分为多个作业，并选择了“创建快照并复制到存
储单元”，请单击“允许多个数据流”。
请参见第 81 页的“使用多个数据流执行 Exchange 备份”。

11 （可选）要执行脱离主机的即时恢复备份，请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执行脱离主机备份”。

■

在“使用”框中，选择“备用客户端”。

■

在“计算机”框中，键入备用客户端的名称。

如果使用 SFW VSS 提供程序，请查看存在的附加安装要求和配置。
请参见第 20 页的“Exchange 脱离主机备份的要求”。

12 添加其他策略信息，如下所示：
■

向策略添加客户端。
请参见第 78 页的“将客户端添加到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

■

将备份选择添加到策略。
请参见第 108 页的“为 Exchange 2007 数据流数据库备份创建备份选择列表
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向使用即时恢复的 Exchange 策略添加备份选择 ”。

13 添加完所需的全部客户端、日程表和备份选择后，单击“确定”。

添加 Exchange 即时恢复日程表
按照以下说明配置即时恢复策略的日程表。
添加即时恢复日程表

1

在“策略”对话框中，单击“日程表”选项卡。

2

单击“新建”。

3

在“日程表”对话框中，至少创建一个“完全”类型的日程表。

4

从“即时恢复”组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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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快照并将快照复制到存储 此选项对于以下各项是必需的：
单元
■ 差异式备份

仅创建快照

■

主卷和快照卷均已损坏的灾难恢复方案

■

启用了“启用粒度恢复”的即时恢复备份

用于快速的临时备份。

5

单击“确定”。

6

要关闭该对话框，请单击“确定”。

Exchange 即时恢复策略中的日程表设置
为即时恢复策略添加日程表时，请注意“日程表”选项卡中的下列设置。
表 7-19

即时恢复策略中的日程表设置

设置

选项

描述

备份类型

完全备份或用户控
制的备份

为包含 Exchange 数据库、系统和日志文件的卷制作快照。

差异式或累积增量
式备份

为包含 Exchange 系统和日志文件的卷制作快照。差异式备份要求将事务日
志备份到存储单元，同时保留在即时恢复快照卷上（选择“创建快照并将快
照复制到存储单元”选项）。
由于完全还原数据库需要自上次完全备份以来的所有差异式备份，因此配置
是必需的。由于差异式备份会截断事务日志，因此无法保证所有日志文件都
存在。另外，快照循环可能已经对一个或多个快照映像进行了逆向快照或删
除。必须将日志文件备份到存储单元中。

保留

一周 – 无限

保留级别指示即时恢复快照的最长保留时间。对于完全备份，请选择确保完
全备份始终可用于还原的保留级别。如果其他备份尝试需要快照卷，则可以
在该时间之前删除快照。
请参见第 105 页的“关于 Exchange 即时恢复卷循环”。

即时恢复

创建快照并将快照
复制到存储单元

注意：如果选择“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在策略的“属
性”选项卡上），“即时恢复”选项将可用。
NetBackup 将创建磁盘快照，并将客户端的数据备份到为策略指定的存储单
元。若要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执行即时恢复备份，则需要此选项。
到存储单元的备份（完全备份或差异式备份）完成后，将删除事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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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选项

描述

仅创建快照

不会将映像备份到磁带或其他存储。NetBackup 只创建持久性快照。请注
意，不要认为此持久性快照可代替传统的备份。
对于此日程表选项，不会删除事务日志。要删除事务日志，必须执行到存储
单元的备份。或者可以将 NetBackup 配置为仅删除所有完全即时恢复备份
（作为快照）的日志。
请参见第 27 页的“关于针对即时恢复备份截断 Exchange 事务日志”。

关于 Exchange 即时恢复卷循环
在开始备份时，会查询 Snapshot Client 以确定每个卷上当前存在多少个即时恢复
快照。对于选择进行备份的 Exchange 存储组，此信息是必需的。如果快照数目当
前处于所配置的最高快照级别，将重新同步快照（或进行快照备份或删除），然
后，快照就可用于接下来的备份尝试。
在用于确定需要重新同步的快照卷的算法中，会考虑将快照作为完全备份的一部分
还是增量式备份的一部分进行创建。即使必须重新同步较新的增量式备份，该算法
也会尝试保留尽可能多的完全备份。

向使用即时恢复的 Exchange 策略添加备份选择
可将全部 Exchange 存储组包括在一个备份策略中。或者，也可以选择将存储组包
括在多个策略中。在后者情况下，请确保存在足够多的快照卷以满足包含存储组的
每个策略的“最多快照数”值。
配置 Exchange 快照备份策略时，仅有的有效指令为：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 或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可追
加数据库或存储组）。
注意：要备份个别数据库，则必须选择存储组中的所有数据库。

配置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2007) 的数据流备
份
只能使用 Exchange 2007 执行数据流备份。NetBackup 为所有 Exchange 2010 和
2013 备份使用快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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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数据流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 (Exchange 2007)

1

查看此备份类型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108 页的“为 Exchange 2007 数据流数据库备份创建备份选择列表的
注意事项和限制”。

2

以管理员身份 (Windows) 或 root 身份 (UNIX) 登录到主服务器。

3

启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4

如果站点中有多个主服务器，请从中选择一个要添加策略的服务器。

5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NetBackup 管理”>“策略”。然后依
次选择“操作”>“新建”>“策略”。

6

在“添加新策略”对话框的“策略名称”框中，为新策略键入一个唯一名称。

7

单击“确定”。

8

在“添加新策略”对话框的“策略类型”列表中，选择 MS-Exchange-Server。
除非主服务器具备数据库代理的许可证密钥，否则数据库代理策略类型不会显
示在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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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选）要支持从数据库备份中还原各个项目，请单击“启用粒度恢复”。
请参见第 47 页的“配置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备份（非 VMware
备份）”。

10 填写“属性”选项卡上的条目。
请参见第 74 页的“关于策略属性”。

11 添加其他策略信息，如下所示：
■

添加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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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76 页的“向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添加日程表”。
■

添加客户端。
请参见第 78 页的“将客户端添加到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

■

将数据库对象添加到备份选择列表中。
请参见第 79 页的“向 Exchange 策略添加备份选择”。
请参见第 108 页的“为 Exchange 2007 数据流数据库备份创建备份选择列表
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12 对于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所有备份，需配置 Exchange 主机列表。
请参见第 39 页的“配置 Exchange 主机”。

13 添加完所需的全部日程表、客户端和备份选择后，单击“确定”。

为 Exchange 2007 数据流数据库备份创建备份选择列表的注意事项
和限制
数据流备份包含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指令。
在为 Exchange 2007 数据流数据库备份创建备份选择列表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

NetBackup for Exchange 不支持存储组内单个数据库的增量式备份。

■

备份存储组中的个别数据库时，整个存储组的事务日志同时也将包括在备份中。
对存储组中的所有数据库运行完全备份之前，不截断（删除）事务日志。为确
保定期截断（删除）事务日志，请在完全备份策略中包括存储组的所有数据库。
或者，在备份策略中指定存储组（不是个别数据库）。

执行手动备份
您在您的环境中配置服务器和客户端后，便可以通过手动备份来测试配置设置。使
用所创建的自动备份日程表执行手动备份。我们提供了有关状态码的说明以及其他
故障排除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状态码参考指南》。
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注意：手动备份可创建真正的备份。Exchange 日志会被截断（如果适用）。
执行手动备份

1

以管理员身份 (Windows) 或 root 身份 (UNIX) 登录到主服务器。

2

启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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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左窗格中单击“策略”。

4

在“所有策略”窗格中，选择要测试的策略。

5

选择“操作”>“手动备份”。

6

选择要用于手动备份的日程表。

7

选择要包含在手动备份中的客户端。

8

要检查备份的状态，请单击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活动监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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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Exchange Server 数据的用户控制备份

■

关于为 Exchange Server 备份操作选择源客户端

■

用户控制的 Exchange 备份选项

■

执行用户控制的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

■

对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2007) 执行用户控制的流备份

■

执行用户控制的完全数据流备份 (Exchange 2007)

关于 Exchange Server 数据的用户控制备份
可以使用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执行用户控制的快照和数据流数据库备份。使
用 Exchange 2007 数据流备份时，还可以执行用户控制的完全数据流备份。
请参见第 112 页的“执行用户控制的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对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2007) 执行用户控制的流备份”。
请参见第 115 页的“执行用户控制的完全数据流备份 (Exchange 2007)”。
此外，还可以使用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执行用户用户控制的邮箱和公用文件
夹备份。
请参见第 195 页的“关于 Exchange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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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 Exchange Server 备份操作选择源客户端
从独立服务器或非虚拟环境备份时，不需要选择或添加特定的源客户端。但是，要
成功备份 Exchange 群集或 DAG 环境，必须提供虚拟客户端名称。当您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基于 Java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时，请使用虚拟客
户端名称登录。或者，如果您使用基于 Windows 的客户端，请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选择虚拟客户端名称。
在“NetBackup、存档和还原”界面 (Windows) 中为 Exchange Server 备份操作选
择源客户端

1

打开 NetBackup“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2

选择“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3

选择表 8-1 中所介绍的源客户端。

表 8-1

为 Exchange Server 备份操作选择源客户端

执行备份

对于“用于还原的源客户端 (或用于备份
的虚拟客户端)”，请选择

Exchange DAG

DAG 名称。如有必要，请向列表中添加虚拟
名称，然后选定它。

Exchange 2007 群集

虚拟 Exchange Server 名称。如有必要，请
向列表中添加虚拟名称，然后选定它。

通过使用虚拟客户端名称 (Java) 登录到 NetBackup

1

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

2

使用虚拟客户端名称或虚拟 DAG 名称登录到 NetBackup。
选择表 8-2 中所介绍的虚拟名称。

表 8-2

使用虚拟客户端名称登录到 NetBackup

执行备份

登录身份

Exchange DAG

DAG 名称。

Exchange 2007 群集

虚拟 Exchange Server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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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控制的 Exchange 备份选项
备份选项

表 8-3
选项

描述

NetBackup 服务器

要更改执行备份操作的 NetBackup 服务器，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其
他服务器。

标记为要备份的项

包含要备份的对象的列表。

与备份或存档关联的关 指定一个最长为 128 个字符的关键字短语，NetBackup 会将其与该
键字短语
备份操作创建的映像关联。然后，可以通过在“搜索备份”对话框
中指定关键字短语来还原映像。
允许使用所有的可打印字符，包括空格 ( ) 和句点 (.)。默认关键字
短语是 null（空）字符串
开始备份

启动备份操作。

执行用户控制的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
要执行用户控制的快照备份，服务器上必须存在一个为快照备份配置的策略。此策
略还必须有一个“用户”日程表。Exchange 2010 和 2013 用户可以备份数据库可
用性组 (DAG)、信息存储或数据库。Exchange 2007 用户可以备份信息存储或存储
组。事务日志也将同时备份。然而，对于用户控制的备份，不会截断事务日志。
在备份策略中启用“启用粒度恢复”时，可以稍后从备份中还原单个邮箱和公用文
件夹项目。
对 Exchange Server 对象执行用户控制的快照备份

1

装入要备份的任何数据库。

2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对于 DAG，必须从 DAG 虚拟名称处于活动（联机）状态的节点启动用户备份
操作。

3

单击“操作”>“指定策略和日程表”。

4

在“备份策略和日程表”框中，键入该 Snapshot Client 策略的名称。

5

单击“文件”>“选择要备份的文件和文件夹”。

6

选择“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7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

要执行备份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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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如果处于群集环境中，请指定虚拟 Exchange Server 的名称或 DAG 虚拟名
称。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为 Exchange Server 备份操作选择源客户端”。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选择要备份的对象。
请参见第 114 页的表 8-4。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对于 DAG，不能在从其执行备份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选择特定
服务器。如果要使用特定服务器，请在“首选服务器列表”中指定该服务
器。
请参见第 94 页的“Database Availability (DAG) 备份或 Exchange 2007 复
制备份的备份源 ”。
将显示 DAG 中的所有数据库，不管它位于哪个服务器。

■

对于单个存储组数据库的 Exchange 2007 备份，必须选择存储组中的所有
数据库。如果未选择所有数据库，则备份作业将失败。

下图显示了 Exchange 2010 DAG 的备份。

下图显示了 Exchange 2010 独立服务器的备份。

下图显示了 Exchange 2007 存储组的备份。

9

单击“操作”>“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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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备份文件”对话框中，单击“开始备份”。
11 要查看备份进度，请单击“是”。
如果不想查看备份进度，请单击“否”。
表 8-4
Exchange 版本

选择 Exchange 数据库对象进行用户控制的备份

节点

要备份的对象

Exchange 2010 或 2013 Microsoft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DAG

Exchange 2010 或 2013 Microsoft 信息存储
独立服务器

Microsoft 信息存储

Microsoft 信息存储

Microsoft 信息存储

Exchange 2007

DAG 中的所有数据库

所有数据库

存储组
所有数据库

对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2007) 执行用户控制
的流备份
要执行用户控制的备份，备份策略必须有一个“用户”日程表。用户可以备份信息
存储、存储组和个别数据库。在备份策略中启用“启用粒度恢复”时，可以稍后从
备份中还原单个邮箱项目。
执行用户控制的备份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服务器。

2

确保要备份的所有数据库已装入并处于联机状态。

3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4

单击“文件”>“选择要备份的文件和文件夹”。

5

选择“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6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7

■

要执行备份的服务器。

■

如果处于群集环境中，请指定虚拟 Exchange Server 的名称。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为 Exchange Server 备份操作选择源客户端”。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单击要备份的对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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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组。展开“Microsoft 信息存储”节点并选择要备份的存储组。

■

个别数据库。要备份特定存储组内的个别数据库，请展开“Microsoft 信息
存储”。然后展开存储组并选择要备份的数据库。

8

单击“操作”>“备份”。

9

选择所需的备份选项。
请参见第 112 页的“用户控制的 Exchange 备份选项”。

10 单击“开始备份”。
11 要查看备份进度，请单击“是”。

执行用户控制的完全数据流备份 (Exchange 2007)
在 NetBackup 中，用户控制的 Exchange 备份充当复制备份。除了复制备份不截断
Exchange 日志文件之外，复制备份与完全备份是相同的。可以更改用户备份的行
为，以使其通常充当完全备份而不是复制备份。对于常规完全备份，日志将被截
断。
注意：此配置仅用于数据流备份。
执行用户控制的复制备份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服务器。

2

从“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执行用户控制的流备份。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对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2007) 执行用户控制的流备
份”。

配置用户控制的备份以充当完全备份

1

在 Exchange 客户端上，打开 Regedit。

2

打开以下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NetBackup\CurrentVersion\Agents\Exchange

115

执行 Exchange Server、邮箱和公用文件夹的备份
执行用户控制的完全数据流备份 (Exchange 2007)

3

创建名为 Convert_USER_to_FULL 的新 DWORD 值。

4

右键单击该新值，然后单击“修改”。

5

在“值数据”框中，键入 1。

6

单击“确定”。

7

对其他所有 Exchange 客户端重复这些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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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Exchange Server 控制的还原和重定向还原

■

关于为 Exchange 还原操作选择目标客户端

■

关于还原 Exchange 数据库数据

■

关于现有 Exchange Server 事务日志

■

关于还原 Exchange 快照备份

■

关于还原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2007) 的数据流备份

■

关于还原单个 Exchange 邮箱项目和公用文件夹项目

关于 Exchange Server 控制的还原和重定向还原
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管理员可以浏览 Exchange Server 备份和选择要
还原的备份。您可以使用此界面，从任何有权查看源客户端的备份映像的 NetBackup
服务器或 NetBackup 客户端中执行还原。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还原：
■

服务器控制的

■

到其他客户端的重定向还原

■

到其他目标或数据库位置的重定向的还原

借助服务器控制的还原，管理员可以浏览 Exchange Server 数据库并选择要还原的
数据库。NetBackup 允许您选择要从其中还原文件的 NetBackup 服务器、查看备
份历史记录并选择要还原的项目。您可以选择由所选 NetBackup 服务器备份的特定
客户端或其他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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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重定向到其他客户端，则可以还原到 Exchange 客户端，而不是最初备份的
客户端。您可以重定向 Exchange 数据库、目录或邮箱对象。管理员可以将还原定
向到任何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客户端（无论由哪一个客户端执行备份）。要
重定向还原，管理员可以使用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使用远程管理
控制台。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了解此类重定向还原所需的配置。
通过将还原重定向到其他目标或数据库位置，用户可以将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还
原到与备份这些对象所用位置不同的目标或数据库位置。数据库对象可重定向到以
下位置，具体取决于 Exchange 版本和备份类型：
■

Exchange 恢复数据库 (RDB)

■

Exchange 恢复存储组 (RSG)

■

另一个数据库

■

其他存储组

关于为 Exchange 还原操作选择目标客户端
执行 Exchange 备份的还原时，可选择还原备份的不同目标客户端。（此类型的操
作称为将还原重定向到另一个客户端）。大多数的 Exchange 备份对象都可以重定
向到其他客户端。Microsoft Exchange“信息存储”数据库可以还原到另一台
Exchange Server。

重定向 Exchange 对象的要求
必须满足以下要求，才能重定向数据库、存储组或存储组数据库的还原位置：
■

您必须拥有 NetBackup 服务器权限，或者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
NetBackup 远程管理控制台登录到服务器。

■

数据库或存储组必须存在于目标服务器上。

■

(Exchange 2007) 存储组数据库必须与原始存储组中的数据库名称相同。

■

（Exchange 2007 流备份）目标服务器必须具有与源服务器相同的组织和管理
组名称。

■

如果从 NetBackup 客户端启动重定向还原，目标客户端必须拥有从源客户端还
原的权限。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了解重定向还原所需的配
置。

■

以下情况要求客户端必须具有相同版本的 Windows，如下所示：
■

将还原重定向到其他客户端时

■

浏览备份映像时选择与源客户端不同的目标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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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目标客户端
要提供目标客户端的名称，请选择“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
型”。如果要选择的客户端没有出现在目标客户端列表中，您可以将该客户端添加
到列表中。
如果要在非群集环境中还原到执行了备份的原始客户端，则不需要更改目标客户
端。在群集环境中，您需要确保目标客户端是虚拟服务器名称。您可能无法从群集
中仅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的计算机更改目标客户端值。在这种情况下，请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将目标客户端值更改为虚拟服
务器名称。
选择表 9-1 中所介绍的目标客户端。
表 9-1

用于 Exchange Server 还原操作的目标客户端

还原到...

