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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

NetBackup for Oracle 功能

■

NetBackup for Oracle 术语

■

使用 Oracle 智能策略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操作

■

使用基于脚本或模板的策略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操作

■

关于 Oracle RMAN

■

关于 Oracle 恢复目录库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NetBackup 将 Oracle 恢复管理器 (RMAN) 的数据库备份和恢复功能与 NetBackup
的备份和恢复管理功能集成在一起。
图 1-1 显示 NetBackup 配置中的主要组件。承载 Oracle 数据库的服务器必须是
NetBackup 客户端。 主服务器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还必须获得了许可。

介绍
NetBackup for Oracle 功能

示例网络上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图 1-1

承载 Oracle 数据库的系统

包含 Oracle
数据库恢复目录库的系统

NetBackup for Oracle 提供：
- 示例配置程序
- 示例脚本文件
- Symantec I/O 库 (libobk)
- bporaimp 和 bporaexp

要备份或还原的
Oracle数据库

其他 NetBackup软件：
- NetBackup 客户端（必需）

Oracle 数据库软件提供：
– Oracle 恢复管理器 (RMAN)
– Oracle 调用接口 (OCI)

网络 (TCP/IP)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
远程介质服务器

存储单元

NetBackup 软件：
–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NetBackup for Oracle 功能
下表显示了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主要功能：
表 1-1

NetBackup for Oracle 功能

功能

描述

介质和设备管理

介质管理器支持的所有设备对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均可用。

预定功能

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预定工具可用于预定自动的和无人值
守的 Oracle 备份。
使用该功能还可以选择这些操作的执行时间。例如，为避免干
扰白天的正常工作，可以将数据库备份仅安排在晚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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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多路复用的备份和还原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您可以利用 NetBackup 的多路复
用功能。多路复用功能将多个数据流引导到一个备份设备，因
此可以缩短完成操作所需的时间。

透明的 Oracle 和常规文件
系统的备份和还原操作

所有备份和还原都可同时而透明地进行，而不需要 NetBackup
管理员执行任何操作。数据库管理员可以通过 NetBackup 运行
数据库备份和还原操作。管理员或其他任何授权用户都可以使
用 NetBackup 来运行数据库备份和还原。
如果使用命令行界面、模板或脚本，则必须使用基于脚本或模
板的 Oracle 策略。 这些策略使用 Oracle 的恢复管理器
(RMAN)，就像没有 NetBackup 时一样。

Oracle 实例管理

Oracle 实例发现服务在 NetBackup 环境中每隔五分钟自动轮
询客户端一次。 该服务将已发现的实例收集在实例存储库中。
用户可以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或者通过使用 nboraadm
命令查看实例。
可以创建多个实例组，每个实例组都包含已向一组常见凭据注
册的一组实例。 可以为新发现的实例创建一个默认实例组，然
后可以自动将这些新发现的实例注册到此组中。
可以选择 Oracle 备份策略要包含的 Oracle 实例和实例组。可
以为该默认实例组创建策略，以确保自动保护所有新创建的实
例。
Oracle DBA 可以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使用 nboraadm 命令
管理实例、实例组及其凭据。在只有 DBA 知道而 NetBackup
管理员不知道 Oracle 凭据的环境中，此命令非常有用。

共享用于其他文件备份的存 您可以共享其他备份使用的相同设备和介质，或为 Oracle 提供
储单元
对某些设备和介质的独占使用权。 NetBackup for Oracle 可以
使用介质管理器、磁盘、PureDisk 存储单元等。
集中备份操作和联网备份操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可以为任何客户端或实例预定数据
作
库备份或手动启动它们。 Oracle 数据库还可驻留在与
NetBackup 用于存储备份的设备不同的主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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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图形用户界面

NetBackup 为客户端用户和管理员提供下列图形用户界面：
■

“备份、存档和还原”用户界面

■

用于 Java 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

NetBackup OpsCenter

NetBackup OpsCenter 是基于 Web 的图形用户界面，用于执
行 Oracle 引导式恢复克隆操作。
请参见第 111 页的“关于 OpsCenter 引导式恢复”。
数据库管理员或 NetBackup 管理员可以从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图形用户界面启动 Oracle 的备份或还原操作。
模板

NetBackup for Oracle 数据库向导可以为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创建备份和恢复模板。可以从“备份、存档和还原
(BAR)”界面中启动备份向导和恢复向导。 这些向导将生成独
立于平台的模板，其中包含软件在执行备份和还原时使用的配
置信息。
向导生成的模板不支持所有的 Oracle 内置功能。您可能需要使
用操作系统定义的脚本语言来编写自定义的备份或还原脚本。
您可以模板为基础来编写脚本。

Oracle 引导式恢复克隆

“引导式恢复”会从备份克隆 Oracle 数据库，并简化从现有数
据库的备份创建新数据库的过程。“引导式恢复”使用在
OpsCenter 图形用户界面上执行的 Oracle 克隆向导。

并行备份和还原操作

NetBackup for Oracle 支持并行备份和还原 RMAN 功能。 例
如，可以为单个 Oracle 备份或还原操作同时运行多个磁带设
备。此功能缩短了完成操作所需的时间。

压缩

压缩提高了网络备份的性能，并缩小了 NetBackup 写入存储单
元的备份映像的大小。

支持 Replication Director

Replication Director 可用于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快照。 然后
可以将快照复制到其他 NetApp 磁盘阵列，或者将快照备份到
存储单元中。 要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Oracle 数据库必须
存在于 NetApp NAS 磁盘阵列上。此时在 SAN 存储上不支持
Replication Director。
只有 UNIX 和 Linux 平台才支持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Oracle 快照备份。

NetBackup for Oracle 术语
表 1-2 解释一些与 NetBackup 有关的 Oracle 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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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Oracle 术语

术语

定义

完全备份

“完全备份”将所有块都备份到备份集，只跳过那些从未使用过的数据
文件块。 请注意，完全备份不同于整个数据库备份；“完全”这个词
只表示这种备份不是增量式备份。
完全备份对后续增量式备份没有任何影响，这也是它不被看作是增量策
略一部分的原因。换句话说，完全备份不影响在后续的增量式备份中包
括哪些块。

增量式备份

增量式备份仅备份自上一次备份以来更改过的那些块。Oracle 允许您创
建和还原数据文件、表空间和数据库的增量式备份。可以在增量式备份
集中包含一个控制文件，但必须包含整个控制文件，在此类备份中不会
跳过任何块。

多级增量式备份

RMAN 允许您创建多级备份。 RMAN 可以创建多级增量式备份。 值 0
或 1 表示每个增量式级别。
级别为 0 的增量式备份（后续增量式备份的基础）复制所有包含数据的
块。 您可以将 0 级数据库备份创建为备份集或映像副本。
0 级增量式备份和完全备份之间的唯一差异是：完全备份绝不会包括在
增量式策略中。 因此，0 级增量式备份正好是大于 0 级父增量式备份的
完全备份。
执行多级增量式备份的好处是不用总是备份所有的块。 大于零 (0) 级的
增量式备份只复制修改过的块。 因此，可显著降低备份大小并缩短备
份所需的时间。备份文件的大小只取决于修改过的块数和增量式备份的
级别。

差异增量式备份

在 1 级差异备份中，RMAN 将备份自 1 级（差异或累积）或 0 级的最
近一次备份以来更改过的所有块。 例如，在 1 级差异备份中，RMAN
将确定哪个 1 级备份是最近一次备份。 RMAN 将备份自该备份以来修
改过的所有块。 如果 1 级不可用，则 RMAN 将复制自基本的 0 级以来
更改过的所有块。

累积增量式备份

在 1 级累积增量式备份中，RMAN 将备份自 0 级的最近一次备份以来
更改过的所有块。
累积增量式备份减少了还原时需执行的操作。累积增量式备份确保还原
时仅需一个来自任何特定级别的增量式备份。 但是，累积式备份会重
复在以前的同一级别备份中所完成的工作，因此与差异增量式备份相
比，累积式备份需要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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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racle 智能策略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操作
使用 Oracle 智能策略功能，可以创建用于指定要备份的一个或多个 Oracle 实例的
策略。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可用的实例存储库中对实例进行管理。实例存
储库包含驻留在 NetBackup 环境中的所有已发现以及手动创建的 Oracle 实例。通
过实例管理，可以使用一组凭据来添加、更改、删除和注册实例。
请参见第 46 页的“Oracle 智能策略的实例管理”。
要创建 Oracle 智能策略，可以使用“策略配置向导”或“策略”实用程序。 “策
略配置向导”更易于使用，因为它将通过为大多数配置自动选择最佳值来引导您完
成设置的过程。 但是该向导未提供所有的策略配置选项（例如，基于日历的预定）。
创建策略后，可以使用“策略”实用程序来配置不属于向导的选项。
策略创建包括将实例分配给策略。 Oracle 智能策略不要求您知道 RMAN 如何工作
或者如何使用模板和脚本。 功能是基于实例的，而不是基于模板脚本的。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 Oracle 智能策略”。
NetBackup for Oracle 包括一个可使 RMAN 使用 NetBackup 的功能库。在 UNIX
上，NetBackup 使用 RMAN SBT_LIBRARY 参数将 RMAN 服务器软件与 NetBackup
for Oracle 安装的介质管理 API 库链接。在 Windows 上，NetBackup for Oracle 库
位于 c:\Windows\system32 中。
请参见第 22 页的“安装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 Oracle 数据库实例时，生成的每个备份集都至少包含目标数据库中的一个备份
片。必须为每个备份片提供唯一名称。另有几个替换变量可帮助生成唯一名称。 策
略实用程序为备份片提供了一组默认的文件名格式。NetBackup 将备份片名称看作
要备份的文件，因此该名称在目录库中必须是唯一的。
要覆盖任何默认文件名格式，请选择“指定备份文件名格式”。 可以为数据文件、
已存档的重做日志、控制文件和快速恢复区域 (FRA) 更改各种备份文件名的格式。
请确保为所有 RMAN 备份片名称指定的格式均以 _%t 结尾，以确保每个备份片在
目录库中具有唯一的名称。NetBackup 将此时间戳用作目录库映像搜索条件的一部
分。如果没有此时间戳，随着 NetBackup 目录库的扩展，性能可能会下降。
对于备份，以下情况属实：
■

rman 命令启动所请求的针对数据库的操作。

■

当进程需要介质来存储备份数据时，RMAN 会发出备份请求来启动用户控制的
备份。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连接到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for Oracle。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将数据库数据发送给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该介质服
务器将数据保存到辅助存储器。还原过程基本上与此相同，只是在还原过程中
RMAN 发出的是还原请求而不是备份请求。然后，NetBackup 会从辅助存储器
中检索数据，并将其发送到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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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AN 支持并行操作，以便单个 rman 命令可以在 NetBackup 系统上启动多个
备份或还原。

■

RMAN 操作的状态存储在 RMAN 目录库中，或者存储在数据库控制文件中。此
状态由用于运行备份或还原的 RMAN 命令的输出所指示。该状态也是数据库管
理员为确认备份或还原是否成功而必须检查的唯一状态。

■

可以在活动监视器中控制作业 (bphdb) 的详细信息中查看 RMAN 脚本和 RMAN
输出。

■

NetBackup 也记录状态，但是只记录操作中与它自己相关的那一部分的状态。
数据库管理员无法用 NetBackup 状态确定 rman 是否成功。在 rman 中可能出现
不影响 NetBackup 的错误，因而这些错误不会记录在 NetBackup 的日志中。

使用基于脚本或模板的策略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操作
以下是执行到存储单元的 Oracle 备份的前提条件：
■

在 Windows 上，访问 NetBackup 库

■

在 UNIX 上，与 NetBackup 链接

■

生成唯一的文件名

NetBackup 用户或自动日程表可通过在 Oracle 策略的文件列表中指定模板或 Shell
脚本来启动数据库备份。模板或 Shell 脚本指定 RMAN 要在客户端上执行的备份命
令。
在 Windows 上，NetBackup for Oracle 包括一个可使 RMAN 使用 NetBackup 的功
能库。 此库位于 c:\Windows\system32 中。
在 UNIX 上，NetBackup for Oracle 包括一个可使 RMAN 使用 NetBackup 的功能
库。 可以链接到此库。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在 UNIX 上将 Oracle RMAN 与 NetBackup 链接”。
使用 RMAN backup 命令时，生成的每个备份集都至少包含目标数据库中的一个备
份片（数据文件、数据文件副本、控制文件或存档日志）。必须使用 format 操作
数为每个备份片指定一个唯一的名称。另有几个替换变量可帮助生成唯一名称。 可
以在 backup 命令中指定 format 操作数。NetBackup 将备份片名称看作要备份的
文件，因此该名称在目录库中必须是唯一的。
对于备份，以下情况属实：
■

rman 命令启动所请求的针对数据库的操作。

■

当进程需要介质来存储备份数据时，RMAN 会发出备份请求来启动用户控制的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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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连接到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for Oracle。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将数据库数据发送给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该介质服
务器将数据保存到辅助存储器。还原过程基本上与此相同，只是在还原过程中
RMAN 发出的是还原请求而不是备份请求。然后，NetBackup 会从辅助存储器
中检索数据，并将其发送到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

RMAN 支持并行操作，因此单个 rman 命令可以在 NetBackup 系统上启动多个
备份或还原。

■

RMAN 操作的状态存储在 RMAN 目录库中，或者存储在数据库控制文件中。此
同一状态由运行备份或还原的 RMAN 命令的输出所指示。该状态也是数据库管
理员为确认备份或还原是否成功而必须检查的唯一状态。

■

NetBackup 也记录状态，但是只记录操作中与它自己相关的那一部分的状态。
数据库管理员无法用 NetBackup 状态确定 rman 是否成功。在 rman 中可能出现
不影响 NetBackup 的错误，因而这些错误不会记录在 NetBackup 的日志中。

关于 Oracle RMAN
RMAN 执行各种自动进行的备份和恢复功能。在备份或还原过程中，RMAN 会向数
据库提供接口，并提取和插入数据。
要启动数据库备份或还原，数据库管理员需要运行 rman 命令。 可通过命令行、脚
本或应用程序（如 NetBackup）运行此命令。RMAN 脚本用作 rman 命令的参数，
指定要执行的操作（如备份或还原）。 RMAN 脚本还定义操作的其他组件，如要备
份或还原的数据库对象。
在备份或还原过程中，RMAN 控制进出数据库的数据流。 当 RMAN 与介质管理系
统（如 NetBackup 提供的系统）集成时，它可以访问存储设备。
RMAN 提供真正的增量式备份。增量式备份会备份数据文件，只包括自上次增量式
备份以来更改过的块。有关备份和恢复过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表 1-3 解释与 NetBackup 有关的 Oracle RMAN 术语。
表 1-3

Oracle RMAN 术语

术语

定义

备份集

备份集是对一个或多个数据文件、控制文件、SPFILE 和已存档的重做日志
文件的备份。每个备份集均包含一个或多个称为备份片段的二进制文件。备
份片段以只有 RMAN 可以创建或还原的专用格式写入。

实例

Oracle 数据库实例由系统全局区域 (SGA) 和 Oracle 后台进程组成。Oracle
在启动数据库时，会分配 SGA 并启动 Oracle 后台进程。在实例关闭时将
释放 S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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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Real
RAC 是一个可允许多个并行实例共享一个物理数据库的选项。
Application
Clusters (RAC)
RMAN

RMAN 可以备份、还原和恢复数据库文件。RMAN 可以启动目标数据库上
的 Oracle 服务器进程。这些 Oracle 服务器进程执行备份和还原。 RMAN
执行备份和还原过程，并极大地简化了管理员在这些过程中执行的任务。
不过，RMAN 无法直接管理在其备份中使用的存储设备和介质。因而它必
须与具有这些功能的应用程序进行集成。NetBackup for Oracle 通过将
RMAN 与 NetBackup 及其介质管理软件集成来提供设备和介质管理功能。
RMAN 还可以访问 NetBackup 的自动调度功能及其图形界面。

RMAN 存储库 RMAN 恢复目录库或数据库控制文件可充当 RMAN 所使用和维护的信息的
存储库。RMAN 使用此信息来确定如何运行所请求的备份和还原操作。
rman 命令

rman 命令可以启动 RMAN 备份或还原。

RMAN 脚本

RMAN 脚本指定 RMAN 要执行的命令（如备份和还原）。有关 RMAN 命
令和脚本文件的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以下目录中包含 RMAN Shell 示例脚本：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ext\Oracle\samples\rman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samples/rman
这些示例脚本运行 RMAN 命令，并包含大量的注释来解释所使用的功能。
您可以查看这些示例，并将它们用作开发备份、还原和还原脚本的起点。

有关 RMAN 术语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关于 Oracle 恢复目录库
恢复目录库是信息的存储库。RMAN 使用恢复目录库中的信息确定如何执行请求的
备份和还原操作。
恢复目录库包含有关下列软件组件的信息：
■

数据文件和存档日志备份集和备份片段。

■

数据文件副本。

■

存档的重做日志及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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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数据库上的表空间和数据文件。

■

存储脚本。这些是已命名的、用户创建的 RMAN 和 SQL 命令序列。

Oracle 建议您将 RMAN 与恢复目录库一起使用，尤其是在您有 20 个或更多数据文
件的情况下。不过，您不是必须要使用 RMAN 来维护恢复目录库。
有关使用恢复目录库的利弊的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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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for Oracle 快速
入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安装 NetBackup for Oracle

■

注册 Oracle 实例

■

创建 Oracle 实例组

■

创建 Oracle 策略

安装 NetBackup for Oracle
在创建 Oracle 智能策略之前，需要安装 NetBackup for Oracle 和使用实例管理工
具。
安装 NetBackup for Oracle

1

验证您的操作系统和平台是否支持 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
请参见第 29 页的“验证操作系统和平台兼容性”。

2

请确保满足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服务器要求和客户端要求。
请参见第 30 页的“NetBackup for Oracle 的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要求”。

3

如果系统上尚未安装 NetBackup，请安装它。
注意：Oracle 数据库代理将在 NetBackup 客户端安装过程中安装。
有关 NetBackup 安装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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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Oracle 实例
Oracle 发现服务在 NetBackup 环境中发现 Oracle 实例并将其收集在实例存储库
中。必须通过向要保护的所有已发现实例分配凭据来注册这些实例。Oracle 策略仅
接受已注册的实例。
可以逐个注册实例，或者将其添加到它们采用组凭据的实例组。 还可以手动添加实
例并在那时为它分配一组凭据。
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 CLI 上的 nboraadm 命令可访问存储库以注册实例。
nboraadm 命令可用于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 NetBackup 客户端。此命令之所以可
用，是因为某些用户（如 DBA）可能无权访问主服务器。NetBackup 管理员使用主
服务器上的 nboraadm 来控制对 NetBackup 客户端上的 nboraadm 具有访问权限的
用户和客户端的列表。
注册 Oracle 实例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应用程
序”> Oracle。

2

左窗格中的 Oracle 条目包含两项：
■

单击“实例”以显示实例的列表。 该列表包括已添加的实例和 Oracle 发现
服务已发现的实例的名称。 以下是将显示的屏幕的示例：

■

单击“实例组”以创建一个实例组，然后可以向其添加具有相同凭据的实
例。

提供了有关如何创建实例组的过程。

3

在实例列表上选择一个或多个实例。 根据需要，使用 Ctrl 和 Shift 键选择多个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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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操作”>“注册”。 将显示下面的“注册实例”面板。

5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已创建实例组，请选择“添加到组并使用组凭据注册”向该组添加实
例。从“实例组”下拉菜单中选择实例组名称。 实例将采用实例组的凭据。
单击“确定”继续。

■

6

单击“使用实例凭据”。 输入实例凭据，然后单击“确定”。

凭据得到验证，“验证报告”对话框将显示结果。 即使验证失败，也可以保存
凭据。 单击“确定”以重新显示“实例”列表。

7

验证“实例”列表是否显示注册实例的日期时间。 实例现在可供 Oracle 智能
策略选择。

8

对于要逐个注册或者作为实例组的一部分注册的所有其他实例，重复这些操
作。

创建 Oracle 实例组
此过程用于创建包括具有一组公共凭据的实例的实例组。您可以为新发现的实例创
建默认实例组。然后，您可以创建使用此实例组自动保护新实例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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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 Oracle 实例组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应用程
序”> Oracle。

2

右键单击“实例组”，然后选择“新建实例组”。 将显示以下“创建组”对话
框。

3

在文本窗口中输入“实例组名”，填入相应的凭据，然后单击“确定”。
注意：无法本地化实例组名称。
新创建的实例组名将显示在右窗格中。
单击“帮助”以帮助输入相应的凭据。 如有必要，请与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
联系以获取一组正确的凭据。

4

要将单个实例分配给此实例组，请在左窗格中单击“实例”以显示实例的列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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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右键单击所需的实例，然后选择“注册”以显示下面的“注册实例”面板。 可
以使用 Ctrl 和 Shift 键选择多个实例以进行注册。

6

请确保选中了“添加到组并使用组凭据注册”。 使用“实例组”下拉菜单选择
要向其填加实例的实例组，然后单击“确定”。

7

对于要包括在实例组中的每个实例，重复这些操作。

8

您可能希望将此实例组设置为所有新发现的实例的默认实例组。如果是这样，
系统会自动将所有新发现的实例添加到此实例组中。我们提供了有关自动注册
实例组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4 页的“实例组的自动注册”。

创建 Oracle 策略
设置备份策略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策略配置向导”。此向导通过自动选择多数配
置的最佳值引导您完成设置过程。
请参见第 57 页的“关于 Oracle 智能策略 (OIP)”。
并非所有策略配置选项（例如，基于日历的预定和“数据分类”设置）都会通过向
导显示。创建策略后，请在“策略”实用程序中修改策略，以配置不属于向导的选
项。
使用以下过程可通过策略配置向导创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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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策略配置向导创建策略

1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单击“NetBackup 管理”。

2

在右窗格中，单击“创建策略”以开始使用“策略配置向导”。 将显示策略配
置向导的第一个面板。

3

在该面板上选择“Oracle - 备份 Oracle 数据”，然后单击“下一步”。

4

按照提示操作。运行该向导时，单击任何向导面板上的“帮助”可以获得帮
助。

使用以下过程可不借助策略配置向导来创建策略。
不借助策略配置向导创建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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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操作”菜单上，单击“新建”>“新建策略”。

3

在“添加新策略”对话框中，为新策略键入一个唯一的名称。 如有必要，请清
除“使用策略配置向导”复选框，然后单击“确定”。
“添加新策略”对话框的“属性”选项卡与下列一组选项卡一起显示在面板顶
部：

4

在“策略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 Oracle。此操作会导致面板顶部的选项卡更
改为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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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添加新策略”面板包含一些默认条件和必须指定的一些参数。 对于大多数配
置，默认值就是最佳值。 但是，可能需要在一个或多个选项卡上自定义参数设
置。
对话框包含以下一组选项卡式页面：
■

“属性”选项卡。 在“属性”选项卡上将自动选择默认值。 我们提供了有
关这些属性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

“日程表”选项卡。 我们提供了有关此选项卡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

“实例”选项卡。 在此页面上，选择要为策略备份的实例和实例组。 我们
提供了有关此选项卡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3 页的““实例”选项卡”。

■

“备份选择”选项卡。 我们提供了有关此选项卡上属性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5 页的““备份选择”选项卡”。

■

6

Oracle 选项卡。 我们提供了有关此选项卡上属性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5 页的“Oracle 选项卡”。

要保护新发现的实例，首先需要创建一个实例组，然后为默认实例组设置一个
策略。
请参见第 54 页的“实例组的自动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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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NetBackup for Oracl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验证操作系统和平台兼容性

■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要求

■

在 NetBackup 群集中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要求

■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许可证密钥

■

关于在 UNIX 上将 Oracle RMAN 与 NetBackup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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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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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装 NetBackup for Oracle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要求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
要求
默认情况下，每个 NetBackup 服务器都包括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因此，可以
在 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上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如果该平台支持
NetBackup for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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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必须存在一个或多个 Oracle 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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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验证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是否安装在具有要备份的数据库的计算机上。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许可证密钥”。

在 NetBackup 群集中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
要求
如果计划要使用 NetBackup 群集中配置的 NetBackup 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for
Oracle，请验证以下要求：
■

NetBackup 支持您的群集环境。
请参见 Software Compatibility List (SCL)（软件兼容性列表 (SCL)）。请注意，
当 NetBackup for Oracle 可用于群集环境中时，代理不能识别群集。

■

已安装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并且该软件配置为在 NetBackup 群集中工作。
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请参见《NetBackup 群集主服务器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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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生故障时 NetBackup 可转移到的每个节点上，均已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软件，并且该软件可正常工作。

■

在 NetBackup 服务器所位于的每个节点上，添加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许可
证密钥。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许可证密钥
NetBackup for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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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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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代理

NetBackup for Oracle

快照备份

Snapshot Client

Replication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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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在 UNIX 上将 Oracle RMAN 与 NetBackup 链接
在写入存储单元之前，请将 Oracle Server 软件与 NetBackup for Oracle 安装的
NetBackup API 库链接。 Oracle 在需要读写 NetBackup 介质管理器支持的设备时
使用此库。
要将 Oracle 软件与 NetBackup API 库链接，请使用以下方法之一：
■

使用 RMAN 脚本中分配通道的 PARMS 部分中的 SBT_LIBRARY 参数。在
RMAN 脚本的运行块中，修改 ALLOCATE 语句以便 SBT_LIBRARY 参数指向
NetBackup API 库。例如：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PARMS 'SBT_LIBRARY=
/usr/openv/netbackup/bin/libobk.so64.1';

■

使用 NetBackup 提供的链接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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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创建链接。

链接过程因硬件平台、Oracle Server 版本级别和操作系统级别的不同而不同。本主
题没有对所有受支持的组合进行说明，但指出了操作系统级别差异。
NetBackup API 库的默认位置是 /usr/openv/netbackup/bin。 NetBackup API 库
的名称因平台而异。
表 3-1 列出了受支持平台的库名称。
表 3-1

NetBackup API 库

平台

Oracle

库名称

AIX

64 位

libobk.a64

HP Itanium

64 位

libobk.so

Linux x86

64 位

libobk.so64

Linux Itanium

64 位

libobk.so

IBM pSeries

64 位

libobk.so

IBM zSeries

64 位

libobk.so

Solaris (SPARC)

64 位

libobk.so.64.1

Solaris (x86)

64 位

libobk.so.1

验证环境变量并关闭 Oracle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正确地定义环境变量，以及如何关闭 Oracle 实例。
验证环境变量并关闭 Oracle 实例

1

确保已定义了 Oracle 环境变量。
按如下所述定义变量：

2

ORACLE_HOME

Oracle 软件位置的目录路径。

ORACLE_SID

Oracle 实例的名称。

成为 Oracle 用户。
su -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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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是否需要将库链接或重新链接到 NetBackup。
请参见第 33 页的“在 UNIX 平台上将 Oracle RMAN 与 NetBackup 链接”。

4

如果进行的是升级安装，且“SBT_LIBRARY”参数未在使用，请重新启动
Oracle 实例。

在 UNIX 平台上将 Oracle RMAN 与 NetBackup 链接
本主题中的过程介绍了如何将 RMAN 与 NetBackup 链接。首选方法是自动方法。
仅在链接脚本失败或收到 Oracle 消息指出需要手动链接的情况下，才使用手动的方
法。
在首次许可 NetBackup for Oracle 时，将库与 NetBackup 链接。
自动将 Oracle RMAN 与 NetBackup 链接

1

运行位于 /usr/openv/netbackup/bin/ 下的 oracle_link 脚本。
此脚本确定 Oracle 的版本级别，然后将 Oracle 链接到 NetBackup API 库。此
脚本将输出写入 /tmp/make_trace.<pid>。要更改跟踪文件的位置，请更改
oracle_link 脚本中的 MAKE_TRACE 变量。

2

如果进行的是升级安装，则重新启动 Oracle 实例。

要手动将 Oracle RMAN 与 NetBackup 链接，请按照以下某个特定于平台的子主题
中的说明进行操作：
■

请参见第 33 页的“手动链接 AIX（64 位）”。

■

请参见第 34 页的“手动链接 HP Itanium（64 位）”。

■

请参见第 35 页的“手动链接 Linux x86（64 位）”。

■

请参见第 36 页的“手动链接 IBM pSeries 或 zSeries”。

■

请参见第 36 页的“手动链接 Solaris（Opteron，64 位）”。

■

请参见第 37 页的“手动链接 Solaris SPARC（64 位）”。

手动链接 AIX（64 位）
此过程用于 Oracle 10g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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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链接 AIX（64 位）

1

键入下面的 cd(1) 命令以更改目录：
cd $ORACLE_HOME/lib

2

键入下面的 ls(1) 命令，确定是否存在 Oracle 库：
ls -l libobk.*

3

（视情况而定）使用 mv(1) 命令将 Oracle 库移到另一位置。
如果步骤 2 中的输出表明存在 libobk.a，请执行此步骤。
例如：
mv libobk.a libobk.a.orig