对于目标客户端，请选择...

同一 DAG 中的其他数据库

与源客户端相同的目标客户端。NetBackup
会检测要将还原重定向到的活动服务器。

不同 DAG 中的其他数据库

目标数据库所在的 DAG 的名称。

DAG 中的 RDB

DAG 名称

独立服务器上的 RDB

独立服务器的名称

执行备份的原始客户端

您不需要更改客户端

其他客户端

要从列表中选择的客户端。如有必要，请先
将客户端名称添加到列表。

群集环境

虚拟客户端名称

DAG 节点

该节点的名称
请参见第 79 页的“使用客户端列表中的物理
节点名称”。

特定的邮箱服务器

该服务器的名称

CCR 物理节点

该节点的名称

关于还原 Exchange 数据库数据
在执行 Exchange Server 的还原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

NetBackup for Exchange 代理支持还原到最初创建备份的同一 Microsoft Service
Pack (SP) 或累积更新 (CU)。Microsoft 有时会引入 SP 或 CU 中的数据库架构
更改。如果还原到其他 SP 或 CU 级别，数据库服务器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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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交事务日志和装入数据库之前，同时还原存储组内的所有数据库。

■

管理员还原个别数据库或事务日志时，管理员应充分了解 Exchange Server 数
据库、事务日志和实用程序的应用知识。如果还原的文件有误，则可能无法装
入数据库。

■

请勿同时还原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 或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 对象和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对象。请勿同时
从启用 GRT 的备份和流备份还原邮箱项目或公用文件夹项目。在还原这些项目
之前，必须卸载数据库。但是，由于将其卸载，因此尝试还原邮箱对象失败。
否则，Exchange 邮箱项目的还原可以在 Exchange 数据库还原开始之前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还原 Exchange 数据库会重写已还原的邮箱对象。

■

要还原完全备份和增量式备份，可以通过下列方法之一还原备份：
■

通过一次性操作还原所有备份.
备份映像必须属于同一种类型。例如，必须在单独的还原作业中还原快照和
流映像。但是，可以在一个还原作业中还原一个完全 VMware 备份和一个差
异式快照。
在一次操作中还原所有备份时，NetBackup 将在还原上次增量式备份后执行
提交。

■

逐个还原完全备份和增量式备份.
逐个还原备份时，请针对完全备份以及除最后一个增量式备份集以外的所有
增量式备份集取消选中“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在还原最后一个增
量式备份集时，请选中以下选项：“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和“还原
后装入数据库”。

■

（Exchange 2007 数据流还原）确保在启动还原作业之前，日志文件的临时位
置是空的。如果还原作业失败，请检查临时位置（包括子目录），确保删除上
一个还原作业中的日志文件。
NetBackup 将日志复制到 Exchange 工作目录。它为每个要还原的存储组创建
一个子目录。还原数据库之后，Exchange 会将临时位置中的日志文件应用于数
据库，然后它将应用当前日志文件。恢复完成后，Exchange 将从临时位置（包
括任何子目录）删除日志文件。

■

还原 Exchange Server 文件总会重写现有文件。（例如，如果目标服务器上已
存在 Pub.edb，它将替换为备份中的副本。）

■

查看现有事务日志的信息。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关于现有 Exchange Server 事务日志”。

关于现有 Exchange Server 事务日志
根据采用的数据恢复方案，必须将现有的事务日志考虑在内。
例如，执行下列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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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滚恢复（即重放所有日志文件）
在还原文件并启动服务之后，Exchange 将提交已还原的日志中的事务。如果服
务器上存在超出已还原的日志的最大编号的连续日志，则那些事务也会提交。
如果日志名称的数字序列中存在任何间隔，则超出该间隔的事务不再提交。
此方案在事务日志保留不变但需要还原数据库时很有用。如果保留现有事务日
志，则 Exchange Server 可以恢复到故障点。否则，必须恢复到上次执行完全
备份或增量式备份的时刻。

■

即时点恢复（即仅重放还原的日志文件）
如果只需还原到上次备份的时刻，请使用此选项。上次备份后创建的任何事务
日志均不参与数据库恢复。对于快照还原，NetBackup 会删除当前日志文件。

关于还原 Exchange 快照备份
通过快照备份，可以还原 Microsoft 信息存储、Exchange 2010 和 2013 数据库以
及 Exchange 2007 存储组和存储组数据库。如果为备份启用了粒度恢复技术 (GRT)，
还可以从备份中还原邮箱和公用文件夹项目。
请参见第 147 页的“关于还原单个 Exchange 邮箱项目和公用文件夹项目”。
在还原快照备份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Exchange 2007) 在开始还原操作之前必须先卸载存储组中的所有数据库。可以
在开始还原前指示 NetBackup 来卸载数据库。
请参见第 121 页的“Exchange 快照还原的选项”。

■

选择进行还原的所有映像都必须来自快照备份。

■

Exchange 2010 和 2013 允许还原到恢复数据库 (RDB)。

■

要成功重定向到 RSG，必须在 Exchange 中为“事务日志文件文件夹”和“系
统文件夹和检查点文件文件夹”配置相同的路径。对于现有的 RSG，请删除该
RSG 并重新创建。

■

对于即时恢复还原：
选择“正常备份”，即使要执行卷回滚也如此。适当的情况下，NetBackup 就
会自动回滚卷
发生以下情况之一：
■

NetBackup 从快照将选定的数据库卷快照合并（重新同步）到原始卷。

■

NetBackup 将选定数据库的文件从快照卷回写到原始卷

Exchange 快照还原的选项
以下还原选项将在执行快照还原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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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
选项

快照还原选项

描述

前滚恢复（重放所有日 保留现有的事务日志。Exchange 先重放还原操作中的事务日志，然后重放当前存在的所有
志文件）
事务日志。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关于现有 Exchange Server 事务日志”。
即时点恢复（仅重放还 还原数据库或存储组并仅替换备份时存在的事务日志。
原的日志文件）
某个还原可能需要一个完全备份以及一个或多个增量式备份。您可以选择所有映像，然后在
一个作业中执行还原操作。也可以单独还原每个备份映像。对于后者，请仅为第一个作业启
用“即时点恢复”。否则，每个即时点恢复都会从之前的还原作业中删除事务日志。
日志文件的临时位置

不适用于快照还原。

还原前卸载数据库

还原开始之前先卸载数据库。对于 Exchange 2007，即使没有选择数据库以进行还原，此选
项也会卸载要还原的存储中的所有数据库。默认情况下不选中此选项。
此选项还会设置“数据库可由还原重写”标志。

注意：应谨慎使用此选项。确保在使用此选项选择卸载数据库之前，选择进行还原的数据库
正确无误。
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 只应对多作业还原的最后一个作业设置此选项。使用此选项，还原操作可以遍历日志文件和
提交
回滚任何未完成的事务。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还原后需要手动装入数据库。
如果在应用即时备份时选择“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则将无法还原更多的备份。必
须从头启动还原操作。
还原后装入数据库

如果选择“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将自动选中“还原后装入数据库”。否则，将禁
用此选项。

重定向到恢复存储组
(RSG) (仅针对
Exchange 2007)

选中此选项可还原到恢复存储组（RSG，仅适用于 Exchange 2007 还原）。

开始还原

启动还原操作。

请参见第 138 页的“将 Exchange 2007 快照备份重定向到恢复存储组”。

执行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的快照还原
执行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的快照还原

1

手动暂停复制。此步骤适用于您所使用的所有快照提供程序。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dd298159.aspx

2

卸载所有要还原的 Exchange 数据库。
或者，在执行还原时单击“还原前卸载数据库”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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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4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5

选择“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6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7

8

■

执行还原的服务器。

■

对于源客户端，请选择 DAG 虚拟名称。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为 Exchange Server 备份操作选择源客户端”。

■

对于策略类型，请选择 MS-Exchange-Server。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单击包含要还原对象的备份映像，如下所
示：
■

上次完全备份或用户控制的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所有后续差异式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选择要还原的对象。
■

对于从 VMware 策略中还原，Exchange 数据库将显示在节点“Microsoft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下方。 您可以还原以下对象：
■

数据库可用性组。
展开“Microsoft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并选择 DAG_Name。
当您选择此对象时，NetBackup 将还原所有数据库。

■

数据库。
展开“Microsoft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_Name
>“Microsoft 信息存储”。 然后选择要还原的数据库和日志文件。

■

对于从 Exchange 策略中还原，Exchange 数据库将显示在节点“Microsoft
信息存储”下方。 您可以还原以下对象：
■

Microsoft 信息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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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Microsoft 信息存储”旁边的复选框。
■

数据库。
选择“Microsoft 信息存储”。 然后选择要还原的数据库和日志文件。

9

单击“操作”>“还原”。

10 单击 Microsoft Exchange 选项卡。
请参见第 121 页的“Exchange 快照还原的选项”。

11 单击“开始还原”。
无论备份哪个数据库，都会将还原定向到活动 Exchange 数据库。NetBackup
会自动检测当前包含活动 Exchange 数据库的 Exchange Server。

12 还原完成后，请继续复制。
13 如有必要，请更新邮箱数据库副本。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dd35110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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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Exchange 2010 或 2013 独立服务器的快照还原
执行 Exchange 2010 或 2013 独立服务器的快照还原

1

卸载所有要还原的 Exchange 数据库。
或者，在执行还原时单击“还原前卸载数据库”选项。

2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3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4

选择“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5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6

7

■

执行还原的服务器。

■

对于策略类型，请选择 MS-Exchange-Server。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单击包含要还原对象的备份映像，如下所
示：
■

上次完全备份或用户控制的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所有后续差异式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选择要还原的对象，如下所示：
■

Microsoft 信息存储。
单击计算机名称或“Microsoft 信息存储”旁边的复选框。

■

数据库。
展开“Microsoft 信息存储”节点。然后选择要还原的数据库和日志文件。

下图显示了 Exchange 2010 的还原。

8

单击“操作”>“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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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 Microsoft Exchange 选项卡。
请参见第 121 页的“Exchange 快照还原的选项”。

10 单击“开始还原”。

恢复 Exchange 2007 本地连续复制 (LCR) 环境
本主题介绍如何在启用了 LCR 的情况下恢复存储组。现在，在带有 Exchange 2007
SP1 的 Exchange 管理控制台中可使用以下大多数 PowerShell 命令。在 LCR 环境
中，必须手动暂停复制。这适用于 VSS 和非 VSS。
请参考“管理本地连续复制” 获取更多信息。
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

在还原存储组之前，对该存储组执行 PowerShell 命令
Suspend-StorageGroupCopy。

■

执行数据库还原。
请参见第 134 页的“执行 Exchange 2007 的快照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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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能需要在继续复制前重新播种副本。
执行下列操作：
■

从复制位置删除数据库文件、所有日志文件和所有检查点文件（如果使用
Exchange 管理控制台，它会提示您执行此步骤）。

■

执行 PowerShell 命令 Update-StorageGroupCopy。
请参见“如何将本地连续复制副本设定为种子” 获取更多信息。

■

执行 PowerShell 命令 Resume-StorageGroupCopy 来正确继续复制。

恢复 Exchange 2007 群集连续复制 (CCR) 环境
本主题介绍如何在启用了 CCR 的情况下恢复存储组。现在，在带有 Exchange 2007
SP1 的 Exchange 管理控制台中可使用以下大多数 PowerShell 命令。在 LCR 环境
中，必须手动暂停复制。这适用于 VSS 和非 VSS。
注意：还原只能定向到主动节点。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管理群集连续复制”：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97676.aspx
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

对于不含 SP1 的 Exchange 2007，必须在每个节点上以具有域权限的帐户配置
Exchange 凭据。否则，NetBackup 将无法获得执行卸载或还原的正确授权。如
果从较早版本的 NetBackup 进行升级，则必须在每个节点上以具有域权限的帐
户运行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

在还原存储组之前，对该存储组执行 PowerShell 命令
Suspend-StorageGroupCopy。

■

执行数据库还原。
请参见第 134 页的“执行 Exchange 2007 的快照还原”。

■

您可能需要在继续复制前重新播种群集副本。
执行下列操作：
■

从被动节点删除数据库文件、所有日志文件和所有检查点文件（如果使用
Exchange 管理控制台，它会提示您执行此步骤）。

■

从被动节点执行 PowerShell 命令 Update-StorageGroupCopy。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如何将群集连续复制副本设定为种子”：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124706.aspx

■

执行 PowerShell 命令 Resume-StorageGroupCopy 继续正确复制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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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快照备份重定向到其他数据库或恢复数据
库 (RDB)
将 Exchange 2010 或 2013 快照备份重定向到另一个数据库或恢复数据库

1

以下情况适用于暂停复制：
■

如果重定向到另一个数据库，请手动暂停复制。此步骤适用于您所使用的
所有快照提供程序。

■

如果重定向到 RDB，NetBackup 将暂停目标服务器上的复制。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dd298159.aspx

2

数据库或恢复数据库必须已存在。
要还原到 RDB，请在 Exchange Server 上创建 RDB（如有必要）。使 RDB
保留卸载状态。

3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4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5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6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用于备份和还原的服务器

选择执行还原的服务器。

用于还原的源客户端

选择虚拟 DAG 名称。

用于还原的目标客户端

要还原到同一 DAG 内的其他数据库，请保持目标客户
端与源客户端相同。NetBackup 会检测要将还原重定向
到的活动服务器。
要将还原重定向到其他 DAG，请指示该数据库所在 DAG
的名称。要还原到特定的邮箱服务器，请输入该服务器
的名称。要还原到 RDB，请指示 DAG 名称。如果 RDB
存在于独立服务器之上，请将该服务器名称指定为目标
客户端。
如果适用，请查看重定向到其他客户端的注意事项和限
制。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为 Exchange 还原操作选择目标
客户端”。

用于还原的策略类型

7

选择 MS-Exchange-Server。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上次完全备份，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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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完全备份和随后的所有差异式备份，或者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8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展开“Microsoft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Forest or domain name。

9

选择要还原的数据库。

10 单击“操作”>“还原”。
11 更改指向另一个数据库或指向 RDB 的目标路径：
■

单击“常规”选项卡。

■

选择“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其他位置”。

■

在“目标”框中，请提供要还原到的备用数据库的名称。或者请提供先前
创建的 RDB 的名称。
Exchange 2010 和 2013 不会自动将数据库重定向到其 RDB（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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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单击 Microsoft Exchange 选项卡。
请参见第 121 页的“Exchange 快照还原的选项”。

13 选中“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
如果选择分别还原备份映像，仅当还原“最后一个”增量式备份集时，必须选
中“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
如果未选择“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则可在还原完成后手动装入数据
库。
请参见第 141 页的“还原后手动装入 Exchange 数据库”。

14 单击“开始还原”。
无论备份哪个数据库，都会将还原定向到活动 Exchange 数据库。NetBackup
会自动检测当前包含活动 Exchange 数据库的 Exchange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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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还原完成后，请继续复制。
16 如有必要，请更新邮箱数据库副本。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dd351100.aspx

将 Exchange 2010 或 2013 独立服务器快照备份重定向到其他数据
库或恢复数据库 (RDB)
本主题说明如何将 Exchange 2010 或更高版本独立服务器的快照备份重定向到其
他数据库或恢复数据库 (RDB)。
将 Exchange 2010 或 2013 独立服务器快照备份重定向到恢复数据库

1

数据库或恢复数据库必须已存在。
要还原到 RDB，请在 Exchange Server 上创建 RDB（如有必要）。使 RDB
保留卸载状态。

2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3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4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5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用于备份和还原的服务器

选择执行还原的服务器。

用于还原的目标客户端

要还原到其他服务器上的 RDB，请将目标客户端更改为
承载该 RDB 的 Exchange Server。此客户端必须是承
载重定向还原的目标数据库的 Exchange Server。此外，
还需查看重定向到其他客户端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为 Exchange 还原操作选择目标
客户端”。
要还原到 RDB 或还原到本地服务器上的数据库，请保
持目标客户端和源客户端相同。

用于还原的策略类型

6

7

选择 MS-Exchange-Server。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上次完全备份，或者

■

上次完全备份和随后的所有差异式备份，或者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展开“Microsoft 信息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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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要还原的数据库。

9

单击“操作”>“还原”。

10 在“还原标记的文件”对话框中，单击“常规”选项卡。
11 更改指向另一个数据库或指向 RDB 的目标路径：
■

选择“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其他位置”。

■

在“目标”框中，请提供要还原到的备用数据库的名称。或者请提供先前
创建的 RDB 的名称。
Exchange 不会自动将数据库重定向到其 RDB（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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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单击 Microsoft Exchange 选项卡。
请参见第 121 页的“Exchange 快照还原的选项”。

13 选中“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
如果选择分别还原备份映像，仅当还原“最后一个”增量式备份集时，必须选
中“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
如果未选择“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则可在还原完成后手动装入数据
库。
请参见第 141 页的“还原后手动装入 Exchange 数据库”。

14 单击“开始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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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Exchange 2007 的快照还原
执行 Exchange 2007 的快照还原

1

卸载所有要还原的 Exchange 数据库。
或者，在执行还原时单击“还原前卸载数据库”选项。

2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3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4

选择“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5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6

7

■

执行还原的服务器。

■

如果您使用了某个 Exchange 2007 群集环境，请为源客户端选择虚拟
Exchange 服务器名称。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为 Exchange Server 备份操作选择源客户端”。

■

对于策略类型，请选择 MS-Exchange-Server。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单击包含要还原对象的备份映像，如下所
示：
■

上次完全备份或用户控制的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所有后续差异式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选择要还原的对象，如下所示：
■

Microsoft 信息存储。
单击计算机名称或“Microsoft 信息存储”旁边的复选框。

■

存储组。
展开“Microsoft 信息存储”节点，然后选择要还原的存储组。

■

数据库。
展开“Microsoft 信息存储”节点和存储组。然后选择要还原的数据库和日
志文件。

下图显示了 Exchange 2007 存储组的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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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击“操作”>“还原”。

9

单击 Microsoft Exchange 选项卡。
请参见第 121 页的“Exchange 快照还原的选项”。

10 单击“开始还原”。

将 Exchange 2007 快照备份重定向到存储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将 Exchange 2007 快照备份重定向到存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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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更多说明，请参考 Microsoft 的 TechNet 网站上关于恢复存储组的以下信息：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97260.aspx
将 Exchange 2007 快照备份重定向到存储组

1

目标存储组必须已经存在。创建带有数据库的存储组。这些数据库必须与原始
存储组中的数据库名称相同。

2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3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4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5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用于备份和还原的
服务器

选择执行还原的服务器。

用于还原的目标客
户端

如果要还原到其他服务器，请将目标客户端更改为承载存储组的
Exchange Server。此外，还需查看重定向到其他客户端的注意事
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为 Exchange 还原操作选择目标客户端”。
如果要将存储组还原到本地服务器，请保持目标客户端与源客户
端相同。

用于还原的策略类
型

6

选择 MS-Exchange-Server。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上次完全备份，或者

■

上次完全备份和随后的所有差异式备份，或者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7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展开“Microsoft 信息存储”。

8

选择要还原的存储组。

9

单击“操作”>“还原”。

10 在“还原标记的文件”对话框中，单击“常规”选项卡。
11 选择“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其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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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更改“目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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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单击 Microsoft Exchange 选项卡。
请参见第 121 页的“Exchange 快照还原的选项”。

14 选中“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
如果选择分别还原备份映像，仅当还原“最后一个”增量式备份集时，必须选
中“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
如果未选择“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则可在还原完成后手动装入数据
库。
请参见第 141 页的“还原后手动装入 Exchange 数据库”。

15 单击“开始还原”。

将 Exchange 2007 快照备份重定向到恢复存储组
本主题介绍如何将 Exchange 2007 快照备份重定向到恢复存储组 (RSG)。使用快
照备份，只要已经存在 RSG，并针对选定存储组和数据库进行添加，就不需要将还
原重定向到 RSG。会将还原自动还原到 R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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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要成功重定向到 RSG，必须在 Exchange 中为“事务日志文件文件夹”和
“系统文件夹和检查点文件文件夹”配置相同的路径。对于现有的 RSG，请删除该
RSG 并重新创建。
有关更多说明，请参考 Microsoft 的 TechNet 网站上关于恢复存储组的以下信息：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97260.aspx
将 Exchange 2007 快照备份重定向到恢复存储组

1

RSG 必须已经存在。如果有必要，请在 Exchange Server 上创建要恢复的
RSG 和数据库。保留 RSG 为卸载状态。

2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3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4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5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用于备份和还原的
服务器

选择执行还原的服务器。

用于还原的目标客
户端

如果要还原到其他服务器，请将目标客户端更改为承载 RSG 的
Exchange Server。此外，还需查看重定向到其他客户端的注意事
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为 Exchange 还原操作选择目标客户端”。
如果要将 RSG 还原到本地服务器，请保持目标客户端与源客户端
相同。

用于还原的策略类
型

6

选择 MS-Exchange-Server。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上次完全备份，或者

■

上次完全备份和随后的所有差异式备份，或者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7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展开“Microsoft 信息存储”。

8

选择要还原的存储组。

9

单击“操作”>“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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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 Microsoft Exchange 选项卡。
请参见第 121 页的“Exchange 快照还原的选项”。

11 选中“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
如果选择分别还原备份映像，仅当还原“最后一个”增量式备份集时，必须选
中“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
如果未选择“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则可在还原完成后手动装入数据
库。
请参见第 141 页的“还原后手动装入 Exchange 数据库”。

12 选中“重定向到恢复存储组 (RSG) (仅针对 Exchange 2007)”。
13 单击“开始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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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后手动装入 Exchange 数据库
如果未单击“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则需要在还原完成后手动装入数据
库。
还原后手动装入数据库

1

装入存储组中的所有已还原数据库。

2

如果装入失败，请尝试对 Exchange 数据库进行软恢复（忽略不匹配的数据库
附件），使其达到一致的状态。
eseutil /r E0n /i

3

重新装入数据库。

关于还原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2007) 的数据
流备份
NetBackup 可以从数据流备份还原下列 Exchange Server 对象：
■

Microsoft 信息存储

■

存储组

■

存储组数据库

也可以将还原重定向到恢复存储组 (RSG)。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将 Exchange 2007 数据流备份重定向到恢复存储组”。

Exchange 数据库流还原的选项
执行快照还原时可使用其他选项。
请参见第 121 页的“Exchange 快照还原的选项”。
表 9-3

Exchange 数据库流还原的还原选项

选项

描述

前滚恢复（重放所有日志文
件）

保留现有的事务日志。Exchange 先重放还原中的事务日志，然后重放当前存在的所有
事务日志。
请参见第 120 页的“关于现有 Exchange Server 事务日志”。

即时点恢复（仅重放还原的日 还原数据库并仅替换备份时存在的事务日志。
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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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日志文件的临时位置

输入一个位置，在还原数据库之前将在此位置保留关联的日志文件。默认位置为
c:\temp。如果选择还原存储组，NetBackup 会在 c:\temp 下为每个存储组创建一
个子目录，并在相应的子目录中保存每个存储组的日志文件。
如果在还原期间选择了“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Exchange 将应用至数据库，
然后 Exchange 将应用当前日志文件。还原完成后，Exchange 将从临时位置（包括任
何子目录）删除日志文件。

注意：确保在启动还原作业之前，日志文件的临时位置是空的。如果还原作业失败，
请检查临时位置（包括子目录），确保已经删除上一个还原作业中的所有日志文件。
还原前卸载数据库

还原开始之前先卸载数据库。即使没有选择数据库进行还原，此选项也会卸载要还原
的存储组中的所有数据库。默认情况下不选中此选项。
在 Exchange 2007 中，此选项还会设置“数据库可由还原重写”标志。

注意：应谨慎使用此选项。确保在使用此选项选择卸载数据库之前，选择进行还原的
数据库正确无误。
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

只应对多作业还原的最后一个作业设置此选项。使用此选项，还原操作可以遍历日志
文件和回滚任何未完成的事务。如果未选择此选项，则还原后需要手动装入数据库。
如果在应用即时备份时选择“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则将无法还原更多的备
份。必须从头启动还原操作。

还原后装入数据库

装入数据库供用户使用。

重定向到恢复存储组 (RSG)
(仅针对 Exchange 2007)

此选项不适用于流还原。

开始还原

启动还原操作。

从流备份中还原存储组或存储组数据库
本主题介绍如何还原存储组或数据库。
注意：还原 Exchange Server 文件时始终会重写任何现有文件。例如，如果目标计
算机上已存在 Pub.edb，将使用备份中的副本替换它。
从流备份中还原存储组或存储组数据库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服务器。

2

卸载所有需要还原的 Exchange 数据库。
或者，在执行还原时单击“还原前卸载数据库”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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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4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5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6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7

8

■

执行还原的服务器。

■

对于策略类型，请选择 MS-Exchange-Server。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上次完全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所有后续差异式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选择要还原的对象：
■

存储组。
展开“Microsoft 信息存储”，然后单击要还原的存储组。

■

个别数据库。
要还原特定存储组内的个别数据库，请展开“Microsoft 信息存储”，再展
开存储组，然后单击数据库。

Exchange 数据库的完全备份包括数据库事务日志文件。还原数据库时，还必
须还原事务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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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单击“操作”>“还原”。

10 选择所需的还原选项。
请参见第 141 页的“Exchange 数据库流还原的选项”。

11 如果选择逐个还原备份，请针对完全备份以及除最后一个增量式备份以外的所
有增量式备份取消选中“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
在还原最后一个增量式备份集时，请选中“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和
“还原后装入数据库”。

12 单击“开始还原”。
13 如果已还原存储组但并未单击“还原后装入数据库”（还原之后），则一定要
装入已还原的存储组数据库。

将 Exchange 2007 数据流备份重定向到恢复存储组
NetBackup 支持还原到恢复存储组。对于数据流备份，必须重定向还原。不会将还
原自动还原到恢复存储组。
有关更多说明，请参考 Microsoft 的 TechNet 网站上关于恢复存储组的以下信息：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9726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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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change 2007 数据流备份重定向到恢复存储组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服务器。

2

在目标 Exchange Server 上创建 RSG（如有必要）。

3

请卸载要还原的所有 Exchange 数据库。
或者，在执行还原时单击“还原前卸载数据库”选项。

4

确认未装入 RSG 数据库。

5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6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7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8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用于还原的目标客
户端

如果要还原到其他服务器，请将目标客户端更改为存放 RSG 的
Exchange Server。此外，还需查看重定向到其他客户端的注意事
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为 Exchange 还原操作选择目标客户端”。
如果要还原到本地服务器，请保持目标客户端与源客户端相同。

用于还原的策略类
型

9

选择 MS-Exchange-Server。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上次完全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所有后续差异式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10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单击要还原的对象：
■

存储组
展开“Microsoft 信息存储”节点，然后单击要还原的存储组。

■

个别数据库
要还原特定存储组内的单个数据库，请展开“Microsoft 信息存储”，再展
开存储组，然后单击数据库。

Exchange 数据库的完全备份包括数据库事务日志文件。还原数据库时，还必
须还原事务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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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单击“操作”>“还原”。

12 要逐一还原备份，请在还原“最后一个”增量式备份集时，单击“还原最后一
个备份集后提交”和“还原后装入数据库”。

13 选择所需的其他还原选项。
请参见第 141 页的“Exchange 数据库流还原的选项”。

14 单击“常规”选项卡。
15 选择“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其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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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更改“目标”路径。

17 单击“开始还原”。
18 如果选择了还原存储组但并未单击“还原后装入数据库”（还原之后），请装
入已还原的存储组数据库。

关于还原单个 Exchange 邮箱项目和公用文件夹项目
可以从启用了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数据流备份或快照备份还原各个邮箱项目或公
用文件夹项目（文件夹、邮件和文档）。请参考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48 页的“关于 Exchange 邮箱文件夹和邮件主题中的特殊字符”。
请参见第 148 页的“还原 Exchange 个别邮箱、邮箱文件夹、公用文件夹或邮件的前
提条件和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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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xchange 邮箱文件夹和邮件主题中的特殊字符
因为对象是使用文件路径语法进行处理的，所以 NetBackup 在邮箱文件夹名称和邮
件主题中使用斜杠和反斜杠的转义序列。波浪号 (~) 字符是转义字符，因此也必须
将其转义。
浏览要还原的项时，会看到转义的字符序列。使用表 9-4将已转换的字符转换回在
还原项中显示的字符。
表 9-4

邮箱文件夹和邮件主题中的特殊字符的转换

字符

转换

~

~0

/

~1

\

~2

还原 Exchange 个别邮箱、邮箱文件夹、公用文件夹或邮件的前提条
件和操作说明
在还原个别邮箱、邮箱文件夹、公用文件夹或邮件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

目标邮箱必须存在才能成功还原邮箱。

■

还原邮箱邮件或公用文件夹文档时，“重写现有邮件”选项将重写原始对象的
内容和属性。无论邮件位于何处都会将其重写。（例如，如果邮件已移到“已
删除邮件”文件夹中。）如果原始邮件不再存在，则将生成具有相同内容和属
性的新邮件。如果输入了新的目标位置，也会生成新邮件。
如果选择“不还原邮件”选项，则 NetBackup 将跳过对仍存在的任何邮件的还
原，无论这些邮件当前在何处。
请注意，如果原始邮件不再存在，则每次对其进行还原时都会生成一个新副本。
在存在性检查中，不会将邮件的已还原副本算作原始邮件。

■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还原必须从磁盘存储单元进行。不能从磁带副本进
行还原。

■

NetBackup 可以为用户备份联机存档邮箱。但是，默认情况下，使用 GRT 从备
份还原会将项目还原到用户的邮箱，而不会还原到存档邮箱。邮件是从邮箱层
次结构的根目录处开始还原的。或者，可能需要将还原重定向到路径 Top of
Information Store\Inbox\Archives\。

■

Exchange Server 提供一种在“永久”删除项后可以将其保留一段时间的功能。
由于已删除项仍然存在，NetBackup 会将其包含在备份映像中。在您浏览粒度
备份映像时，NetBackup 会显示这些项，并且您可以将其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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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不支持将邮箱项目还原到多租户 Exchange 环境中的租户邮箱。 要
恢复与租户邮箱有关的项目，请将恢复重定向到非租户邮箱。

用于还原 Exchange Server 邮箱对象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选项
还原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时，NetBackup 可能会遇到数据库中已存在的邮件。从
表 9-5 中选择一个选项，指明 NetBackup 是应忽略还是替换已存在的对象。
注意：重定向还原会忽略这些选项。
表 9-5

用于还原 Exchange Server 邮箱对象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还原选
项

选项

描述

不还原邮件

如果邮箱已存在邮件，则不对其还原。

重写邮件

使用来自备份的邮件替换现有邮件。

还原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
要将邮箱对象还原到另一个位置，需要执行不同的过程。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将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还原重定向到其他路
径”。
注意：浏览使用粒度恢复技术的备份的时间可能比浏览非粒度备份映像要长。介质
服务器会在此期间收集粒度信息，等候时间可能各不相同。根据介质服务器上的负
载，您可能需要增大“客户端读取超时”值。此选项位于“超时”选项卡中的“客
户端”主机属性中。

注意：不要在同一还原作业中还原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和数据库备份。如果数据
库还原首先开始，则在还原期间，NetBackup 将卸载数据库。或者它要求在还原之
前卸载数据库。然后，正在卸载的数据库将导致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还原失败。
另一种情况是，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项目的还原在 Exchange 数据库还原
开始之前完成。然后，还原 Exchange 数据库会删除已还原的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
象。

注意：不要在同一还原作业中还原使用粒度恢复技术的备份和不使用该技术的备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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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服务器。

2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3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4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5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选择服务器和策略类型。

6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单击包含要还原对象的映像。
Symantec 建议您一次选择一个备份映像集进行单项还原。不过此建议并非强
制性，因此您可在需要时还原多个邮件副本。
不能从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快照增量式备份中还原各个项目。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7

■

上次完全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所有后续差异式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展开以下选项之一：
■

“Microsoft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Forest or Domain
>“Microsoft 信息存储”> Mailbox Database

■

“Microsoft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Forest or Domain
>“Microsoft 信息存储”> Public Store

8

■

“Microsoft 信息存储”> Mailbox Database

■

“Microsoft 信息存储”> Public Store

■

“Microsoft 信息存储”> Storage Group > Mailbox Database

■

“Microsoft 信息存储”> Storage Group > Public Store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从以下对象中选择要还原的对象：
■

邮箱

■

邮箱文件夹

■

邮箱对象

■

公用文件夹

■

公用文件夹中的文档

150

执行 Exchange Server、邮箱和公用文件夹的还原
关于还原单个 Exchange 邮箱项目和公用文件夹项目

可忽略 DLL 文件夹。
下图显示了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还原 DAG。

下图显示了使用粒度恢复技术的 Exchange 2007 还原。

所有对象都显示为文件夹和邮件。可以通过主题行标识某些非邮件对象。例
如，如果创建一个名为 Appointment1 的日历事件，则该名称将显示在该对象
的主题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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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像窗体和视图等某些对象没有主题行（尽管可以为其命名）。因此，可
能不容易识别它们。

9

单击“操作”>“还原”。

10 在 Microsoft Exchange 选项卡上，选择是否要还原现有的邮箱邮件。
请参见第 149 页的“用于还原 Exchange Server 邮箱对象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选
项”。

11 可以将单个邮箱项目还原到备用邮箱或邮箱文件夹。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将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还原重定向到其
他路径”。