4

键入下面的 ln(1M) 命令以创建新链接：
ln -s /usr/openv/netbackup/bin/libobk.a64 libobk.a

5

如果您遇到问题从而无法重新链接 Oracle 与 NetBackup API 库，可以回滚所
执行的操作。输入以下命令：
cd $ORACLE_HOME/lib64
mv libobk.so.orig libobk.so

手动链接 HP Itanium（64 位）
此过程用于 Oracle 10g 或更高版本。
手动链接 HP Itanium（64 位）

1

键入下面的 cd(1) 命令以更改目录：
cd $ORACLE_HOME/lib

2

键入下面的 ls(1) 命令，确定是否存在 Oracle 库：
ls -l libobk.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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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视情况而定）使用 mv(1) 命令将 Oracle 库移到另一位置。
如果步骤 2 中的输出表明存在 libobk.so，请执行此步骤。
例如：
mv libobk.so libobk.so.orig

4

键入下面的 ln(1) 命令以创建新链接：
ln -s /usr/openv/netbackup/bin/libobk.so libobk.so

5

如果您遇到问题从而无法重新链接 Oracle 与 NetBackup API 库，可以回滚所
执行的操作。输入以下命令：
cd $ORACLE_HOME/lib64
mv libobk.so.orig libobk.so

手动链接 Linux x86（64 位）
此过程用于 Oracle 10g 或更高版本。
手动链接 Linux x86（64 位）

1

键入下面的 cd(1) 命令以更改目录：
cd $ORACLE_HOME/lib

2

键入下面的 ls(1) 命令，确定是否存在 Oracle 库：
ls -l libobk.so

3

（视情况而定）使用 mv(1) 命令将 Oracle 库移到另一位置。
如果步骤 2 中的输出表明存在 libobk.so，请执行此步骤。
例如：
mv libobk.so libobk.so.o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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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键入下面的 ln(1) 命令以创建新链接：
ln -s /usr/openv/netbackup/bin/libobk.so64 libobk.so

5

如果您遇到问题从而无法重新链接 Oracle 与 NetBackup API 库，可以回滚所
执行的操作。输入以下命令：
cd $ORACLE_HOME/lib64
mv libobk.so.orig libobk.so

手动链接 IBM pSeries 或 zSeries
此过程用于 Oracle 10g R2 或更高版本。
手动链接 IBM pSeries 或 zSeries

1

键入下面的 cd(1) 命令以更改目录：
cd $ORACLE_HOME/lib

2

键入下面的 ls(1) 命令，确定是否存在 Oracle 库：
ls -l libobk.so

3

（视情况而定）使用 mv(1) 命令将 Oracle 库移到另一位置。
如果步骤 2 中的输出表明存在 libobk.so，请执行此步骤。
例如：
mv libobk.so libobk.so.orig

4

键入下面的 ln(1) 命令以创建新链接：
ln -s /usr/openv/netbackup/bin/libobk.so libobk.so

5

如果您遇到问题从而无法重新链接 Oracle 与 NetBackup API 库，可以回滚所
执行的操作。输入以下命令：
cd $ORACLE_HOME/lib64
mv libobk.so.orig libobk.so

手动链接 Solaris（Opteron，64 位）
此过程用于 Oracle 10g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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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链接 Solaris（Opteron，64 位）

1

键入下面的 cd(1) 命令以更改目录：
cd $ORACLE_HOME/lib

2

键入下面的 ls(1) 命令，确定是否存在 Oracle 库：
ls -l libobk.so

3

使用 mv(1) 命令将 Oracle 库移到另一位置。如果步骤 2 中的输出表明存在
libobk.so，请执行此步骤。
例如：
mv libobk.so libobk.so.orig

4

键入下面的 ln(1) 命令以创建新链接：
ln -s /usr/openv/netbackup/bin/libobk.so.1 libobk.so

5

如果您遇到问题从而无法重新链接 Oracle 与 NetBackup API 库，可以回滚所
执行的操作。输入以下命令：
cd $ORACLE_HOME/lib64
mv libobk.so.orig libobk.so

手动链接 Solaris SPARC（64 位）
此过程用于 Oracle 10g 或更高版本。
手动链接 Solaris（64 位）

1

键入下面的 cd(1) 命令以更改目录：
cd $ORACLE_HOME/lib

2

键入下面的 ls(1) 命令，确定是否存在 Oracle 库：
ls -l libobk.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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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视情况而定）使用 mv(1) 命令将 Oracle 库移到另一位置。
如果步骤 2 中的输出表明存在 libobk.so，请执行此步骤。
例如：
mv libobk.so libobk.so.orig

4

键入下面的 ln(1) 命令以创建新链接：
ln -s /usr/openv/netbackup/bin/libobk.so64.1 libobk.so

5

如果您遇到问题从而无法重新链接 Oracle 与 NetBackup API 库，可以回滚所
执行的操作。输入以下命令：
cd $ORACLE_HOME/lib64
mv libobk.so.orig libobk.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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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策略配置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为 NetBackup for Oracle 配置做准备

■

Oracle 智能策略的实例管理

■

关于 Oracle 智能策略 (OIP)

■

关于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

为 NetBackup for Oracle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登录帐户

■

测试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配置设置

为 NetBackup for Oracle 配置做准备
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主要部分是创建和配置 Oracle 策略。以下主题可帮
助您为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策略做准备：
■

请参见第 39 页的“关于 Oracle 策略配置”。

■

请参见第 4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日志目录的权限”。

■

请参见第 41 页的“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策略类型”。

■

请参见第 87 页的“为 NetBackup for Oracle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登录帐
户”。

■

请参见第 45 页的“为 NetBackup for Oracle 配置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

关于 Oracle 策略配置
NetBackup 提供了两种方法来配置 Oracle 策略。
■

Oracle 智能策略。 通过此方法可以创建单个策略以保护在多个客户端上分布的
多个 Oracle 实例。 从在 NetBackup 环境中自动发现的实例的存储库中选择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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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的 Oracle 实例。 这些策略提供的功能之一是，能够预定存档重做日志的备份
频率。系统将按照分钟，而不是小时或天来完成这些备份。
■

基于脚本或模板的策略。 通过此方法可以使用基于客户端列表的脚本或模板来
创建 Oracle 备份策略。

数据库备份策略为特定的实例组（Oracle 智能策略）或客户端组（基于脚本或模板
的策略）指定备份条件。
Oracle 智能策略包括以下条件：
■

要使用的存储单元和介质

■

策略属性

■

备份日程表. 自动预定和存档日志日程表。

■

要备份的实例

■

备份选择：整个数据库、表空间、数据文件、FRA

基于脚本或模板的策略包括以下条件：
■

要使用的存储单元和介质

■

策略属性

■

备份日程表：自动日程表和应用程序日程表。

■

要备份的客户端

■

要在客户端上运行的备份模板或脚本文件

要备份数据库环境，请至少定义一个具有相应日程表和客户端的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或者，您可以配置一个包括所有实例的 Oracle 智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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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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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日志目录的权限
在 UNIX 中，NetBackup 使用 /usr/openv/netbackup/logs 目录树记录故障排除
信息。此外，NetBackup 还使用此目录树记录用户和其他 NetBackup 应用程序的
进度和通信更新。对这些目录限制权限不仅会禁用故障排除数据收集，还会阻止应
用程序本身正常运行。
如果权限限制过于严格，则备份操作和还原操作将失败。我们建议您将所有
usr/openv/netbackup/logs 目录及其子目录设置为所有用户都可以执行读写操作
（777 权限）。 但是，安全要求可能会禁止全局读/写访问。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
限制仅单个组或用户拥有特定目录的权限。如果确实要限制权限，必须确保这些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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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不会影响备份和还原操作。这意味着必须由拥有对 usr/openv/netbackup/logs
目录和子目录的读写访问权限的进程来启动所有操作。
检查 /usr/openv/netbackup/logs/user_ops 目录树是否拥有 777 权限。仅当可
以访问此目录中的项目时，应用程序才能正确运行。
如果您对位于 /usr/openv/netbackup/logs 中的其他目录限制权限，则备份和还
原操作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进程没有适当的权限来更新指定的调试日志，故
障排除的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策略类型
表 4-1显示您可以指定的 Oracle 备份策略类型。
表 4-1

Oracle 备份类型

备份类型

描述

应用程序备份 - 仅使用数据流 利用“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可以在客户端上执行用户控
的基于脚本或模板的策略
制的 NetBackup 操作。这些操作包括从客户端启动的操作以
及在主服务器上由自动日程表启动的操作。当用户手动启动
备份时，NetBackup 使用“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至少为
每个数据库策略配置一个“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
Default-Application-Backup 日程表会自动配置为“应用程序
备份”日程表。
完全备份 - 基于脚本的策略

基于流的备份：执行“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指定的脚本。 如
果该脚本的设置正确，RMAN 将启动基于流的完全备份（完
全或增量式级别为 0）。

注意：使用了“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属性（如存储和保
留）。
RMAN 代理备份：执行“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指定的脚本。
如果该脚本的设置正确，RMAN 将启动代理备份。

注意：针对备份的代理部分使用“完全备份”日程表属性
（如存储和保留）。 针对备份的数据流部分使用“应用程序
备份”日程表属性（如存储和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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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类型

描述

差异增量式备份 - 基于脚本的 基于流的备份：执行“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指定的脚本。 如
策略
果该脚本的设置正确，RMAN 将启动基于流的增量式级别为
1 的备份。

注意：使用了“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属性（如存储、保留
等等） 。
RMAN 代理备份：此备份类型应仅用于 BLI 备份。 如果不将
代理备份用于 BLI 备份，则应该使用“完全备份”日程表。
执行“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指定的脚本。 如果该脚本的设置
正确，RMAN 将启动代理备份。

注意：针对备份的代理部分使用“差异增量式备份”日程表
属性（如存储、保留等等） 。 使用了“应用程序备份”日程
表属性（如存储、保留等等） 。
累积增量式备份 - 基于脚本的 基于流的备份：执行“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指定的脚本。 如
策略
果该脚本的设置正确，RMAN 将启动基于流的增量式级别为
1 的累积备份。

注意：使用了“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属性（如存储、保留
等等） 。
RMAN 代理备份：此备份类型应仅用于 BLI 备份。 如果不将
代理备份用于 BLI 备份，则应该使用“完全备份”日程表。
执行“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指定的脚本。 如果该脚本的设置
正确，RMAN 将启动代理备份。

注意：针对备份的代理部分使用“累积增量式备份”日程表
属性（如存储、保留等等） 。 使用了“应用程序备份”日程
表属性（如存储、保留等等） 。
完全备份 - 基于模板的策略

基于流的备份：执行“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指定的模板。 动
态生成 RMAN 脚本，该脚本启动 0 级增量式备份。

注意：使用了“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属性（如存储、保留
等等） 。
RMAN 代理备份（将策略定义为执行快照）：执行“备份选
择”选项卡中指定的模板。 动态生成 RMAN 脚本，该脚本
将启动代理备份。

注意：针对备份的代理部分使用“完全备份”日程表属性
（如存储、保留等等） 。 使用了“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属
性（如存储、保留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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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类型

描述

差异增量式备份 - 基于模板的 基于流的备份：执行“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指定的模板。 动
策略
态生成 RMAN 脚本，该脚本启动差异增量式（增量式级别为
1）备份。

注意：使用了“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属性（如存储、保留
等等） 。
RMAN 代理备份（将策略定义为执行快照）：执行“备份选
择”选项卡中指定的模板。
如果已选中该策略的“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生成的脚本
会导致 RMAN 启动代理备份。
相反地，如果未选中该策略的“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生
成的脚本会导致 RMAN 启动差异增量式（增量式级别为 1）
的备份。

注意：针对备份的代理部分使用“差异增量式备份”日程表
属性（如存储、保留等等） 。 使用了“应用程序备份”日程
表属性（如存储、保留等等） 。
累积增量式备份 - 基于模板的 基于流的备份：执行“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指定的模板。 动
策略
态生成 RMAN 脚本，该脚本启动累积增量式（累积增量式级
别为 1）备份。

注意：使用了“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属性（如存储、保留
等等） 。
RMAN 代理备份（将策略定义为执行快照）：执行“备份选
择”选项卡中指定的模板。
如果已选中该策略的“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生成的脚本
会导致 RMAN 启动代理备份。
相反地，如果未选中该策略的“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生
成的脚本会导致 RMAN 启动累积增量式（增量式级别为 1 的
累积）备份。

注意：针对备份的代理部分使用“累积增量式备份”日程表
属性（如存储、保留等等） 。 使用了“应用程序备份”日程
表属性（如存储、保留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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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类型

描述

完全备份 - OIP 策略

基于流的备份：在每个客户端上为“实例”选项卡中定义的
实例和/或实例组动态生成一个 RMAN 脚本。 该脚本将启动
增量式完全（增量式级别为 0）备份。
RMAN 代理备份（将策略定义为执行快照）：在每个客户端
上为“实例”选项卡中定义的实例和/或实例组动态生成一个
RMAN 脚本以启动代理备份。

注意：针对备份的代理部分使用“完全备份”日程表属性
（如存储、保留等等） 。
差异增量式备份 - OIP 策略

基于流的备份：在每个客户端上为“实例”选项卡中定义的
实例和/或实例组动态生成一个 RMAN 脚本。 该脚本将启动
差异增量式（增量式级别为 1）备份。
RMAN 代理备份（将策略定义为执行快照）:
■

已选中该策略的“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 在每个客户
端上为“实例”选项卡中定义的实例和/或实例组动态生
成一个 RMAN 脚本以启动代理备份。

■

未选中该策略的“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 在每个客户
端上为“实例”选项卡中定义的实例和/或实例组动态生
成一个 RMAN 脚本。 启动差异增量式（增量式级别为
1）备份。

注意：针对备份的代理部分使用“差异增量式备份”日程表
属性（如存储、保留等等） 。
累积增量式备份 - OIP 策略

基于流的备份：在每个客户端上为“实例”选项卡中定义的
实例和/或实例组动态生成一个 RMAN 脚本。 该脚本将启动
累积增量式（增量式级别为 1 的累积）备份。
RMAN 代理备份（将策略定义为执行快照）:
■

已选中该策略的“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 在每个客户
端上为“实例”选项卡中定义的实例和/或实例组动态生
成一个 RMAN 脚本以启动代理备份。

■

未选中该策略的“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 在每个客户
端上为“实例”选项卡中定义的实例/实例组动态生成一
个 RMAN 脚本。 启动累积增量式（累积增量式级别为
1）备份。

注意：同时针对流数据和代理数据使用“累积增量式备份”
日程表属性（如存储、保留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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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类型

描述

已存档的重做日志备份 - 仅
OIP 策略

该策略在每个客户端上为“实例”选项卡中定义的实例和/或
实例组动态生成一个 RMAN 脚本。 该策略将启动基于流的
存档重做日志备份。

注意：将频率细化为以分钟为间隔。

为 NetBackup for Oracle 配置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设置“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属性。
配置“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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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选择“主服务器”。

3

在右窗格中，双击服务器图标。

4

单击“全局属性”。

5

将“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的值改为 99。
“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指定每个客户端所允许的最多并行备份数。默认
值为 1。

您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计算“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设置的较小值：
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 = number_of_streams X number_of_policies
请参考以下定义：
number_of_streams

数据库服务器与 NetBackup 之间的备份流的数量。每个单独的流
都在客户端上启动一个新的备份作业。

number_of_policies

可以同时备份该客户端的任何类型的策略的数量。此数字可以大
于 1。例如一个客户端可以包括在两个策略中，以便备份两个不
同的数据库。这些备份时段可以重叠。

对于 Oracle 备份和还原，很难确定作业数，这是因为 Oracle 可以从内部确定为优
化性能而并行运行的流数量及其运行时间。
注意：应当为“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属性输入一个足够大的值，以便与 Oracle
运行的作业数相匹配。您可能需要在站点上使用多个不同的值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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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智能策略的实例管理
NetBackup 发现服务会在环境中的所有客户端上运行，并在发现应用程序实例时将
其报告给主服务器。此服务通过查找 Oracle 实例并将其显示在“NetBackup 管理
控制台”和“实例”选项卡中，以此帮助您构建 Oracle 智能策略。 安装 NetBackup
时，此服务将检查本地客户端主机是否存在 Oracle 实例，并且还会在安装后定期检
查（每隔 4 小时）。 实例管理将发现的实例收集在实例存储库中。 用户可以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或者通过使用 nboraadm 命令访问此存储库。
如果备份管理员通过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允许访问 nboraadm，则 DBA 可以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运行 nboraadm：
# nboraadm -add_dba <client_name> <user_name>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中对 nboraadm 的描述。
要作为 Oracle 智能策略一部分备份的所有实例都必须使用凭据进行注册。 通过实
例管理，可以将凭据分配给单个实例以及实例组。实例组中的实例共享同一组凭
据。 可以指示发现服务将它发现的新实例分配给实例组。
请参见第 4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发现服务”。
请参见第 48 页的“将 Oracle 实例手动添加到存储库”。
请参见第 51 页的“注册 Oracle 实例”。
请参见第 53 页的“关于 Oracle 实例组”。
请参见第 54 页的“将实例添加到实例组”。
请参见第 54 页的“实例组的自动注册”。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实例操作”。
请参见第 57 页的“关于 Oracle 智能策略 (OIP)”。

关于 NetBackup 发现服务
NetBackup 发现服务 (nbdisco) 在整个 NetBackup 环境中发现 Oracle 实例。发现
服务在发现应用程序实例时向主服务器报告，来帮助您创建 Oracle 智能策略。该服
务将在 NetBackup 安装时轮询客户端，并在安装之后定期轮询（每隔 5 分钟一
次）。 实例管理将发现的实例收集在实例存储库中。 用户可以在 NetBackup 管理
控制台上或者通过使用 nboraadm 命令访问此存储库。
默认情况下，启用此服务以报告实例。 但是，可以使用
REPORT_CLIENT_DISCOVERIES 客户端配置条目在特定客户端上关闭或重新启动该
服务。默认情况下，REPORT_CLIENT_DISCOVERIES 不位于 Windows 注册表或 UNIX
bp.conf 文件中。
要更改默认设置，请使用 bpsetconfig 添加或更改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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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Windows 注册表中。

■

在 UNIX 上的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中。

使用以下格式：REPORT_CLIENT_DISCOVERIES = TRUE | FALSE
将 REPORT_CLIENT_DISCOVERIES 设置为 FALSE 以关闭发现服务。 服务将在 10 分
钟内关闭并在客户端上保持关闭状态。 要在该客户端上打开发现服务，请将
REPORT_CLIENT_DISCOVERIES 设置为 TRUE 或者删除整个条目。 然后，在该客户
端上运行 bp.start_all 以重新启动该服务。
要以远程方式在某客户端上设置该值，请从主服务器运行下列命令：
echo REPORT_CLIENT_DISCOVERIES=FALSE | bpsetconfig -h clientname

查看 Oracle 实例存储库
可以查看所有 Oracle 实例的完整列表。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
中，展开“应用程序”节点，然后展开 Oracle 节点。 Oracle 节点下的两个项是
“实例”和“实例组”。
在单击“所有实例”时，右窗格中将显示实例列表，其示例如下。

可以单击其中一个实例为操作选择它。此外，您还可以为一个操作选择多个实例，
但有以下例外：
■

一次只能选择一个实例来查看属性。

■

仅当操作系统类型相同（UNIX 或 Windows）时才能同时注册多个实例。

列出了实例及以下列信息：
实例名

实例名称 (ORACLE_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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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

实例的当前状态。可能的值有：
■

空白 - 实例尚未注册，无法使用智能 Oracle 策略进行保护。

■

活动 - 已为实例提供凭据。智能 Oracle 策略可以保护实例。

■

不活动 - 如果实例已添加到策略，它将不会包含在备份中。管理
员可以停用实例以使其处于脱机状态（例如，要进行升级时）。

主机

指定 Oracle 数据库所驻留的主机。

操作系统类型

指定主机的操作系统。有效值是 Windows 和 UNIX。

ORACLE_HOME

实例所驻留的 Oracle 主目录的文件路径。

TNS_ADMIN

如果此目录不在默认位置，请在客户端系统上指定网络管理目录的
位置。有关客户端系统上网络管理目录的默认位置，请查阅 Oracle
文档。

实例组

指定此实例所属的 Oracle 实例组的名称。如果实例不属于实例组，
则此字段为空白。

已注册

指定用户注册此实例的一组凭据的日期和时间。如果尚未为实例提
供凭据，则此字段为空白。

策略

分配给实例的策略的名称。

将 Oracle 实例手动添加到存储库
实例发现系统在客户端上找到的新实例将自动添加到存储库。但是，您可能需要手
动添加实例。例如，您不想等待发现服务发现新实例。
注意：如有必要，请与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联系以获取一组正确的凭据。如果 DBA
不愿意或不被允许与备份管理员共享凭据，它也可以手动添加实例。通过在客户端
上使用 nboraadm 命令，DBA 可以手动添加实例。
将 Oracle 实例手动添加到存储库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应用程
序”> Oracle。

2

单击“所有实例”。右窗格中将列出存储库中的所有实例。

3

右键单击“所有实例”，然后选择“新建实例”以显示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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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写“实例名”、“主机”和 ORACLE_HOME 参数。单击“帮助”以显示这
些参数的描述。例如：

5

（视情况而定）如果需要覆盖客户端系统上的默认网络管理目录，请使用“覆
盖默认 TNS_ADMIN 路径”。在此主机上输入网络管理目录的完全限定路径。
单击“帮助”以显示参数的描述。参数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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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提供凭据”。

7

在“注册实例”对话框中，单击“使用实例凭据”。

8

输入“操作系统凭据”。 可能需要联系 Oracle DBA 以获取正确的凭据。

9

在“身份验证”区域中，也可以选择单击“Oracle 身份验证”以输入特定的
Oracle 凭据。 也可以单击“使用 Oracle RMAN 恢复目录库”输入 RMAN 恢
复目录库的凭据。然后单击“确定”。
系统将尝试验证凭据，报告其发现，然后返回到“更改实例”对话框。 验证可
能会因以下原因失败：
■

如果主机名无效，则出现以下消息
无法验证凭据。无法连接到客户端：<client> (40)。

■

如果主机名正确，但由于主机已关闭而无法连接到主机，则出现以下消息：
验证操作等待客户端的响应超时 (46)

■

如果主机名正确，但用户名密码无效，则出现以下消息：
客户端的操作系统用户/密码验证失败：<client> (41)。

错误消息包括已生成的状态码，此状态码显示在消息末尾的括号中。下面是一
个错误弹出式窗口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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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确定”保存凭据，也可以单击“取消”并重新输入凭据。 如果保存导致
出现此错误的凭据，则该实例将保存在存储库中。 您可以在稍后编辑该实例，
以更正验证问题。
在“更改实例”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已将实例添加到存储库并使用凭据注册实例。

注册 Oracle 实例
NetBackup 发现服务在本地客户端主机中发现 Oracle 实例。 该服务会在启动以及
其后每四个小时向主服务器报告。 主服务器将已发现的实例收集在实例存储库中。
用户可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或者通过运行 nboraadm 命令来访问存储库。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中对 nboraadm 的描述。
使用以下过程可注册发现服务添加到实例列表的 Oracle 实例。
注册 Oracle 实例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应用程
序”> Oracle。

2

单击“所有实例”。右窗格将显示实例列表。 以前注册的实例在“已注册”列
中显示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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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击要注册的实例。 将显示“编辑实例”对话框。 例如，可以选择 ORAC13
以显示以下内容：

可以同时选择多个实例进行注册。

4

（视情况而定）如果需要覆盖客户端系统上的默认网络管理目录，请使用“覆
盖默认 TNS_ADMIN 路径”。在此主机上输入网络管理目录的完全限定路径。
单击“帮助”以显示参数的描述。参数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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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凭据”区域中，单击“编辑”以显示“注册实例”对话框。 例如：

6

在“注册实例”对话框中，单击“使用实例凭据”。

7

输入“操作系统凭据”。

8

在“身份验证”区域中，也可以选择单击“Oracle 身份验证”以输入特定的
Oracle 凭据。 可能需要联系 Oracle DBA 以获取正确的凭据。系统将尝试验证
凭据并报告其发现。
也可以单击“使用 Oracle RMAN 恢复目录库”输入 RMAN 恢复目录库的凭
据。 然后单击“确定”保存凭据。 将再次显示“编辑实例”对话框。
在“编辑实例”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9

在“应用程序”对话框的右窗格中，检查“已注册”列以查看实例现在是否已
注册。

10 对于要注册的所有其他实例，重复这些操作。

关于 Oracle 实例组
在创建 Oracle 策略时，实例组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

可以配置实例组以将新发现的实例自动添加到组。

■

一组凭据只需输入一次。 此后，可以自动为发现的所有实例分配同一组凭据，
飞速注册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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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选择实例组，可以创建用于备份和还原数百个甚至数千个实例的单个策略。

将实例添加到实例组
通过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者通过运行 nboraadm 命令，可以在实例组中添
加实例。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中对 nboraadm 的描述。
请注意，可能已单独注册实例。 在将它添加到实例组时，其凭据将自动更改为组凭
据。
将实例添加到实例组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应用程
序”> Oracle。

2

单击“所有实例”以在右窗格中显示所有实例。

3

选择要成为实例组成员的实例。 可以从列表中选择多个实例。

4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注册”。 将显示“注册实例”对话框。例如：

5

在“实例组”下拉菜单上，选择所需的实例组（示例中为 InstanceGroup1）。

6

单击“确定”。 将显示“验证报告”对话框，描述了验证成功和失败。

实例组的自动注册
Oracle 发现服务将新发现的实例引入实例存储库。 自动注册是一种机制，允许将发
现的实例作为实例组的成员引入存储库。 实例采用组的凭据并自动进行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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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注册实例组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应用程
序”> Oracle。

2

单击“实例组”，然后在“操作”菜单上，选择“自动注册”。将显示以下对
话框：

3

在“自动注册”对话框中，单击“自动注册新发现的实例”。 然后，从下拉菜
单中选择所需实例组。

4

（视情况而定）如果需要覆盖客户端系统上的默认网络管理目录，请使用“覆
盖默认 Unix TNS_ADMIN 路径”和/或“覆盖默认 Windows TNS_ADMIN 路
径”。 为正确的操作系统输入完全限定路径。可以在 Windows、UNIX 或者这
两种操作系统的组合中自动注册实例。以下对话框显示了此参数的示例：

5

单击“确定”返回到“实例”显示内容。 新发现的所有实例都将自动添加到指
定的实例组，并使用组凭据进行注册。

6

验证报告表明实例已通过还是未通过。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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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如何都单击“确定”保存凭据。 实例即会添加到实例列表。 但是，不
能选择具有无效凭据的实例作为 Oracle 策略的一部分。 其备份失败，错误
状态码为 54xx。

■

单击“取消”返回并更改凭据。

关于实例操作
“操作”菜单包含可以对存储库中的实例执行的若干操作。执行这些操作的另一种
方法是，突出显示所需的实例或实例组，然后右键单击它并从快捷菜单中选择操
作。
表 4-2 介绍了可以对 Oracle 实例执行的操作。
表 4-2

实例操作

操作

描述

新建实例

要创建新实例，请选择“操作”>“新建”>“实例”。 将显示一个“新建实例”对话
框。输入实例属性（实例名称、主机、ORACLE_HOME 和凭据）。
请参见第 48 页的“将 Oracle 实例手动添加到存储库”。

新建实例组

要创建新的实例组，请选择“操作”>“新建”>“实例组”。 将显示一个“新建实例
组”对话框。
请参见第 53 页的“关于 Oracle 实例组”。

属性

要显示实例或实例组属性，请突出显示所需的项。 然后选择“操作”>“属性”。 将
显示“编辑实例”，在此处可更改实例属性（实例名称、主机、ORACLE_HOME、覆
盖默认 TNS_admin 路径和凭据）。

注册

要注册某实例，请突出显示该实例，然后选择“操作”>“注册”。 将显示“注册实
例”对话框。 更改所选项的凭据。
请参见第 51 页的“注册 Oracle 实例”。
请参见第 54 页的“将实例添加到实例组”。

删除

要从实例存储库列表中删除实例或实例组，请突出显示要删除的项，然后选择“操
作”>“删除”。
不能删除策略中包含的实例或实例组。首先，使用“实例”选项卡从策略中删除实例。
然后，在实例存储库列表中突出显示要删除的实例，并选择“操作”>“删除”。

自动注册

要将新发现的实例自动注册为实例组的一部分，请在左窗格中突出显示“实例”，然
后选择“操作”>“自动注册”。
请参见第 54 页的“实例组的自动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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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Oracle 智能策略 (OIP)
Oracle 智能策略 (OIP) 功能是一种基于 Oracle 实例的 Oracle 策略备份方法。 使用
此方法就无需为 Oracle 策略创建模板和脚本。 OIP 功能具有以下元素：
■