12 单击“开始还原”。

关于将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还原重定向到其他路径
NetBackup 可以将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还原到其他位置。
有关更多信息与说明，请参考以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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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153 页的“关于将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还原重定向到其
他路径的要求”。

■

请参见第 154 页的“重定向 Exchange 邮箱、邮箱文件夹或公用文件夹的还原”。

■

请参见第 156 页的“将 Exchange 文件夹、邮件或文档的还原重定向到其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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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的还原位置重定向到其他路径，请检查是否满足
以下要求：
■

必须指示一个显式路径（或完整路径）。

■

在目标路径中，不能更改以下路径段：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如果更改路径的这一部分，NetBackup 将尝试像还原正常（非 Exchange）文件
那样还原对象。
■

目标邮箱或目标文件夹必须有关联的用户帐户。

■

在重定向公用文件夹还原位置时，您在目标路径中指示的文件夹不一定要存在。

■

（Exchange 2010 和 2013）当从粒度备份重定向还原时，请考虑以下示例还原
目标：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server1\My-database\Database\
John Q. Employee [JQEmployee]\Top of Information Store\Inbox\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My-database\Database\John Q. Employee [JQEmployee]\
Top of Information Store\Inbox\

在这些示例中，请注意以下事项：

■

■

server1 可以是目标服务器。

■

My-database 必须是位于目标服务器上的有效数据库（并非直接访问）。

■

John Q. Employee 必须是有效且可访问的邮箱。

(Exchange 2007) 当从粒度备份重定向还原时，请考虑以下示例还原目标：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My-Storage-Group\My-database\John Q. Employee [JQEmployee]\
Top of Information Store\Inbox

在此示例中，请注意以下事项：
■

My-Storage-Group 必须是位于目标服务器上的有效存储组（并非直接访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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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database 必须是位于目标服务器上的有效数据库（并非直接访问）。

■

John Q. Employee 必须是有效且可访问的邮箱。

重定向 Exchange 邮箱、邮箱文件夹或公用文件夹的还原
本主题介绍如何将邮箱、邮箱文件夹或公用文件夹的还原位置重定向到其他邮箱或
公用文件夹。
重定向邮箱、邮箱文件夹或公用文件夹的还原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服务器。

2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3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4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5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选择服务器和策略类型。

6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单击包含要还原对象的映像。选择以下选
项之一：
■

上次完全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所有后续差异式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不能从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增量式备份中还原各个项目。

7

在“所有文件夹”或右窗格中，单击要还原的邮箱或公用文件夹。

8

单击“操作”>“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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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Microsoft Exchange 选项卡上，选择所需的还原选项。
请参见第 149 页的“用于还原 Exchange Server 邮箱对象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选
项”。

10 在“常规”选项卡上，单击“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其他位置”。
11 在“目标”框中，指示要将对象还原到的位置。必须指示一个显式路径（或完
整路径）。
■

将邮箱名称更改为另一个现有邮箱。例如，要将 Mailbox 1 的内容还原到
Mailbox 2\Folder，请在“目标”框中指定以下项之一：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DAG\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My-database\Database\mailbox2 [mailbox2]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My-database\Database\mailbox2 [mailbox2]\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torage Group\Mailbox Database\mailbox2 [mailbo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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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还原公用文件夹时，将公用文件夹名称更改为要还原到的文件夹。此文
件夹不一定要存在。

12 单击“开始还原”。

将 Exchange 文件夹、邮件或文档的还原重定向到其他路径
本主题介绍如何将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还原到其他路径。
将 Exchange 文件夹、邮件或文档的还原重定向到其他路径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服务器。

2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3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4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选择服务器和策略类型。

5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单击包含要还原文件夹的映像。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上次完全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所有后续差异式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不能从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增量式备份中还原各个项目。

6

在“内容”或右窗格中，单击要还原的文件夹、邮件或文档。
如果选择“所有文件夹”窗格中的项目，则无法重定向单个对象。

7

单击“操作”>“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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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Microsoft Exchange 选项卡上，选择所需的还原选项。
请参见第 149 页的“用于还原 Exchange Server 邮箱对象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选
项”。

9

在“常规”选项卡上，单击“将个别文件夹和文件还原到不同位置”选项。
“将个别文件夹和文件还原到不同位置”下的每一行都与单个文件夹、邮件或
文档关联。

10 在行上双击以修改还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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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新建目标”框中，指示要将对象还原到的邮箱或文件夹。
要重定向邮箱文件夹或邮件，目标可以是任何现有邮箱或邮箱文件夹。要重定
向公用文件夹或文档，目标可以是新的或现有公用文件夹。必须指示一个显式
路径（或完整路径）。
例如，考虑要将 Mailbox 1 中的 Inbox 的内容还原到同一邮箱中的文件夹
Other 中。在“目标”框中指定以下各项之一：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DAG\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My-database\Database\mailbox2 [mailbox2]\Other\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My-database\Database\mailbox2 [mailbox2]\Other\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torage Group\Mailbox Database\mailbox2 [mailbox2]\Other\

12 单击“确定”。
13 单击“开始还原”。

关于使用命令行浏览或还原 Exchange 粒度备份映像
除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之外，还可以使用命令行浏览或还原粒度备份映像：
■

执行邮箱或邮箱文件夹的快照还原时，请指定与 Microsoft 信息存储或 DAG 相
关的文件名以及与存储组或数据库相关的文件名。例如：

Microsoft Exchange Database Availability Groups:\server1\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My-database\Database\John Q. Employee [JQEmployee]\Top of Information Store\Inbox\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My-database\Database\John Q. Employee [JQEmployee]\
Top of Information Store\Inbox\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My-Storage-Group\My-database\John Q. Employee [JQEmployee]\
Top of Information Store\Inbox
■

使用 -granular_proxy 选项和 bpduplicate 命令或 bplist 命令为复制操作指定
代理主机
请参见第 26 页的“配置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以下示例显示如何使用 bplist 命令指定代理主机：

bplist -t 16 -k exchgranpolicy -R -s 06/09/2008 16:00:00
-granular_proxy ProxyServerA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torageGroup1\
DeptA\EmployeeA\Top of Information Store\Inbox\*"

10
使用 VMware 备份保护
Exchange Server 数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VMware 备份保护 Exchange Server 数据

■

配置可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策略须知

■

关于配置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

■

关于配置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
理快照复制

■

关于从 VMware 备份还原 Exchange 数据

■

对具有 VMware 备份的 Exchange 数据库启用被动副本保护（Exchange 2010
和 2013）

关于使用 VMware 备份保护 Exchange Server 数据
通过 VMware 备份策略，NetBackup 可为驻留在虚拟机上的 Exchange Server 创
建一致的完全备份。 从一个 VMware 备份进行还原时，可以使用以下还原选项：
.vmdk 还原（磁盘级）、SFR 还原（文件级恢复）、Exchange 存储组或数据库还
原，或者 Exchange 粒度级还原 (GRT)。 还可以选择是否截断日志。
为使用 VMware 策略保护支持的应用程序，应用程序状态捕获 (ASC) 将在 VMware
发现作业完成之后、快照作业开始之前执行。 此 ASC 作业与来宾虚拟机上的
NetBackup 客户端联系。 ASC 作业会收集应用程序恢复和粒度恢复 (GRT) 功能所
需的特定于应用程序的数据，并对其进行编录。
我们提供了有关 ASC 作业及其关联日志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92 页的“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和还原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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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适用于 vSphere 的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在以下情况下，建议使用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而不是 VMware VSS 提供程
序：
■

您希望 VMware 备份截断 Exchange Server 虚拟机中的日志。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可通过完全 VSS 备份截断 Exchange Server 的日志。

■

您要备份的虚拟机是 Exchange DAG 或 Exchange 2007 CCR 中的一个节点。
在这种情况下，只会编录数据库的主动副本，并且只会截断那些相同数据库的
日志文件。

■

您要为 Exchange 使用排除文件列表。有关如何为 Exchange 配置排除文件列
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从备份中排除 Exchange 项目”。

当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已安装，并且 NetBackup 启动虚拟机快照时，VMware
Tools 会调用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使 VSS 写入器处于静默状态，以进行文
件级别的一致性备份。 如果在策略中启用日志截断，则 Exchange VSS 写入器会
在 VMware 快照完成时截断事务日志。
注意：必须单独安装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请参见第 164 页的“安装适用于 vSphere 的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支持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
审核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的以下要求和信息：
■

有关虚拟环境支持的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Support for NetBackup 7.x in virtual environments（《在虚拟环境中对 NetBackup
7.x 的支持》）

■

需要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或 VMware VSS 提供程序。 如果没有其中的一
个提供程序，数据库恢复可能需要执行手动步骤，并且不支持粒度恢复。
Symantec 建议对承载 Exchange 的虚拟机使用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请参见第 160 页的“关于适用于 vSphere 的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

独立 Exchange 服务器、DAG 和 CCR 群集支持 VMware 备份。

■

对于 DAG 节点，NetBackup 会在 DAG 的节点级别进行保护。此行为不同于代
理备份，后者的保护是在 DAG 级别。

使用 VMware 策略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限制
配置 VMware 策略以保护 Exchange Server 时存在以下限制：

160

使用 VMware 备份保护 Exchange Server 数据
关于使用 VMware 备份保护 Exchange Server 数据

■

此列表并未全面列出所有 VMware 策略限制。有关支持的 VMware 备份文件系
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
Support for NetBackup 7.x in virtual environments（《在虚拟环境中对 NetBackup
7.x 的支持》）

■

此版本的 NetBackup 不支持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增量式备份。但是，
使用加速器也许可以提高完全备份的速度。

■

不会对 VMware 备份执行 Exchange 数据库的一致性检查。

■

如果您执行下列任何操作，应用程序状态捕获 (ASC) 作业将会失败，无法保护
数据库：
■

禁用“虚拟机静默”选项。

■

选择“排除数据磁盘”选项。

■

卸载的数据库不受保护。

■

仅当数据库存在于 VMware 备份支持的配置中时，这些数据库才会编录并受保
护。 只要有数据库可以得到保护，ASC 作业就能继续。 如果您为位于支持和不
支持的磁盘上的备份选择数据库，ASC 作业会生成状态 1（部分成功）。 ASC
作业会检测到这些情况，作业详细信息会包括备份操作的结果。
如果 Exchange Server 数据库在以下各项上，则不会对这些数据库进行编录和
备份：
■

原始设备映射 (RDM)。 请确保 Exchange 虚拟机不将 RDM 用作数据库和事
务日志的存储。

■

标记为独立的虚拟机磁盘 (vmdk) 卷。 请确保 Exchange 数据库和事务日志
未存储在独立磁盘中。

■

装入点卷。

■

虚拟硬盘 (VHD)。
如果 NetBackup 在 VHD 磁盘上检测到任何数据库对象，ASC 作业就会失
败，并且不会编录 Exchange 内容。不会对备份中的所有对象进行编录，包
括 VHD 中不存在的这些对象。

■

RAID 卷。

■

已排除的 Windows 引导磁盘。ASC 作业检测到此类磁盘并且将其作为独立
磁盘。
VMware 备份不能由于任何原因排除安装了 NetBackup 的磁盘。 例如，如
果 NetBackup 安装在引导驱动器（通常为 C:）上，请不要选择“排除引导
磁盘”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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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可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策略须知
要在虚拟机中备份 Exchange Server，请使用 VMware 策略类型配置完全备份。日
志截断是可选的。在 VMware 备份中会自动提供粒度恢复技术 (GRT)。
此处仅介绍特定于 Exchange Server 保护的详细信息。有关如何创建 VMware 策略
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截断日志
要使 NetBackup 在备份之后成功截断日志，应满足以下要求：
■

必须安装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请参见第 164 页的“安装适用于 vSphere 的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

ASC 作业必须检测到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已安装。

■

必须首先在未启用日志截断的情况下执行完全 VMware 备份。 如果未执行此初
始完全备份，ASC 作业将失败。完成此备份后，在策略中启用日志截断。

■

数据库必须处于活动状态、已装入、不在排除列表中，并且可保护。
请参见第 160 页的“使用 VMware 策略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限制”。

操作说明
为 Exchange Server 备份配置 VMware 策略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您不能使用 VMware 策略配置 Exchange 增量式备份。相反地，必须为 Exchange
增量式备份创建 MS-Exchange-Server 策略。如果试图使用 VMware 增量式策
略备份 Exchange，应用程序状态捕获 (ASC) 作业将会失败。但是，VMware 备
份作业将会成功。您在使用 VMware 策略执行完全备份的同时使用 Exchange
策略执行增量式备份时，应谨慎操作。确保这些备份安排在不同的时间执行。

■

不会为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保存备份历史记录。它不适用于
VMware 备份，因为 NetBackup 只保护主动副本位于虚拟机中的数据库。

■

如果为“主 VM 标识符”选择“VM 主机名”，则可能会遇到问题。当您浏览并
为 VMware 策略选择虚拟机时，可能不会返回相应的地址或客户端名称。如果
出现此问题，请改用“VMware 显示名称”。

关于配置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
通过以下步骤配置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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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1

配置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的步骤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配置 VMware 环境并添加必要许可证。

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在承载数据库的每台 ESX Server 上，添加
NetBackup for Exchange 许可证和 Enterprise Client
许可证。
在运行 Exchange 的虚拟机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
端软件。

步骤 2

安装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请参见第 164 页的“安装适用于 vSphere 的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步骤 3

如果要从 VMware 备份中还原各个邮箱项目和公用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对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
文件夹项目，请查看粒度恢复的相关要求。
份配置粒度恢复技术 (GRT)”。

步骤 4

配置 VMware 策略。

请参见第 167 页的“配置备份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策略”。
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请注意，如果要截断日志，必须首先在未启用日志
截断的情况下执行完全备份。
请参见第 162 页的“配置可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策略须知”。
还会提供有关如何使用加速器可能加快完全 VMware
备份速度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64 页的“使用 NetBackup Accelerator 提
高 VMware 完全备份的速度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步骤 5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配置 Exchange 主机列
表。

对于 DAG、群集、专用网络中的备份，或者如果使
用代理主机，必须在主服务器的主机属性中创建主
机名的映射。例如，每个 DAG 节点必须可以使用
DAG 名称访问备份映像。
请参见第 39 页的“配置 Exchange 主机”。

步骤 6

对于 Exchange 2007，请禁用所有 Exchange 存储
组的循环日志记录。对于 Exchange 2010 和
2013，请禁用所有数据库的循环日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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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适用于 vSphere 的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注意：必须安装最新版本的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如果拥有该提供程序的现
有版本，则必须首先卸载旧版本。升级 NetBackup 客户端不会升级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要使用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必须在安装了 NetBackup for Windows 客户端
后，手动安装该提供程序。 如果安装了 VMware VSS 提供程序，则安装程序会将
其删除，并可能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
安装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1

浏览到以下位置：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goodies\

2

双击“适用于 vSphere 的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快捷方式。

3

按照提示操作。

4

完成该实用程序后，按提示重新启动计算机。

5

重新启动之后，该实用程序将继续运行。按照提示完成安装。

卸载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1

在“控制面板”中，打开“添加或删除程序”或者“程序和功能”。

2

双击“适用于 vSphere 的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卸载程序不会自动重新安装 VMware VSS 提供程序。

使用 NetBackup Accelerator 提高 VMware 完全备份的速度
(NetBackup for Exchange)
选择“使用加速器”选项使用 NetBackup Accelerator 可能会增加 VMware 完全备
份的速度。 减少备份时间，即可更轻松地在备份时段内执行 VMware 备份。要使用
此功能，必须在启用“使用加速器”的情况下先执行初始备份。这样可以显著减少
后续备份时间。
目前 Exchange 的加速器支持会将备份限制为“完全”日程表类型。对于不使用加
速器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也存在此限制。
请参见第 162 页的“关于配置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
为了定期建立客户端上更改检测的新基线，使用已启用的“加速器强制的重新扫
描”选项创建单独的策略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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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此功能，需要 MSDP 或 PureDisk 存储单元以及 Data Protection Optimization
Option 许可证。有关使用加速器进行 VMware 备份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对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配置粒度恢复技术 (GRT)
主题包含配置 NetBackup 环境的步骤，以便您可以从 VMware 备份还原单个
Exchange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对象 。
表 10-2

对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配置粒度恢复技术 (GRT)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验证您是否有受支持的 Exchange Server 配置以及支 请参见 Application/Database Agent Compatibility List
持 GRT 的介质服务器平台。
（应用程序/数据库代理兼容性列表）。
请参见 Software Compatibility List (SCL)（软件兼容
性列表 (SCL)）。

步骤 2

确保符合 NetBackup 服务器和 Exchange Server 软 请参见第 17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件的要求。
NetBackup 服务器要求”。
请参见第 18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Exchange Server 软件要求”。

步骤 3

确定哪些客户端需要配置并确保符合 NetBackup 客
户端的要求。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18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NetBackup 客户端要求”。
在群集环境或复制环境中，在群集中的每个数据库节
点上执行这些步骤。对于 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在 DAG 中的每个数据库节点上执行这些步
骤。

步骤 4

在所有粒度客户端上，确保要装入备份映像的每个节
点上均具有未分配的驱动器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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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5

在所有粒度客户端上，为您的环境启用或配置 NFS。 在群集环境或复制环境中，在群集中的每个数据库节
点上执行这些步骤。对于 Exchange DAG，配置用于
浏览备份的节点。在虚拟机备份期间，不需要使用此
配置来捕获数据。
请参见第 49 页的“关于在 Windows 2012 上配置网络
文件系统 (NFS) 服务”。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在 Windows 2008 和 Windows
2008 R2 上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服务”。
请参见第 64 页的“为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备
份和还原配置 UNIX 介质服务器和 Windows 客户端”。

步骤 6

在所有粒度客户端上，为 NetBackup 创建 Exchange 确保该帐户是本地管理员，并且有权替换每个服务器
操作帐户（唯一的邮箱）。
上的进程级令牌。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
作的帐户”。

步骤 7

在所有粒度客户端上，配置 Exchange 凭据。

为您针对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创建的帐户使用
凭据。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
或者，对于 Exchange 2013，可以将 Exchange
Server 添加到“仅查看组织管理”角色组。在
Exchange Administration Center (EAC) 或 Active
Directory 中执行此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
Microsoft 文章：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jj657492
在群集环境或复制环境中，在群集中的每个数据库节
点上执行这些步骤。

步骤 8

按如下方式创建策略：
■

选择 VMware 策略类型。

■

选择一个支持的磁盘存储单元。

有关如何使用 VMware 备份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南》。
请参见第 171 页的“配置一个 VMware 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备份 Exchange Server 以管理快
照复制”。
将为保护 Exchange 的任何 VMware 备份自动提供粒
度恢复。您不需要在策略中启用粒度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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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9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配置 Exchange 主机列表。 对于一些配置，您必须在主服务器的主机属性中创建
主机名称的映射。这些配置包括 DAG、群集、专用
网络中的备份，或者如果使用代理主机，必须创建主
机名称的映射。例如，每个 DAG 节点必须可以使用
DAG 名称访问备份映像。
请参见第 39 页的“配置 Exchange 主机”。

配置备份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策略
此主题介绍如何配置备份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策略。（可选）可以使用
NetBackup 加速器。
配置备份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策略

1

创建新策略或打开要配置的策略。

2

在“策略”对话框中，单击“属性”选项卡。

3

在“策略类型”列表中，单击 VMware。
有关如何为 VMware 备份创建策略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4

在“策略存储”框中，选择磁盘存储单元。
如果要使用 NetBackup 加速器，请选择 PureDisk 存储单元类型（MSDP 或
PureDisk）。NetBackup 设备映射文件列出所有支持的存储类型。

5

要使用 NetBackup 加速器，请单击“使用加速器”。
加速器使用初始完全备份建立基线。使用加速器执行的任何后续备份的运行速
度均显著加快。您可能希望创建启用“加速器强制的重新扫描”选项的附加策
略日程表。此选项可为下一次加速器备份建立新基线。有关 NetBackup 加速器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以下指南：
请参见第 164 页的“使用 NetBackup Accelerator 提高 VMware 完全备份的速度
(NetBackup for Exchange)”。
《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启用加速器后，在 VMware 选项卡上，还将选择“启用块级增量式备份”选项
并灰显。

6

在“客户端”选项卡上，单击“通过查询自动选择”。
如果在使用查询时遇到问题，请在 VMware 选项卡上尝试将“主 VM 标识符”
从“VM 主机名”更改为“VMware 显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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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要执行虚拟机自动选择的 NetBackup 主机”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主机。

8

使用查询生成器创建用于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的规则。
有关查询生成器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
南》。

9

单击“备份选择”选项卡。
此选项卡将显示您在“客户端”选项卡上创建的查询。

10 单击 VMware 选项卡。
有关此对话框中的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
南》。

11 选择“主 VM 标识符”以用于对备份进行编录。
12 选择“启用从 VM 备份恢复文件”。
必须为 Exchange Server 的应用程序保护启用此选项。

13 选择“启用 Exchange 恢复”。
此选项启用从虚拟机备份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或邮箱邮件。如果禁用了此选
项，您可以从备份恢复整个虚拟机，但是无法逐个恢复数据库或邮箱邮件。

14 （视情况而定）选择是否截断日志：
■

如果不希望截断事务日志，则无需对策略执行任何进一步的配置。
继续执行步骤 20。

■

如果要截断事务日志，必须首先在未启用日志截断的情况下执行完全备份。
如果未执行此初始完全备份，ASC 作业将失败。完成此备份后，在启用日
志截断的情况下执行完全 VMware 备份。
继续执行步骤 15。

15 单击“确定”保存该策略。
16 执行完全备份。
17 完成备份后，打开您在步骤 1 中创建的策略。
18 单击 VMware 选项卡。
19 在“启用 Exchange 恢复”下，选择“截断日志”。
此选项将在虚拟机的 VMware 快照完成时截断事务日志。

20 单击“确定”保存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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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配置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使
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快照复制
使用以下步骤可配置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NetBackup for VMware 备份，并使
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快照复制。此功能需要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许可证。
表 10-3

配置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快照复制的步骤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配置 VMware 环境并添加必要许可证。

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在承载数据库的每台 ESX Server 上，添加 NetBackup
for Exchange 许可证和 Enterprise Client 许可证。
在运行 Exchange 的虚拟机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软件。

步骤 2

安装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请参见第 164 页的“安装适用于 vSphere 的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步骤 3

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请参见《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
南》。

步骤 4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以使用具有 NetApp
文件服务器访问权限的帐户登录。

要浏览和还原 VMware 备份快照副本中的粒度项，必
须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此帐户对
于 NetApp 磁盘阵列上所创建的 CIFS 共享必须具有
访问权限。
请参见第 173 页的“配置对 NetApp 磁盘阵列上的 CIFS
共享具有访问权限的 NetBackup”。

步骤 5

如果要从 VMware 备份中还原各个邮箱项目和公用 请参见第 170 页的“对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
文件夹项目，请查看粒度恢复的相关要求。
配置粒度恢复技术 (GRT)，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快照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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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6

使用 SLP 存储单元配置 VMware 策略，并启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按如下方式创建策略：
■

选择 VMware 策略类型。

■

选择要使用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必须为快
照复制配置此 SLP。

■

选择“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

请注意，如果要截断日志，必须首先在未启用日志
截断的情况下执行完全备份。
请参见第 162 页的“配置可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策略须知”。
将为保护 Exchange 的任何 VMware 备份自动提
供粒度恢复。您不需要在策略中启用粒度恢复。

■

请参见第 171 页的“配置一个 VMware 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备份 Exchange Server 以管理快
照复制”。
有关如何使用 VMware 备份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南》。
步骤 7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配置 Exchange 主机列
表。

对于 DAG、群集、专用网络中的备份，或者如果使用
代理主机，必须创建主机名称的映射。此配置包括在
主服务器的主机属性中。例如，每个 DAG 节点必须
可以使用 DAG 名称访问备份映像。
请参见第 39 页的“配置 Exchange 主机”。

步骤 8

对于 Exchange 2007，请禁用所有 Exchange 存储
组的循环日志记录。对于 Exchange 2010 和
2013，请禁用所有数据库的循环日志记录。

对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配置粒度恢复技术 (GRT)，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快照复制
本主题包含配置 NetBackup 环境的步骤，以便您可以从 VMware 备份还原单个
Exchange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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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4

对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配置粒度恢复技术 (GRT)，使
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快照复制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验证您是否有受支持的 Exchange Server 配置以及支 Application/Database Agent Compatibility List（应用
持 GRT 的介质服务器平台。
程序/数据库代理兼容性列表）
Software Compatibility List (SCL)（软件兼容性列表
(SCL)）

步骤 2

确保符合 Exchange Server 软件的要求。

请参见第 18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Exchange Server 软件要求”。

步骤 3

在所有 Exchange 邮箱服务器上，创建用于
NetBackup 的 Exchange 邮箱（或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
作的帐户”。

步骤 4

在所有 Exchange 邮箱服务器上，配置 Exchange 凭 使用在上一步中创建的帐户配置 Exchange 凭据。
据。
在群集环境或复制环境中，在群集中的每个数据库节
点上执行这些步骤。对于 Exchange 2010 和 2013，
在 DAG 中的每个数据库节点上执行这些步骤。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客户端主机属性中的 Exchange
凭据”。

配置一个 VMware 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备份 Exchange
Server 以管理快照复制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配置一个 VMware 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备份
Exchange Server 以管理快照复制。请注意，NetBackup 必须对 NetApp 磁盘阵列
上的 CIFS 共享具有访问权限。要截断日志，必须安装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请参见第 173 页的“配置对 NetApp 磁盘阵列上的 CIFS 共享具有访问权限的
NetBackup”。
请参见第 164 页的“安装适用于 vSphere 的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配置一个 VMware 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备份 Exchange Server 以管
理快照复制

1

创建新策略或打开要配置的策略。

2

在“策略”对话框中，单击“属性”选项卡。

3

在“策略类型”列表中，单击 VMware。
有关如何为 VMware 备份创建策略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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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策略存储”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必须为快照
复制配置此 SLP。
有关如何使用 VMware 备份配置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完整详细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Replication Director 解决方案指南》。

5

在“Snapshot Client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组中，单击“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6

单击“客户端”选项卡。

7

单击“通过查询自动选择”。
如果在使用查询时遇到问题，请在 VMware 选项卡上尝试将“主 VM 标识符”
从“VM 主机名”更改为“VMware 显示名称”。

8

从“要执行虚拟机自动选择的 NetBackup 主机”列表中，选择要使用的主机。

9

使用查询生成器创建用于选择要备份的虚拟机的规则。
有关查询生成器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
南》。

10 单击“备份选择”选项卡。
此选项卡将显示您在“客户端”选项卡上创建的查询。

11 单击 VMware 选项卡。
有关此对话框中的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
南》。

12 选择“主 VM 标识符”以用于对备份进行编录。
13 选择“启用 Exchange 恢复”。
此选项启用从虚拟机备份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或邮箱邮件。如果禁用了此选
项，您可以从备份恢复整个虚拟机，但是无法逐个恢复数据库或邮箱邮件。

14 （视情况而定）选择是否截断日志：
■

如果不希望截断事务日志，则无需对策略执行任何进一步的配置。
继续执行步骤 20。

■

如果要截断事务日志，必须首先在未启用日志截断的情况下执行完全备份。
如果未执行此初始完全备份，ASC 作业将失败。完成此备份后，在启用日
志截断的情况下执行完全 VMware 备份。
继续执行步骤 15。

15 单击“确定”保存该策略。
16 执行完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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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完成备份后，打开您在步骤 1 中创建的策略。
18 单击 VMware 选项卡。
19 在“启用 Exchange 恢复”下，选择“截断日志”。
此选项将在虚拟机的 VMware 快照完成时截断事务日志。

20 单击“确定”保存该策略。

配置对 NetApp 磁盘阵列上的 CIFS 共享具有访问权限的 NetBackup
可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管理 VMware 快照和快照复制，包括创建快照副本和将
映像复制到磁盘。要从快照副本浏览和还原 VMware 备份中的粒度项，必须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此帐户对于 NetApp 磁盘阵列上所创建的 CIFS
共享必须具有访问权限。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如果要还原数据库，无需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如果要从磁
盘映像中浏览或还原粒度项，也无需配置此帐户。

■

配置每个执行粒度操作的客户端。要确定配置哪些客户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

在群集环境中，在群集中的每个数据库节点上执行这些步骤。对于 Exchange
2010 和 2013，在 DAG 中的每个数据库节点上执行这些步骤。

配置对 NetApp 磁盘阵列上的 CIFS 共享具有访问权限的 NetBackup

1

打开 Windows 的“服务”应用程序。

2

双击“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条目。

3

单击“登录”选项卡。

4

添加对 NetApp 磁盘阵列上所创建的 CIFS 共享具有访问权限的帐户。要更改
“登录身份”帐户，您必须具有管理员组权限。
该帐户必须包括域名，其后是用户帐户 (domain_name\account)。例如，
recovery\netbackup。

5

键入密码。

6

单击“确定”。

7

停止并启动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8

关闭服务控制面板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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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 VMware 备份还原 Exchange 数据
从 VMware 备份还原 Exchange 数据的方式与使用 Exchange 代理从备份执行还原
的方式相同。虽然您使用 VMware 策略类型备份数据，但是需要使用
MS-Exchange-Server 策略类型进行还原。NetBackup 在用于还原的 VMware 备
份映像中显示 Exchange 数据。有关如何从 VMware 备份还原 Exchange 数据的信
息，请参见下列主题：
请参见第 121 页的“关于还原 Exchange 快照备份”。
请参见第 147 页的“关于还原单个 Exchange 邮箱项目和公用文件夹项目”。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将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还原重定向到其他路
径”。

一般说明
从 VMware 备份还原 Exchange 时，请注意下列事项：
■

您不能浏览或恢复 GPT（GUID 分区表）磁盘中的粒度项 (GRT)。

■

所有还原选项均可用。可以恢复到以下任意一项：
■

恢复存储组或恢复数据库

■

其他存储组或数据库

■

备用服务器
目标服务器可以是虚拟计算机，也可以是物理计算机。

选择源客户端和目标客户端
当您执行还原时，请务必选择适当的源或目标客户端。请注意以下几点：
■

在某些情况下，VMware 策略中的主 VM 标识符与为 VMware 主机配置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不匹配。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配置该客户端以执行重
定向还原。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

为了还原群集（包括 CCR 和 DAG），请选择源客户端的虚拟 Exchange Server
名称。如果用于 VMware 备份的客户端名称使用了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CCR 名称或 DAG 名称也会使用 FQDN 格式。

■

为了还原 Exchange 独立服务器，您必须选择 NetBackup 用于 VMware 备份的
源客户端名称。例如，特定 Exchange Server 使用的实际主机名为
Exchangesv1。使用“VMware 显示名称”Exchange_server1 配置 VMware 备
份策略，然后执行备份。当您要执行还原时，使用源客户端名称
Exchange_server1 浏览备份。

■

选择 NetBackup 可以识别的目标客户端名称。目标客户端名称必须是网络名称
或计算机名称。此名称必须允许 NetBackup 连接到 NetBackup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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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从 VMware 备份进行还原
希望从 VMware 备份还原 Exchange 数据库时并没有其他要求。但是，如果希望执
行粒度浏览和还原，请遵循以下要求：
■

必须在用于进行浏览或还原的客户端上配置 NFS。

■

要装入备份映像的客户端均必须具有未分配驱动器盘符。

■

对于还原操作，必须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为目标客户端配置
“Exchange 凭据”。

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的快照副本还原
希望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的快照副本还原 Exchange 数据库时并无其他
要求。但是，如果希望执行粒度浏览或从快照副本还原，请注意以下事项：
■

必须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此帐户对于 NetApp 磁盘阵列上
所创建的 CIFS 共享必须具有访问权限。

■

对于还原，必须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配置“Exchange 凭据”。

■

注意，当您浏览或还原快照副本时，NetBackup 不需要 NFS，也不需要未分配
的驱动器盘符以装入备份映像。

从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创建的磁盘映像还原
如果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来创建磁盘映像并希望执行粒度浏览或从该映像还
原，请遵循以下要求
■

必须在用于进行浏览或还原的客户端上配置 NFS。

■

要装入备份映像的客户端均必须具有未分配驱动器盘符。

■

要从磁盘映像还原，您不需要为具有可访问 NetApp 磁盘阵列的帐户的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配置登录帐户。对于粒度还原，必须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中为目标配置 Exchange 凭据。

对具有 VMware 备份的 Exchange 数据库启用被动副
本保护（Exchange 2010 和 2013）
对于 DAG 节点，仅会对选择要备份的 VM 上的主动数据库副本进行编录。不会编
录数据库的被动副本。只要安装了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就会截断被动副本的
日志文件。
要保护被动数据库副本，请按照过程中所述创建注册表值。指定 DAG 中的一个 VM
用作 DAG 中的备份服务器。然后，在该服务器上设置注册表值。此备份服务器应
具有 DAG 中每个数据库的被动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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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 VMware 备份的 Exchange 数据库启用被动副本保护

1

在用作备份服务器的 VM 上，启动 regedit.exe。

2

打开以下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NetBackup\CurrentVersion\Agents

3

创建名为 VM_Exchange_Backup_Passive_DBs 的新字符串值。

4

右键单击该新值，然后单击“修改”。

5

在“值数据”框中，键入 Yes。

6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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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已修复的 Exchange
Server 或备用 Exchange
Server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Exchange 数据库的恢复

■

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

关于 Exchange 数据库的恢复
表 11-1 介绍了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的步骤。
表 11-1

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修复 Exchange Server 或创建备用
Exchange Server

如果需要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则可以将其还原到已
修复的 Exchange Server 或还原到备用 Exchange
Server。有关执行 Exchange Server 的灾难恢复的说
明，请参见表 11-2。

步骤 2

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

请参见第 178 页的“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

将 Exchange 数据库恢复到已修复的 Exchange Server 或备用 Exchange Server
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3

将邮箱或公用文件夹数据提取到服务器。 在还原到备用服务器后，就可以将邮箱数据或公用文件
夹数据提取到该服务器。以下文章介绍了如何配置还原
操作的备用服务器：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9816

表 11-2 介绍了描述如何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的可用资源。
表 11-2

灾难恢复资源

Exchange 2010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dd876880(EXCHG.140).aspx

Exchange 2007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aa998848.aspx

所有 Exchange 版
本

www.microsoft.com/exchange

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
恢复 Exchange 数据库

1

在备用 Exchange Server 或已修复的 Exchange Server 上，创建与原始数据库
或存储组匹配的数据库（Exchange 2010 或更高版本）或存储组 (Exchange
2007)。
可以在主服务器上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查看要恢复的数据库或存储
组的正确逻辑名称。