可以创建单个策略以保护在多个客户端上分布的多个 Oracle 实例。

■

发现服务将在整个 NetBackup 环境中发现 Oracle 实例。 该服务每隔五分钟轮
询一次客户端，并将发现的实例发送到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可供您使用的
实例存储库。 通过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 nboraadm 命令管理实例和实例
组。

■

要备份的所有实例都必须使用凭据进行注册。 如果多个实例共享相同的凭据，
则可为使用公用凭据的实例集创建一个实例组。

■

可为使用不同凭据的不同实例集创建多个实例组。可以创建一个默认实例组以
便新发现的实例自动添加到该组中，从而确保新实例受到保护。

■

数据库管理员可通过 NetBackup 客户端上的 nboraadm 命令控制所有的实例和
实例组凭据，从而在整个系统中提供改进的安全性。

■

您无需知道 RMAN 或者编写和使用模板及 RMAN 脚本。 相反，此功能在运行
时自动生成脚本。

■

通过“活动监视器”中的“作业详细信息”可以查看 OIP 的备份摘要、数据库
状态、RMAN 输入和 RMAN 输出。 活动监视器还包括一个新实例列，其中显示
了相关策略已备份的实例。

■

通过增强的错误代码可以更快地识别、解决和更正问题。 可以轻松地重新启动
失败的作业。

■

不再需要创建“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只需为数据移动创建自动备份日程表，
从而简化保留在备份片上的工作方式。

■

可以手动备份任意数量的实例或所有实例。

■

OIP 在运行时自动选择可启用最佳重复数据删除的参数设置。

■

可以创建新的已存档日志日程表，该日程表按间隔（分钟）备份已存档的重做
日志。

Oracle DBA 可以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使用 nboraadm 命令管理实例、实例组及
其凭据。在只有 DBA 知道 Oracle 凭据而 NetBackup 管理员不知道的环境中，此
命令尤其有用。
您可以选择 Oracle 备份策略要包含的 Oracle 实例和实例组。可为默认实例组创建
Oracle 备份策略，以确保新创建的所有实例自动受到保护。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创
建 OIP：
■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策略配置向导：该向导通过自动选择多数配置的最佳
值引导您完成设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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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的“Oracle 策略”实用程序：“Oracle 策略”实用程
序是一组选项卡式面板（共五个）。 此面板包含创建或更改 Oracle 智能策略所
需的所有设置和参数。

创建 Oracle 智能策略
设置备份策略的最简单方法是使用策略配置向导。此向导通过自动选择多数配置的
最佳值引导您完成设置过程。
并非所有策略配置选项（例如，基于日历的预定、策略存储和“数据分类”设置）
都会通过向导显示。 创建策略后，请在“策略”实用程序中修改策略，以配置不属
于向导的选项。
使用以下过程之一创建策略。
使用策略配置向导创建 Oracle 智能策略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左窗格中，单击“NetBackup 管理”。

2

右窗格将显示一组向导。 单击“创建策略”以启动“策略配置向导”。

3

在第一个向导屏幕上，选择 Oracle 作为策略类型，然后单击“下一步”继续
操作。 按照提示操作。

4

按照提示操作。运行该向导时，单击任何向导面板上的“帮助”可以获得帮
助。

通过“Oracle 策略”实用程序而不是配置向导，使用以下过程创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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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Oracle 策略”实用程序创建 Oracle 智能策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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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选择“操作”>“新建”>“策略”，或者在中间窗格中右键单击“所有策略”，
然后在快捷菜单上单击“新建策略”。 将显示以下对话框：

3

在“添加新策略”对话框中，输入新策略的唯一名称。
如有必要，请清除“使用策略配置向导”复选框，因为在此过程中不使用向
导。

4

单击“确定”。在“添加新策略”对话框中将显示“属性”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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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策略类型”下拉菜单中，选择 Oracle。此操作可导致沿显示内容顶部的选
项卡更改为唯一的 Oracle 选项卡集。选项卡集包括“属性”、“日程表”、
“实例”、“备份选择”和 Oracle。“客户端”选项卡已删除。例如：

6

在这些选项卡中为新策略配置参数。
有关“属性”选项卡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有关“日程表”选项卡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请参见第 63 页的““实例”选项卡”。
请参见第 65 页的““备份选择”选项卡”。
请参见第 65 页的“Oracle 选项卡”。

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自动备份日程表
每个策略都具有自动备份日程表。这些日程表启动自动备份并指定用户可以在何时
启动操作。
配置自动备份日程表

1

在“策略”对话框上，单击“日程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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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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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指定日程表的其他属性。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日程表属性”。

6

单击“确定”。

关于使用 Oracle 智能策略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日程表属性
本主题介绍了对于 Oracle 智能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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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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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页的“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策略类型”。

日程表类型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预定备份：
■

频率

■

此设置仅适用于预定备份， 而不适用于用户控制的备份。 “频率”指定此日程表中的下
一次备份或存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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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设置仅适用于预定备份， 而不适用于用户控制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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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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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日程表的保留期限会控
制 NetBackup 记录执行预定备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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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所选的日程表类型会对保留期限产生如下影响：
■

■

基于频率的预定
设置的保留期限要比日程表的频率设置长。 例如，如果频率设置是一周，则设置的保留
期限至少应为两周。 NetBackup 调度程序会对自动备份日程表的最新记录与该自动备份
日程表的频率进行比较。 执行这项比较可确定备份是否期满。 如果设置的保留期限太早
超过这个记录，则预定的备份频率将是无法预测的。 然而，如果设置的保留期限过长，
NetBackup 目录库又会积聚多余的记录。
当 NetBackup 使备份映像失效时，不会通知 Oracle。使用 Oracle RMAN 存储库维护命
令，定期删除 Oracle RMAN 存储库的失效备份集。
基于日历的预定
保留期限设置对基于日历的预定不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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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描述

多个副本

要为策略指定多个备份副本，请在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上配置“多个副本”。

Oracle 智能策略 - 存储和保留
本主题介绍 Oracle 智能策略的存储和保留属性。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存储和保留行为

表 4-4
属性

描述

策略是快照类型

如果策略是快照类型，则保留行为的可能情况如下：
■

■

■

■

策略不是快照类型

如果日程表未覆盖策略存储单元且策略存储单元为非快照 SLP，则 SLP 将确定保
留期限，并且策略将使用策略存储单元。
如果日程表未覆盖策略存储单元且策略存储单元不是 SLP，则日程表将确定保留期
限，并且策略将使用策略存储单元。
如果日程表使用 SLP 覆盖了策略存储单元，并且该 SLP 不是快照 SLP，则覆盖存
储单元将优先于策略存储单元，并由 SLP 确定保留期限。
如果日程表使用快照 SLP 覆盖了策略存储单元，则策略存储单元必须为非快照
SLP。在制度存储单元的SLP确定被放出的数据的保留阶段。 此外，日程表上的
SLP 确定快照数据的保留。

如果策略不是快照类型，则保留行为的可能情况如下：
■

■

■

■

如果日程表未覆盖策略存储单元且策略存储单元不是 SLP，则日程表将确定保留期
限。
如果日程表未覆盖策略存储单元，且该策略存储单元是 SLP，则 SLP 将确定保留
期限。
如果日程表覆盖了策略存储单元，且日程表存储单元不是 SLP，则日程表将确定保
留期限。
如果日程表覆盖了策略存储单元，且日程表存储单元是 SLP，则 SLP 将确定保留
期限。

以下是 Oracle 智能策略存储的示例以及基于快照的策略类型的保留行为的示例。
策略存储

日程表存储

数据流数据保留派
生自：

快照数据保留派生
自：

AdvancedDisk

-

日程表

日程表

AdvancedDisk

SLP

SLP

SLP

SLP

-

SLP

S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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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存储

日程表存储

数据流数据保留派
生自：

快照数据保留派生
自：

磁带库

-

日程表

日程表

非快照 SLP

快照 SLP

非快照 SLP

快照 SLP

AdvancedDisk

快照 SLP

无效配置

无效配置

以下是 Oracle 智能策略存储以及基于数据流的策略类型保留行为的示例。
策略存储

日程表存储

数据流数据保留派生自：

AdvancedDisk

-

日程表

SLP

AdvancedDisk

日程表

AdvancedDisk

SLP

SLP

SLP

-

SLP

关于 Oracle 智能策略主服务器行为
对于 Oracle 智能策略，在默认情况下，客户端使用服务器列表中的第一个服务器启
动 Oracle 备份或还原操作。然而，您可能想让操作识别从主服务器传递下来的主服
务器名。为此，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 Windows 上，将 USE_REQUESTED_MASTER = TRUE 声明输入到文本文
件（例如，new_config.txt）。然后，在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上使用以下命
令将新建的配置文件发送至客户端主机：
# bpsetconfig -h myoracleclient new_config.txt

■

在 UNIX 上，将 USE_REQUESTED_MASTER = TRUE 添加到 bp.conf 文件，
从而允许超过一台主服务器备份客户端。

“实例”选项卡
“实例”选项卡显示 Oracle 智能策略已预定备份的所有实例和实例组。在选择项目
之前，面板是空白的。 要将实例或实例组添加到列表，请单击“新建”。 如果添
加新的 Oracle 策略或者更改现有的 Oracle 策略，则此选项卡会出现在对话框的顶
部。
单击“实例”选项卡以显示以下类别的项。 请注意，在选择这些选项之一时，将清
除任何现有的备份选择和实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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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实例。 将显示要为此策略备份的所有实例。 要删除此列表中的所有项，请
单击“删除”。要向此列表中添加新实例，请单击“新建”。 将出现一个新的
面板，其中显示已注册的所有实例以供选择。
如果某实例因未注册而未出现在此面板中，则可以稍后注册该实例并将它添加
到策略。 可以选择多个要添加到策略的实例。 单击希望通过策略备份的每个实
例旁边的复选框。 在单击“确定”之后，此操作将生效。

■

保护实例组。此面板显示已创建的所有实例组。会备份在备份时属于实例组的
所有实例。要将实例组添加到此面板上显示的组列表，请单击“新建”。将出
现一个新的面板，其中显示所有实例组以供选择。
可以选择多个要添加到策略的实例组。单击希望通过策略备份的每个实例组旁
边的复选框。在单击“确定”之后，此操作将生效。
要查看为指定的实例组运行策略时备份哪些实例，请突出显示该组，然后单击
“预览实例”。 将出现一个面板，其中显示实例组中所有实例的列表。

■

客户端。 如果要选择将脚本或模板用作配置 Oracle 策略的方法的客户端，请选
择“用于脚本或模板的客户端”。 沿对话框顶部的选项卡将更改为适用于基于
脚本和模板的 Oracle 策略的选项卡。

表 4-5

“实例”选项卡字段

字段

描述

实例名

面板窗口中的列表取决于窗口顶部的选择。
■

“保护实例”按钮显示策略所备份的实例。 单击“新建”。
“保护实例”对话框显示所有已注册的实例。

■

“保护实例组”按钮显示策略将备份的所有实例组。 单击“新
建”。 “保护实例组”对话框显示在此服务器上创建的所有实
例组。

■

状态

“用于脚本或模板的客户端”用于选择要备份的客户端。

实例的状态。下面是可能的值：
■

活动 - 已提供实例的凭据，并且 Oracle 智能策略可以备份实例。

■

不活动 - 如果将实例添加到策略，策略不会备份实例。管理员可
能出于某些原因（例如，升级）执行此操作，以使实例脱机。

主机

指定 Oracle 数据库所驻留的主机。

操作系统类型

指定客户端主机的操作系统。有效值是 Windows 和 UNIX。

ORACLE_HOME

实例所驻留的 Oracle 主目录的文件路径。

实例组

指定此实例所属的 Oracle 实例组的名称。如果实例不属于实例组，
则此字段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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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已注册

指定用户为实例提供一组凭据的日期和时间。

“备份选择”选项卡
通过“备份选择”选项卡，可以更改 Oracle 备份的类型。 您可以备份整个数据库，
仅备份表空间，仅备份数据文件，或者备份快速恢复区域 (FRA)。 下面是选择列
表：
■

整个数据库

■

部分数据库 - 表空间

■

部分数据库 - 数据文件

■

快速恢复区域 - (FRA)。此选项用于备份 FRA 的内容。对于待还原和恢复的
Oracle 实例，确保 FRA 在进行备份时包含可恢复的映像集。

默认情况下，“整个数据库”选项处于选中状态，备份选择包含指令
WHOLE_DATABASE。如果选择部分选项之一（表空间或数据文件），则必须单击“新

建”按钮以显示新面板。该面板包含实例列表，您可以从中选择新策略可以备份的
表空间或数据文件。

Oracle 选项卡
此选项卡包含用于表空间和数据文件、已存档的重做日志以及文件名格式的选项。
表 4-6

Oracle 选项卡字段

字段

描述

表空间/数据文件选项

“并行流的数目”是可在备份操作中使用的并行备份流的数目。
选择“指定只读表空间选项”可启用只读表空间选项。可能的值有
“跳过”和“强制”。“跳过”是指在备份期间跳过只读表空间。
“强制”表示 RMAN 备份所有文件。
选择“脱机 (冷) 数据库备份”可关闭 Oracle 数据库并将其置于装
入状态。
选择“跳过脱机数据文件”可指示备份操作不访问脱机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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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指定最大限制

选择“指定最大限制”可访问几个 I/O 和备份集限制。只应在极少
数情况下修改下列参数。如果未更改这些值，则备份使用 RMAN
中定义的默认值。RMAN 默认值通常可提供最佳性能。
“最大 I/O 限制”参数：
■

“读取速率 (KB/秒)”(RATE) 指定在此通道上 RMAN 每秒读取
的最大千字节数 (KB)。此参数设置读取的字节上限以免 RMAN
占用过多的磁盘带宽而使性能下降。

■

“备份片大小 (KB)”(MAXPIECESIZE) 指定在此通道上创建的
每个备份片的最大大小。

■

“打开文件的数目”(MAXOPENFILES) 控制在任何给定时间备
份操作最多可以打开的输入文件的数目。

“最大备份集限制”参数：

备份标识符选项

■

“每个备份集的文件数”(FILESPERSET) 指定在每个输出备份
集中最多可包括的输入文件的数目。

■

“备份集的大小 (KB)”(MAXSETSIZE) 指定备份集的最大大小
（以千字节为单位）。

“备份集标识符:”(TAG) 为备份集、代理副本、数据文件副本或控
制文件副本指定一个用户指定的标记名称。标记应用于备份生成的
输出文件。

已存档的重做日志选项 选择“在完整和增量式日程表中包括已存档的重做日志”可在完整
和增量式日程表备份中包括已存档的重做日志。
选择“创建副本后删除”可在成功完成选定数目的备份之后删除已
存档的重做日志。取消选中该框或设置为 0 可跳过删除操作，并在
备份之后保留日志。
“并行流的数目”可控制备份中的并行度。这一数字指定 RMAN
与数据库实例之间的最多连接数。每个连接都会在目标实例上启动
一个 Oracle 服务器会话。此服务器会话执行对备份集进行备份的
工作。
指定“指定最大限制”可设置存档重做日志的自定义限制。
■

“每个备份集的文件数”指定在每个输出备份集中最多可包括
的已存档重做日志文件的数目。

■

“备份集的大小 (KB)”(MAXSETSIZE) 指定已存档重做日志的
备份集的最大大小（以千字节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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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

描述

用户指定的备份文件名 选择“指定备份文件名格式”可设置数据文件、已存档的重做日
格式
志、控制文件和快速恢复区域 (FRA) 的各种备份文件名的格式。
确保为所有 RMAN 备份片名称（控制文件的自动备份除外）指定
的格式都以 _%t 结尾。NetBackup 将此时间戳用作目录库映像搜
索条件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此时间戳，随着 NetBackup 目录库的扩
展，性能可能会下降。

关于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NetBackup 用户或自动日程表可通过在 Oracle 策略的文件列表中指定模板或 Shell
脚本来启动数据库备份。模板或 Shell 脚本指定 RMAN 要在客户端上执行的备份命
令。
在 UNIX 上，NetBackup for Oracle 包括一个可使 RMAN 使用 NetBackup 的功能
库。 可以链接到此库
请参见有关如何链接到此库的说明。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在 UNIX 上将 Oracle RMAN 与 NetBackup 链接”。
在 Windows 上，NetBackup for Oracle 包括一个可使 RMAN 使用 NetBackup 的功
能库。 此库位于 c:\Windows\system32 中。
使用 RMAN backup 命令时，生成的每个备份集都至少包含目标数据库中的一个备
份片（数据文件、数据文件副本、控制文件或存档日志）。必须使用 format 操作
数为每个备份片指定一个唯一的名称。另有几个替换变量可帮助生成唯一名称。 可
以在 backup 命令中指定 format 操作数。NetBackup 将备份片名称看作要备份的
文件，因此该名称在目录库中必须是唯一的。
对于备份，以下情况属实：
■

rman 命令启动所请求的针对数据库的操作。

■

当进程需要介质来存储备份数据时，RMAN 会发出备份请求来启动用户控制的
备份。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连接到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for Oracle。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将数据库数据发送给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该介质服
务器将数据保存到辅助存储器。还原过程基本上与此相同，只是在还原过程中
RMAN 发出的是还原请求而不是备份请求。此请求会致使 NetBackup 从辅助存
储器中检索数据，然后将其发送到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

RMAN 支持并行操作，因此单个 rman 命令可以在 NetBackup 系统上启动多个
备份或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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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AN 操作的状态存储在 RMAN 目录库中，或者存储在数据库控制文件中。此
状态由用于运行备份或还原的 RMAN 命令的输出所指示。该状态也是数据库管
理员为确认备份或还原是否成功而必须检查的唯一状态。

■

NetBackup 也记录状态，但是只记录操作中与它自己相关的那一部分的状态。
数据库管理员无法用 NetBackup 状态确定 rman 是否成功。在 rman 中可能出现
不影响 NetBackup 的错误，因而这些错误不会记录在 NetBackup 的日志中。

添加基于脚本或模板的新 Oracle 策略
本主题介绍如何为数据库添加新备份策略。
添加新的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1

以管理员 (Windows) 或 root (UNIX) 身份登录到主服务器，并启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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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选择“NetBackup 管理”>“策略”。然后选
择“操作”>“新建”>“新建策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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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确定”。

5

在“添加新策略”对话框的“策略类型”列表中，选择 Oracle。对话框顶部的
选项卡更改为包含“实例”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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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单击“实例”选项卡，然后选择“用于脚本或模板的客户端”。

7

在“备份策略管理”对话框中，单击 “是”。 对话框顶部的选项卡再次更改
为包含“客户端”选项卡。

8

单击“确定”返回到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主屏幕。选择“视图”>“刷
新”刷新 GUI，以使相应的日程表信息显示在“日程表”选项卡中。

9

在右窗格中，双击已添加的策略。另外，您也可以在中间窗格中右键单击策略
名称，并从菜单中选择“更改”。

10 填写“属性”选项卡上的条目。
请参见第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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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60 页的“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自动备份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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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客户端。在“客户端”选项卡中，单击“用于脚本或模板的客户端”
按钮。 然后单击“新建”以显示所有可能的客户端列表。从此列表中选择
新客户端，然后单击“确定”。
请参见第 72 页的“将客户端添加到策略”。

■

将模板或脚本添加到备份选择列表。
请参见第 73 页的“关于向 Oracle 策略添加备份选择”。

12 添加完所需的全部日程表、客户端和备份选择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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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介绍了 NetBackup for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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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7

NetBackup for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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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数据库，请选择策略类型 Oracle。

限制每个策略的作业数 设置 NetBackup 可以使用此策略并行备份的最大实例数。
遵循 NFS

UNIX 上的 Oracle 策略可使用此选项。选择此属性将从 NFS 装入的文件系统备份文件。 如
果未选择此选项，则 NetBackup 无法对 NFS 装入的文件执行备份。
另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注意：快照备份不可以使用此选项。
关键字短语

对于 NetBackup for Oracle，“关键字短语”项将被忽略。

Snapshot Client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此组中包含用于在 Snapshot Client 和 Replication Director 上启用备份的选项。

关于备份日程表、模板和脚本
请注意当自动日程表调用由用户编写的脚本时可能会发生的情况。NetBackup 不提
供防止自动备份日程表执行诸如运行还原或恢复脚本等操作的保护措施。
为了防止发生这样的错误，请尽可能使用模板来代替脚本。当运行模板时，它会在
日程表中检测备份类型。您应在策略中指定具有正确操作类型（备份或还原）的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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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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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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页的“为 NetBackup for Oracle 配置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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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

“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的保留期限是指 NetBackup 保留备份映像（基于数据流的备份）
的时间长度。 自动日程表的保留期限用于控制 NetBackup 保留预定备份（代理备份）记录
的时间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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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所选的日程表类型会对保留期限产生如下影响：
■

■

多个副本

基于频率的预定
设置的保留期限要比日程表的频率设置长。 例如，如果频率设置是一周，则设置的保留
期限应超过一周。 NetBackup 调度程序会对自动备份日程表的最新记录与该自动备份日
程表的频率进行比较。执行这项比较可确定备份是否期满。如果设置的保留期限太早超
过这个记录，则预定的备份频率将是无法预测的。然而，如果设置的保留期限过长，
NetBackup 目录库又会积聚多余的记录。
当 NetBackup 使备份映像失效时，不会通知 Oracle。使用 Oracle RMAN 存储库维护命
令，定期删除 Oracle RMAN 存储库的失效备份集。
Oracle XML 导出操作创建存档供长期存储和恢复。 保留级别设置为几年或无限期。
基于日历的预定
保留期限设置对基于日历的预定不是很重要。

要为策略指定多个备份副本，请在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上配置“多个副本”。如果使用
Snapshot Client，请在自动日程表上同时指定“多个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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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脚本或模板的策略 - 存储和保留
本主题介绍基于脚本的策略和基于模板的策略的存储和保留属性。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存储和保留行为

表 4-9
属性

描述

策略是快照类型

如果策略是快照类型，则保留行为的可能情况如下：
■

如果日程表已覆盖策略存储，则日程表上的覆盖存储将优先于策略存储。

■

■

如果策略存储为快照 SLP，则应用程序日程表必须覆盖策略存储。在应用程序日程
表上指定的存储可能不是快照 SLP。
如果要使用的存储不是 SLP，将由日程表确定快照数据的保留。

■

如果将策略存储单元用作 SLP，将由 SLP 确定快照数据的保留。

数据流数据通过应用程序日程表进行处理。快照数据通过自动日程表进行处理。
策略不是快照类型

如果策略不是快照类型，则保留行为的可能情况如下：
■

如果应用程序日程表已覆盖策略存储，则日程表上的覆盖存储将优先于策略存储。

■

如果使用的存储不是 SLP，将从日程表派生保留。

■

如果使用的存储为 SLP，将从 SLP 派生保留。

由于所有数据均为数据流数据，因此将使用应用程序日程表处理数据。

以下是基于脚本或模板的策略存储的示例以及基于快照的策略类型的保留行为的示
例。
策略存储

应用程序日程
表存储

完全/增量式日 数据流数据保
程表存储
留派生自：

快照数据保留
派生自：

AdvancedDisk

-

-

应用程序日程表

完全/增量式日程
表

AdvancedDisk

-

非快照 SLP

应用程序日程表

非快照 SLP

非快照 SLP

AdvancedDisk

-

应用程序日程表

非快照 SLP

磁带库

非快照 SLP

-

非快照 SLP

完全/增量式日程
表

快照 SLP

AdvancedDisk
（必须指定）

快照 SLP

应用程序日程表

完全/增量式日程
表上的快照 SLP

AdvancedDisk

-

快照 SLP

应用程序日程表

快照 SLP

非快照 SLP

-

-

非快照 SLP

非快照 SLP

71

Oracle 策略配置
关于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策略存储

应用程序日程
表存储

完全/增量式日 数据流数据保
程表存储
留派生自：

快照数据保留
派生自：

AdvancedDisk

非快照 SLP

快照 SLP

应用程序日程表
上的非快照

完全/增量式日程
表上的快照 SLP

快照 SLP

非快照 SLP（必 快照 SLP
须指定）

应用程序日程表
上的非快照

完全/增量式日程
表上的快照 SLP

以下是基于脚本或模板的策略存储的示例以及基于数据流的策略类型的保留行为的
示例。
策略存储

日程表存储

应用程序日程表存
储

数据流数据保留派
生自：

AdvancedDisk

-

N/A

应用程序日程表

非快照 SLP

AdvancedDisk

N/A

应用程序日程表

AdvancedDisk

非快照 SLP

N/A

非快照 SLP

非快照 SLP

-

N/A

非快照 SLP

AdvancedDisk

-

非快照 SLP

非快照 SLP

快照 SLP

-

AdvancedDisk

应用程序日程表

将客户端添加到策略
客户端列表包含自动备份过程中运行脚本的客户端的列表，或者可以将备份请求发
送到应用程序日程表的客户端。一个 NetBackup 客户端必须包含在至少一个策略
中。
NetBackup 尝试为客户端列表中的每个客户端运行备份选择列表中的每个模板。 如
果一个模板在特定客户端上无效，则跳过该模板。 （例如，该客户端上不存在该模
板中指定的 Oracle 主目录。） 一个策略可以包括多个客户端和多个模板。 只需要
部分模板在每个客户端上都有效。 如果有效模板成功，则整个备份也会成功。
对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策略，要添加的客户端必须安装有以下软件：
■

Oracle

■

NetBackup 客户端或服务器

■

备份 Shell 脚本（除非您使用了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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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NetBackup for Oracle 策略中添加客户端

1

打开您要编辑的策略或者创建一个新策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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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单击“新建”。

4

键入客户端名称，然后选择客户端硬件和操作系统。
如果 Oracle 是安装在 群集中，则将虚拟的 Oracle 名称指定为客户端名称。

5

6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要添加另一客户端，请单击“添加”。

■

如果这是要添加的最后一个客户端，请单击“确定”。

在“策略”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关于向 Oracle 策略添加备份选择
对于数据库策略和非数据库策略，备份选择列表的含义是不同的。例如，在 Standard
策略或 MS-Windows 策略中，该列表包含要备份的文件和目录。
在数据库策略中，指定要运行的模板或脚本。
在使用模板或脚本时应遵守以下规则：
■

确保脚本位于客户端列表中的每个客户端上。
脚本可以放在任何位置。 确保 NetBackup 可以访问您选择的位置，且 NetBackup
能够运行这些脚本。
注意，备份模板不驻留在客户端上， 而是驻留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

■

在您安装 NetBackup 软件时会自动安装示例脚本，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需要
来修改这些脚本。
将脚本写入原始安装位置以外的位置。 这样在以后安装 NetBackup 时就不会重
写您的站点的脚本。

■

如果在 NetBackup 服务器群集中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请确保将这些脚
本放在故障转移后可用的位置。

仅当要设置自动备份的策略时，才将这些模板或脚本添加到备份选择列表。 对于手
动备份和在“日程表”选项卡下指定的自动日程表，将运行这些模板或脚本。
NetBackup 按照模板或脚本在备份选择列表中出现的顺序来运行模板或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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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备份选择列表添加模板
以下过程描述如何向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备份选择列表添加模板。
注意：确保在备份选择列表中指定了正确的模板名称，以防止出现错误或可能的误
操作。
向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备份选择列表添加模板

1

打开“策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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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选择”选项卡。

3

单击“新建”。

4

从“模板集”列表中，根据操作选择模板类型。

5

从“脚本或模板”列表中，选择一个模板或键入模板名称。
包括 .tpl 扩展名。但不要包括完整路径。例如，weekly_full_backup.tpl。

6

单击“添加”将模板添加到列表中。

7

单击“确定”。

向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备份选择列表添加脚本
以下过程描述如何向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备份选择列表添加脚本。
注意：确保在备份选择列表中指定了正确的脚本名称，以防止出现错误或误操作。
向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备份选择列表添加脚本

1

打开“策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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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选择”选项卡。

3

单击“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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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脚本或模板”框中，键入客户端上的脚本的完整路径名。
例如：
/backup_scripts/db/cold_backup.sh
C:\backup_scripts\db\cold_backup.cmd

5

单击“添加”将脚本添加到列表中。

6

单击“确定”。

关于配置运行时环境
如果未使用 Oracle 智能策略，则存在许多用户可配置的变量会影响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操作。 其中大多数变量都只能在 NetBackup for Oracle 模板向导或 RMAN
脚本中设置。 少数变量可以在多个位置设置，最为明显的是这些指定主服务器、客
户端名称、策略和日程表的变量。
在多个位置配置这些变量时，将使用以下优先顺序（列表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

RMAN SEND 命令变量（如果在备份脚本中指定）。

■

RMAN ENV 参数变量（如果在备份脚本中指定）。
请参见第 78 页的“关于 RMAN SEND 命令变量”。

■

客户端名称和日程表名称的模板字段（如果在备份模板中指定）。

■

服务器名称和备份策略名称的模板字段（如果在备份模板中指定并从客户端启
动）。

■

从 Oracle 侦听器进程启动环境继承的环境变量（如果 RMAN 使用 TNS SQL*Net
连接到数据库）。

■

启动 bpdbsbora 或 RMAN 之前在备份脚本中设置的环境变量。

■

登录或 Shell 继承的环境变量。
请参见第 76 页的“关于 Oracle RMAN 环境”。

■

主服务器启动自动日程表时设置的环境变量。
请参见第 7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设置的环境变量”。