2

装入和卸载要还原的每个数据库存储。
此操作将创建 NetBackup 进行还原所需的数据文件。

3

右键单击数据库存储，然后单击“属性”。

4

在“数据库”选项卡上，单击“此数据库可由还原重写”。

5

在备用 Exchange Server 或已修复的 Exchange Server 上安装 NetBackup 客
户端软件。

6

在主服务器上，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7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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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指定以下各项：
用于备份和还原的服务器

选择执行了备份的 NetBackup 服务器。

用于还原的源客户端

选择从其执行了备份的客户端。对于群集
或 DAG 环境，此客户端是虚拟 DAG 名称
或虚拟群集名称。

用于还原的策略类型

选择 MS-Exchange-Server。

用于还原的目标客户端

选择用来控制还原的客户端。此客户端是
备用 Exchange Server 或已修复的
Exchange Server。

单击“确定”。

10 还原数据库和事务日志。
请参见第 142 页的“从流备份中还原存储组或存储组数据库”。

11 重新连接已恢复到其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帐户的邮箱。
12 如果恢复到备用 Exchange Server，Symantec 建议从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备份中还原邮箱数据。
也可以使用第三方工具（如 EXMerge）从备用数据库或者 RDB 或 RSG 移动
各个项目。
有关 EXMerge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Microsoft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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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Server 的备份
和还原故障排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for Exchange 调试日志记录

■

查看脱离主机 Exchange Server 上的“事件查看器”日志

■

关于 NetBackup 状态报告

■

Exchange 还原操作故障排除

■

Exchange Server 事务日志截断错误

■

动态强制实施 Exchange 备份和还原的路径长度限制

■

Exchange 快照操作故障排除

■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作业的故障排除

■

针对 Exchange 2010 和 2013 增加的内存使用

■

DAG 备份和还原故障排除

■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和还原故障排除

关于 NetBackup for Exchange 调试日志记录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客户端软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调试日志，可用于解决
NetBackup 操作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 也可将调试日志记录用于 Exchange Server
备份和还原操作。
有关如何创建日志以及如何控制写入日志的信息量的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81 页的“自动为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客户端启用调试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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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81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备份操作的调试日志”。
请参见第 182 页的“NetBackup for Exchange 还原操作的调试日志”。
请参见第 185 页的“在 NetBackup for Exchange Windows 客户端上设置调试级别”。
确定问题的原因之后，可以删除以前创建的调试日志记录目录，以禁用调试日志记
录。 有关这些调试日志的内容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还提供了有关 NetBackup 客户端日志和 NetBackup 主服务器日志的其他信息。
请参见“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的联机帮助。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注意：在启用调试日志记录后，文件会变大， 普通文件备份将使用这些变大的文
件。

自动为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客户端启用调试日志
您可以通过运行用于创建每个日志目录的批处理文件来启用调试日志记录。要自动
创建所有日志文件目录，请运行以下项：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mklogdir.bat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备份操作的调试日志
您执行备份后，请调试位于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目录下的日志记录信
息。为每个进程创建子目录。调试日志文件名为 mmddyy.log。
有关日志记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快照备份

请参考以下日志：
■

bpbkar
对于脱离主机备份，bpbkar 日志将位于备用客户端上。

■

bpfis
对于脱离主机备份，bpfis 日志将位于备用客户端和主客户端上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的备份（非 请参考以下日志：
VMware）
■ bpbkar
■

nbfsd
此日志将出现在客户端和介质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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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备份

请参考以下日志：
■

bpbkar

■

bpfis

■

ncfnbcs
为了记录 ASC 问题和故障，在备份的虚拟机上创建了此日志。

Exchange 2010 及更高版本备 请参考以下日志：
份
■ bpbkar
■

bpresolver
此日志会写入 DAG 节点。要确定 DAG 主机服务器节点，请参见下列章节：
请参见第 191 页的“查找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的当前主机服务器”。

NetBackup for Exchange 还原操作的调试日志
您执行还原后，请调试位于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目录下的日志记录信
息。为每个进程创建子目录。调试日志文件名为 mmddyy.log。 对于旧式日志记录，
文件名为 mmddyy.log。对于统一日志记录，日志文件使用 Symantec 产品标准化
格式。
有关统一日志记录和旧式日志记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所有还原，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请参考以下日志：
(GRT) 的还原除外
■ bpbrm
■

此日志将出现在介质服务器上。
bpdbm

■

bprd

■

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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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粒度恢复技术的还原

请参考以下日志：
■

beds

■

bpcd

■

此日志将出现在目标客户端或代理客户端上。它适用于 GRT 浏览操作。
bpdbm

■

bpbrm

■

此日志将出现在介质服务器上。
bprd

■

nbfsd

■

此日志将出现在客户端和介质服务器上。此日志不适用于从 VMware 快照副本中执
行浏览及还原操作（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ncflbc
此日志针对 nblbc.exe。它将出现在目标客户端或代理客户端上。

■

ncfgre
此日志针对 nbgre.exe。它会出现在目标客户端上。

即时恢复和脱离主机即时恢复 请参考以下日志：
■

bpbkar
对于脱离主机即时恢复的还原操作，bpbkar 日志将出现在备用客户端上。

■

bpbrm

■

此日志将出现在主服务器上。
bpdbm

■

bpfis

■

此日志适用于即时恢复回滚还原。对于脱离主机即时恢复的还原，bpfis 日志将同
时位于主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上。
bppfi
对于脱离主机即时恢复的还原，bppfi 日志将同时位于主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上。

■

bprd

■

tar
对于脱离主机的即时恢复，此日志将出现在主客户端上。

Exchange 2010 及更高版本还 请参考以下日志：
原
■ bpbkar
■

bpdbm

■

bprd

■

bpresolver
此日志会写入 DAG 节点或其他目标客户端（如果指定）。要确定活动节点，请参
见下列章节：
请参见第 191 页的“查找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的当前主机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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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VMware 备份还原

请参考以下日志：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从
快照进行还原

■

bpbkar

■

bpdbm

■

bppfi

■

bprd

■

tar

请参考以下日志：
■

bpbkar

■

此日志会写入备份主机。
bpdbm

■

bpfis

■

此日志仅适用于 GRT 操作。此日志将出现在发生浏览或还原的客户端上。
bprd

■

ncfnbhfr

■

此日志会写入备份主机。
tar
此日志将写入目标 Exchange Server。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日志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在 Windows 事件日志中记录其活动。 调试日志还存在于
以下位置：
\Program Files\Symantec\Symantec VSS provider\logs

在注册表中启用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日志记录
在安装 Exchange 的 NetBackup 计算机上启用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日志记录。
在注册表中启用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日志记录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安装了 NetBackup 的计算机上。

2

打开 Regedit。

3

打开以下键：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ymantec\Backup Exec for Windows\Backup Exec\Engine\Logging

4

创建名为 CreateDebugLog 的新 DWORD 值。

5

右键单击该新值，然后单击“修改”。

6

在“值数据”框中，输入 1。

7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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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日志调试级别
要提高日志调试级别，请同时修改 C:\Windows 文件夹中的 pre-freeze-script.bat 和
post-thaw-script.bat 文件。在调用 BeVssRequestor.exe 的行中，将 -log 参数添
加到脚本中。VMware 确定调用的脚本。
增加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日志调试级别

1

请将 pre-freeze-script.bat 中的以下行从：
BeVssRequestor.exe -pre2 -logscreen !SkipExReplica! !SkipSQL!
!VMBackupType! !ExcludeList!

更改为：
BeVssRequestor.exe -pre2 -logscreen !SkipExReplica! !SkipSQL!
!VMBackupType! !ExcludeList! -log

2

并将 post-thaw-script.bat 中的以下行从：
BeVssRequestor.exe -post2 -logscreen !SkipExReplica! !SkipSQL!
!VMBackupType! !ExcludeList!

更改为：
BeVssRequestor.exe -post2 -logscreen !SkipExReplica! !SkipSQL!
!VMBackupType! !ExcludeList! -log

在 NetBackup for Exchange Windows 客户端上设置调试级别
要控制写入调试日志的信息量，请更改客户端上的“常规”、“详细”和“数据
库”调试级别。 通常，默认值 0 就足够了。 但是，技术支持人员可能会要求您将
此值设高一些以便分析问题。
调试日志位于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在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客户端上设置调试级别

1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程序

2

选择“文件”>“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

3

单击“故障排除”选项卡。

4

设置“常规”调试级别。
将此级别设置为 2。

5

设置“详细”调试级别。
将此级别设置为 5。

6

单击“确定”保存所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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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脱离主机 Exchange Server 上的“事件查看器”
日志
验证脱离主机备份的过程中，Exchange Server 将在脱离主机服务器上记录日志消
息。这些日志可以帮助排除备份验证阶段的故障。应用程序事件日志用于 Exchange
快照备份和还原以及一致性检查。如果远程服务器上未安装 Exchange Server，则
将无法查看这些日志的详细信息。
可以用下列方法之一查看远程服务器上的日志：
■

事件查看器
请参见第 186 页的“从事件查看器中连接到远程 Exchange Server”。

■

Exchange 系统管理工具
请参见第 186 页的“关于在远程服务器上安装 Exchange 系统管理工具”。

从事件查看器中连接到远程 Exchange Server
可通过在安装有 Exchange Server 的服务器上打开事件查看器来查看远程服务器上
的日志，然后连接到远程计算机（执行脱离主机备份的服务器）。
从事件查看器中连接到远程服务器

1

登录到安装有 Exchange Server 的服务器上。

2

打开事件查看器。

3

单击“操作”>“连接到另一台计算机”。

4

在“选择计算机”对话框中，单击“另一台计算机”。

5

键入远程服务器的名称，或单击“浏览”来选择服务器。

6

单击“确定”。

7

在左侧窗格中，单击“应用程序”查看与脱离主机备份相关的 Exchange 日
志。

关于在远程服务器上安装 Exchange 系统管理工具
要安装 Exchange 系统管理工具，请参考以下文章：
■

在 Microsoft 支持网站上，请参考文章 834121：
http://support.micro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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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etBackup 状态报告
NetBackup 提供了许多标准的状态报告，用来检查备份和还原操作的完成情况。另
外，用户和管理员还可设置站点所需的其他报告。
管理员可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访问操作进度报告。可以为“备份状态”、
“客户端备份”、“问题”、“所有日志条目”、“介质列表”、“介质内容”、
“介质上的映像”、“介质日志”、“介质摘要”和“写入的介质”生成报告。也
可为特定时段、客户端或主服务器生成这些报告。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了解详细信息。
客户端上的进度报告便于管理员对用户操作进行监视。当 NetBackup 客户端为每个
用户控制的备份或还原操作创建报告时，管理员可监视这些操作并检测可能发生的
任何问题。

查看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操作的进度报告
本主题介绍如何查看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备份或还原操作的进度报告。
查看 NetBackup for Exchange 操作的进度报告

1

选择“文件”>“查看状态”。

2

单击要检查其进度的任务。

3

单击“刷新”。
还提供了有关进度报告和消息含义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快速入门指南》。

Exchange 还原操作故障排除
查看以下信息以排除各种 Exchange 还原操作故障：
■

成功还原后，将记录事件 ID 2059。
如果还原仅包含未提交日志的备份，则 Exchange 可能会报告类似以下内容的
错误：
Event Type:

Error

Event Source:
MSExchangeRepl
Event Category: Service
Event ID:
2059

有关如何解决此问题的信息，请参考以下文章：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8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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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中包含一个括号的 Exchange 数据库还原可能会失败。
如果您在“备份、存档和还原”(BAR) 界面的左窗格中选择多个映像，则名称中
包含一个括号的 Exchange 数据库（如 Exch_DB[Sales]）还原可能会失败。要
解决此问题，请一次选择一个要还原的映像。

■

包含 bprestore 的 Exchange 邮箱操作会显示状态 5 错误。
如果使用 bprestore 命令启动 Exchange 邮箱还原操作，且遇到状态 5 错误，
请检查路径是否正确。bplist 命令未正确转义“[”和“]”字符。
例如，bplist 返回以下邮箱路径：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G1/Mailbox1/backrest100
[backrest100]/

对该路径进行编辑，使其显示如下：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SG1/Mailbox1/backrest100
\[backrest100\]/

注意：对于 VMware 备份和还原，您只需配置用于浏览备份的系统和用于还原
的目标客户端。在虚拟机备份期间，不需要使用此配置来捕获数据。

■

多个存储组的并行还原
在使用多个备份流（例如，对每个存储组使用一个数据流）时，只能正确装入
最后一个还原作业所还原的最后一个存储组。 其余存储组的恢复将不完整。
请采取以下更正操作之一：
■

若要从快照备份还原，需装入卸载的存储组。

若要从旧式（非快照）备份还原，需从最后一个备份集中逐个还原每个存储
组的日志。
要避免这些步骤，您还可以在单独的还原操作中逐个还原存储组。
■

还原到其他 Exchange Service Pack 或其他累积更新级别
NetBackup for Exchange 代理支持还原到最初创建备份的同一 Microsoft Service
Pack (SP) 或累积更新 (CU)。Microsoft 有时会引入 SP 或 CU 中的数据库架构更
改。 如果还原到其他 SP 或 CU 级别，数据库服务器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Exchange Server 事务日志截断错误
Exchange Server 在成功完成备份（对于完全备份和差异式备份类型）后，将删除
事务日志。如果 Exchange Server 在删除过程中遇到任何错误，会将此信息记录在
应用程序事件日志中。由于实际备份是成功的，因而 NetBackup 将以状态 0（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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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退出。有关使用事务日志时遇到的错误的信息，请参考 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文档。

动态强制实施 Exchange 备份和还原的路径长度限制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详细说明了路径长度超过 1023 的文件和目录会
自动从备份中排除这一情况。对于 Exchange MAPI 邮箱备份和启用 GRT 的备份，
路径长度限制会应用于各个邮箱文件夹和邮件。旧式邮箱备份遇到超出限制的项
时，备份作业会报告最终状态 1。此状态表示部分项没有备份，作业详细信息会显
示哪些项被跳过了。对于粒度备份，NetBackup 会在浏览和还原粒度备份映像的过
程中检查路径名长度限制，并报告异常。它会记录超出统一日志记录 ncflbc 或
ncfgre 日志中的限制的路径名。然后它会报告在还原到“查看状态”窗口期间跳过

的项目。

Exchange 快照操作故障排除
执行 Exchange 快照备份或还原操作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要从多路复用磁带还原快照备份，请还原整个存储组。如果尝试从包含多
个数据库的存储组中还原单个数据库，还原可能会失败。此问题将在以后的版
本中修复。

■

从快照映像还原时，如果数据库或存储组的事务日志文件夹中存在
Exxrestore.env 文件，则还原会失败。此临时 Exchange 文件可能是以前失败
的还原中留下来的，Exchange 中的 Windows 应用程序事件日志条目显示此文
件就是问题所在。请在尝试另一次还原之前手动删除此文件。

■

NetBackup 处理多个存储组或 Exchange 2010 数据库的快照时，bpfis.exe 的
内存使用率会增大。 在 NetBackup 测试中，每个存储组或数据库的 bpfis.exe
进程内存使用率会增加几 MB。 如果单个快照作业处理大量存储组或 数据库，
则进程虚拟内存大小可能超过 1 GB。要解决此问题，请确保有足够虚拟内存来
承担此增长，或者将备份分解为更小的快照。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 Exchange 作业的故障排
除
当使用 NetBackup 执行使用粒度恢复技术的备份或还原操作时，请注意以下事项：
■

禁用或卸载 QLogic SANSurfer 软件。此软件可能与 NFS 客户端的端口映射器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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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上安装 NFS 之前，请先查找 ONC/RPC Portmapper 服
务。如果存在此服务，请停止并禁用该服务。否则，安装 NFS Services for
Windows 将失败。

■

由于 VM 备份映像使用包含括号的显示名称，Exchange GRT 操作可能会失败。
例如，从“备份、存档和还原 (BAR)”界面执行的 GRT 实时浏览还原会失败，
并显示以下错误：
数据库系统错误

■

(Exchange 2010) 任务对象的“公司”字段未还原。

■

如果粒度处理操作未能成功完成，则启用 GRT 的备份可能会发生状态 1 错误。
活动监视器下的作业详细信息或错误日志会指示此故障是否为导致状态 1 的原
因。请执行以下操作：

■

■

有关更多信息，请查看 bpbkar 调试日志。

■

如果作业因粒度处理操作失败而以状态 1 结束，则数据流备份仍将截断事务
日志。在这种情况下，备份映像适用于数据库恢复。

NetBackup 必须可以联系到代理主机（如果适用）或目标客户端。
如果 NetBackup 无法联系此客户端，“问题”或“所有日志条目”报告中会显
示错误。NetBackup 错误日志中会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The granular proxy <clientname> for client <clientname> could not be
contacted. Unexpected results may have occurred. See bprd debug log for more
details.
Could not connect to <clientname> for virtual browse operation, errno=#,
bpcd_status=#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

对于 Exchange 2010，以下情形会导致还原失败，并显示状态 5：
■

将专用邮箱项目还原到公共文件夹

■

将公共文件夹项目还原到专用邮箱

在 ncfgre 日志中，会显示以下错误：
EWS Failed to get mailbox properties
■

如果您尝试将 Exchange 2010 公用文件夹项目还原为之前未创建的子文件夹，
则还原将失败，并出现状态 5。进度日志中显示以下错误：
MNR - error writing file: %1

要解决此问题，请执行以下解决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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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试还原操作。NetBackup 在尝试创建新的子文件夹时收到一个错误。但
是，子文件夹仍然创建成功。第二次尝试还原到同一子文件夹位置将会成
功。

■

在尝试还原前，请先手动创建该子文件夹。如果该子文件夹已存在，将成功
还原。

技术支持可能需要使用介质服务器的 nbfsd 日志。请谨慎使用 Verbose 设置，
因为 nbfsd 日志可能会变得非常庞大。

针对 Exchange 2010 和 2013 增加的内存使用
随着使用 Exchange 2010 或 Exchange 2013 的邮箱用户数量的增加，MONAD.EXE
在备份操作过程中会使用更多的内存。Symantec 正在与 Microsoft 一起解决此问
题。

DAG 备份和还原故障排除
DAG 备份和还原存在以下问题：
■

如果从 DAG 中的某个节点启动还原，则 DAG 备份的状态可能为空。
还原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备份的数据库或粒度项时，“备份、存档和还
原”(BAR) 界面中的还原状态可能显示为空。 如果从 DAG 中的某个节点启动还
原，则状态为空。应该从活动 DAG 节点或 NetBackup 服务器启动还原，才可
以看到正确的活动状态。

■

如果从当前未处于活动状态的 DAG 中的某个节点启动备份，则 DAG 环境中用
户启动的备份将会失败。
如果从虚拟 DAG 名称当前未处于活动状态的 DAG 中的某个节点启动备份，则
DAG 环境中用户启动的备份将会失败。请从活动 DAG 节点启动用户备份或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手动启动备份，以正确启动备份。

查找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的当前主机服务器
查找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的当前主机服务器

1

在其中一个 Exchange DAG 服务器上，启动“程序”>“管理工具”>“故障
转移群集管理”。

2

在左窗格中，选择 DAG。

3

在右窗格的“群集摘要”下，找到“当前主机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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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并重置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的备份状态
使用下列命令可显示并重置 DAG 的备份状态。提供了有关如何使用备份状态来选
择用于执行备份的节点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96 页的“Exchange 数据库可用性组 (DAG) 的备份状态和首选服务器列
表”。
注意：-EXDB 区分大小写
要显示“备份状态”数据库，请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输入下列命令之一：
bpclient -client host_name -EXDB
bpclient -All -EXDB

其中 host_name 是 DAG 的名称。此命令的输出如下所示：
EX_DB: DAG_DB3
EX_SRVR: EXSRV3
EX_DB: DAG_MBOX7 EX_SRVR: EXSRV3
EX_DB: EXCHDB001 EX_SRVR: EXSRV2

EX_TIME: 1259516017
EX_TIME: 1259516040
EX_TIME: 1259516018

EX_COUNT: 1
EX_COUNT: 2
EX_COUNT: 1

EX_STATUS: 156
EX_STATUS: 0
EX_STATUS: 0

注意：-exdb 区分大小写
要为特定 Exchange 数据库重置“备份状态”数据库，请输入以下命令：
bpclient -client host_name -update
-exdb <db_name:server_name[:timestamp:count:status]>

例如：
bpclient -client DAG_Name -update -exdb DAG_DB3:EXSRV1:0:0:0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和还原故障排除
在执行保护应用程序的 VMware 备份时，需要注意下列事项：
■

不管策略中选择了哪些应用程序，都会为每个虚拟机创建一个应用程序状态捕
获。

■

如果自上次发现以来 VMware 磁盘布局已更改，ASC 作业可能会失败。在这种
情况下，您必须通过降低“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用”选项的值来强制
NetBackup 重新发现虚拟机。请参见《NetBackup for VMware 管理指南》。

■

如果 ASC 作业失败，VMware 快照或备份则会继续。 无法还原特定于应用程序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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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会导致恢复作业或父作业退出并返回状态 1。

■

ASC 作业详细信息中会过滤 ASC 消息。

■

如果您为特定应用程序启用恢复，但是该应用程序不在虚拟机中，ASC 作业会
返回状态 0。

■

ASC 作业的详细信息可在活动监视器作业详细信息中找到。

■

如果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和 VMware VSS 提供程序在备份时均未安装，
Exchange 数据库不会处于静默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还原 Exchange
数据库后恢复该数据库，则可能需要使用 Exchange ESEUTIL 实用程序执行手
动步骤。

■

执行 bpfis，然后模拟 VSS 快照备份。 需要此项模拟，才能获取应用程序的逻
辑信息。

■

如果不包含为 VMware 备份安装 Exchange 的卷，则粒度浏览操作将失败。
如果使用 Exchange Protection 执行 VMware 备份，请确保包含安装 Exchange
Server 的卷。 例如，如果将 NetBackup 安装在 F:\ 上，而将 Exchange Server
安装在 C:\ 上，则将 C:\ 包含到备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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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配置 MAPI 邮箱和公用文
件夹操作 (Exchange 2007)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Exchange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

■

关于为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

■

为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

■

关于配置 Exchange 单一实例存储备份

■

针对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的策略建议

■

为单个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的备份配置策略

■

将备份选择添加到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的 Exchange 策略

■

为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创建备份选择列表时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

关于从 MAPI 邮箱备份和公用文件夹备份中排除 Exchange 项目

■

在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策略中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排除列表

■

在 MAPI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的 Exchange 备份选择列表中使用通配符

■

对单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执行用户控制的 MAPI 备份

■

从 MAPI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中还原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

■

从 MAPI 邮箱备份重定向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

■

NetBackup for Exchange MAPI 邮箱以及公用文件夹备份和还原操作的调试日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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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Exchange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是使用 MAPI 执行的。 这些操作需要在备份策略中使用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 或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
指令。此备份或还原类型仅适用于 Exchange 2007。
Symantec 建议您执行数据流备份或快照备份。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允许进
行邮箱恢复或公用文件夹恢复，但不足以进行灾难恢复。必须有 Exchange 数据库
备份才能进行灾难恢复。启用了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备份可以替换 MAPI 邮箱和
公用文件夹备份。

关于为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
NetBackup 必须具有 Exchange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的访问权限，才能执行以下操
作：
■

定义策略时枚举邮箱。

■

使用 MAPI 执行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对象的还原。

NetBackup 可以通过唯一具有执行备份和还原权限的 Exchange 邮箱访问
Exchange。此邮箱称为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在所有 Exchange 邮箱
服务器上配置此帐户，以及为执行邮箱操作的任何环境（包括群集环境或复制环
境）配置此帐户。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使用“本地系统”作为登录帐户。“本地系
统”帐户缺少足够的权限，无法执行远程 PowerShell 调用，因而无法枚举 Exchange
环境。使用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的凭据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
登录帐户。
表 A-1

为邮箱备份和还原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的步骤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在所有 Exchange 邮箱服务器上，为
NetBackup 创建 Exchange 邮箱。

按如下方式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
■

■
■

步骤 2

在所有 Exchange 邮箱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

Symantec 建议您创建一个名称唯一的邮箱。验证此邮箱
是否未被隐藏。
确保该帐户具有域权限。
请参考以下过程：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
户 (Exchange 2007)”。

请参见第 196 页的“为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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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的登录帐户
注意：NetBackup 7.6 在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中添加一个称作“Exchange
凭据”的新选项。此属性不适用于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对于这些操作，必须使
用 Exchange 凭据作为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使用“本地系统”登录。执行邮箱和公用文件
夹 (MAPI) 操作时需要使用不同的帐户，以便 NetBackup 具有执行 Exchange 备份
和还原的权限。有关如何创建此帐户的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36 页的“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Exchange 2007)”。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对于使用 MAPI 执行的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请在所有 Exchange 邮箱服务器
上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

在群集环境中，在群集中的每个数据库节点上执行这些步骤。

■

如果在 SAN 客户端上使用 NetBackup for Exchange，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和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服务应使用同一帐户。或者，也可以在客户端主机属性
中提供 Exchange 凭据。在这种情况下，则无需为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服务使
用相同的凭据。

为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登录帐户

1

打开 Windows 的“服务”应用程序。

2

双击“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条目。

3

单击“登录”选项卡。

4

为您针对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创建的帐户提供凭据。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要更改登录帐户，必须具有管理员组权限。该帐户必须包括域名，其后是用户
帐户 (domain_name\account)。例如，recovery\netbackup。

5

键入密码。

6

单击“确定”。

7

停止并启动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8

关闭服务控制面板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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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配置 Exchange 单一实例存储备份
Exchange Server 使用单一实例存储 (SIS) 来维护邮件的单一实例存储。对于发送
给同一服务器上多个用户的同一邮件，Exchange Server 中的该功能允许数据库保
留该邮件的一份副本。
要备份存储在 SIS 卷中的数据，请选择“对邮件附件启用单实例备份”。 在
Exchange 属性中为已安装 Exchange Server 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启用此选项。
请参见第 22 页的“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主机属性”。
请注意以下几点：
■

此功能仅适用于 MAPI 邮箱备份，而不适用于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的快照
备份或任何其他备份。

■

只将超过 100 KB 的附件作为 SIS 对象进行备份。小于 100 KB 的附件仍随每封
邮件一起备份。

针对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的策略建议
请参考针对 Exchange 2007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的以下策略建议：
■

创建用于备份邮箱对象的策略。此策略支持完全备份、增量式备份和用户控制
的备份。（在表 A-2 中）。

■

创建用于备份公用文件夹对象的策略。此策略支持完全备份、增量式备份和用
户控制的备份。（在表 A-3 中）。

■

“启用粒度恢复”和“执行快照备份”选项不适用于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

■

可以在邮箱或公用文件夹级别创建多个数据流。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在 MAPI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的 Exchange 备份选择列表
中使用通配符”。

■

示例策略包含 Exchange 备份的基本策略设置。有关如何创建策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请参见第 198 页的“为单个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的备份配置策略 ”。

表 A-2

邮箱备份的 NetBackup 策略示例

策略项

配置

策略类型

MS-Exchange-Server

备份选择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

自动备份频率

每周完全
每日增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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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项

配置

其他配置

可能无法在备份窗口内完成所有邮箱的备份。请考虑将较小
的邮箱组添加到多个策略。
“执行快照备份”和“启用粒度恢复”不适用于邮箱备份。

表 A-3

公用文件夹备份的 NetBackup 策略示例

策略项

配置

策略类型

MS-Exchange-Server

备份选择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

自动备份频率

每周完全
每日增量式

其他配置

“执行快照备份”和“启用粒度恢复”不适用于公用文件夹
备份。

为单个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的备份配置策略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策略包括各个邮箱对象或公用文件夹对象。 为这些对象配置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之前，请查看此备份类型所需的配置。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为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配置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主服务器。

2

启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3

如果站点中有多个主服务器，请从中选择一个要添加策略的服务器。

4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NetBackup 管理”>“策略”。然后依
次选择“操作”>“新建”>“策略”。

5

在“添加新策略”对话框的“策略名称”框中，为新策略键入一个唯一名称。

6

单击“确定”。

7

在“添加新策略”对话框的“策略类型”列表中，选择 MS-Exchange-Server。
除非主服务器具备数据库代理的许可证密钥，否则数据库代理策略类型不会显
示在下拉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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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填写“属性”选项卡上的条目。
请参见第 74 页的“关于策略属性”。

9

添加其他策略信息，如下所示：
■

添加日程表。
请参见第 76 页的“向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添加日程表”。

■

添加客户端。
请参见第 78 页的“将客户端添加到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策略”。

■

将数据库对象添加到备份选择列表中。
请参见第 79 页的“向 Exchange 策略添加备份选择”。
请参见第 200 页的“为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创建备份选择列表时的
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197 页的“针对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的策略建议”。

10 添加完所需的全部日程表、客户端和备份选择后，单击“确定”。

将备份选择添加到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的
Exchange 策略
备份选择列表定义要备份的 Exchange 对象，以及多个数据流的 Exchange 对象分
组。Exchange 对象通过指令进行定义。可以将单个对象名称追加到指令以指定某
个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可以使用通配符指定一组这样的对象。
注意：在备份策略中，包含仅来自一个指令集的指令。例如，不应将 Microsoft
Information Store:\ 和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 或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 添加到同一策略中。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中存在以下指令：
表 A-4
指令集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的 NetBackup for Exchange Server 指令
集和指令

指令

MS_Exchange_Mailbox NEW_STREAM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

说明
请参见第 200 页的“为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
创建备份选择列表时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从备份中排除 Exchange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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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集

指令

MS_Exchange_Public_ NEW_STREAM
Folders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

说明
请参见第 200 页的“为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
创建备份选择列表时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从备份中排除 Exchange 项
目”。

添加备份选择时，请参考以下主题：
■

请参见第 80 页的“通过浏览向备份选择列表中添加条目”。

■

请参见第 81 页的“手动向备份选择列表中添加条目”。

■

请参见第 81 页的“使用多个数据流执行 Exchange 备份”。

■

请参见第 83 页的“关于从备份中排除 Exchange 项目”。

为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创建备份选择列表时
的注意事项和限制
邮箱备份是使用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 指令执行的。公用文件夹备
份是使用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 指令执行的。
在为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创建备份选择列表之前，请查看以下信息：
■

要执行邮箱备份，除了进行策略配置，还需要执行附加步骤。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

使用邮箱指令或公用文件夹指令时，仅允许备份邮箱或文件夹。不能指定备份
个别邮件或个别公用文档。

■

Exchange 邮箱对象的根路径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 区分大小写。

请参见第 197 页的“针对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的策略建议”。

关于从 MAPI 邮箱备份和公用文件夹备份中排除
Exchange 项目
如果您不希望备份某些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可以创建排除列表。NetBackup 运行
NetBackup for Exchange 备份策略时，NetBackup 会忽略排除列表中出现的项目。
有关如何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创建排除列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以下内容之
一：
■

请参见第 84 页的“为 Exchange 客户端配置排除列表”。

■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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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排除某些文件和目录。这些默认排除项总是显示在管理控
制台的排除列表中。这些默认排除项如下所示：
■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bprd.d\*.lock

■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bpsched.d\*.lock

■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DB\data\*

■

C:\Program Files\Veritas\Volmgr\misc\*

表 A-5 提供可以添加到排除列表中的 Exchange 邮箱条目示例。
表 A-5

排除列表中的 Exchange 邮箱条目示例

此条目...

排除...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J*

名称以 J 开头的所有邮箱。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Joe Smith\

名称以 Joe Smith 开头的邮箱 Joe Smith 或 Joe
Smith [JoeS]。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Joe Smith [JoeS]\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Joe Smith*\Top of
Information Store\Deleted Items

邮箱 Joe Smith 的“已删除邮件”文件夹。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Top of
Information Store\Inbox\SPAM*

用户的“收件箱”中以 SPAM 开头的所有邮件。

表 A-6 提供可以添加到排除列表中的公用文件夹条目示例。
表 A-6

排除列表中的公用文件夹条目示例

此条目...

排除...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Marketing

根目录下名称为 Marketing 的公用文件夹。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Marketing\*.xls

名称为 Marketing 的公用文件夹下的所有 .xls 文档。

在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策略中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排除列表
此主题介绍如何从 Exchange 备份中排除项目。有关此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请参见第 200 页的“关于从 MAPI 邮箱备份和公用文件夹备份中排除 Exchange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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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显示了包含两个数据库的排除列表：
注意：对于群集环境中的备份，请选择每个节点，并在每个节点上执行配置过程。
必须在每个节点配置相同的设置。如果更改客户端虚拟名称的属性，则 NetBackup
只会更新活动节点或当前节点。
在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策略中配置 Exchange 客户端排除列表

1

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远程管理控制台。

2

在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客户端”。

3

在右窗格中，选择要配置的 Exchange 客户端。

4

单击“操作”>“属性”。

5

展开“Windows 客户端”，并单击“排除列表”。

6

单击“添加”。

7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指定要排除的对象：
■

在“策略”字段中，选择“<<所有策略>>”或键入特定策略的名称。

■

在“日程表”字段中，选择“<<所有日程表>>”或键入特定日程表的名称。

■

在“文件/目录”字段中，按照以下格式键入存储组或数据库的名称：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J*

在 MAPI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的 Exchange 备份选
择列表中使用通配符
通配符可用来定义多组邮箱或公用文件夹。这样，不必在备份选择列表中逐个指定
对象就可以备份多个对象。同时还必须启用“多个数据流”。如果未启用此功能，
则备份将失败。
请参见第 81 页的“使用多个数据流执行 Exchange 备份”。
表 A-7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支持的通配符

通配符

操作

星号 (*)

用于替换零个或多个字符。指定星号为字符串中的最后
一个字符。
示例：使用 a* 指定以 a 开头的所有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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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配符

操作

问号 (?)