■

在 UNIX 上，Oracle 用户的配置文件；$HOME/bp.conf。

■

NetBackup 配置：
■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Veritas\NetBackup\CurrentVersion\Config

注册表项。
■

UNIX：/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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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服务器、客户端名称、可选默认策略和可选默认日程表的 NetBackup
GUI 设置。
请参见第 80 页的“关于 UNIX 系统上的 bp.conf 文件”。
■

■

以下默认设置适用：
■

必须指定服务器，没有默认服务器。

■

客户端名称默认为主机名。

■

主服务器为客户端名称选择 Oracle 类型的第一个策略。

■

主服务器从该策略中选择“应用程序备份”（基于流）或“自动完全备份”
（代理）类型的第一个日程表。

注意：仅当从客户端启动时，才使用在备份模板内配置的服务器名称和备份策略名
称。
如果备份是从主服务器上的自动日程表启动的，则操作有所不同。 备份使用主服务
器的名称和用于启动模板的策略。 此操作允许模板与多个策略、不同的自动日程
表、甚至是不同的主服务器一起使用。

关于 Oracle RMAN 环境
Oracle RMAN 程序将继承其环境或用于启动的 Shell。 该环境可能来自多个位置：
■

主机的全局环境或配置文件

■

用户的配置文件

■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非 NetBackup 调度程序

■

备份脚本

■

交互式终端会话

此外，RMAN 启动之后，会连接到数据库实例并启动执行备份的 Oracle 服务器进
程。 如果连接通过本地登录和密码（不包含 TNS 别名）执行，则 Oracle 服务器进
程是 RMAN 程序的子项。 Oracle 服务器进程将从 RMAN 继承该环境。 由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是一个加载到 Oracle 服务器进程中的共享库，因此也会
继承该环境。
但是，如果 RMAN 通过 SQL*Net（登录和 password@TNSalias）连接到数据库实
例，则 Oracle 服务器进程是 SQL*Net 侦听器服务的子项。 之前曾独立于 RMAN
启动此 SQL*Net 侦听器服务。 因此，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不会从 RMAN 继
承该环境。 相反，该代理将继承用于启动侦听器服务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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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出现意外结果，建议将 RMAN 配置为始终使用 send 命令将所需的变量和值
显式传递给 NetBackup。 或者，可以使用 RMAN ENV 参数使这些变量和值可供
NetBackup 使用。
示例 1。使用 send 命令指定用于数据库备份的策略和服务器。如本例所示，分配
完所有通道后，在 RMAN 脚本中指定字符串形式的变量，然后再执行 backup 命
令。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type 'SBT_TAPE';
allocate channel t2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POLICY=your_policy,NB_ORA_SERV=your_server';
backup (database format 'bk_%U_%t');
release channel t1;
release channel t2;
}

示例 2。使用 parms 操作数指定用于数据库备份的策略和服务器。 在 Shell 脚本
中，对于每条 allocate channel 命令，均设置了 parms 操作数。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DEVICE TYPE 'SBT_TAPE'
PARMS "SBT_LIBRARY=/usr/openv/netbackup/bin/libobk.so,
ENV=(NB_ORA_POLICY=your_policy,NB_ORA_SERV=your_server)";
allocate channel t2 DEVICE TYPE 'SBT_TAPE'
PARMS "SBT_LIBRARY=/usr/openv/netbackup/bin/libobk.so,
ENV=(NB_ORA_POLICY=your_policy,NB_ORA_SERV=your_server)";
backup (database format 'bk_%s_%p_%t');
release channel t1;
release channel t2;
}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设置的环境变量
运行自动日程表时，NetBackup 会为 Shell 脚本设置要使用的环境变量。 仅当从服
务器启动（或者由 NetBackup 调度程序自动启动，或通过管理员界面手动启动）备
份时，才设置这些变量。
在 UNIX 和 Windows 上，这些变量可用于执行备份脚本中的条件操作。
表 4-10 显示了这些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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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NetBackup for Oracle 设置的变量

环境变量

用途

NB_ORA_SERV

启动自动日程表的 NetBackup 服务器的名称。

NB_ORA_POLICY

包含自动日程表的 Oracle 策略的名称。

NB_ORA_CLIENT

策略中的 NetBackup 客户端的名称。

NB_ORA_FULL

对于“完全日程表”，设置为 1。

NB_ORA_INCR

对于“差异增量式日程表”，设置为 1。

NB_ORA_CINC

对于“累积增量式日程表”，设置为 1。

NB_ORA_PC_SCHED

自动日程表的名称。

关于 RMAN SEND 命令变量
Oracle SEND 命令和 ENV 参数支持用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几个选项。 SEND
命令指定的变量将取代由 ENV 参数指定的变量。 此外，指定变量和值时，不允许
使用空格。
表 4-11 介绍了可以为 RMAN SEND 命令设置的选项。
表 4-11

SEND 命令的选项

选项

用途

BKUP_IMAGE_PERM

用于在备份时设置备份映像的权限。可能的值如下：
USER - 将权限设置为 600。只有已备份数据的原始用户有
权访问备份映像。
GROUP - 将权限设置为 660。已备份数据的原始用户所在
组中的任何人都有权访问备份映像。
ANY - 将权限设置为 664。任何人都有权访问备份映像。
如果未指定此关键字，则权限默认为 660。
要指定此关键字，请使用 send 命令来设置该变量。例如：
SEND 'BKUP_IMAGE_PERM=ANY';

注意：BKUP_IMAGE_PERM 选项不影响包含在 RMAN 代
理副本备份中的物理文件的权限。 在备份之前，确保已正
确设置物理文件所有者、组和权限。
有关更多信息，请查看以下文档：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1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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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用途

NB_ORA_CLIENT

指定 Oracle 客户端的名称。

NB_ORA_COPY_NUMBER

指定备份映像的哪个副本要用于还原。

NB_ORA_METADATA

启用 (YES) 和禁用 (NO)“引导式恢复”操作的元数据集
合。

NB_ORA_PARENT_JOBID

启用要在活动监视器中显示的作业 ID 的父 ID（仅对预定作
业有效）。

NB_ORA_PC_RESTORE

使用脚本或 RMAN 命令指定快照回滚还原。

NB_ORA_PC_SCHED

指定 NetBackup 用于基于文件的代理副本备份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日程表。（此日程表可以是“完全”、“差异增
量式”或“累积增量式”备份类型）。对于预定的备份，
此变量从调度程序传递。当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模板生成向导创建 RMAN 模板时，会自动在模板中
创建此变量。

NB_ORA_PC_STREAMS

指定 NetBackup 在每个代理副本会话中同时启动的备份流
的数量。当备份开始时，NetBackup 按文件大小将所有数
据文件分到指定数目的备份流中。 NetBackup 尝试创建相
同大小的数据流。NB_ORA_PC_STREAMS 的默认值为
1。
只有用户可以设置此变量。当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模板生成向导创建 RMAN 模板时，会自动在模板中
创建此变量。 要自动创建此变量，必须为并行流的数目提
供一个值。

NB_ORA_POLICY

指定 Oracle 备份要使用的策略的名称。

NB_ORA_RESTORE_PRIORITY 在 NetBackup 中指定还原优先级。
NB_ORA_SCHED

指定 Oracle 备份要使用的“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的名
称。

NB_ORA_SERV

指定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名称。

NB_ORA_DISK_MEDIA_SERVER 指定多个介质服务器均可访问要还原的映像时要使用哪个
介质服务器。
取代主服务器上的任何
FORCE_RESTORE_MEDIA_SERVER 设置。
CPF1_POLICY

要用于双工副本号 1 的策略。

CPF1_SCHED

双工副本号 1 的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

79

Oracle 策略配置
关于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选项

用途

CPF2_POLICY

要用于双工副本号 2 的策略。

CPF2_SCHED

双工副本号 2 的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

CPF3_POLICY

要用于双工副本号 3 的策略。

CPF3_SCHED

双工副本号 3 的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

CPF4_POLICY

要用于双工副本号 4 的策略。

CPF4_SCHED

双工副本号 4 的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系统管理指南，第 I 卷》。

关于 UNIX 系统上的 bp.conf 文件
NetBackup for Oracle 用户可以在 NetBackup for Oracle 客户端主机上的 Oracle 用
户主目录中创建 bp.conf 文件。 当 NetBackup for Oracle 操作启动时，在搜索主
配置文件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之前，会先搜索用户的 bp.conf 文
件。 找到的任何用户级别的选项都将覆盖该选项在主机级别上的设置。
表 4-12 列出了可在用户的 bp.conf 文件中设置的选项。
表 4-12

可在用户的 bp.conf 文件中设置的选项

选项

用途

BPBACKUP_POLICY

此选项指定 备份要使用的策略的名称。

BPBACKUP_SCHED

此选项指定 备份要使用的“应用程序备份”类型日程
表的名称。

CLIENT_NAME

此选项指定 Oracle 客户端的名称。此名称对于重定向
还原操作尤其有用。

CLIENT_READ_TIMEOUT

使用此选项可增加 Oracle 客户端最初等待 NetBackup
服务器做出响应的时间（以秒为单位）。默认值为 900
或 CLIENT_READ_TIMEOUT（以两者中较大者为准）。

ORACLE_METADATA

设置为 YES 以启用“引导式恢复”的元数据集合。

SERVER

此选项指定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名称。用户的
bp.conf 文件中只能有一个 SERVER 选项。

VERBOSE

此选项使 NetBackup 在其调试日志中包括更多信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系统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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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显示某 Oracle 用户的 bp.conf 的示例条目：

SERVER=jupiter
CLIENT_READ_TIMEOUT=900
VERBOSE=1

关于创建模板和 Shell 脚本
RMAN 模板和脚本包含运行 NetBackup RMAN 备份和恢复作业的命令。必须首先
创建模板和脚本，然后 NetBackup 才能执行预定备份。它们是在 NetBackup 服务
器的策略配置中指定的模板文件或 Shell 脚本。

启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启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1

使用操作系统方法登录到安装了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客户端。

2

确保 Oracle 数据库处于 mount 或 open 状态。

3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启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

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选择“所有程序”> Symantec 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

■

在 UNIX 上，运行以下命令：
/usr/openv/java/jbpSA &

4

提供登录对话框请求的信息。
在 Windows 上，不一定要以管理员或 Oracle 管理员的身份登录。
在 UNIX 系统上，登录 NetBackup 的方式取决于配置 Oracle 身份验证的方式:
■

Oracle 的操作系统身份验证：
以 Oracle DBA UNIX 帐户（包括 sysdba 权限）登录 NetBackup。

■

通过密码文件执行 Oracle 身份验证：
使用任何 UNIX 帐户（包括 root）登录 NetBackup。您需要以后在备份过
程中提供其他 Oracle 登录信息。

在主机名称字段中，键入 Oracle 数据库和 NetBackup for Oracle 所驻留的客
户端的名称。在其他字段中，键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您可以作为一般用户登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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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AN 模板和 Shell 脚本
可以使用带有 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的模板或 Shell 脚本。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向导创建备份模板。可以从 NetBackup“备份、存档和
还原”界面启动该向导。
请参见第 82 页的“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模板生成向导创建 RMAN 模
板”。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向导并不支持 Oracle 提供的所有 RMAN 命令和选项。
如果模板未提供所需的全部功能，您可以自己编写 Shell 脚本。
Shell 脚本由用户编写，必须符合 RMAN 和操作系统的 Shell 语法。备份和恢复
Shell 示例脚本安装在装有 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的客户端上。可根据您的具
体需要修改这些脚本。
请参见第 84 页的“关于手动创建 RMAN 脚本”。
NetBackup for Oracle 还提供一个实用程序（bpdbsbora），它可从备份向导模板
生成 Shell 脚本。这样用户可以使用向导创建模板，然后基于该模板生成 Shell 脚
本。 您应查看此脚本，确保 TARGET_CONNECT_STR 在执行之前具有正确的凭据。
请参见第 83 页的“基于模板创建 RMAN 脚本”。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模板生成向导创建 RMAN
模板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向导存储有关所需的 RMAN 备份操作的信息。该向导使
用这些信息来创建模板，您可以立即运行此模板，也可以将它保存在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位置中供以后使用。
有关备份策略和 RMAN 功能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如果在 Windows 系统上安装了 Oracle，则客户端上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将在左窗格中显示一个 Oracle 节点。从客户端上展开左窗格中的该 Oracle 节点，
可查看 Oracle 实例的分层结构。在左窗格中选择一个节点，可在右窗格中查看详细
信息。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模板生成向导创建 RMAN 模板

1

登录到 NetBackup for Oracle 客户端并启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
原”界面。
请参见第 81 页的“启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2

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展开某个 Oracle 实例，然后选择要备份的数
据库对象（数据文件、表空间、已存档的重做日志）。
如果选择 Oracle 实例，将使用 RMAN 备份整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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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操作”>“备份”。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模板生成向导显示以下屏幕，可在其中输入有关
要执行的备份操作的信息：
■

欢迎使用（仅限 UNIX）

■

目标数据库登录凭据

■

恢复目录库登录凭据

■

已存档的重做日志

■

配置选项

■

备份选项

■

数据库状态

■

NetBackup for Oracle 配置变量

■

备份限制

如果需要有关向导屏幕上任何字段的说明或更详细的信息，请单击向导屏幕上
的“帮助”。

4

完成向导操作后，“模板摘要”屏幕会显示备份模板的摘要：
可以选择在向导操作完成后立即运行模板并且/或者将该模板保存到主服务器
中。选中“立即执行备份”和/或“保存模板”，然后单击“完成”。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存储模板”。

基于模板创建 RMAN 脚本
可以使用 bpdbsbora 命令基于备份模板创建脚本。此命令基于“备份向导”创建的
模板生成 RMAN Shell 脚本。
在命令提示符下，按照以下格式键入此命令：
bpdbsbora -backup -g script_file -t templ_name.tpl -S server_name

其中：
-backup

指定模板类型。

-g script_file

指定 bpdbsbora 要将脚本写入的文件的名称。如果 script_file
包含空格，则为其加上引号。该选项不能与 -r（运行）选项一
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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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empl_name.tpl

指定要用作脚本基础的模板的名称。请确保该模板存在。
bpdbsbora 从主服务器上的已知位置检索备份模板，因此仅
指定模板文件名即可。

-S server_name

指定模板驻留的主服务器。指定 bpdbsbora 命令后，它会从
指定的主服务器检索备份模板。

关于手动创建 RMAN 脚本
可以手动创建 RMAN 脚本，而不是使用模板向导创建此类脚本。 创建脚本时，需
要指定备份类型并为输出文件分配名称。请记住以下注意事项：
备份类型

RMAN 支持下列不同类型的备份（在示例中，n 必须是 1 或更高）：
■

BACKUP FULL

■

BACKUP INCREMNTAL LEVEL 0（增量式备份的完全备份基础）

■

BACKUP INCREMENTAL LEVELn（差异增量式备份）

■

BACKUP INCREMENTAL LEVELnCUMULATIVE（累积增量式备
份）

当生成数据文件备份集时，可以进行增量式备份也可以进行完全备份。
完全备份和 0 级增量式备份均可执行数据文件的完整备份。 但是，级
别为 0 的增量式备份可用作 n 级增量式备份和/或 n 级累积增量式备份
的基础.
文件名

关于文件名，请注意下面几点：
■

■

■

每个输出文件都必须具有唯一的名称。使用 %U 格式说明符来满足
此限制。 %U 等效于 %u_%p_%c，它保证备份集名称在所有情况下
都是唯一的。
将 %t 放在备份文件名称格式的结尾。NetBackup 将时间戳用作目
录库映像搜索条件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此时间戳，随着 NetBackup
目录库的扩展，性能可能会下降。
请确保为所有 RMAN 备份片名称指定的格式均不包含任何空格字
符。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示例脚本
安装 NetBackup for Oracle 时，安装会将示例脚本写入以下目录：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ext\Oracle\samples\rman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samples/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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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示例脚本如下所示：
对于 Windows：
pit_database_restore.cmd
hot_tablespace_backup.cmd
hot_database_backup.cmd
database_restore.cmd
cold_duplex_database_backup_full.cmd
cold_database_backup.cmd

对于 UNIX：
pit_database_restore.sh
hot_tablespace_backup.sh
hot_database_backup.sh
database_restore.sh
cold_duplex_database_backup_full.sh
cold_database_backup.sh

表 4-13 解释了随 NetBackup for Oracle 一起提供的一些示例脚本。
表 4-13

NetBackup for Oracle 示例脚本

脚本

用途

对于 Windows：
cold_database_backup.cmd

该脚本设置环境并调用 RMAN，用相应的命令执行
整个数据库备份。它既可用于完全备份，也可用于
增量式备份。在日程表运行时，NetBackup 设置供
脚本用来执行备份的环境变量。

对于 UNIX：
cold_database_backup.sh
对于 Windows：
hot_database_backup.cmd
对于 UNIX：
hot_database_backup.sh

该脚本设置环境并调用 RMAN，用相应的命令执行
整个数据库备份。它既可用于完全备份，也可用于
增量式备份。在日程表运行时，NetBackup 设置供
脚本用来执行备份的环境变量。利用适当的日程
表，可以使用该脚本在每周五晚上运行备份，在一
周的其他晚上自动运行增量式备份。

对于 Windows：
此脚本设置环境并调用 RMAN，运行相应的命令生
cold_duplex_database_backup_full.cmd 成冷（一致）数据库备份的两个副本。
对于 UNIX：
cold_duplex_database_backup_full.sh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示例脚本
以下过程介绍如何使用示例脚本手动创建自己的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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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提供的示例脚本

1

将示例脚本复制到客户端上的其他目录。Oracle 脚本可放置在客户端上的任何
位置。

2

针对您的环境修改每个脚本。

3

在 UNIX 上，确保 su 命令登录到正确的用户帐户。
如果没有在 Oracle 脚本中包括 su - user（user 是 Oracle 管理员帐户），则
脚本不会以适当的权限和环境变量运行。可能会出现数据库备份和还原问题。

关于 set duplex 命令
RMAN 提供了一个 API，可供您同时生成至多四个备份集，这些备份集完全相同。
例如，使用 NetBackup，可以将每个副本备份到不同的磁带，以备在发生灾难、介
质损坏或由于人为错误而导致的其他重大事件时使用。使用 set duplex 和 send
命令可充分利用此功能。
set duplex 命令指定要创建的每个备份片的副本数。 set duplex 命令影响在发出

该命令后分配的所有通道， 并且如果在会话过程中没有被显式禁用或更改，则它会
一直起作用。分配通道后无法发出 set duplex 命令。
命令语法为：
set duplex = {ON | OFF | 1 | 2 | 3 | 4}

默认情况下，duplex 为 OFF（生成单个备份集）。如果指定 ON，则生成两个相同的
备份集。
请注意，必须启用 BACKUP_TAPE_IO_SLAVES 初始化参数，才能执行双重备份。
RMAN 将根据所请求的备份副本数的需要配置所有介质。有关
BACKUP_TAPE_IO_SLAVE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使用 send 命令指定每个备份使用的策略和日程表。因为 NetBackup 使用策略或日
程表来确定要使用的介质，所以，每个副本都需要此信息，否则将出现错误。
该命令的语法如下：
send 'keyword=value [, keyword=value,...]';

用于指定策略的关键字是 CPF1_POLICY、CPF2_POLICY、CPF3_POLICY 和
CPF4_POLICY，它们为双重文件 1 到双重文件 4 指定备份策略。
用于指定日程表的关键字是 CPF1_SCHED、CPF2_SCHED、CPF3_SCHED 和
CPF4_SCHED，它们为双重文件 1 到双重文件 4 指定“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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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存储模板
NetBackup for Oracle 将备份模板保存在主服务器上，且将模板还原至客户端中。
备份模板作为（服务器控制的、预定的或用户控制的）备份的一部分从主服务器取
出，并在客户端上执行。 通过在策略的“备份选择”列表中指定备份或 XML 导出
模板的名称，可以使该备份模板与该策略相关联。因为备份模板存储在主服务器上
的已知位置，所以服务器控制的备份和预定的备份将使用相同的模板副本。 对于策
略客户端列表中的每个客户端，服务器控制的备份和预定的备份将使用相同的模板
副本。
保存模板时，如果模板未以 '.tpl' 结尾，则在模板保存之前，系统会向文件名附
加扩展名。
在 NetBackup for Oracle 客户端上运行模板之前，NetBackup 会为该客户端验证模
板的有效性。验证方法为检查存储在该模板中的 Oracle 安装信息。每个客户端上仅
可运行有效的模板。
NetBackup for Oracle 恢复将模板保存到客户端上用户指定的位置。 指定的位置应
包括用户具有写入权限的目录的完全限定路径。
模板会存储将在运行时解密的加密密码。

关于存储 Shell 脚本
Shell 脚本必须驻留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 通过在策略的备份选择列表中指定文
件名（包括路径），可以使备份 Shell 脚本与该策略相关联。对于服务器控制的或
预定的备份，策略的客户端列表中的每个客户端都必须有该脚本的一个副本，副本
的位置和名称都与该脚本相同。
请参见第 73 页的“关于向 Oracle 策略添加备份选择”。
备份和恢复过程有时需要 Oracle 数据库访问或系统用户帐户的密码。因为要由一个
Shell 解释这些 Shell 脚本，所以以明文形式存储密码。

为 NetBackup for Oracle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
务登录帐户
本主题适用于在 Windows 平台上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那些帐户。
由于在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是以 SYSTEM 帐户启动的，因此，还必
须特别注意数据库用户身份验证。如果您使用的是操作系统身份验证而不是密码，
则 SYSTEM 帐户不具备连接到目标数据库的权限。
如果使用操作系统身份验证，请在具有 SYSDBA 权限的帐户下运行 NetBackup 客
户端服务。
有关操作系统身份验证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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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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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脱离主机
备份，在备用客户端上执行这些步骤。
为 NetBackup for Oracle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登录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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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键入具有 SYSDBA 权限的帐户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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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配置设置
在您的环境中配置服务器和客户端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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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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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左窗格中单击“策略”。

4

单击要测试的策略。

5

选择“操作”>“手动备份”。
“日程表”窗格中包含为要测试的策略配置的一个或多个可能日程表的名称。
对于 Oracle 智能策略，“实例”窗格中包含为策略配置的实例的列表。 选择
其中的一个或多个实例以启动备份。
对于基于脚本或模板的策略，“客户端”窗格中包含在策略中列出的一个或多
个客户端的名称。选择其中的一个或多个客户端以启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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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照“手动备份”对话框中的说明进行操作。然后单击“确定”。

7

要检查备份的状态，请单击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活动监视器”。
活动监视器和脚本输出指示备份操作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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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执行 Oracle 的备份和还原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概述

■

维护 RMAN 存储库

■

查询 RMAN 存储库

■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

■

使用 bplist 命令浏览备份

■

管理失效的备份映像

■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还原

■

在 Microsoft Windows 群集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概述
通过 NetBackup 图形用户界面和命令行界面，可以使用 Oracle RMAN 实用程序执
行 Oracle 备份和恢复操作。您还可以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Manager 执行 Oracle
备份和恢复操作。Oracle RMAN 命令行界面还可用于维护和查询 RMAN 存储库。

维护 RMAN 存储库
RMAN 存储库是有关目标数据库的元数据的集合，RMAN 使用这些元数据来指导其
备份、恢复和维护操作。您可以创建恢复目录库来存储这些信息，或者让 RMAN 将
其专门存储在目标数据库的控制文件中。虽然 RMAN 仅使用控制文件即可进行所有
主要的备份和恢复操作，但是还有一些 RMAN 命令只有在使用恢复目录库时才能运
行。

执行 Oracle 的备份和还原
维护 RMAN 存储库

表 5-1 显示了维护 RMAN 存储库所需的任务和用于执行任务的存储库维护命令的子
集。这些命令中有的可能并非适用于 RMAN 的所有版本。
表 5-1
任务

任务和命令

用于执行任务的命令

在恢复目录库中注册数据 在使用有恢复目录库的 RMAN 之前，请在恢复目录库中注册目标数据库。要进行注册，应
库
启动并装入目标数据库但不打开它。在 RMAN 提示符下，运行 register database 命
令。
重置恢复目录库中的信息 reset database 命令可使 RMAN 在恢复目录库中创建一个新的数据库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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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用于执行任务的命令

交叉检查 RMAN 存储库
中的信息

由于 NetBackup 可以独立于 Oracle 使映像失效，因此 RMAN 存储库中可能包含过期信
息。 运行 RMAN 交叉检查，以确保恢复目录库或控制文件中的数据与备份映像目录库中的
数据同步。 交叉检查将查询 NetBackup 是否存在每个备份片，然后在 RMAN 存储库中将
其标记为可用或已失效。
使用以下命令之一检查指定的文件。需要运行单独的命令来删除映像或存储库记录。
■

change...crosscheck 命令将查询 NetBackup 以确定某备份片是否可用。 如果不
可用，RMAN 会将该备份片标记为已失效。如果某备份片过去失效，但现在又可用了，
则 RMAN 将其标记为可用。该命令的语法如下：
change backuppiece {primary_keylist |
filename_list | tag} crosscheck;
change backupset {primary_keylist} crosscheck;

■

crosscheck backupset 命令将对可用的和已失效的备份片进行操作。RMAN 将根
据结果（可用或已失效）更新备份片的状态。

要交叉检查某个数据库，请启动 RMAN，并连接到目标数据库和恢复目录库（如果已使
用）。在 rman 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以下命令：
allocate channel for maintenance type 'SBT_TAPE';
crosscheck backupset of database;
执行 RMAN 交叉检查的时间长度取决于以下几种因素：
■

正在进行交叉检查的 RMAN 备份片数目。

■

■

已超过其 NetBackup 保留期限的 RMAN 备份片数目（如果 NetBackup 而不是 RMAN
使这些备份片失效）。
RMAN 备份片名称的格式以及 Symantec 建议的 _%t 是否出现在格式语句的末尾。

■

Oracle 客户端的数量。

■

任何种类的 NetBackup 策略的数量。

■

NetBackup 保留备份的时间长度以及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客户端的备份映像数。

■

RMAN 目录库维护操作的预定时间以及操作之间的时间长度。

■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主机名和反向主机名解析的速度和准确性。

■

NetBackup 主服务器在每个交叉检查请求期间执行的操作的数量和复杂性。

■

正常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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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用于执行任务的命令

删除过时的备份

使用 DELETE OBSOLETE 命令可删除不再需要的备份以满足指定的可恢复性要求。 您可
以按配置的默认保留策略或 DELETE OBSOLETE 选项指定的其他保留策略，删除过时的备
份片。 与 DELETE 命令的其他形式一样，删除的文件将从备份介质中删除（例如，在
NetBackup 中失效）。 然后将其从恢复目录库中删除，并在控制文件中标记为 DELETED。
如果指定 DELETE OBSOLETE 命令（不带任何参数），则 RMAN 将删除当前配置的保留
策略定义的所有过时的备份。例如：
Allocate channel for maintenance type 'SBT_TYPE';
DELETE OBSOLETE;
您还可以使用带有 DELETE 的 REDUNDANCY 或 RECOVERY WINDOW 子句删除特定保留策
略（而不是已配置的默认策略）下过时的备份：
DELETE OBSOLETE REDUNDANCY = 3;
DELETE OBSOLETE RECOVERY WINDOW OR 7 DAYS;

删除已失效的备份

delete expired backupset 命令将仅对恢复目录库中发现的已失效备份片进行操作。
RMAN 会从恢复目录库以及备份介质中删除这些备份片（例如，使其在 NetBackup 中失
效）。
要从恢复目录库中删除某数据库的已失效备份集，请启动 RMAN 并连接到目标和恢复目录
库数据库。在 RMAN 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命令：
allocate channel for maintenance type
'SBT_TAPE';
delete expired backupset of database;
crosscheck 和 delete backupset 命令将对象列表仅限于操作的对象。 这些限制针对
指定的 Oracle 设备类型（磁盘或 SBT 磁带）、对象类型（已存档日志或数据库文件）和
日期范围。

重新同步恢复目录库

RMAN 会将恢复目录库与目标数据库的当前控制文件或备份控制文件进行比较。 然后用缺
少的信息或已更改的信息更新目录库。
如果是在 ARCHIVELOG 模式下运行，请执行以下操作： 定期重新同步恢复目录库，因为
当发生日志切换或存档重做日志时，恢复目录库不会自动进行更新。
在对目标数据库的物理结构进行任何更改之后，也必须重新同步恢复目录库。与日志存档
操作一样，当更改物理架构时，恢复目录库不会自动更新。
当目录数据库控制文件可用时，RMAN 的 backup、copy、restore 和 switch 命令会
自动更新恢复目录库。 当执行这些命令中的任何一个时，恢复目录库数据库均是可用的。
如果运行 backup 或 copy 命令时恢复目录库不可用，则应对其手动进行重新同步。
要重新同步恢复目录库，请启动 RMAN 并运行 resync catalog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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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用于执行任务的命令

更改备份集或文件副本的 您可能需要定期通知 RMAN：备份集、备份片、数据文件副本或存档的重做日志的状态已
可用性
更改。RMAN change 命令使您可进行各种有用的记录更改。
change ... uncatalog 命令的功能是从恢复目录库中删除对备份片、数据文件副本或
存档日志的引用。此命令仅在有恢复目录库时才起作用。
change ... delete 命令的功能是从控制文件和恢复目录库中删除对备份片、数据文件
副本或存档日志的引用。该命令以物理方式删除文件。不管是否有恢复目录库，此命令都
起作用。
change ... crosscheck 命令的功能是从控制文件和恢复目录库中删除对备份片、数
据文件副本或存档日志的引用。 当该文件不再存在时，将删除这些引用。 不管是否有恢复
目录库，此命令都起作用。
change ... unavailable 命令将备份片、数据文件副本或存档日志标记为不可用。此
命令仅在有恢复目录库时才起作用。
验证对备份的还原

还原验证会从存储 (NetBackup) 中检索备份片并检查检索到的备份片是否完好无损。 但
是，还原验证会丢弃这些备份片，而不将内容保存到数据库中。
如果您希望 RMAN 选择要测试的备份，请使用 restore ... validate。
如果您希望指定要测试的备份集，请使用 validate backupset。

查询 RMAN 存储库
RMAN 允许您使用 report 和 list 命令生成许多与备份和恢复相关的报告。 list
命令可列出恢复目录库或控制文件的内容，而 report 命令执行更详细的分析。
使用 report 和 list 命令可确定已备份和要备份的内容。不管是否使用恢复目录
库，这些信息均可用。
可以使用 report 命令回答许多不同的问题。
下面给出了一些示例：
■

哪些文件需要备份？

■

哪些文件已有一段时间未备份？

■

哪些文件由于执行了不可恢复的操作而变得不可恢复？

■

可以删除哪些备份文件？

■

数据库的物理架构在以前某个时点是什么样的？

list 命令查询恢复目录库和控制文件，然后生成其内容的列表。 list 命令的主要

目的是确定可用的备份。
可以列出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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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一系列指定数据文件的备份的备份集。

■

包含任意数据文件（属于一系列指定表空间的成员）的备份的备份集。

■

数据库中所有数据文件的所有备份集或副本。

■

包含存档日志（具有指定名称或在指定范围内）的备份的备份集。

■

指定数据库或恢复目录库已知的所有数据库的记录。

有关查询 RMAN 存储库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
您可以使用 NetBackup 执行不同类型的备份。 可以使用确定的日程表自动运行备
份，或者可以手动运行备份。下表介绍了运行备份的这些方法。
自动备份

当 NetBackup 调度程序调用自动备份日程表时，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模板或 Shell 脚本按以下方式运行：
■

按它们在文件列表中的出现顺序运行

■

在客户端列表中的所有客户端上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模板或 Shell 脚本通过运行 rman 命令
来启动数据库备份。
当通过 NetBackup 启动备份时，RMAN 将执行错误检查。rman 命
令在认为某命令无效时会生成错误，但对于通常认为有效的任何命
令均允许继续运行。如果指定了错误的脚本文件名，则会启动不需
要的操作。
手动备份

您可以使用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手动运行 Oracle 策略的自动备
份日程表。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请参见第 88 页的“测试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配置设置”。

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模板
Oracle 模板管理界面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提供。
使用此对话框可运行、编辑、删除、重命名和查看现有备份模板。这些模板是由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模板生成向导创建的。
请参见第 82 页的“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模板生成向导创建 RMAN 模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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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racle 模板管理

1

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选择“操作”>“管理数据库模板”>Oracle。
“选择模板”列表显示当前主服务器上存储的 RMAN 备份模板的名称和描述。

2

选择要运行的备份模板的名称。

3

单击“运行”。
可以使用“查看状态”工具来查看备份状态。单击“操作”>“查看状态”。
Oracle 模板管理窗口提供下列功能：
运行

运行所选模板。

编辑

更改现有模板的内容。选中的备份模板将加载到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模板生成向导中。

删除

删除所选模板。
在 Windows 上，只有系统管理员或模板创建者才能删除模板。
在 UNIX 上，只有 root 用户或模板创建者才能删除模板。

重命名

更改所选模板的名称。
在 Windows 上，只有系统管理员或模板创建者才能重命名模板。
在 UNIX 上，只有 root 用户或模板创建者才能重命名模板。

视图

显示所选模板的摘要。

使用 bpdbsbora 运行备份模板
使用 bpdbsbora 命令可以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模板生成向导创建的
备份模板。
在命令提示符下，按以下格式键入此命令：
bpdbsbora -backup -r -t templ_name.tpl [-S srvr_name] [-L prog_file]

其中：
-backup

指定模板类型。

-r

运行模板。

-t templ_name.tpl

指定要使用的模板的文件名。 bpdbsbora 将从主服务器上的已
知位置检索备份模板，因此仅指定模板文件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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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erver_name

可选。指定模板所驻留的主服务器。指定后，bpdbsbora 命令
会从指定的主服务器检索备份模板。

-L prog_file

可选。指定运行时进度日志。如果 prog_file 中包含空格字符，请
为其加上引号 (" ")。

例如：
bpdbsbora -backup -r -t ORCLMonfull.tpl -S my_mast -L my_prog_log

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Shell 脚本
在客户端上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Shell 脚本以从命令提示符下启动备份时，
请指定包含该脚本的文件的完整路径名。例如：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oracle\scripts\db_full_backup.cmd

对于 UNIX：
/oracle/scripts/db_full_backup.sh

Shell 通过运行 Oracle Shell 脚本来启动数据库备份。Oracle Shell 脚本包含用于运
行 rman 的命令。
NetBackup 安装脚本在下面的位置安装示例脚本：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ext\oracle\samples\rman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samples/rman

运行 RMAN
作为 Oracle 用户，您可以将 RMAN 命令文件作为参数，从命令提示符下运行 rman
命令。该主题描述了如何在开始备份之前，将主服务器设置为 hag 并将 Oracle 策
略设置为 obk。
在 Windows 上，RMAN 功能作为服务运行，因此可使用 send 操作数来设置运行
时环境。要从命令提示符下使用 rman 命令开始备份，请键入以下内容：
# send "‘NB_ORA_POLICY=obk,NB_ORA_SERV=hag’" cmdfile
"install_path\oracle\scripts\db_full_backup.rcv"

在 UNIX 上，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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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an target ‘internal/oracle@ORCL’ rcvcat ‘rman/rman@RCAT’
# send "‘NB_ORA_POLICY=obk,NB_ORA_SERV=hag’" cmdfile
\
'/oracle/scripts/db_full_backup.rcv"

如果要用 TNS 别名连接到数据库，则 RMAN send 命令指定环境变量。该示例在开
始备份之前，将主服务器设置为 hag 并将 Oracle 策略设置为 obk。
请参见第 80 页的“关于 UNIX 系统上的 bp.conf 文件”。
注意：要运行脚本文件来执行除备份和还原之外的其他数据库操作，Symantec 建
议您直接运行 rman 命令，而不要使用 NetBackup。
有关 rman 命令脚本的语法和示例，请参见 Oracle 文档。

使用 bplist 命令浏览备份
可使用 bplist 命令来浏览 Oracle 备份。该命令返回一个备份文件名列表。
在使用此命令之前，请先登录到主服务器或客户端：
■

在 Windows 上，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主服务器和具有相应 altnames 条目的客
户端。

■

在 UNIX 上，以 root 身份登录到主服务器和具有相应 altnames 条目的客户端。

下面的示例使用该命令来搜索名为 jupiter 的客户端的所有 Oracle 备份：
# bplist -C jupiter -t 4 -R /
/exb_n2bm5bco_1_1392342936
/exb_mabm02ko_1_1392170136
/exb_lqbltds6_1_1392083334

此命令中的 -t 4 用于指定 Oracle 备份。-R 指定要搜索默认数目 (999) 的目录级
别。
有关 bplist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还可使用 RMAN report 和 list 命令来浏览 Oracle 备份。
请参见第 94 页的“查询 RMAN 存储库”。

管理失效的备份映像
NetBackup 和 Oracle 分别维护由 RMAN 启动的备份映像信息的存储库。RMAN 基
于数据流备份的“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中的保留设置将确定 NetBackup 映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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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但对于 RMAN 代理备份和 OIP 备份，“自动备份”日程表中的保留设置将确
定 NetBackup 映像的保留。
要管理 NetBackup 存储库中已失效的备份映像，请访问“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的
“保留”设置。指定 NetBackup 使备份映像失效之前的时间长度。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日程表属性”。
您还可以管理 Oracle 存储库中已失效的备份映像。此方法将备份保留设置为 RMAN
属性，而不是 NetBackup 属性。RMAN 将从 NetBackup 中删除过时的备份，但不
会删除尚未失效的备份。以下各项也是此过程的一部分：
■

将 Oracle 备份的 NetBackup 备份保留设置为无限期或明显长于 RMAN 保留。

■

将 RMAN 保留设置为在 RMAN 目录库中保留备份集的数字或期限。如果不存在
RMAN 目录库，请使用 SQL 设置 control_file_record_keep_time 的适当值。最
小适当时间是目录库备份保留时间加上目录库维护操作之间的最大时间所得的
值。

■

定期运行 RMAN delete obsolete 命令，使 RMAN 目录库、控制文件和
NetBackup 中过时的映像失效。

■

如果需要对目录库执行交叉检查，请在 RAMN 删除过时备份后执行交叉检查。

■

交错启动 RMAN 目录库维护功能。 交错启动可限制 RMAN 对 NetBackup 主服
务器执行的并行检查或删除请求的数量。

■

更频繁地执行 RMAN 目录库维护功能，以限制单个会话中的 NetBackup 目录库
请求的数量。

■

确保为所有 RMAN 备份片名称（控制文件的自动备份除外）指定的格式都以
_%t 结尾。

■

请确保为所有 RMAN 备份片名称指定的格式均不包含任何空格字符。

■

避免创建数据库文件或存档日志的多个小备份片。

可以从 Oracle RMAN 存储库中手动删除对备份映像的引用。使用 RMAN 存储库维
护命令删除对备份文件的引用。可以使用这些命令从 Oracle RMAN 存储库和
NetBackup 存储库中删除备份映像信息。
提供了有关 RMAN 存储库维护命令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90 页的“维护 RMAN 存储库”。
发出从 RMAN 存储库中删除备份文件的请求后，RMAN 将该请求发送给
NetBackup。 该请求通知 NetBackup 从 NetBackup 存储库中删除对应的映像，无
论保留级别如何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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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还原
在尝试进行还原前，确保已成功完成备份。不存在备份历史记录时将会出错。
NetBackup for Oracle 包含一个恢复向导，该向导向用户请求关于要进行的 RMAN
还原和恢复操作的信息。该向导使用这些信息来创建模板。
恢复向导将恢复模板保存在本地，也就是将其保存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用户指定
的位置。恢复模板不会存储在主服务器上，因为恢复总是由用户控制的，而不是预
定的。通常，应立即运行恢复模板，之后将它删除。
恢复进程有时需要 Oracle 数据库访问密码和系统用户帐户密码。模板会存储将在运
行时解密的加密密码。
由于恢复过程可能比较复杂，因此可能有必要在操作中执行一些手动步骤。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还原浏览器用于显示数据库对象。还原浏览器提供分层显示，可供选择要恢复的对
象。展开顶数据库节点可显示已安装的所有数据库。
在 Windows 上，在“注册表”中搜索 Oracle 服务可获取每个数据库的名称和位
置。
在 UNIX 上，读取 oratab 文件以获取每个数据库的名称和位置。
在 Windows 上，NetBackup 使用 API 来浏览数据库。日志记录保存在 nbwin 文件
夹中。
在 UNIX 上，GUI 使用 bpubsora 实用程序来访问和查询数据库。 如果 NetBackup
尝试连接或浏览数据库时出现问题，可通过命令行运行此实用程序来调试问题。
恢复向导有几个限制：
■

只能显示数据库的当前状态。如果对象已在上次备份后从数据库中删除，则无
法选择并还原这些对象。要还原已删除的对象，则需要将整个数据库还原到对
象删除前的某个即时点。

■

数据将还原到其原始位置。用户无法在该向导中指定备用文件名。

■

该向导不还原控制文件。

启动恢复向导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启动恢复向导。
启动恢复向导

1

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

在 Windows 上，从 Windows“开始”菜单中选择“所有程序”> Symantec
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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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UNIX 上，从命令行运行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jbpSA &

2

（视情况而定）更改策略类型。
当 Oracle 节点不可见时，执行此步骤。
从“文件”菜单 (Windows) 或“操作”菜单 (UNIX) 中选择“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3

选择要还原的文件：
■

在 Windows 上，单击“选择还原内容”。

■

在 UNIX 上，单击“还原文件”选项卡。

4

展开左窗格中的 Oracle 节点，以查看 Oracle 实例的分层结构。

5

在左窗格中选择一个节点，可在右窗格中查看详细信息。

使用恢复向导
当准备好执行恢复时，请按以下步骤使用恢复向导来创建并运行模板。
使用恢复向导

1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2

选择“还原”操作：
■

在 Windows 上，单击“选择还原内容”。

■

在 UNIX 上，单击“还原文件”选项卡。在“还原类型”列表中，选择“正
常备份”。

3

在左窗格中，选择 Oracle 实例。

4

在右窗格中，选择要恢复的数据库对象（数据文件、表空间）。
如果选择 Oracle 实例，则向导会使用 RMAN 恢复整个数据库。

5

单击“操作”>“还原”。
在 NetBackup for Oracle 恢复向导所显示的屏幕上输入关于要执行的恢复操作
的信息。
屏幕标题如下：
■

欢迎

■

目标数据库登录凭据

■

恢复目录库登录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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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选项

■

还原选项

■

恢复限制

■

数据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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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有关向导屏幕上任何字段的解释说明，请单击向导屏幕上的“帮助”。

6

完成该向导后，“选定内容摘要”屏幕将显示恢复模板的摘要。查看此摘要。
您可以选择在向导完成后立即运行模板并且/或者将模板保存在本地。
如果需要了解有关向导面板上任何字段的解释说明，请单击向导面板上的“帮
助”。

7

单击“完成”以运行、保存或运行并保存恢复模板。

使用 bpdbsbora 运行恢复模板
使用 bpdbsbora 命令可以运行由 NetBackup 恢复向导创建的恢复模板。
在命令提示符下，按以下格式键入此命令：
bpdbsbora -restore -r -t [/path/]templ_name.tpl [-L progress_file]

其中：
-restore

指定模板类型。

-r

运行模板。

-t templ_name.tpl

指定要使用的模板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与备份模板不同，还原模板不会驻留在主服务器上的预定位置。
它们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临时的，应驻留在客户端上。如果在指定
还原模板名称时未指定其完整路径，则可能会找不到该文件。

-L progress_file

可选。指定运行时进程日志。如果 progress_file 中包含空格字
符，请为其加上引号 (" ")。

例如：
对于 Windows：

bpdbsbora -restore -r -t install_path\oracle\restore_templs\ORCL_MON_Full.tpl

对于 UNIX：
bpdbsbora -restore -r -t /oracle/restore_templs/ORCL_MON_Full.t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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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客户端上的 Oracle 恢复 Shell 脚本
通过键入执行 Oracle 恢复的 Shell 脚本的完整路径，可以从命令提示符启动数据库
恢复。例如：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oracle\scripts\database_restore.cmd

对于 UNIX：
/oracle/scripts/database_restore.sh

操作系统 shell 通过运行 Oracle Shell 脚本文件来启动数据库还原。Oracle Shell 脚
本文件包含运行 RMAN 的命令。
NetBackup 安装脚本将示例脚本写入以下位置：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ext\oracle\samples\rman\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samples/rman

在客户端上运行 RMAN
可以在客户端上通过命令提示符运行 rman 命令。将合适的 RMAN 命令文件作为参
数来使用。
在 UNIX 上，以下示例假定您是以 Oracle 管理员身份登录的。
在客户端上运行 RMAN 命令：
◆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以下内容：
Windows: rman target ‘internal/oracle@ORCL’ rcvcat ‘rman\rman@RCAT’
cmdfile ‘install_path\oracle\scripts\database_restore.rcv’

对于 UNIX：rman target ‘internal/oracle@ORCL’ rcvcat
‘rman/rman@RCAT’ cmdfile ‘/oracle/scripts/database_restore.rcv’

将还原重定向到其他客户端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您可选择将数据库还原到最初执行备份的客户端以外
的其他客户端上。将数据还原到其他客户端上的过程称为重定向还原。
图 5-1 显示了重定向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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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重定向的还原

1. 对客户端 A 的代理进行备份。

3. 服务器将客户端 A
的备份映像还原到客户端 B。
服务器
2. 客户端 B 请求将客户端 A
的映像还原到客户端 B。

客户端 A 上的用户无法启动到客户端 B 的重定向还原。只有客户端 B（即接收备份
映像的客户端）上的用户才能启动重定向还原。属于数据库组并已执行备份的任何
用户均可对其进行还原，除非 BKUP_IMAGE_PERM 变量被设置为 USER。

配置 NetBackup 服务器以进行重定向还原
要执行重定向还原，请将 NetBackup 服务器配置为允许此类型的还原。
有关重定向还原操作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要消除对所有客户端的限制，可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创建以下文件：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altnames\No.Restrictions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No.Restrictions

要允许客户端仅从特定客户端还原，请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创建以下文件：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altnames\client_name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client_name

其中 client_name 是允许执行重定向还原的客户端（目标客户端）的名称。向该文
件中添加 NetBackup for Oracle 源客户端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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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RMAN 执行重定向还原
如果希望还原其他客户端所拥有的任何 RMAN 备份，请在目标客户端主机上执行以
下过程。
客户端 A 上的用户无法启动到客户端 B 的重定向还原。只有客户端 B（即接收备份
映像的客户端）上的用户才能启动重定向还原。属于数据库组并已执行备份的任何
用户均可对其进行还原，除非 BKUP_IMAGE_PERM 变量被设置为 USER。
注意：如果 RMAN 目录库数据库已丢失，请在继续进行重定向还原之前先还原该目
录库数据库。
执行重定向还原

1

启用到源客户端使用的 RMAN 目录库数据库的网络连接。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 Windows 上，使用 rman parms 选项将 NB_ORA_CLIENT 环境变量设置为
源客户端。

■

在 UNIX 上，将 NB_ORA_CLIENT 环境变量设置为源客户端。

3

在 UNIX 上，检查源客户端上的 bp.conf 文件。 请确保 CLIENT_NAME 变量或
者未设置，或者设置为源客户端的主机名。

4

使源客户端的 init.ora 文件可用于目标客户端。
将该文件复制到目标客户端或在目标客户端上修改该文件。更改所有特定于位
置的参数。

5

创建文件夹或设置目录权限，以还原数据文件：
■

在 Windows 上，为以前设置的 ORACLE_SID 创建并启动 Oracle 服务。创建
要将数据文件还原到的文件夹。

■

在 UNIX 上，授予数据文件要还原到的目录的写权限。

6

设置目标客户端数据库的密码文件。

7

在 nomount 状态下启动数据库。

8

启动 RMAN，连接到目录库。在 Windows 上，同样连接到目标数据库。

9

在 UNIX 上，将 dbid 设置为源客户端数据库的 DBID。在不使用用户 ID 和密
码的情况下连接到目标数据库。

10 运行 RMAN 还原脚本。 在 UNIX 上，您也可以键入 RMAN 命令进行还原。

示例 - 执行 Oracle 的重定向还原
例如，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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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客户端为 camel

■

目标客户端为 giraffe

■

主服务器为 lion

■

ORACLE_SID 为 test

■

用户是使用本地连接（而非 SQL*Net）连接到 Oracle 数据库的

■

在 camel 和 giraffe 上 UNIX 用户均为 ora

执行重定向还原（示例）

1

在服务器 lion 上创建以下文件：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altnames\giraffe
UNIX: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giraffe
编辑 giraffe，使其包含名称 camel：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Windows：使用 BAR GUI 将 lion 设置为主服务器。

■

UNIX：以 ora 身份登录到 giraffe。 在 $ORACLE_HOME/bp.conf 中设置
SERVER=lion。此服务器必须是 bp.conf 文件中列出的第一台服务器。

3

修改网络的 tnsnames.ora 文件以启用 RMAN 目录库连接。

4

创建 inittest.ora.file。

5

Windows：使用 Oracle 管理，创建和启动 ORACLESERVICETEST。

6

将环境变量 ORACLE_SID 设置为 test。 在 UNIX 上，同样将 NB_ORA_CLIENT
设置为 cam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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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保目标数据库目录存在并具有适当的访问权限。
数据文件将还原到对它们进行备份时所使用的同名目录路径。

8

在 nomount 状态下启动数据库。
在 UNIX 上，输出内容如下所示：
SQL> startup nomount pfile=$ORACLE_HOME/dbs/inittest.ora
%rman catalog rman/rman@rcat
RMAN> set dbid=<dbid of source database on camel
RMAN> connect target/
RMAN> run {
RMAN>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RMAN>
SEND 'NB_ORA_SERV=lion, NB_ORA_CLIENT=camel';
RMAN>
restore controlfile;
RMAN>
}
SQL> alter database mount;
%orapwd file=$ORACLE_HOME/dbs/orapwtest password=<oracle>
%rman catalog rman/rman@RCVCAT
RMAN>set dbid=<Saved dbID of Source Target>
RMAN>connect target/
RMAN>run {
RMAN>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RMAN>
ALLOCATE CHANNEL CH01 TYPE 'SBT_TAPE';
RMAN>
SEND 'NB_ORA_SERV=lion, NB_ORA_CLIENT=camel';
RMAN>
restore database;
RMAN>
restore archivelog all;
RMAN>
}
SQL>recover database until cancel using backup controlfile;

立即应用存档日志。决定停止恢复时，请键入 cancel。

在 Microsoft Windows 群集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要在 Microsoft 群集环境中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必须在群集节点上安装以下
软件：
■

NetBackup 客户端或服务器（7.5或更高版本）

■

NetBackup for Oracle on Windows（7.5 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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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数据库版本 10g 或更高版本

■

Oracle Failsafe 3.11 for Oracle 10g 或更高版本
■

有关完整信息，请查看 Oracle 兼容性列表。

Microsoft 群集环境中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用户必须采取一些其他步骤为服务器
控制的备份、用户控制的备份以及用户控制的还原做准备。

关于 Windows 上 Oracle 群集数据库的备份
备份群集数据库最方便的途径是设置自动备份的日程表。NetBackup for Oracle 提
供了群集 Oracle 数据库的示例脚本。NetBackup for Oracle 安装进程将这些示例脚
本安装在以下位置：
install_path\NetBackup\dbext\oracle\samples\rman\

修改脚本，给以下变量赋值：
■

Oracle SID

■

Oracle 主目录

■

群集名称、域

■

Failsafe 主目录

■

Failsafe 用户 ID

■

Failsafe 密码

■

Failsafe 数据库资源名称

■

虚拟 Oracle 数据库名称

还可以手动备份 Oracle 策略。请参考以下过程：
请参见第 88 页的“测试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配置设置”。
有关如何使用 NetBackup 备份或还原 Microsoft 群集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在 Windows 上使数据库实例脱机
必须先使数据库实例脱机，才可以从客户端执行用户控制的备份或还原。可以使用
Failsafe 图形用户界面或 Failsafe 命令行 (FSCMD)。
通过 Failsafe 图形用户界面使数据库实例脱机

1

在 Failsafe 图形用户界面中选择 Oracle 数据库资源。

2

选择使其脱机。

要通过 Failsafe 命令行 (FSCMD) 使数据库实例脱机，请键入以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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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cmd offlineresource salesdb /cluster=curly /offline=immediate
/domain=domainname /user=user /pwd=pwd

为了使资源脱机，前述命令设置 offline=immediate。
此外，您还可以根据需要指定以下某一参数值：
abort

通过中止数据库实例来瞬时关闭数据库。

immediate

通过终止正在进行的 SQL 语句，回滚未提交的事务和断开用户，
来立即关闭数据库。

normal

命令发出后关闭数据库，并且不允许建立新连接。在关闭数据库之
前，此命令会等待已连接用户断开。

transactional

仅在当前所有事务都完成后才关闭数据库。

因为 offlineresource 操作关闭了 Oracle 数据库服务，所以请输入以下命令来启
动 Oracle 数据库服务：
net start OracleService

在 Windows 上使数据库实例联机
从客户端执行用户控制的备份或还原之后，必须使数据库实例联机。可以使用
Failsafe 图形用户界面或 Failsafe 命令行 (FSCMD)。
通过 Failsafe 图形用户界面使数据库实例联机

1

在 Failsafe 图形用户界面中选择资源。

2

选择使其联机。

要通过 Failsafe 命令行 (FSCMD) 使数据库实例联机，请键入以下命令：
■

fscmd online resource salesdb /cluster=curly
/offline=immediate /domain=domainname /user=user /pwd=pwd

从 Windows 客户端进行用户控制的备份或还原
本节说明为用户控制的备份或还原操作准备 Microsoft 群集环境的过程。
注意：执行用户控制的备份时，请确保您在安装了 Oracle 数据库的共享驱动器所属
的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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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使用 NetBackup 故障转移介质服务器和 UNIX 或 Windows 主服务器的不
同配置选项执行用户控制的客户端还原时，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从客户端执行用户控制的备份或还原

1

使群集 Oracle 数据库实例脱机。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在 Windows 上使数据库实例脱机”。

2

关闭数据库，然后以 mount 状态启动数据库。
该序列对执行像备份和恢复这样的管理任务是很必要的。使用 Oracle 的 svrmgrl
或 sqlplus 实用程序。在命令行键入：
Shutdown option [normal, abort, immediate]
startup mount

3

执行备份或恢复。
请参见第 101 页的“使用恢复向导”。

4

在所需的备份或还原完成后，使用 failsafe 将 Oracle 数据库联机。然后，该数
据库即可在已配置群集的节点之间进行故障转移。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在 Windows 上使数据库实例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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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导式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OpsCenter 引导式恢复

■

设置引导式恢复克隆

■

引导式恢复克隆操作前检查

■

执行引导式恢复克隆操作

■

“选择主服务器”对话框

■

“选择源数据库”面板

■

“选择控制文件备份”面板

■

目标主机和登录面板

■

“目标参数”面板

■

“选定内容摘要”面板

■

“克隆前检查”面板

■

“作业详细信息”面板

■

引导式恢复克隆后操作

■

对引导式恢复进行故障排除

关于 OpsCenter 引导式恢复
使用 OpsCenter 基于 Web 的用户界面引导用户完成 Oracle 克隆操作具有以下几个
优点：
■

此过程自动化程度更高，使该操作的执行更加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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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sCenter 可为您检索信息（如数据库和控制文件），缩短了 Oracle 克隆设置
时间。

■

验证过程会提高成功完成克隆操作的几率。

■

无需访问原始数据库即可执行克隆操作。

设置引导式恢复克隆
“引导式恢复”克隆要求元数据编录，使数据库信息显示在 OpsCenter 中。通过要
克隆的 Oracle 数据库进行备份期间，必须进行元数据编录。收集的元数据显示在
OpsCenter 界面内，用于引导您完成克隆操作。此外，克隆还要求 Oracle 目标文
件路径在该操作开始之前就存在。
执行“引导式恢复”克隆操作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进行备份之前，使用以下方法之一配置克隆操作使用的元数据编录。
■

将以下文本添加到有权访问客户端的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的文本文件（例
如：new_config.txt）中：
ORACLE_METADATA=YES

然后通过使用以下 bpsetconfig 命令，将此配置发送至客户端主机：
bpsetconfig -h myoracleclient new_config.txt
bpsetconfig 命令位于 admincmd 目录中。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

或者，在 UNIX 和 Linux 上，确保在备份时按如下所示设置客户端的 bp.conf
中的 Oracle 元数据参数：
ORACLE_METADATA=YES

■

或者，RMAN 命令也可以在备份时包括 SEND 语句。
... allocate channels ...
SEND 'NB_ORA_METADATA=YES';
... backup command ...