用于替代名称中的一个或多个字符。
示例 1：字符串 s?z 将处理第一个字符为 s、第二个字
符为任意字符、第三个字符为 z 的所有对象。
示例 2：字符串 Data??se 将处理前四个字符为 Data、
第五个和第六个字符为任意字符、第七个和其他字符为
se 的所有对象。

左方括号和右方括号 ([ ... ])

用于匹配方括号中括起来的任一字符。减号 (-) 可以用于
表示一定范围的连续字符，例如，[0-9] 等同于
[0123456789]。

注意：当减号 (-) 出现在字符串的末尾时，则无此特殊含
义。

注意：当右方括号 (]) 为方括号内的第一个字符时，不视
为字符串结束标记。例如，[] a-f] 要么与右方括号 (])
匹配，要么与从 a 到 f（包括 a 和 f）的连续 ASCII 字母
中的某一个匹配。星号 (*) 和问号 (?) 在这样的字符串中
表示它们自身。

在备份选择列表中使用通配符时，应用以下规则：
■

每个备份选择列表条目只能有一个通配符模式。

■

如果一个通配符模式无效，将按字面意思处理。

■

通配符模式仅在路径名的最后一段中有效。
正确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John Anderson [janderson]\Top of
Information Store\*

错误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John Anderson [janderson]\*\Inbox
■

对于 Exchange 邮箱路径：只要通配符是路径段中的最后一个字符，路径中的
任何一段都可以包含通配符。这些路径段包括邮箱分层结构中的邮箱名称、文
件夹或邮件。
正确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John Anderson [janderson]\Top of
Information Store\*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John Anderson [janderson]\Top of
Information Store\[a-h]*

错误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a-h]*\Top of Information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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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John Anderson [janderson]\Top*\
■

对于 Exchange 公用文件夹：只要通配符是路径段中的最后一个字符，路径中
的任何一段都可以包含通配符。这些路径段包括工作区名称或工作区文件夹。
正确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Folder1\Subfolder?

错误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Folder?\Subfolder1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Subfolder1

对单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执行用户控制的 MAPI 备份
需要先进行特殊配置，才能对单个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执行备份。
请参见第 195 页的“关于为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配置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
注意：用于登录的用户帐户必须具有与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相同的
Exchange 权限。
要备份个别邮箱、邮箱文件夹或公用文件夹，备份策略必须包含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 或 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 指令。
或者，可以通过启用“启用粒度恢复”的数据库备份策略执行用户控制的备份。不
能使用数据库备份策略备份单个邮箱、邮箱文件夹或公用文件夹。但是，可以从数
据库备份还原这些项目。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对 Exchange Server (Exchange 2007) 执行用户控制的流备份”。
请参见第 112 页的“执行用户控制的 Exchange Server 的快照备份”。
使用 MAPI 对单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执行用户控制的备份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服务器。

2

在 Exchange Server 上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3

单击“文件”>“选择要备份的文件和文件夹”。

4

选择“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5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提供以下信息：
■

要执行备份的服务器。

■

如果处于群集环境中，请指定虚拟 Exchange Server 的名称。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为 Exchange Server 备份操作选择源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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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展开包含要备份的对象的节点，并选择这些对象。
请参见第 205 页的表 A-8。

7

单击“操作”>“备份”。

8

选择所需的备份选项。
请参见第 112 页的“用户控制的 Exchange 备份选项”。

9

单击“开始备份”。

10 要查看备份进度，请单击“是”。
如果不想查看备份进度，请单击“否”。
选择单个 Exchange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进行用户控制的备份

表 A-8
节点

选择

Microsoft Exchange 邮箱

邮箱
邮箱文件夹

Microsoft Exchange 公用文件夹

公用文件夹

从 MAPI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中还原 Exchange 邮
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
要将邮箱对象还原到另一个位置，需要执行不同的过程。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将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还原重定向到其他路
径”。
请注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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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邮箱时，将还原邮箱中包含的所有文件夹和邮件。可以选择从邮箱备份映
像中还原特定文件夹和/或邮件。

■

当还原文件夹时，将还原此文件夹中包含的所有子文件夹和邮件。也可以选择
从文件夹备份映像中还原特定子文件夹和/或邮件。

■

不要在同一还原作业中还原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和数据库备份。如果数据库
还原首先开始，则在还原期间，NetBackup 将卸载数据库。或者它要求在还原
之前卸载数据库。然后，正在卸载的数据库将导致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还原
失败。另一种情况是，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项目的还原在 Exchange 数
据库还原开始之前完成。然后，还原 Exchange 数据库会删除已还原的邮箱或
公用文件夹对象。

从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中还原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服务器。

2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3

依次单击“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从正常备份”。

4

单击“文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5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选择服务器和策略类型。

6

从“NetBackup 历史记录”窗格中，单击包含要还原对象的映像。
Symantec 建议您一次选择一个备份映像集进行单项还原。不过此建议并非强
制性，因此您可在需要时还原多个邮件副本。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7

8

■

上次完全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所有后续差异式备份

■

上次完全备份和上次累积式备份

展开以下选项之一：
■

Microsoft Exchange 邮箱

■

Microsoft Exchange 公用文件夹

在“所有文件夹”窗格中，从以下对象中选择要还原的对象：
■

邮箱

■

邮箱文件夹

■

邮箱对象

■

公用文件夹

■

公用文件夹中的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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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忽略 DLL 文件夹。
下图显示了邮箱还原。

所有对象都显示为文件夹和邮件。可以通过主题行标识某些非邮件对象。例
如，如果创建一个名为 Appointment1 的日历事件，则该名称将显示在该对象
的主题行上。
但是，像窗体和视图等某些对象没有主题行（尽管可以为其命名）。因此，可
能不容易识别它们。

9

单击“操作”>“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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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 Microsoft Exchange 选项卡上，选择是否要还原现有的邮箱邮件。
请参见第 149 页的“用于还原 Exchange Server 邮箱对象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选
项”。

11 可以将单个邮箱项目还原到备用邮箱或邮箱文件夹。
请参见第 152 页的“关于将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的还原重定向到其
他路径”。

12 单击“开始还原”。

从 MAPI 邮箱备份重定向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
要将 Exchange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的还原位置重定向到其他路径，请检查是否满足
以下要求：
■

您必须指定一个绝对路径。

■

在目标路径中，不能更改以下路径段：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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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Exchange Public Folders:\

如果更改路径的这一部分，NetBackup 将尝试像还原正常（非 Exchange）文件
那样还原对象。
■

目标邮箱或目标文件夹必须有关联的用户帐户。

■

在还原公用文件夹时，将公用文件夹名称更改为要还原到的文件夹。此文件夹
不一定要存在。

■

重定向邮箱备份时，如果修改 Exchange 文件夹的名称，则 NetBackup 会将选
定的对象还原到指定的文件夹名称。这些 Exchange 文件夹包括 Top of
Information Store、Views 和 Finder 等。浏览备份时可看到新文件夹，以后备份
该邮箱时会备份到新文件夹。但是，不能使用 Outlook 查看到该文件夹以及其中
的任何子文件夹和邮件。

重定向邮箱或公用文件夹项目的还原时，请考虑以下示例：
■

如果要将 Mailbox 1 的内容还原到 Mailbox 2\Folder，请在“目标”框中指
定以下各项：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Mailbox 2\[mailbox 2]

有关完整说明，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54 页的“重定向 Exchange 邮箱、邮箱文件夹或公用文件夹的还原”。
■

如果要将 Mailbox 1 中的 Inbox 的内容还原到同一邮箱中的文件夹 Other 中，
请在“目标”框中指定以下各项：

Microsoft Exchange Mailboxes:\Mailbox 1\Top of Information Store\Other

有关完整说明，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56 页的“将 Exchange 文件夹、邮件或文档的还原重定向到其他路径”。

NetBackup for Exchange MAPI 邮箱以及公用文件夹
备份和还原操作的调试日志
执行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或还原后，调试日志记录信息将放置在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目录中。为每个进程创建子目录。调试日志文件
名为 mmddyy.log。
有关日志记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对于备份，请参考下列日志：
■

beds

此日志适用于使用 MAPI 的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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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MAPI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 (Exchange 2007)
NetBackup for Exchange MAPI 邮箱以及公用文件夹备份和还原操作的调试日志

■

bpbkar

对于还原，请参考下列日志：
■

beds

此日志适用于使用 MAPI 的邮箱和公用文件夹还原。
■

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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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etBackup 传统网络服务
(Exchange 2010)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配置 NetBackup 旧式网络服务 (Exchange 2010) 的登录帐户

配置 NetBackup 旧式网络服务 (Exchange 2010) 的
登录帐户
注意： 在 NetBackup 7.6 之前，对于 Exchange 2010 DAG 配置，必须配置
NetBackup 旧式网络服务的登录帐户。登录帐户需要具有执行 Exchange 数据库操
作和粒度 (GRT) 操作的权限。将不再需要此配置，将在客户端主机属性中配置
Exchange 凭据。虽然现有 NetBackup 客户可以继续为此服务配置登录帐户，但
Symantec 建议使用此新配置。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旧式网络服务使用“本地系统”帐户登录。 需要一个不同
的帐户，使 NetBackup 获得必要的本地系统权限来执行 Exchange 2010 DAG 备
份。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对 DAG 中的每个邮箱服务器执行这些步骤。

■

对于使用 GRT 进行的还原，请配置执行粒度操作的每个客户端。要确定配置哪
些客户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43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非 VMware 备份 ”。
请参见第 44 页的“Exchange 粒度客户端和 VMware 备份”。

NetBackup 传统网络服务 (Exchange 2010)
配置 NetBackup 旧式网络服务 (Exchange 2010) 的登录帐户

配置 NetBackup 旧式网络服务的登录帐户

1

打开 Windows 的“服务”应用程序。

2

双击“NetBackup 旧式网络服务”条目。

3

单击“登录”选项卡。

4

提供先前创建的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帐户的名称。要更改“登录身份”
帐户，您必须具有管理员组权限。
请参见第 33 页的“创建用于 EWS 访问的特权 NetBackup 用户帐户（Exchange
2010 和 2013）”。
请参见第 34 页的“为 Exchange 操作（Exchange 2010 和 2013）创建最小权
限的 NetBackup 帐户”。
该帐户必须包括域名，其后是用户帐户 (domain_name\account)。例如，
recovery\netbackup。

5

提供密码。

6

单击“确定”。

7

停止并启动 NetBackup 旧式网络服务。

8

关闭服务控制面板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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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属性 24
“备份文件”对话框 112
“对邮件附件启用单实例备份”属性 25
“还原后装入数据库”属性 121, 141
“还原前卸载数据库”属性 121, 141
“还原最后一个备份集后提交”属性 121, 141
“即时点恢复 (只重放已还原的日志文件)”属性 121, 141
“快照验证 I/O 限制”属性 24
“前滚恢复 (重放所有日志文件)”属性 121, 141
“日志文件的临时位置”属性 141
“使用 Microsoft 卷影复制服务 (VSS) 备份前执行一致
性检查”属性 25
“使用加速器”属性 162, 164
“完全备份期间日志文件的备份选项”属性 24
“一致性检查失败时继续备份”属性 25
“在即时恢复备份成功后截断日志”属性 24
“重定向到恢复存储组”属性 121

A
安装
对 NetBackup 服务器的要求 17
对 NetBackup 客户端的要求 18
添加许可证密钥 20
安装和配置网络文件系统 (NFS) 49

B
BeVssRequestor.exe 184
bpduplicate 命令 66
保护 Exchange 的 VMware 备份 159
还原自 174
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 101
报告
介质 187
可操作 187
客户端 187
备份
手动 69, 108
自动 69, 108

备份, 快照
故障排除 189
类型 88
限制 89
要求 19
备份, 手动 69, 108
备份, 用户控制的 69, 114
另请参见 备份, 自动
复制备份 76, 115
和群集环境 111
快照 112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 204
备份, 自动 69, 108
从 VSS 备份中排除项目 83–84
从邮箱备份和公用文件夹备份中排除项目 200–
201
快照 91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 200
备份类型
差异增量式备份 76
累积增量式备份 76
完全备份 76
用户 76
支持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42
备份所有日志文件 26
备份选择
浏览以查找 80
手动添加 79
备份源，为 DAG 或复制备份配置 94

C
CCR 环境 11, 89
测试策略配置 108
策略配置
Exchange 2010 和 2013 91
测试 108
概述 70
日程表 76
属性 74
数据流备份 106
添加客户端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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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备份 199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备份 198
指定要备份的对象 79–80
从 VSS 备份中排除存储组或数据库 83–84
从邮箱备份和公用文件夹备份中排除文件夹和文
件 200–201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11, 169
存档邮箱 148

D
DAG 备份 18
配置备份源 94
配置权限 39
单一实例存储 (SIS) 11, 25, 197
调试日志 180
调试级别 185
对于备份操作 181–182
还原之后的应用方法 120
启用 181
用于还原操作 182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操作 209
多个数据流 81
多租户环境 11

E
e0y.log 86
edb.log 86
Exchange VSS 写入器 160
Exchange Web 服务 32
Exchange 粒度代理服务器主机 39
Exchange 粒度代理主机 26
Exchange 凭据属性 25

F
分布式应用程序还原映射 39
复制 GRT 备份 66
复制备份 69, 76
复制备份，配置备份源 94

G
GPT 磁盘 18–19
GRT 备份的仅编录操作 66
故障排除
NetBackup 操作的状态 187
NetBackup 调试日志 180
查看脱离主机服务器上的“事件查看器”日志 186
快照操作 189
事务日志 189

关键字短语 112

H
还原 120
另请参见 还原, 快照
另请参见 还原, 使用粒度恢复技术 (GRT)
另请参见 还原, 数据流
另请参见 还原, 重定向
CCR 环境 127
LCR 环境 126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的字符转换 148
还原, 快照 120, 125, 134
故障 120
故障排除 189
和即时点恢复 121
数据库可用性组 122
现有的事务日志 120
限制 89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 149
还原, 数据流 120
存储组 142
存储组数据库 142
单一实例存储 (SIS) 197
故障 120
还原后手动装入数据库 141
恢复存储组 (RSG) 144
现有的事务日志 120
要求 142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 149
还原, 邮箱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 205
还原, 重定向
Exchange 2007 快照备份到存储组 135
Exchange 2007 快照备份到恢复存储组 138
Exchange 2010 或 2013 快照备份 131
到另一个数据库或恢复数据库的 Exchange
DAG 128
到其他客户端 118
到其他目标或数据库位置 117
要求 153, 208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 154, 156
邮箱或公用文件夹对象 152
还原单个邮箱和公用文件夹对象, 前提条件 148
恢复存储组 (RSG), 将数据流备份还原到 144

J
即时恢复 75, 94
策略建议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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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98
和卷回滚 98
和粒度恢复技术 (GRT) 103
和文件回写 98
配置备份日程表 103–104
启用 101
要求 20
加密 11, 75
兼容性信息 17
仅备份未提交的日志文件 26

K
客户端, 添加 78, 118
客户端列表 78–79
快照
MS-Exchange-Server 24
Replication Director 29
快照验证 I/O 限制 25

L
LCR 环境 11
粒度代理主机 43–44
粒度恢复技术 (GRT)
描述 42
使用物理服务器名称时 79
为多台 Exchange 主机配置备份 39
支持的 Exchange 配置 47, 165, 170
支持的备份类型 42
支持的介质服务器平台 47, 165, 170
粒度客户端
VMware 备份 44
非 VMware 备份 43
链接的邮箱 148

M
Microsoft Exchange 属性 75

N
nbfsd. 请参见 NetBackup 文件系统后台驻留程序
nbfsd 端口 65
NetApp
磁盘阵列 29
NetBackup Exchange 操作的帐户, GRT 操作 31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功能 11
NetBackup 加速器 167
NetBackup 旧式网络服务登录帐户, 配置 211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登录帐户
配置 GRT 操作 67

为邮箱操作配置 195–196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要求 18
NetBackup 文件系统后台驻留程序 14

Q
启用粒度恢复 75
启用粒度恢复属性 74
群集 18
配置权限 39
支持 11

R
Replication Director 11, 169–171
从快照备份 174
Replication Director, 对 NetApp 磁盘阵列上的 CIFS
共享的访问权限 173
日程表
频率 77
属性 77
添加 76

S
SAN 客户端, 帐户 67, 196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服务 67, 196
Storage Foundations for Windows (SFW) 19–20, 89,
100
Symantec VSS 提供程序 18, 160
安装 164
日志 184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属性 74
使用物理服务器名称与使用 DAG 虚拟名称 79
事务日志
工作目录 120
和即时恢复 27
和快照备份 89
和增量式备份 76
即时点恢复 121, 141
前滚恢复 121, 141
以及故障排除 189
重放所有 120
首选服务器列表 95
术语 14
所需的备份介质 17

T
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 25, 44
通配符 82–83, 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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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主机备份 91, 94
Snapshot Client 许可证 101
配置客户端和服务器权限 43
配置权限 39
要求 20

V
VMware VSS 提供程序 160, 164
VMware 备份, 配置服务 67
VMware 备份, 支持 11
VMware 备份的日志截断 160
VMware, 策略 162, 169

W
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174
网络文件系统 (NFS), 介绍 49

X
虚拟名称, 指定 78, 118
许可证密钥 20
循环日志记录, 和增量式备份 76
压缩 11, 75

Y
要求
使用带有 NetBackup for Exchange 的 Exchange
Server 18
一致性检查 11
快照备份 20, 90
配置暂停 25
一致性检查, 快照备份 20, 90
应用程序状态捕获 (ASC) 159
用于保护 Exchange Server 的 VMware 备份 167, 171
用于还原的权限 32, 195
原始设备映射
VMware 161
允许多个数据流 74

Z
灾难恢复 99, 177
指令
混合指令集 79, 199
描述 79
邮箱和公用文件夹 199
主 VM 标识符 174
专用网络
配置权限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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