■

请在运行克隆操作之前设置所有目标文件路径，因为在该操作过程中不会创建
新的文件路径。请确保 Oracle 用户可以对这些路径进行写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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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式恢复克隆操作前检查
在开始克隆进程之前，请检查以下各项：
■

确保源系统和目标系统兼容，源数据库和目标数据库兼容。例如，Solaris 9 到
Solaris 10 以及 Oracle 11 到 Oracle 11。

■

克隆操作不支持脱机表空间或原始表空间。

■

克隆操作不支持 Oracle Automatic Storage Management (ASM)。

■

要将其他用户或其他组用于克隆，请更改备份映像在备份时具有的权限。在备
份源数据库期间，将 BKUP_IMAGE_PERM=ANY 添加到 send 命令。
请参见第 77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设置的环境变量”。

■

如果目标客户端与源客户端不同，则执行备用还原过程。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将还原重定向到其他客户端”。

■

在 Windows 系统上，如果 NetBackup 旧式网络服务以 Oracle 用户身份运行，
则该用户需要“替换一个进程级令牌”权限。

■

在 Oracle 9 for Windows 上，使用 Oracle 用户帐户运行 Oracle 服务。默认情
况下，它在本地系统下运行。在 Oracle 10G 系统以及更高版本上，可以在本地
系统下运行。

■

在 Windows 系统上，如果要克隆到同一个系统中，请关闭源数据库以便成功完
成操作。否则，将出现错误，指出在独占模式下无法装入数据库。

■

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如果克隆用户共享现有的 Oracle 主目录，则该用户
必须对某些目录（如 DBS）具有写入访问权限。

■

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在以下情况下进行克隆时请关闭源数据库：克隆到同
一系统并与源数据库使用同一用户或使用同一主目录。

执行引导式恢复克隆操作
要执行克隆操作，您需要登录到 OpsCenter。OpsCenter 是用来执行所有引导式恢
复操作的 Web GUI。
在 OpsCenter 中对 Oracle 数据库执行克隆操作

1

登录到 OpsCenter 时，显示的第一个屏幕是“监视器概览”屏幕。从屏幕顶
部，单击“管理”>“还原”。

2

在“您希望还原什么?”屏幕上，单击“克隆 Oracle 数据库”。

3

在小的“选择主服务器”对话框上，使用下拉菜单选择要使用的主服务器，然
后单击“确定”。
请参见第 115 页的““选择主服务器”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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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选择源数据库”屏幕上，可以按照数据库名称、主机名、数据库版本、平
台和日期对数据库列表进行过滤。默认情况下，将显示默认日期范围内备份的
所有数据库。单击“显示数据库”。
我们还提供了有关此屏幕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15 页的““选择源数据库”面板”。

5

数据库将显示在同一屏幕的过滤部分下。单击所需数据库条目左侧的“选项”，
以选择要对其执行克隆操作的数据库。然后单击“下一步>”。

6

“选择控制文件备份”屏幕显示了控制文件备份的时间线视图。从时间线视图
中选择所需控制文件备份的图标。可以将鼠标悬停在该图标上以显示控制文件
的详细信息。如果图标表示多个备份，可以将鼠标悬停在该图标上，以显示该
时间段的备份的所有版本。
附加信息可用于验证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控制文件。屏幕的左下角列出三个链
接。我们还提供了有关这些链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16 页的““选择控制文件备份”面板”。
单击要为所选数据库克隆还原的控制文件备份的图标。默认为最后选择的备
份。然后单击“下一步>”。

7

“目标主机和登录”屏幕包含要创建克隆的目标的参数。在提供的文本框中输
入目标主机名，或单击“浏览”并从可用主机列表中进行选择。请注意下列与
目标主机相关的前提条件：
■

源主机与目标主机的平台类型必须相同。

■

必须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

必须安装兼容的 Oracle 版本。

请参见第 116 页的“目标主机和登录面板”。
对于操作系统身份验证，请输入用户名、密码 (Windows) 和域 (Windows)。然
后单击“下一步>”。

8

将出现“定义目标参数”屏幕。此屏幕上的五个选项卡用于更改数据库属性、
控制文件的目标路径、数据文件、重做日志以及还原选项。更改目标参数后，
单击“下一步>”。
请参见第 117 页的““目标参数”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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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选择摘要”屏幕可以扫描在之前屏幕上输入的信息。使用指向恢复集和
目标数据库属性的链接，可以查看和验证已进行的任何更改。对摘要信息感到
满意后，单击“下一步>”。
请参见第 117 页的““选定内容摘要”面板”。

10 使用“克隆前检查”屏幕，可以验证数据库属性和文件路径。要进行验证，请
单击带下划线的“此处”一词。如果目录路径尚不存在，则验证检查将标记该
错误。如果文件已存在，则验证检查也会标记该错误，以便克隆操作不会重写
该文件。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克隆前检查”面板”。
准备好启动克隆操作时，单击“启动克隆过程”。此时显示的内容类似于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
注意：在 NetBackup（7.1 或更高版本）中，即使克隆操作成功，位于原始设备中
的数据文件的验证也可能会失败。 您可能会收到一条错误消息，指出对特定路径的
验证失败。

“选择主服务器”对话框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收集了用于克隆操作的备份信息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选择源数据库”面板
首次显示“选择源数据库”屏幕时，屏幕最下方的部分会显示主服务器所了解的在
默认日期范围内所有数据库的最新备份列表。
屏幕的上方部分会显示用于过滤数据库列表的参数。如果该列表很长，则可以按数
据库名称、主机名、数据库版本和日期范围对显示的数据库进行过滤。可以同时使
用多个过滤器参数。
例如，要只显示 11/05/2011 和 11/12/2011 之间备份的 Solaris 数据库，请从“平
台:”下拉菜单中选择 Solaris。然后，从日历图标中选择日期。然后单击“显示数
据库”显示新过滤的数据库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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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控制文件备份”面板
引导式恢复“选择控制文件备份”屏幕是为选定数据库备份的所有控制文件的时间
线视图。时间线显示与所备份数据库相关的每个控制文件的图标。在第一次进入此
屏幕时，已选择了最新的备份控制文件。
将鼠标悬停在时间线上的图标上，可显示包含有关该文件信息的弹出式窗口：备份
名称、介质类型、备份大小等。
在时间线上可以显示多个控制文件。要查看控制文件的所有实例，可能需要增加时
间线的范围。可以按天、周、月或年显示时间线。如果在单个时间线单位期间备份
了多个控制文件，则会显示一个表示多个控制文件的不同图标（例如，如果在 1 小
时内备份了两次数据库）。要从这些文件中进行选择，请将鼠标悬停在该图标上。
弹出式窗口中以表格格式列出了每个控制文件。它显示几个项目，包括备份名称和
介质类型。单击所需控制文件旁边的“选项”。
还可以单击屏幕左下方的某个链接，以验证您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控制文件。
■

“查看数据库架构”显示了所选控制文件的架构。该架构通过列出每个数据文
件名、表空间名及其大小来显示数据库的布局。

■

“查看数据文件恢复集”显示了用于还原进程的数据文件备份。它还显示了为
每个数据文件显示的备份和映像信息。只会为作为增量策略一部分而备份的文
件生成数据文件恢复集。即使作为完全备份一部分而备份的文件未出现在此列
表中，仍会成功完成克隆。
如果映像跨越多个介质，则列表中仅显示第一个介质。

■

“查看存档日志恢复集”显示了可用于将数据库恢复到该控制文件的最新即时
点的存档日志备份。只会为作为增量策略一部分而备份的文件生成此集。即使
作为完全备份一部分而备份的文件未出现在此列表中，仍会成功完成克隆。

目标主机和登录面板
通过“选择目标参数”屏幕，可以输入目标主机和 Oracle 登录信息。对于
Windows，系统会要求您输入域名、用户名和密码。对于 UNIX 和 Linux，系统仅
要求您输入用户名。
选择目标主机时应遵循下列规则：
■

目标的平台类型必须与克隆的源的平台类型相同。

■

必须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

必须安装兼容的 Oracle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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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参数”面板
“引导式恢复”将源数据库的许多值用作目标数据库的默认值。如果这些值不适合
目标数据库，则可以对其进行修改。
注意：在此屏幕中输入的 Windows 信息区分大小写。务必要正确输入 Windows 信
息。
“目标参数”屏幕包含以下选项卡：
■

数据库属性。首次进入“数据库属性”屏幕时会显示此窗格。每个属性名称都
具有相同的源属性和目标属性。您可以更改实例名称、数据库名称和数据库主
目录目标属性。请注意，实例名称区分大小写，但数据库名称不区分大小写。
如果使用临时表空间或数据文件，且计划将数据文件写回到同一位置，那么请
不要修改路径。如果必须修改路径，请确保它与源路径相同（包括大写、小写、
混写）。否则，克隆会失败，并会显示一个错误，指示临时文件已存在。此限
制不影响 UNIX 和 Linux 系统。

■

控制文件路径。此窗格显示每个控制文件的源路径和目标路径。通过在关联的
文本窗口中单击鼠标然后输入新路径，可更改控制文件目标路径。也可以单击
“浏览”导航到所需的路径。更改路径时，在文本窗口周围将显示一个突出显
示条，作为可视指示器来指示此路径已更改。

■

数据文件路径。通过此窗格，可以更改一个或多个数据文件的目标路径。在提
供的文本窗口中输入路径，然后选择要应用该路径的数据文件，并单击“应用”
选项。

■

重做日志路径。此窗格显示所有重做日志的源路径和目标路径。可以键入一个
新的目标路径，或单击“浏览”导航到所需的路径。更改路径时，在文本窗口
周围将显示一个突出显示条，作为可视指示器来指示此路径已更改。

■

还原选项. 此窗格显示还原选项。此窗格中显示的选项是“用于还原和恢复的并
行流的数目”。

在此屏幕上完成更改后，单击“下一步>”。上一屏幕中的所有信息都会被保存，
以便为克隆操作做准备。在此屏幕中进行的所有更改都是临时的且仅对克隆会话有
效。

“选定内容摘要”面板
将在此屏幕上显示以下信息：
■

选定的主服务器和源数据库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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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的控制文件备份的日期和时间以及备份介质类型。

■

数据库恢复集和存档日志恢复集。

■

在上一个屏幕中选择的目标数据库属性和用于克隆操作的数据库初始化参数。

“克隆前检查”面板
使用引导式恢复“克隆前检查”屏幕，可以验证数据库属性和文件路径。要进行验
证，请单击带下划线的“此处”一词。如果文件路径尚不存在，验证检查将标记该
错误。如果文件已存在，则验证检查也会标记该错误，以便克隆操作不会重写该文
件。
还可以指定电子邮件地址，以便在克隆进程完成时，向您发送电子邮件，为您提供
克隆操作的状态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作业详细信息”面板
“作业详细信息”屏幕旨在反映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提供了有关活动监视器的
更多信息。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引导式恢复克隆后操作
克隆操作完成后，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Windows 系统上，如果克隆操作失败，请使用 dbca 实用程序删除数据库。
dbca 有时会删除目录，因此在重试操作之前请先确认是否有此情况发生。

■

在 UNIX 系统上，使用相应的实例信息更新 oratab 文件。

■

在 UNIX 系统上，如果克隆操作失败，请执行以下清理操作：

■

■

如果数据库处于活动状态，请关闭该数据库。

■

从 <$ORACLE_HOME>/DBS 目录中，删除 init<SID>.ora、spfile<SID>.ora
以及任何与正在使用的 SID 关联的其他文件。

■

删除所有数据文件。

如果克隆的 Oracle 数据库包含只读表空间或数据文件，则必须在 RMAN 对其进
行备份之前将其设置为读写，否则 RMAN 无法将其还原。备份（克隆操作）之
后，可以将各项恢复为只读。
下面显示了过程中步骤序列的示例：
■

备份包含只读表空间 TABLE1 的 Oracle 数据库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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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数据库 A 克隆到数据库 B。

■

使用 Oracle alter tablespace 命令将表空间 TABLE1 设置为读写。如果
需要，可以恢复为只读。

■

备份数据库 B。

■

使用 RMAN 还原数据库 B。

对引导式恢复进行故障排除
引导式恢复操作不属于正常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操作。
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收集 VERBOSE=5 时的所有旧式日志。在 Windows 系
统上，收集 General=2、Verbose=5 和 Database=5 时的所有旧式日志。应收集
DebugLevel=6 和 DiagnosticlLevel=6 时的所有统一日志。
除了用于解析 NetBackup for Oracle 操作的故障排除方法和证据之外，还存在当引
导式恢复失败时对其进行故障排除所需的专用信息。
有关 NetBackup 调试日志和报告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在备份时用于元数据收集操作的故障排除文件
对引导式恢复元数据收集操作进行故障排除时，以下日志文件中的信息将有所帮
助。
从 Oracle 客户端主机：
■

netbackup/logs/bphdb 旧式日志

■

netbackup/logs/dbclient 旧式日志（Oracle 用户必须具有该目录的可写权限。）

■

ncf 统一日志，OID 309，新客户端框架

■

ncforautil 统一日志，OID 360，新客户端框架 Oracle 实用程序

■

ncforaclepi，OID 348，新客户端框架 Oracle 插件

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netbackup/logs/bpbrm 旧式日志
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netbackup/logs/bprd 旧式日志

■

nbars 统一日志，OID 362，NetBackup 代理请求服务

■

dars 统一日志，OID 363，数据库代理请求服务

有关 NetBackup 调试日志和报告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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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引导式恢复验证操作的故障排除文件
对引导式恢复验证操作进行故障排除时，以下日志文件中的信息将有所帮助。
从 Oracle 客户端主机：
■

netbackup/logs/vnetd 旧式日志

■

ncf 统一日志，OID 309，新客户端框架

■

ncfnbcs 统一日志，OID 366，新客户端框架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netbackup/logs/vnetd 旧式日志

■

nbars 统一日志，OID 362，NetBackup 代理请求服务

■

dars 统一日志，OID 363，数据库代理请求服务

从 Symantec OpsCenter 服务器：
■

<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log.conf 文件

■

opscenterserver 统一日志，OID 148（默认位置为 <SYMCOpsCenterServer
>/logs）

■

opscentergui 统一日志，OID 147（默认位置为 <SYMCOpsCenterGUI>/logs）

有关 NetBackup 调试日志和报告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用于引导式恢复克隆操作的故障排除文件
对引导式恢复克隆操作进行故障排除时，以下日志文件中的信息将有所帮助。
从 Oracle 客户端主机：
■

netbackup/logs/bphdb 旧式日志（包括 obk_stdout 和 obk_stderr 日志）。

■

netbackup/logs/bpdbsbora 旧式日志

■

netbackup/logs/dbclient 旧式日志（Oracle 用户必须具有该目录的可写权限。）

■

netbackup/logs/user_ops 的 tar (UNIX/Linux)

■

NetBackup\Logs\user_ops 的压缩 (Windows)

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netbackup/logs/vnetd 旧式日志

■

netbackup/logs/bprd 旧式日志

■

nbars 统一日志，OID 362，NetBackup 代理请求服务

■

dars 统一日志，OID 363，数据库代理请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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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Symantec OpsCenter 服务器：
■

<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log.conf 文件

■

opscenterserver 统一日志，OID 148（默认位置为 <SYMCOpsCenterServer
>/logs）

■

opscentergui 统一日志，OID 147（默认位置为 <SYMCOpsCenterGUI>/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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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

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工作方式

■

关于配置带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 Snapshot Client

■

从快照备份中还原 NetBackup for Oracle

■

关于在 UNIX 上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块级增量式备份

■

关于 Snapshot Client 的影响

■

关于对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Oracle 支持

关于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要使用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必须安装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和 NetBackup for Oracle 并获得使用许可。
在使用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之前，请确认您的平台是受
支持的。
请参见第 29 页的“验证操作系统和平台兼容性”。
快照是客户端数据的磁盘映像，它几乎是在瞬间制作的。当与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配合使用时，NetBackup for Oracle 可以通过制作组件文件的快照映像来备
份 Oracle 对象。此后，它将该快照版本备份到存储单元中。

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关于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快照备份可捕获特定时刻的数据，而不会导致客户端长时间停机。在备份期间，客
户端操作和用户访问可以不间断地进行。用户可以备份捕获的数据或得到的快照，
而不会影响数据库的性能或可用性。
下列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功能可用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表 7-1

与 NetBackup for Oracle 配合使用的 Snapshot Client 功能

功能

描述

即时恢复

使用此功能可以即时从磁盘恢复备份。它将快照技术与基于
磁盘的快速还原功能结合到一起。NetBackup 在不中断用户
对数据的访问的情况下创建映像。您可以根据需要将映像既
保留在磁盘上，又备份到存储区中。即时恢复允许块级还原。
将根据客户端和数据库名称来计算一次可以保留的最多即时
恢复快照数。

脱离主机备份

脱离主机的备份将备份进程的负载转移到独立的备份代理（如
备用客户端）上。此转移可以减少本地备份通常给客户端计
算资源造成的影响。备份代理从客户端磁盘读取数据，然后
将其写入存储中。
在 UNIX 上，也可以将脱离主机备份转移到 NetBackup 介质
服务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

块级增量式备份

在 UNIX 上，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使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存储检查点功能的更改跟踪功能。在 BLI 备份中，只
备份发生更改的数据块，而不备份整个文件或文件系统。BLI
备份能够节省时间，减少所需的备份介质，并显著降低备份
期间的 CPU 和网络开销。
执行 BLI 备份时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 RMAN。

代理副本

代理副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备份，在这种备份中，对数据传
输的控制由 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管理。在备份和还原
操作过程中，通过代理副本，代理可以管理包含数据文件的
磁盘和 NetBackup 管理的存储设备之间的全部数据移动操
作。
备份和还原保持与 Oracle 及其目录库的紧密集成，大大简化
了管理任务。

基于文件的操作

Oracle 向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提
供需要备份或还原的文件列表。
有更多信息可供查看。
请参见第 125 页的“NetBackup for Oracle 基于文件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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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描述

基于数据流的操作

基于数据流的操作是 NetBackup 实施常规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和还原的标准方法。
有更多信息可供查看。
请参见第 124 页的“NetBackup for Oracle 基于数据流的操作”。

代理副本
代理副本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备份，在这种备份中，对数据传输的控制由 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管理。在备份和还原操作过程中，利用代理副本，代理可以管理包
含数据文件的磁盘和 NetBackup 管理的存储设备之间的全部数据移动操作。
RMAN 使用代理副本提供需要备份或还原到 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的文件列
表。该代理确定移动数据的方式和时机。代理副本是 Oracle 的介质管理 API 的扩
展。
备份和还原保持与 RMAN 及其目录库的紧密集成，大大简化了管理任务。

NetBackup for Oracle 基于数据流的操作
基于数据流的操作是 NetBackup 实现常规 RMAN 备份和还原的标准方法。在基于
数据流的备份中，NetBackup 将移动 服务器进程所提供的数据。NetBackup 捕获
RMAN 提供的数据流内容。如果用户指定了多个数据流，则 RMAN 将打开多个数
据流，并且 NetBackup 会将这些数据流作为单独的映像来编录。
图 7-1 表示基于数据流的备份或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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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基于数据流的备份或还原

Oracle 服务器

数据
控制命令
Oracle 数据库
磁盘

Oracle 数据库
磁盘

NetBackup

存储

NetBackup for Oracle 基于文件的操作
基于文件的操作是对 Oracle 代理副本备份和还原的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实现。在基于文件的操作中，RMAN 向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提供需要备份或还原的文件列表。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执行数据移动。
图 7-2 表示基于文件的备份或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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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基于文件的备份
或还原

图 7-2

Oracle 服务器

控制命令
文件列表
Oracle 数据库
磁盘

数据

数据

Oracle 数据库
磁盘

NetBackup

存储

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工
作方式
NetBackup 用户或或日程表启动数据库备份或还原。Oracle 智能策略自动生成
RMAN 脚本。基于脚本或基于模板的策略在 Oracle 策略的备份选择列表中使用模
板或 Shell 脚本。基于模板的策略使用该模板来生成 RMAN 脚本。模板或 Shell 脚
本为 Oracle 恢复管理器 (RMAN) 指定在客户端上执行备份或还原时使用的备份或
还原命令。
RMAN backup proxy 命令启动指定对象的代理副本备份。可以使用代理副本功能
备份的对象取决于 Oracle 版本。RMAN 将对象转换成物理文件名，并向 NetBackup
for Oracle 提供一个文件名列表。
请参见第 127 页的“高级备份方法支持的数据库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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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先检查用于备份的策略是否已配置有适当的 Snapshot Client 属性。随后，代
理启动 Oracle 文件的基于文件的备份，并使用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接口执
行数据移动。
当 Oracle 执行代理副本备份时，会使正在备份的数据文件进入备份模式。然后，
NetBackup 创建这些文件的快照。创建了快照之后，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将
向 Oracle 发回信号通知它让数据文件离开备份模式。正在备份的数据文件只有在捕
获数据快照所需的这段时间内才处于备份模式。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和还原操作
对于备份操作，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将执行下列步骤：
■

接收由 RMAN 提供的待备份文件的列表。

■

在 NetBackup 目录库中，每个文件由唯一的备份文件名标识。为确保发生此过
程，请使用 format 操作数为每个数据文件指定一个唯一名称。

■

查询策略以检查是否指定了 Snapshot Client 策略属性。

■

启动所配置的数量的 Snapshot Client 备份，然后等待作业完成。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 NetBackup 多数据流”。

对于还原操作，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将执行下列步骤：
■

接收由 RMAN 提供的待还原文件的列表。

■

针对列表中的所有文件向 NetBackup 服务器发送还原请求。

■

等待 NetBackup 还原文件列表中的所有文件。

高级备份方法支持的数据库对象
Oracle 控制可由代理副本备份的数据库对象的种类，从而控制 NetBackup 可以使
用 Snapshot Client 备份方法来备份哪些对象。Oracle 允许执行数据库、表空间和
数据文件的代理副本备份。对于 Oracle 10g 版本及更高版本，Oracle 还允许执行
存档重做日志的代理副本备份。因此，NetBackup 可以使用基于文件的 Snapshot
Client 备份方法来备份这些对象。
对于控制文件，Oracle RMAN 仅执行常规的基于数据流的备份。即使在对其他数据
库对象使用 Snapshot Client 方法时，NetBackup for Oracle 也必须对控制文件使用
基于数据流的备份。
Oracle 智能策略可处理基于数据流的组件和基于文件的组件。基于文件的备份和基
于数据流的备份需要不同的配置。当配置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时，一定要配置允许基于数据流的备份和基于文件的备份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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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etBackup 多数据流
在进行最初调用时，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向 RMAN 返回
一个特殊条目，指示它支持代理副本。它还向 RMAN 指示在单个代理副本会话中进
行代理复制的文件数没有限制。为 RMAN backup proxy 命令分配的通道数将不控
制代理备份的并行度。除非使用特定的配置，否则 RMAN 只将一个通道用于代理副
本备份。
NB_ORA_PC_STREAMS 变量控制要启动的代理副本备份流的数量。默认情况下，对于

所有文件，代理仅启动一个备份作业。如果 RMAN send 命令传递了
NB_ORA_PC_STREAMS，则 NetBackup for Oracle 会根据文件大小将这些文件拆分成
该变量指定的组数。代理将尝试创建大小相等的数据流，并确定为执行备份而运行
的进程数。

RMAN 多个通道
如果为 RMAN 代理副本备份会话分配多个通道，则 RMAN 将只使用一个通道来执
行所有对象的代理备份。其他所有通道可用于控制文件或存档重做日志的基于数据
流的（非代理）备份。
请参见第 130 页的“代理备份示例”。

将数据文件还原到新位置
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可以将代理所备份的数据文件还原
到一个新位置。可以在启动还原前使用 RMAN set newname 命令或 ALTER DATABASE
RENAME DATAFILE 语句指定新位置。例如，要将表空间 TEST 的数据文件还原到一
个新位置，可以使用以下 RMAN 命令：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SBT_TAPE';
sql 'alter tablespace TEST offline immediate'
# restore the datafile to a new location
set newname for datafile '/oradata/test.f' to
'/oradata_new/test.f';
restore tablespace TEST;
# make the control file recognize the restored file as current
switch datafile all;
recover tablespace TEST;
release channel t1;
}

代理所备份的数据文件的 RMAN 过程与按常规方法备份的数据文件的 RMAN 过程
相同。RMAN 知道数据文件是由代理备份的，它会向 NetBackup for Oracle 发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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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还原请求，NetBackup for Oracle 将负责将这些数据文件还原到新位置。有关所
需过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将还原重定向到其他客户端
将代理备份还原到其他目标客户端的过程与基于数据流的、非代理备份的过程相
同。

符号链接和原始数据文件
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可以备份和还原由符号链接和常规
文件组成的数据文件。符号链接和文件都会备份和还原。不过，如果选定“保留快
照以用于即时恢复”，则符号链接必须驻留在数据文件所在的同一个文件系统中。
使用即时恢复时，如果符号链接所在的文件系统与其指向的数据文件所在的文件系
统不同，则还原将失败。
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可以备份和还原在原始分区上创建
的数据文件。

Quick I/O 数据文件 (UNIX)
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可以备份和还原 Quick I/O Oracle
数据文件。Quick I/O 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分配有空间的隐藏文件和一个指向该
隐藏文件的 Quick I/O 接口的链接。
备份时，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会顺着符号链接备份 Quick
I/O 文件的这两个部分：符号链接和隐藏文件。
还原时，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会从备份映像还原这两部
分。如果一个或两个部分缺失，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会
创建缺失的部分。

RMAN 增量式备份
代理副本备份可作为具有常规非代理 RMAN 备份的增量策略的一部分。使用 RMAN，
可以创建代理副本增量式 0 级备份。此备份可以是后续 RMAN 传统增量式备份（1-n
级）的基础。要完成此备份，请执行快照代理副本（基于文件）的 0 级增量式备
份，然后执行 RMAN 传统（基于数据流）的 1-n 级增量式备份。
在 Oracle 10g 中，可以使用更改跟踪文件跟踪更改的块。启用更改跟踪确实会产生
少量的数据库开销，但是大大地提高了增量式备份的性能。使用 ALTER DATABASE
ENABLE BLOCK CHANGE TRACKING; sqlplus 命令在数据库上启用块更改跟踪。
在下面的示例中，第一个 run 命令启动表空间 tbs1 的代理副本备份。NetBackup
for Oracle 将使用基于文件的快照备份来执行完全表空间备份。RMAN 指定此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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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行增量式 1-n 级备份。第二个 run 命令启动同一表空间 tbs1 的传统非代理
1 级增量式备份。在种情况下，NetBackup for Oracle 将执行基于数据流的备份。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type 'SBT_TAPE';
backup
incremental level 0
proxy
format ’bk_%U_%t’
tablespace tbs1;
release channel t1;
}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type 'SBT_TAPE';
backup
incremental level 1
format ’bk_%U_%t’
tablespace tbs1;
release channel t1;
}

代理备份示例
Oracle 智能策略自动创建 RMAN 代理脚本。在某些情况下，您需要创建特定于您
的环境的自定义脚本。
下面的示例说明如何在 RMAN 脚本中将多个通道用于代理备份。
表 7-2

代理备份示例

备份示例

示例脚本

本 RMAN 示例脚本启动整个数据库备份（包
括控制文件）。RMAN 通过在通道 t1 上向
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发送所有数据文
件的列表来启动一个代理副本备份会话。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PC_STREAMS=3';
backup proxy
format 'bk_%U_%t'
(database);
release channel t1;
}
代理将文件拆分成三个数据流，并对每个数据流启动一个基于文件的备
份。在代理备份结束后，RMAN 在通道 t1 上开始进行控制文件的非代
理常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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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示例

示例脚本

本 RMAN 示例脚本启动整个数据库备份（包
括控制文件）。RMAN 通过在通道 t1 上向
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发送所有数据文
件的列表来启动一个代理副本备份会话。代
理将文件拆分成三个数据流，并对每个数据
流启动一个基于文件的备份。同时，RMAN
在通道 t2 上开始进行控制文件的非代理常
规备份。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type 'SBT_TAPE';
allocate channel t2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PC_STREAMS=3';
backup proxy
format 'bk_%U_%t'
(database);
release channel t1;
release channel t2;
}
如果未使用 RMAN 恢复目录库，则正在备份的控制文件版本中将不包含
有关当前备份的信息。要包括有关当前备份的信息，应当在备份操作的
最后一个步骤备份控制文件。如果使用了恢复目录库，则无需执行这一
步。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type 'SBT_TAPE';
backup
format 'cntrl_%s_%p_%t'
current controlfile;
release channel 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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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示例

示例脚本

在此示例脚本中，RMAN 在通道 t1 上依次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type 'SBT_TAPE';
启动两个代理副本备份。它先启动表空间
tbs1 数据文件的代理备份。在该备份结束 backup proxy
format 'bk_%U_%t'
后，它将启动表空间 tbs2 数据文件的另一
(tablespace tbs1);
个代理备份。
backup proxy
format 'bk_%U_%t'
(tablespace tbs2);
release channel t1;
}
如果连续备份在相同的卷上或者在共享快照资源规范的不同卷上创建快
照，则此配置可能会导致出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只需使用一个指定
两个表空间的 backup 命令（如下所示），而不要使用两个独立的
backup 命令：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type 'SBT_TAPE';
backup proxy
format 'bk_%U_%t'
(tablespace tbs1, tbs2);
release channel t1;
}
在此示例中，RMAN 在两个通道上分配代理
副本备份。它创建两个代理副本备份会话，
在通道 t1 上发送 tbs1 数据文件，在通道
t2 上发送 tbs2 数据文件。此类方法在要为
每个通道指定不同的 NetBackup 配置的情况
下很有用。在此示例中，每个 send 命令将
指定一个发送到代理备份的不同策略。每个
代理备份均使用此策略。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POLICY=policy1’;
allocate channel t2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POLICY=policy2’;
backup proxy
format 'bk_%U_%t'
(tablespace tbs1 channel t1);
(tablespace tbs2 channel t2);
release channel t1;
release channel t2;
}

关于配置带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 Snapshot Client
本主题介绍如何为 Oracle 策略配置快照和即时恢复备份。 有关如何自动选择快照
方法的信息，以及有关各种备份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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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备份并不备份所有数据库对象。 您的备份配置必须包含一个或多个自动日程表
以执行快照备份，还必须包含一个或多个应用程序日程表以执行基于数据流的备
份。 该配置可确保成功还原整个数据库。
对于快照备份或即时恢复备份，请按下列方式配置以下策略和日程表：
■

具有以下属性的 Oracle 策略：
■

数据库文件所在的文件系统的快照方法。

■

策略属性对话框上的备份方法。

■

“自动完全备份”日程表，用于对数据库执行快照备份和脱离主机备份。

■

（视情况而定）对于基于脚本或基于模板的策略：用于备份事务日志的“应
用程序备份”日程表。

要将 NAS 快照与 NetBackup for Oracle 一起使用，必须安装 Oracle 数据库并将其
配置为在 NAS 环境中运行。
如果要使用 SnapVault 存储单元，请确保在开始配置 NAS 快照策略之前配置了该
存储单元。
有关 NAS 快照和 SnapVault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
理指南》。

NetBackup for Oracle 快照备份的配置要求
每个代理都有它自己的硬件要求、软件要求、与特定功能的兼容性以及所支持的快
照方法。特殊要求适用于特定备份类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和 Symantec 支持网站。 在配置快照备份之前应先熟
悉这些信息。
下面的列表特别列出了一些与数据库代理有关的要求：
■

Snapshot Client 备份并不备份所有数据库对象。您的备份配置必须包含日程表
才能执行快照备份和基于数据流的备份。 该配置可确保成功还原整个数据库。

■

在 UNIX 上，与要备份的文件关联的用户标识号和组标识号（UID 和 GID）必须
可用。 UID 和 GID 对于主客户端和备用备份客户端都必须可用。 主客户端和备
用备份客户端上的 UID 必须相同。同样，主客户端和备用备份客户端上的 GID
必须相同。
注意：UID 编号可能与 GID 编号不同。

■

为数据文件、已存档的重做日志和控制文件分配不同的区域以用于数据库活动。
将数据文件写入其自身的存储库，因为即时恢复即时点回滚要求这样做。只有
数据文件可以存在于要还原的卷或文件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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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正确安装和配置相应的快照方法所需的硬件和软件。

■

必须正确安装并配置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并且注册此选件的许可证密
钥。

■

要执行脱离主机备份，应执行任何必需的特殊配置。

为 NetBackup for Oracle 配置快照策略
下面的过程介绍了如何为快照策略配置可选的即时恢复、快照保留和脱离主机备
份。
配置快照策略

1

打开要配置的策略。

2

单击“属性”选项卡。 即会显示以下屏幕。

3

选择 Oracle 策略类型。

选择策略类型

选择相应的存储
单元或存储单元组

单击 “执行快照
备份”
单击
“保留快照以用于即
时恢复或 SLP 管理”
单击 “执行脱离
主机备份” 并指
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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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策略存储”列表中选择一个策略存储单元。
即使您计划在此过程的稍后部分再选择“仅即时恢复快照”，也要在此步骤中
选择一个策略存储单元。
NetBackup 将使用此存储单元对此策略包含的控制文件和存档重做日志执行基
于数据流的备份。
在 UNIX 上，如果在配置日程表时选择了“第三方复制设备”，NetBackup 也
将使用此存储单元。
在 UNIX 上，下列数据移动器不支持 Any_available：“NetBackup 介质服务
器”或“第三方复制设备”。

5

单击“执行快照备份”。

6

（可选）单击“选项”选择一种快照方法。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将替您选择快照方法。要选择快照方法，请单击“自
动”（默认值）或单击列表中的某一方法。
可使用的快照方法取决于具体的软硬件环境。某些环境仅支持部分快照方法。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或 Symantec
支持网站上的支持平台列表。
每个策略只能配置一种快照方法。 例如，如果要为客户端 a、b 和 c 选择一个
快照方法，为客户端 d、e 和 f 选择另一个快照方法，则您需要为每组客户端创
建两个策略，然后为每个策略选择一个方法。

7

（可选）选择“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
选中此选项后，NetBackup 将在磁盘中保留快照备份映像，以供日后进行恢复
时使用。

8

（可选）选择“执行脱离主机备份”。
默认情况下，由承载数据库的客户端执行备份。如果要减轻该客户端的 I/O 处
理负载，请指定一台备用客户端来执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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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视情况而定）选择脱离主机备份方法。
可以使用下面的脱离主机备份方法：
使用备用客户端
如果选择“备用客户端”，则还需指定要执行备份的客户端的名
（UNIX 和
称。此选项可能需要其他配置。备用客户端必须是共享磁盘阵列
Windows 客户端） 的客户端。
使用数据移动器
（仅限 UNIX 客户
端）。

如果单击“数据移动器”，则还需选择下列可能的数据移动器之
一：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
第三方复制设备
网络挂接存储

10 单击“日程表”选项卡。
11 单击“新建”。
12 为数据库文件配置日程表。
13 （视情况而定）如果想仅创建磁盘映像，请在“目标”面板中的“即时恢复”
下，选择“仅限快照”。
此设置将取消 NetBackup 的默认行为，也就是将快照复制到存储单元。 当您
选择“仅限快照”时，NetBackup 将在磁盘上创建数据库的快照副本，但不将
快照复制到存储单元中。磁盘上的快照成为唯一的备份副本。请注意，磁盘上
的快照不能代替传统备份。

14 （视情况而定）在“日程表”选项卡上，为控制文件和存档重做日志配置备份
日程表。
■

Oracle 智能策略备份策略。为此策略配置“已存档的重做日志备份”日程
表。

■

基于脚本或基于模板的备份策略。为此策略配置“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

NetBackup 使用此存储单元对该策略中包含的控制文件和日志执行基于数据流
的备份。NetBackup 将数据库的控制文件和存档重做日志复制到您选定的存储
单元。
对于 UNIX 客户端，如果选择了“第三方复制设备”作为脱离主机备份方法，
请单击“覆盖策略存储单元”。然后，选择适用于备份控制文件和存档重做日
志的非 SAN 介质管理器或其他存储单元类型。

15 配置客户端、实例或实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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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智能策略备份策略。在“实例”选项卡上，指定要包括在此策略中
的实例或实例组。

■

基于脚本或基于模板的备份策略。在“客户端”选项卡上指定要包含在此
策略中的客户端。

16 在“备份选择”选项卡中，根据策略设置指定正确的设置。
■

基于脚本或基于模板的备份策略。使用此类策略时，指定备份模板或备份
脚本。

我们提供了如何通过 Snapshot Client 对 NetBackup for Oracle 策略使用模板
和脚本的更多相关信息。
请参见第 143 页的“关于 Snapshot Client 的影响”。

17 配置其他属性并添加所需的其他任何日程表和备份选择。

从快照备份中还原 NetBackup for Oracle
以下主题介绍如何从快照备份中还原文件、卷和文件系统：
■

请参见第 137 页的“关于从 NetBackup for Oracle 快照备份还原单个文件”。

■

请参见第 138 页的“关于使用快照回滚执行卷和文件系统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还原”。

■

请参见第 139 页的“从 SnapVault 备份执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即时点回滚还
原 (UNIX)”。

■

请参见第 138 页的“从 Java 或 Windows 界面执行快照回滚还原”。

关于从 NetBackup for Oracle 快照备份还原单个文件
还原使用 Snapshot Client 方法备份的数据与还原并非使用 Snapshot Client 方法备
份的数据相同。
不管备份文件时是否启用了即时恢复功能，都可按照此过程来还原它们。 在所有情
况下，Oracle 都将确定所备份的文件，并向数据库代理发出相应的还原请求。
如果启用了即时恢复，NetBackup 将尝试使用即时恢复功能所特有的还原方法来还
原文件。 NetBackup 使用的还原方法类型取决于您所在的环境和所执行的备份类
型。 如果 NetBackup 无法使用任何即时恢复方法，将用常规方式来还原文件。 数
据从快照复制到主文件系统。 您可以找到有关 NetBackup 使用的即时恢复方法的
信息。
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
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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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快照回滚执行卷和文件系统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还原
可以请求从即时恢复快照备份中还原整个卷或整个文件系统。 此类型的还原称为
“即时点回滚”。 快照中的所有数据都将还原；回滚时无法进行单个文件的还原。
请参见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
理指南》。
对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还原，请注意下列问题：
■

快照回滚会重写整个卷。

■

对于 NetBackup for Oracle，快照回滚总是执行文件验证。 代理会检查以下项：
■

所请求的文件（数量和名称）与快照中的文件相同

■

主卷不包含制作快照后创建的任何文件

如果验证失败，回滚将中止，并显示状态为 249 的错误。

从 Java 或 Windows 界面执行快照回滚还原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从 Java 或 Windows 界面执行快照回滚还原。
从 Java 或 Windows 界面执行快照回滚还原

1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2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在 Java 界面中，单击“还原文件”选项卡。

■

在 Windows 界面中，选择“文件”>“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文件夹”。
如果要还原的数据文件自上次备份以来尚未更改，则回滚可能会失败。请
从脚本启动还原并使用 FORCE 选项。

3

选择“操作”>“选择还原类型”>“即时点回滚”。

4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恢复向导进行还原。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还原”。

使用脚本或 RMAN 命令执行快照回滚还原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使用脚本或 RMAN 命令执行快照回滚还原。
注意：如果要还原的数据文件自上次备份以来尚未更改，则回滚可能会失败。 请从
脚本启动还原并使用 Oracle FORCE 选项。
要使用脚本或 RMAN 命令指定快照回滚还原，请按以下示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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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使用 Shell 脚本或 RMAN 命令，应设置一个新变量
NB_PC_ORA_RESTORE=rollback
■

示例：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SBT_TAPE';
send 'NB_ORA_PC_RESTORE=rollback';
sql 'alter tablespace TEST offline immediate'
restore tablespace TEST;
recover tablespace TEST;
release channel t1;
}

从 SnapVault 备份执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即时点回滚还原
(UNIX)
如果选择从 SnapVault 备份执行即时点回滚还原，NetBackup 会将整个子卷 (qtree)
还原为主要主机上的一个新子卷 (qtree)。 还原不会重写现有子卷， 也不执行文件
验证。
新子卷名的格式如下所示：
mountpointname_restore.时间戳

例如：subvol1_restore.2005.05.19.10h49m04s
从 SnapVault 备份执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即时点回滚还原 (UNIX)

1

卸载原始子卷，即还原过程没有重写的子卷。

2

重命名原始子卷。

3

用原始子卷名重命名新子卷。

4

将新子卷装入到客户端上。 使用 ALTER DATABASE RENAME DATAFILE 命令指
向新建子卷上还原的数据文件。

关于在 UNIX 上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块级增量
式备份
如果数据库每天只有一小部分发生更改，则执行完全备份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介质。
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界面扩展了 NetBackup 功能，使其只备份包含已更改的数据
块的文件系统块。
数据库 BLI 备份是在文件系统的块级上完成的，这意味着只备份更改的文件块， 而
不备份文件中未更改的块。 VxFS 存储检查点功能实时跟踪更改的块。 因此，B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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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无需在备份时对整个卷进行搜索来查找已修改的块。 BLI 备份可节省时间，减
少所需的备份介质量，并显著降低备份期间的 CPU 和网络开销。 另外，BLI 备份
还有助于提高备份的频率，从而使备份映像保持最新。
BLI 备份对于数百 GB 甚至 TB 的大型数据库来说尤其有用。 最传统的数据库备份
方法要求只要数据库中发生更改（不管这种更改多么微小），都需要备份整个数据
库。 使用 BLI 备份，只需要备份已修改的块（或文件）。
建议结合使用 RMAN 和 BLI 代理执行 BLI 备份。 此方法还支持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其他功能（包括策略类型和日程表），并可利用 模板生成向导所带来的便
利。 它还保持了与 RMAN 及其目录库的紧密集成，从而极大地简化了管理任务。
您还可以在不使用 RMAN 的情况下使用基于脚本的 BLI 方法来执行备份。
请参见第 213 页的“关于基于脚本的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不带 RMAN）”。
注意：Symantec 建议想要执行 BLI 备份的 Snapshot Client 用户将 BLI 与 RMAN
一同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还提供了在不使用 RMAN 的情况下进行 BLI 备份的方法，此
方法使用脚本让表空间进入备份模式和脱离备份模式。 但是，不推荐使用此方法，
而且此方法需要的配置也有很大差别。但对于 Oracle 12c，不支持在不使用 RMAN
的情况下使用基于脚本的 BLI 备份。

BLI 如何与 NetBackup for Oracle 协同工作 (UNIX)
NetBackup 支持 Oracle 数据库的 BLI 完全备份和 BLI 增量式备份。
BLI 备份支持两种类型的增量式备份： 差异增量式备份和累积增量式备份。 完全备
份、差异增量式备份和累积增量式备份均被指定为策略日程表配置的一部分。 执行
还原时，NetBackup 先还原适当的完全备份， 然后再应用增量式备份中已更改的
块。
还原任何增量式备份映像都需要 NetBackup 还原上次完全备份映像以及所有后续的
增量式备份。 还原过程会一直进行，直到还原完指定的增量式备份映像为止。
NetBackup 自动执行此还原过程，并且此过程是完全透明的。 存储上次完全备份以
及后续增量式备份的介质必须可用，否则，还原将无法进行。
请注意，还原文件时将重写该文件中的所有块。 第一个后续差异增量式备份和/或
所有后续的累积增量式备份将备份已还原的文件中的所有块。 还原整个数据库后，
第一个后续备份将导致完全备份。
还原目标可以是 VxFS、UFS (Solaris)、JFS (AIX) 或 HFS (HP-UX) 文件系统。 目
标 VxFS 文件系统不需要支持“存储检查点”功能来还原文件。 但是，需要具有
“存储检查点”功能的 VxFS 文件系统对还原的数据执行 BLI 备份。
本主题使用下列术语说明 BLI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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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备份。
在这种备份中，NetBackup 完全备份每个数据库文件，而不只是备份自上次完
全备份或增量式备份以来发生更改的数据块。

■

累积 BLI 备份。
此备份类型备份数据库文件中自上次完全备份以来发生更改的所有块。 累积 BLI
备份映像只包含数据库文件中自上次完全备份以来发生更改的数据块。 累积 BLI
备份可以减少必须在还原操作期间应用的增量式备份映像的数目。 这会加速还
原过程。

■

差异 BLI 备份。
在这种备份中，NetBackup 只对数据库文件中自上次备份以来发生更改的数据
块执行备份。 上次备份的类型可以是完全备份、累积增量式备份或差异增量式
备份。

当 NetBackup 启动 BLI 备份时，会为承载 Oracle 数据文件系统的文件系统创建、
管理并使用适当的存储检查点。 这些存储检查点将确定已修改的块并维护已修改块
的列表。

关于存储检查点功能和 NetBackup for Oracle
BLI 备份方法将在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中使用存储检查点工具。 该功能通
过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提供。
VxFS 存储检查点功能跟踪自上次备份以来数据库修改的文件块。 使用 BLI 的
NetBackup 备份利用此功能来仅备份已更改的块，从而实现增量式备份。它不会备
份整个卷或文件。
VxFS 存储检查点是高效利用磁盘和 I/O 的文件系统快照。存储检查点提供了文件
系统在被拍摄快照或创建检查点的那一刻的一致、稳定的视图。存储检查点只跟踪
已更改的文件系统块，而不会另外制作文件系统的物理副本。 这样可节省磁盘空间
并显著降低 I/O 开销。
通过跟踪已更改的块，VxFS 存储检查点使 BLI 备份成为可能。VxFS 存储检查点功
能提供一致的文件系统视图，从而使 BLI 备份可以在数据库备份期间冻结数据库映
像。
存储检查点操作类似于快照文件系统机制。但是，与快照不同的是，存储检查点在
系统重新启动后仍然存在。另外，存储检查点操作对备份管理员是完全透明的。 只
有通过 NetBackup 或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提供的用于数据库备份的 VxDBA
实用程序才能管理和使用检查点映像。
有关存储检查点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Symantec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在数据库联机或脱机时都可以获取存储检查点。要在数据库联机时获取存储检查
点，您必须启用存档日志模式。在存储检查点创建过程中，所有表空间都进入备份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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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for Oracle BLI 备份的配置要求
在配置 BLI 备份之前，请确保配置符合以下要求：
■

已安装并配置了 NetBackup for Oracle，并已获得使用授权。

■

已安装并配置了 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并已为此选件注册了许可证密钥。

■

必须安装并配置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

Veritas File System 必须已经获得存储检查点的使用授权。

关于要求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BLI 备份策略
本主题介绍如何为 Oracle 策略配置 BLI 备份。 BLI 备份并不备份所有数据库对象。
包括用来执行基于数据流的备份的日程表。
您的备份配置必须确保可以成功还原整个数据库。
请参见第 142 页的“NetBackup for Oracle BLI 备份的配置要求”。
要配置 BLI 备份的策略，请进行如下配置：
■

在策略属性对话框上配置 BLI 备份方法。

■

配置“自动备份”日程表，以便对数据文件执行完全快照备份和增量式快照备
份。

■

配置“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以便对控制文件和存档的重做日志执行基于数
据流的备份。 应使用标准 RMAN 操作备份这些文件。

配置 BLI 备份的策略

1

打开要配置的策略。

2

单击“属性”选项卡。

3

从“策略类型”列表中选择 Oracle。

4

选择一种“策略存储”。

5

选择“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

6

要配置日程表，请单击“日程表”选项卡。
Oracle 不支持对数据库控制文件和存档重做日志执行代理备份。 要执行全数据
库代理备份（该备份自动包括控制文件的备份），请进行如下配置：
■

配置一个或多个“自动备份”日程表，以便对数据文件执行代理 BLI 备份。

■

配置一种“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类型，以备份控制文件和存档重做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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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客户端”选项卡上指定将用此策略备份的客户端。

8

在“备份选择”选项卡上指定模板或脚本。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BLI 备份的类型
NetBackup 使用“自动完全备份”、“自动差异增量式备份”和“自动累积增量式
备份”日程表执行 BLI 备份。
如果用户启动备份但没有根据请求使用 NB_ORA_PC_SCHED 环境变量指定代理日程
表名称，则默认情况下 NetBackup 服务器会启动“完全备份”日程表。
NetBackup for Oracle 检查是否在处理增量式备份之前执行了完全备份。如果
NetBackup 调度程序或用户启动了增量式备份，而 NetBackup for Oracle 没有找到
使用相同策略执行的完全备份的记录，则它将执行完全备份。
NetBackup 为了确保具有一组适当的待还原映像，在出现以下情况时会执行完全备
份：
■

指定的备份流的数目与上次备份相比有所变化。可以在 NB_ORA_PC_STREAMS 环
境变量中进行此项更改。

■

NetBackup 的数据库中没有相同策略的有效完全备份映像。例如，如果映像失
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

在增量式备份的文件列表中添加了新文件或删除了文件。

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您要执行增量式备份，NetBackup for Oracle 也始终启动完全
备份。

关于 Snapshot Client 的影响
以下主题介绍了 Snapshot Client 软件如何对备份类型、日程表属性和模板产生影
响。Snapshot Client 还影响脚本和环境变量。

Snapshot Client 软件如何影响备份类型
对于带有 Snapshot Client 备份的 NetBackup for Oracle，策略的“日程表”选项卡
上提供的各种备份类型具有不同的作用。
请参见第 144 页的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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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Oracle 策略的备份类型

备份类型

描述

应用程序备份

应用程序备份仅适用于基于模板或基于脚本的策略，而不适用于
Oracle 智能策略。
“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可存储基于数据流的备份。
Default-Application-Backup 日程表自动配置为“应用程序备份”日
程表。

完全备份
差异增量式备份
累积增量式备份

完全备份和增量式备份日程表类型会通过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脚本或模板来自动启动备份。 它们也存储快照备份。

注意：对于大多数快照类型，任何自动备份日程表（完全备份、累
积式备份或差异式备份）都会导致全卷快照。 BLI 是唯一一种可以
执行增量式备份的快照方法。

Snapshot Client 软件如何影响日程表属性
一些日程表属性对于 Snapshot Client 数据库备份具有不同于常规数据库备份的含
义。 有关其他日程表属性的描述，请参见特定于标准数据库代理备份的信息。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日程表属性”。
表 7-4 介绍了 Snapshot Client 备份的属性。
表 7-4

日程表属性

属性

描述

保留

自动日程表：
确定主服务器计划保留备份历史记录以及快照备份的时间。
应用程序日程表：
确定保留基于数据流的备份的时间。

多个副本

对于快照备份，请在自动备份日程表上配置“多个副本”。
对于基于数据流的备份，请在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上配置“多个
副本”。

频率

确定自动日程表执行备份的频率。
不适用于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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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shot Client 软件如何影响模板和脚本
可以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向导创建的模板来执行 Snapshot Client 备份。模
板在创建后位于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并可供其他 NetBackup for Oracle 客户
端使用。
请参见第 81 页的“关于创建模板和 Shell 脚本”。
在 RMAN 模板生成向导中，“备份限制”屏幕上的“指定最大限制”选项不适用于
快照备份。 RMAN 仅对基于数据流的传统备份使用这些选项。 如果模板包括存档
重做日志，则 NetBackup 使用此选项来备份日志。
不管是使用模板还是使用脚本，都必须启用您的客户端的高级备份方法。 在策略的
“属性”选项卡上配置此方法。在运行时，代理检查策略属性以确定是否已配置
Snapshot Client 备份方法并执行基于文件的代理备份。 模板默认为代理备份的单
个会话。
如果使用脚本，该脚本必须位于策略中包含的每个客户端上。 在脚本中包含 RMAN
backup proxy 命令以执行高级备份方法。 安装过程中会同时安装示例脚本。

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环境变量
可以使用环境变量来更改代理副本会话所用的数据流数或指定备用备份日程表。
下表列出了可以设置的、特定于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
变量：
NB_ORA_PC_SCHED

NetBackup 用于基于文件的代理副本备份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日程表。（此日程表可以是“完全”、“差异增量
式”或“累积增量式”备份类型）。
对于预定的备份，此变量从调度程序传递。当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模板生成向导创建 RMAN 模
板时，会自动在模板中创建此变量。

NB_ORA_PC_STREAMS

指定 NetBackup 在每个代理副本会话中同时启动的备份流
的数量。当备份开始时，NetBackup 按文件大小将所有数
据文件分到指定数目的备份流中。NetBackup 尝试创建相
同大小的数据流。
NB_ORA_PC_STREAMS 的默认值为 1。
只有用户可以设置此变量。当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RMAN 模板生成向导创建 RMAN 模板时，如果为“并行流
的数目”提供了一个值，将会自动在模板中创建此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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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环境变量的优先顺序与标准
NetBackup for Oracle 中的优先顺序相同。请参考有关如何配置 NetBackup 和用户
变量的说明。
请参见第 75 页的“关于配置运行时环境”。
NetBackup for Oracle 将示例脚本安装在以下位置：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ext\oracle\samples\rman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samples/rman

以下是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脚本，这些示例脚本说明
如何配置所需的变量：
对于 Windows：
此脚本设置环境并调用 RMAN，用相应的命令执行
hot_database_backup_proxy.cmd 整个数据库代理备份。当 NetBackup 运行日程表
时，会设置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对于 UNIX：
Oracle 所使用的环境变量。此脚本说明如何使用
hot_database_backup_proxy.sh
RMAN send 命令传递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变量，这些变量包含特定于
供应商的用引号括起来的字符串。
对于 Windows：
此脚本设置环境并调用 RMAN，用相应的命令执行
hot_tablespace_backup_proxy.cmd 表空间代理备份。
对于 UNIX：
hot_tablespace_backup_proxy.sh

如果使用脚本，请使用 send 命令将环境变量传递到代理。以下示例使用 send 命令
指定 NB_ORA_PC_SCHED 和 NB_ORA_PC_STREAMS 的值：
run {
allocate channel t1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PC_SCHED= sched, NB_ORA_PC_STREAMS= number’;
backup proxy
(database format 'bk_%U_%t');
}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随此代理提供的示例脚本。
请参见第 130 页的“代理备份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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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Oracle 支持
Replication Director 可用于创建 Oracle 数据库的快照，并将快照复制到其他 NetApp
磁盘阵列中。 要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Oracle 数据库必须存在于 NetApp NAS
磁盘阵列上。（此时在 SAN 存储上不支持它。）
只有 UNIX 平台才支持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的 Oracle 快照备份。
管理员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之一创建 Oracle 策略以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

Oracle 智能策略（建议）。
请参见第 147 页的“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配置 Oracle 智能策略”。

■

创建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请参见第 152 页的“配置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表 7-5 介绍了这两种方法的区别：
表 7-5
配置

Oracle 智能策略

脚本

■

Oracle 快照策略设置的区别
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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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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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自动分配数据库不同部分的保留级别

■

管理员必须正确设置数据库不同部分的保留级别。

■

管理员必须确保已创建代理数据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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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员必须配置具有两个保留级别的两个日程表：
■

一个“完全备份”日程表，用于备份数据库的快照
（代理）数据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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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照备份不支持“已存档的重做日志”日程表。

“已存档的重做日志”日程表适用于已配置的脚本。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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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载平 不支持 RAC 负载平衡。
衡

支持 RAC 负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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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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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操作”菜单上，单击“新建”>“新建策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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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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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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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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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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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快照备份：确保策略创建磁盘阵列的快照。

■

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确保策略在备份完成之后保留快
照。

■

“选项”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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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
类型

■

■

■

■

最多
快照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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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可以同时保留的最多快照数。
默认设置为 1。选择适合您环境的快照数。注意，NetApp 卷上的最大
快照数是 255。
当达到最大值时，会出现快照循环： 下一个快照会导致最早的快照被删
除。
如果当前在 SLP 中选择“固定”或“复制后失效”保留，则会自动选
择“由 SLP 保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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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日程表”选项卡。创建一个日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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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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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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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步骤 4 中的策略存储上指定的非快照 SLP 可确定数据流数据的保留。

■

指定为日程表存储的快照 SLP（覆盖策略存储选择）可确定快照数据的
保留。

单击“确定”保存日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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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智能策略
方法
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方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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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数据库：备份整个数据库（默认情况）。

■

部分数据库 - 表空间：备份表空间。

■

部分数据库 - 数据文件：备份数据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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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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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选择 Oracle 选项卡以配置 Oracle RMAN 属性。

9

策略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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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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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操作”菜单上，单击“新建”>“新建策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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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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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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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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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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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快照备份：确保策略创建磁盘阵列的快照。

■

保留快照以用于即时恢复或 SLP 管理：确保策略在备份完成之后保留快
照。

■

“选项”按钮
快照
类型

■

■

■

■

最多
快照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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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可以同时保留的最多快照数。
默认设置为 1。选择适合您环境的快照数。注意，NetApp 卷上的最大
快照数是 255。
当达到最大值时，会出现快照循环： 下一个快照会导致最早的快照被删
除。
如果当前在 SLP 中选择“固定”或“复制后失效”保留，则会自动选
择“由 SLP 保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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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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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智能策略
方法
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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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用于脚本和模板的客户端”选项后，会显示一条消息，说明此选择的作
用：
■

将清除此策略的现有选择（如果有）。

■

Oracle 选项卡将从此策略中删除。

■

另一个作用是“选择”选项卡会变为“客户端”选项卡。

单击“是”继续 Oracle 策略配置。

6

单击“是”保存并关闭整个策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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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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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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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留：策略或 SLP 指示备份的保留：
■

当存储是 SLP 时，SLP 将确定保留，此处无法进行任何选择。

■

当存储不是 SLP 时，日程表将确定保留，此处可进行选择。

单击“确定”保存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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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一个“完全备份”日程表：
■

命名该日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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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覆盖策略存储选择：启用并选择为快照复制配置的 SLP

■

保留：SLP 指示备份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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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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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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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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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策略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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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排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故障排除

■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故障排除步骤

■

NetBackup 调试日志和报告

■

手动启用调试日志 (Windows)

■

手动启用调试日志 (UNIX)

■

手动启用调试日志 (UNIX)

■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日志文件

■

在 Windows 客户端上设置调试级别

■

在 UNIX 客户端上设置调试级别

■

关于 RMAN 实用程序日志

■

排除 RMAN 备份或还原错误

■

排除 UNIX 浏览器界面和向导的故障

■

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故障排除

■

最大限度地减少执行大型数据库还原时的超时故障

■

最大限度地减少为数据库备份加载和卸载磁带的操作

■

备份作业传输和完成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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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故障排除
NetBackup、NetBackup for Oracle 和 Oracle 恢复管理器 (RMAN) 均提供有关数据
库备份、存档和还原操作的报告。这些报告可用于查找与这些应用程序相关的错
误。
有关调试日志和报告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故障排除步骤
对 NetBackup for Oracle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时，以下各项称为 API：
■

在 Windows 上，orasbt.dll 称为 API。

■

在 UNIX 上，libobk 模块称为 API。许多介质管理器供应商还将 libobk 模块
称为 DMO（数据库模块）。

要执行此过程，请确保已正确安装并配置了 NetBacku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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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一般故障排除步骤

1

验证安装时，请确保存在 NetBackup for Oracle 二进制文件。
在 UNIX 上，这些文件位于 /usr/openv/netbackup/bin 中。
这些二进制文件如下：
在 Windows 上：
此二进制文件驻留在客户端上，NetBackup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hdb.exe 调度程序和图形界面均使用该二进制文件来
启动备份。bphdb 的主要用途是运行 Oracle
在 UNIX 上：bphdb
智能策略、模板或 Shell 脚本，继而调用
rman、bporaexp 或 bporaimp。
在 Windows 上：
提供 RMAN 可以调用的函数。
c:\Windows\System32\orasbt.dll
在 UNIX 上：libobk

包含 RMAN 可以调用的函数的共享库模块。
启动 RMAN 时将加载此库。此二进制文件的
名称取决于操作系统。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在 UNIX 上将 Oracle
RMAN 与 NetBackup 链接”。

2

对于“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和 Oracle 智能策略，请验证以下二进制文件机
是否存在。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bsbora.exe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bsora.exe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NetBackup\bin\dbsbrman.dll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bpdbsbora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bpubsora
在 UNIX 上：/usr/openv/lib/libdbsbrman.so（在 HP-UX 上为
libdbsbrman.sl）

3

检查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软件是否均正常工作。也就是说，检查常规操
作系统文件是否可以从客户端进行备份和还原。NetBackup 客户端必须运行与
NetBackup 服务器相同的软件版本。

4

这些日志可能变得非常大，尤其是 bpdbm。请确保日志目录磁盘分区中有足够
的可用磁盘空间。

5

检查下列 NetBackup 日志目录是否存在：
■

在 Windows 客户端上： bpdbsbora、bporaexp、bporaimp、bpubsora、
dbclient、bphdb、bpfis、bplist 和 bp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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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UNIX 客户端上： bpdbsbora、bporaexp（或 boraexp64）、bporaimp
（或 boraimp64）、bpubsora、dbclient、bphdb、bpfis 和 bpcd。这些
目录必须具有 777 权限。

■

在主服务器上：bprd 和 bpdbm。

■

在带有存储单元的主机上：bpbrm 和 bptm。

VERBOSE 级别必须是 5。

6

在 UNIX 上，确认 /usr/openv/netbackup/logs/user_ops 目录和子目录是
否具有 777 权限。它们必须存在并且应用程序能够对其访问，以便正确工作。
请参见第 4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日志目录的权限”。

NetBackup 调试日志和报告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软件允许启用详细的调试日志。这些日志文件中的信息
可以帮助解决在数据库代理或 RMAN 外面发生的问题。
对于这些日志，请注意以下几点：
■

这些日志不显示在运行 RMAN 的过程中发生的错误，除非这些错误也影响到了
NetBackup。Oracle 可能（也可能不）将应用程序中的错误写入 NetBackup 日
志。Oracle 错误信息的最佳来源是 Oracle 提供的日志。

■

一般来说，每个调试日志对应于一个 NetBackup 进程和可执行文件。
但是，对于 RMAN 备份，调试日志在 dbclient 目录中创建，该日志没有对应
的可执行文件。

提供了有关调试日志文件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另请参考下列文件：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README.debug file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README.debug file

NetBackup 还提供其他一些有助于分析问题的报告，其中一个是服务器上的“所有
日志条目”。提供了有关服务器报告的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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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启用调试日志 (Windows)
手动创建 NetBackup for Oracle for Windows 数据库代理日志

1

在客户端上创建下列目录：
■

bpubsora

适用于创建用于备份或还原的模板时出现的任何 Oracle 实例浏览问题。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ubsora
■

bphdb

适用于在主服务器上从自动日程表启动的任何备份。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hdb
■

bpdbsbora

适用于任何基于模板的备份或还原，包括 OIP 和引导式恢复。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dbsbora
■

dbclient

适用于使用 RMAN 的任何备份或还原。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dbclient
■

bpbkar

适用于任何快照备份。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bkar
■

tar

适用于任何快照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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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tar

2

验证 Oracle 进程（加载 orasbt.dll 的进程）的用户或组是否具有适当的权限
写入以下目录（如果存在）。 如果以下目录不存在，则会使用正确的权限自动
创建这些目录。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user_op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user_ops\dbext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user_ops\dbext\logs

此外，验证运行 Oracle 进程的用户或组是否具有适当的权限写入步骤 1 中的
日志目录。

3

在一个或多个 NetBackup 服务器上，为与 Oracle 代理进行交互的旧式过程创
建调试日志目录。
在主服务器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rd

在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brm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tm

4

服务器主机和客户端主机上的统一进程的调试日志由 NetBackup 自动创建。
NetBackup 将统一日志写入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有关如何使用日志和报告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手动启用调试日志 (UNIX)
手动创建 NetBackup for Oracle for UNIX 数据库代理日志

1

在客户端上创建下列目录：
■

bpubsora

适用于创建用于备份或还原的模板时出现的任何 Oracle 实例浏览问题。
/usr/openv/netbackup/logs/bpubsora
■

bphdb

适用于在主服务器上从自动日程表启动的任何备份。
/usr/openv/netbackup/logs/bphdb
■

bpdbsb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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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任何基于模板的备份或还原，包括 OIP 和引导式恢复。
/usr/openv/netbackup/logs/bpdbsbora
■

dbclient

适用于使用 RMAN 的任何备份或还原。
/usr/openv/netbackup/logs/dbclient
■

bpbkar

适用于任何快照备份。
/usr/openv/netbackup/logs/bpbkar
■

tar

适用于任何快照还原。
/usr/openv/netbackup/logs/tar

2

验证 Oracle 进程（加载 libobk 的进程）的用户或组是否具有适当的权限写入
以下目录（如果存在）。 如果以下目录不存在，则会使用正确的权限自动创建
这些目录。
/usr/openv/logs/user_ops
/usr/openv/logs/user_ops/dbext
/usr/openv/logs/user_ops/dbext/logs

此外，验证运行 Oracle 进程的用户或组是否具有适当的权限写入步骤 1 中的
日志目录。

3

在一个或多个 NetBackup 服务器上，为与 Oracle 代理进行交互的旧式过程创
建调试日志目录。
在主服务器上：
/usr/openv/logs/bprd

在一个或多个介质服务器上：
/usr/openv/logs/bpbrm
/usr/openv/logs/bptm

4

服务器主机和客户端主机上的统一进程的调试日志由 NetBackup 自动创建。
NetBackup 将统一日志写入 /usr/openv/logs 中。
有关如何使用日志和报告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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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启用调试日志 (UNIX)
手动启用调试日志

1

在客户端上创建下列目录：
/usr/openv/netbackup/logs/bpbackup
/usr/openv/netbackup/logs/bpbkar
/usr/openv/netbackup/logs/bpdbsbora
/usr/openv/netbackup/logs/bpubsora
/usr/openv/netbackup/logs/bphdb
/usr/openv/netbackup/logs/bporaexp
/usr/openv/netbackup/logs/bporaimp
/usr/openv/netbackup/logs/bprestore
/usr/openv/netbackup/logs/tar
/usr/openv/netbackup/logs/dbclient
chmod 777 /usr/openv/netbackup/logs/dbclient

例如：
cd /usr/openv/netbackup/logs
mkdir bphdb

2

user_ops、每个日志目录以及所有的子目录都应具有 777 权限。 它们必须存

在并且应用程序能够对其访问，以便正确工作。
例如：
chmod 777 bphdb

请参见第 4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日志目录的权限”。

3

对 nbpem、nbjm 和 nbrb 预定进程启用日志记录，这些进程使用统一的日志记
录。
NetBackup 将统一日志写入 /usr/openv/logs 中。
不必为使用统一日志记录的进程创建日志目录。
您可以找到有关如何使用日志和报告的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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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日志文件
表 8-1介绍了您创建日志目录时所创建的日志。可使用文本编辑器来查看这些日志
的内容。
日志位于以下目录中：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cmd>
UNIX：/usr/openv/netbackup/logs/<cmd>
例如，bphdb 的所有日志都显示在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hdb 目录
(Windows) 或 /usr/openv/netbackup/logs/bphdb 目录 (UNIX) 中。
日志文件

表 8-1
日志目录

描述

bphdb

bphdb 目录包含以下类型的日志：
■

Windows：obk_stdout.mmddyy.hhmmss.txt
UNIX：obk_stdout.mmddyy

■

除非重定向到其他地方，否则 NetBackup 将模板或 Shell 脚本输出写入此文件中。
Windows：obk_stderr.mmddyy.hhmmss.txt
UNIX：obk_stderr.mmddyy

■

除非重定向到其他地方，否则 NetBackup 将模板或 Shell 脚本错误写入此文件中。
Windows：mmddyy.log
UNIX：log.mmddyy
此日志包含 bphdb 进程的调试信息。bphdb 是 NetBackup 数据库备份二进制文
件。系统在运行自动备份日程表时会调用它。NetBackup for Oracle 使用此客户端
进程执行模板或 Shell 脚本。

dbclient

dbclient 目录包含以下执行日志：
■

Windows：mmddyy.log

■

UNIX：log.mmddyy

此日志包含 Oracle for NetBackup 客户端进程的调试信息和执行状态。
在 Windows 上，进程已链接到 NetBackup for Oracle 附带的库程序。
在 UNIX 上，此库程序为 libobk。
bpdbsbora

bpdbsbora 目录包含以下执行日志：
■

Windows：mmddyy.log

■

UNIX：log.mmddyy

此日志中包含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和恢复向导以及 bpdbsbora 命令行实用程
序的调试信息和执行状态。此外，还包含从自动日程表运行 Oracle 模板时（当 bphdb
调用 bpdbsbora 来运行模板时）生成的调试信息和执行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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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目录

描述

bporaexp64

bporaexp（或 UNIX 上的 bporaexp64）目录包含以下执行日志：
■

Windows：mmddyy.log

■

UNIX：log.mmddyy.log

bporaimp（或 UNIX 上的 bporaimp64）目录包含以下执行日志：

bporaimp64

■

Windows：mmddyy.log

■

UNIX：log.mmddyy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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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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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更改其他日志目录中的调试信息量，请设置其他调试级别。例如，“详细”。
在 Windows 客户端上设置调试级别

1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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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设置“详细”调试级别。

6

设置“数据库”调试级别。

7

单击“确定”保存所做更改。

8

停止和启动 Oracle 数据库服务。此操作是 orasbt.dll 选取新调试级别所必要
的。

在 U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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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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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r/openv/netbackup/logs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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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NIX 客户端上设置调试级别
◆

在 bp.conf 文件中输入以下行。
VERBOSE = X

其中 X 是您需要的调试级别。

关于 RMAN 实用程序日志
RMAN 使用命令语言解释程序，并且可在交互模式或批处理模式下运行。您可以使
用以下语法在命令行上指定日志文件以记录重要的 RMAN 操作：
msglog ‘logfile_name’

排除 RMAN 备份或还原错误
RMAN 备份错误可能来源于 NetBackup 或 Oracle，如下所述：
■

在 NetBackup 一端，错误可能来自 API、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或者介质
管理器。

■

在 Oracle 一端，错误可能来自 RMAN 或目标数据库实例。

Symantec 建议您在对失败的操作进行故障排除时采用下列步骤：
■

检查日志以确定错误源。

■

排除备份或还原过程中每一阶段的故障。

在 UNIX 上验证 RMAN 脚本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验证 RMAN 脚本是否正常工作。
验证 RMAN 脚本

1

使用 RMAN 在磁盘上直接进行备份。不要使用 NetBackup。

2

使用 RMAN 和 NetBackup 创建备份。

3

检查 /usr/openv/netbackup/logs/dbclient 目录的权限。其权限应设置为
777。

4

查找 /usr/openv/netbackup/logs/dbclient 中是否存在日志文件。
如果不存在日志文件，则说明 libobk 没有正确链接到 Oracle。
请参见第 88 页的“测试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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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备份或还原过程中每一阶段的故障
下面解释 RMAN 启动的操作的事件序列，并对序列中的每个点可能发生的问题提供
解决方案建议：
■

rman 启动。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启动备份或还原：
■

从操作系统提示窗口启动的 RMAN 备份或还原，如：
rman target user/pwd[@TNS_alias] \
rcvcat user/pwd[@TNS_alias]\
cmdfile RMAN_script_file_name

其中 RMAN_script_file_name 是完全限定的。

■

■

使用从 NetBackup 客户端界面或 bpdbsbora 运行的模板。

■

从主服务器上的管理员界面手动启动。

■

通过自动备份日程表自动运行。
如果此时出现错误，请检查 RMAN 日志。

RMAN 会检验其环境，然后向 API 发出请求。
在 Windows 上，某些信息（如 NetBackup 版本、API 版本和跟踪文件名）要向
RMAN 注册。此时的错误通常是由于客户端和服务器的通信问题引起的。检查
bprd 和 bpcd 日志中的消息以寻找线索。
在 UNIX 上，某些信息（如 NetBackup 版本、API 版本、跟踪文件名和
NetBackup 信号处理程序）要向 RMAN 注册。此时的错误通常是由于客户端和
服务器的通信问题引起的。检查 bprd 和 bpcd 日志中的消息以寻找线索。 还要
检查客户端上的 bp.conf 条目。

■

RMAN 发出备份或还原请求。
API 收集所需参数，然后向 NetBackup 服务器发送 backup 或 restore 请求。
API 在返回请求前将一直等待，直到服务器和客户端准备好传输数据。
随后，API 将这些信息发送到主服务器的 bprd 进程。
要解决第一序列中此部分的问题，请检查以下文件：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dbclient\mmddyy.log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dbclient/log.mmddyy

如果 bprd 进程失败，请检查 bprd 和 bpbrm 的日志。
此时的故障通常是由于 NetBackup 服务器或 Oracle 策略配置参数错误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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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通常会选择正确的 Oracle 策略和日程表，但当其数据库中有多个
Oracle 策略时，NetBackup 可能会选择错误的策略或日程表。
在 Windows 上，尝试在客户端环境中设置 SERVER 和 NB_ORA_POLICY 值。
在 UNIX 上，尝试在客户端上或通过设置环境变量来设置 bp.conf 文件中 SERVER
和 POLICY 的值。
例如，下面的 C Shell setenv 命令指定 NetBackup 要使用的 Oracle 策略、日
程表和服务器：
setenv NB_ORA_POLICY policyname
setenv NB_ORA_SCHED application_backup_schedule_name
setenv NB_ORA_SERV NetBackup_server
■

RMAN 向 API 发出读取或写入请求，API 随后将数据传送到 NetBackup 服务器
或者从 NetBackup 服务器中传出数据。
此处的故障可能由于 NetBackup 介质、网络或超时错误引起。

■

RMAN 通知 API 关闭会话。
API 等待服务器完成必要的操作（例如，验证备份映像），然后退出。
错误既可能源自 NetBackup，也可能源自 RMAN，如下所示：
■

如果在备份过程中读取数据文件时，RMAN 遇到错误（例如，如果 Oracle
块顺序不对），它就会中止。此外，如果在还原过程中 NetBackup 发送一个
坏的备份映像，则 RMAN 也会中止。

■

如果由于某种原因 NetBackup 无法成功完成备份，则可能会向 API 返回错
误代码。

排除 UNIX 浏览器界面和向导的故障
如果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看不到 Oracle 实例，请验证以下几点：
■

在主服务器上是否安装了 NetBackup for Oracle 许可证。

■

要在“还原”窗口中浏览，必须将策略类型设置为 Oracle。
执行以下操作，更改客户端策略类型：
■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

在“策略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Oracle。

■

单击“确定”。

在 Windows 上，更改客户端策略类型：
■

在“文件”菜单上，选择“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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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对话框中，单击“客户端/策略类型”选项
卡。

■

在“策略类型”下拉列表中，选择 Oracle。

■

单击“确定”。

在 UNIX 上，oratab 文件位于正确的位置（/etc/oratab 或
/var/opt/oracle/oratab）中并包含所有可用的 Oracle SID。尽管 Oracle 允
许在 oratab 文件中使用通配符，NetBackup BAR GUI 还要求指定每一个 SID。

如果在连接到 Oracle 数据库时出现问题，请检查以下各项：
■

确保数据库处于装入状态或打开状态。

■
■

在群集环境中，无法连接数据库可能意味着网络配置有问题。浏览器必须本地
连接。不过，在某些环境中，所有的连接（甚至到本地数据库的连接）都被认
为是远程连接。例如，在 Oracle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RAC) 环境中此行为
属实。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 TNS 别名建立连接。

在 Linux 环境中，如果登录 Linux 的不是 Oracle 用户，Oracle 备份和还原将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Oracle 会生成以下消息：

INF - ORA-19554: error allocating device, device type: SBT_TAPE, device name:
INF - ORA-27211: Failed to load Media Management Library

如果您想以 Oracle 用户以外的身份启动 Oracle 作业，请补充默认共享库搜索路径。
使用 Linux ldconfig(8) 命令将 $ORACLE_HOME/lib 添加到搜索路径。

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故障
排除
前几节讨论了用于对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for Oracle 发生的问题进行故障排
除的调试日志。除了这些日志之外，还有用于对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进行故障排除的调试日志。
将 Snapshot Client 备份和调试消息写入下列目录的子目录：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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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志如下：
■

bpbrm 日志，位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

■

bptm/bpdm 日志，位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

■

bpbkar 日志，位于 NetBackup 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上。

■

bpfis 日志，位于 NetBackup 客户端和备用客户端上。

■

bppfi 日志，位于 NetBackup 客户端或备用客户端上。

Snapshot Client 还原和调试消息将写入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以下子目录：
■

bprestore，几乎始终是客户端日志，位于已使用 bprestore 命令启动还原的

NetBackup 主机上。
■

bprd，位于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

■

bpbrm，位于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

■

bptm/bpdm，位于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磁带和磁盘备份记录到 bptm

中，磁盘备份还会记录到 bpdm 中）。
■

tar，位于 NetBackup 客户端或重定向客户端上。

有关对大多数安装及其他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其他帮助，请参见《NetBackup
Snapshot Client 管理指南》。
请参见第 159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故障排除步骤”。

最大限度地减少执行大型数据库还原时的超时故障
当多个还原会话争用资源时，大型数据库还原有时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可延迟
还原会话，等到介质或设备访问结束时再继续。如果延迟太久，还原会话将超时。
使用以下过程可最大程度地减少会话超时并使还原成功完成。
最大程度地减少执行大型数据库还原时的超时故障

1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客
户端”。

2

双击该客户端。

3

选择“超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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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客户端读取超时”属性设置为一个较大的值。
“客户端读取超时”设置的默认值为 300 秒（5 分钟）。对于数据库代理客户
端，应大幅增加建议的值。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例如，将此设置更改为 30-60 分钟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超时错误。

5

对每个客户端单击“确定”。

注意：在后续备份期间，此更改可能会出现延迟检测问题。在完成了需要更改的任
何还原之后，请考虑重置为初始值。

最大限度地减少为数据库备份加载和卸载磁带的操作
通过更改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的介质设置，您可以在多次执行多数据流数据库备
份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多余的卸载和重新加载磁带操作。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最大限度地减少加载和卸载磁带的操作

1

打开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2

选择“主机属性”。

3

选择“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

4

双击服务器的名称。

5

在左窗格中单击“介质”。

6

配置以下设置：
■

介质卸载延迟

■

介质请求延迟
此变量只能与非机械手驱动器配合使用，例如磁带栈式存储器。

备份作业传输和完成延迟
有时，您可能会看到 Oracle 备份作业在数据传输期间暂停一段时间。 此外，备份
作业可能会在传输完成之后、作业完成之前挂起。 这种延迟可能是由以下情况之一
导致的：
■

Oracle 延迟

■

网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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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单元延迟

■

Oracle 服务器备份后处理

如果使用大型数据文件，则传输期间的延迟尤为明显。 长时间延迟导致 NetBackup
很难确定 Oracle 是挂起还是延迟。 要查看设置信息和延迟示例，请参考以下文章：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27741
要确定传输之后的延迟原因，请参考以下文章：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98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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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

关于虚拟名称和 NetBackup for Oracle

■

关于 RAC 存档方案

■

关于备份数据库

■

还原数据库示例

■

数据库还原故障排除（UNIX 和 Windows）

■

关于还原存档日志

关于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在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RAC) 环境中，许多 Oracle 实例位于不同的服务器
上，而每个服务器都直接与单个 Oracle 数据库相连。所有服务器都可以依据同一数
据库并行运行事务。如果某个服务器或实例失败，处理操作仍可以在未失败的服务
器上继续。
RAC 支持独占模式下可用的所有 Oracle 备份功能，包括整个数据库或单个表空间
的联机备份和脱机备份。

关于虚拟名称和 NetBackup for Oracle
RAC 用户通常可以通过虚拟网络主机名访问数据库。 此类访问取决于 RAC 以及运
行 RAC 的任何群集软件的配置。
虚拟网络主机名可能在以下方面与 IP 地址关联：
■

群集中的主机的 IP 地址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关于 RAC 存档方案

■

在群集中的主机上运行的 Oracle 实例的虚拟 IP 地址

■

可能在群集中的主机之间移动的故障转移虚拟 IP 地址

备份操作可能使用各种虚拟网络主机名，或群集中的主机的网络主机名。
为区分各种网络名称，将使用以下术语和定义：
主机名

与群集中的特定主机关联的网络主机名。

VIP 名称

与特定于群集中某个实例的虚拟 IP 地址关联的网络主机名。

故障转移名称

与在正在运行的节点上处于活动状态的 IP 地址关联的网络主
机名。 该网络主机名是此时可以执行执行备份的网络主机
名。

警告：如果跨多个节点对备份执行负载平衡，请不要使用单个客户端名称。 在负载
平衡配置中，承载客户端名称解析到的 IP 地址的节点会生成成功备份。 但是，来
自其他节点的作业将失败，状态码为 54。
Oracle 11g R2 网格基础架构 (CRS) 包括单一客户端访问名称 (SCAN) 功能。单个
SCAN 可以解析为多个 IP 地址，每个 IP 地址被分配给群集中不同的物理节点。
SCAN 可以用于收到“应用程序备份”请求的 NetBackup 策略。 但是，这种抽象
的客户端名称会导致备份和还原作业失败，并返回状态码 54。 另外，客户端也会
失败，并返回状态码 6（备份）或状态码 5（还原）。
因此，请确保出现在 NetBackup Oracle 策略中的客户端不是 SCAN。 另外，请确
保节点在备份请求中提供的任何 NB_ORA_CLIENT 或 CLIENT_NAME 不是 SCAN。
必须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可靠地将这些名称解析为 IP 地址。 该 IP 地址允许
服务器进程连接到从中发起备份请求的节点。

关于 RAC 存档方案
首选 RAC 配置使用群集文件系统存档方案。在这种方案中，每个节点都写入一个
群集文件系统 (CFS) 存档日志目标，并且可以读取其他节点的存档日志文件。
图 A-1 对 CFS 存档方案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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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CFS 存档方案

CFS 存档
目标

数据库
数据文件
节点 1

节点 2

如果没有 CFS 解决方案，Oracle 建议使用与图 A-2 中的方案类似的方案。在图 A-2
中，每个节点都存档到一个本地目录中，并将副本写入其他各个节点的存档目录
中。这些节点之间的位置共享（具有读写权限）是通过 NFS 装入目录 (UNIX) 或共
享位置 (Windows) 来实现的。
图 A-2 介绍了支持存档共享的非 CFS 本地存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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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存档目标 1

支持存档共享的非 CFS 本地存档方案

存档目标 2

存档目标 2

存档目标 1

数据库
数据文件

节点 1

节点 2
NFS 装入或共享位置的
读取与写入访问权限
物理挂接
逻辑挂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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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各个节点均存档到本地目录中，并且存档位置与群集中的其他节点共享（只
读），则存在与上述方案类似的另一种方案。节点之间的位置共享是通过 NFS 装
入目录 (UNIX) 或共享位置 (Windows) 来实现的。因此，每个节点都可以读取各个
存档目标。
图 A-3 介绍了支持只读存档共享的非 CFS 本地存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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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3

存档目标 1

支持只读存档共享的非 CFS 本地存档方案

存档目标 2

存档目标 2

存档目标 1

数据库
数据文件

节点 1

节点 2
NFS 装入或共享位置的
写入访问权限
物理挂接
逻辑挂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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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单的存档方案是不支持共享的本地存档。各个节点仅写入本地目标，而不向群
集中的其他节点授予访问权。
图 A-4 介绍了不支持存档共享的非 CFS 本地存档方案。
图 A-4

不支持存档共享的非 CFS 本地存档方案

存档
目标
2

存档
目标
1

数据库
数据文件

节点 1

节点 2

有关配置以及其他存档方案示例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racle 文档。

关于备份数据库
如果在 RAC 环境中并且已选择上一主题介绍的存档日志方案之一，则可以使用典
型 RMAN 脚本执行备份。
在下面的示例中，RMAN 将备份数据库，包括所有存档日志。本例假定群集中的所
有节点均可访问这些存档日志。否则，需要在每个节点上单独备份存档日志。
注意：只有在不是跨多个节点对备份进行负载平衡时，本示例才能发挥作用，因为
NB_ORA_CLIENT=$NB_ORA_CLIENT 仅计算在其上执行 RMAN 脚本的节点。
RUN
{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CLIENT=$NB_ORA_CLIENT,NB_ORA_SERV=$NB_ORA_SERV';
BACKUP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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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alter system archive log current';
RELEASE CHANNEL ch00;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CLIENT=$NB_ORA_CLIENT,NB_ORA_SERV=$NB_ORA_SERV';
BACKUP
ARCHIVELOG ALL ;
RELEASE CHANNEL ch00;
}

还原数据库示例
从已执行备份的节点还原数据库很简单，而且与典型的 RMAN 还原相同。
在此示例中，要还原的备份映像都必须可通过主服务器 jupiter 上的映像数据库中
的客户端名称 saturn 进行访问。
注意：只有在不是跨多个节点对备份进行负载平衡时，本示例才能发挥作用。 这是
因为 NB_ORA_CLIENT=$NB_ORA_CLIENT 仅计算在其上执行 RMAN 脚本的节
点。
下面的示例从任意节点还原整个数据库：
RUN {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CLIENT=saturn,NB_ORA_SERV=jupiter';
RESTORE
DATABASE;
RECOVER
DATABASE;
RELEASE CHANNEL ch00;
}

数据库还原故障排除（UNIX 和 Windows）
当存在以下情况时，RMAN 还原到群集中的一个节点时可能会失败，并返回状态码
39：
■

NB_ORA_CLIENT 设置为群集的虚拟名称。

■

客户端名称设置为群集的虚拟名称。

要解决此问题，请使用主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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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有关还原和重定向还原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还原”。
请参见第 182 页的“还原数据库示例”。

关于还原存档日志
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使用常规 RMAN 脚本来还原存档日志：
■

远程存档日志目标允许写访问。
请参见第 178 页的图 A-2。

■

存档日志位于 CFS 上。
请参见第 177 页的图 A-1。

在下面的示例中，客户端名为 saturn，服务器名为 jupiter。 备份存储在客户端名称
saturn 下。
下面的示例还原所有存档日志：
RUN {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CLIENT=saturn,NB_ORA_SERV=jupiter';
RESTORE
ARCHIVELOG ALL;
RELEASE CHANNEL ch00;
}

如果远程存档日志目标不允许写访问，可使用如下所示的脚本来还原存档日志：
RUN {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SEND 'NB_ORA_CLIENT=saturn,NB_ORA_SERV=jupiter';
SET ARCHIVELOG DESTINATION TO <directory>;
RESTORE
ARCHIVELOG ALL;
RELEASE CHANNEL ch00;
}

其中，<directory> 是还原存档日志的目录。
如果配置如下列任一主题中所示，则可使用与前一脚本类似的脚本：
■

请参见第 180 页的图 A-3。

■

请参见第 181 页的图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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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tBackup 保护
Oracle RAC 的最佳做法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将 Oracle RAC 与 NetBackup 配合使用的最佳做法

■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操作

■

RAC 配置示例：存在故障转移名称且备份负载不平衡

■

RAC 配置示例：存在故障转移名称且备份负载平衡

■

RAC 配置示例：故障转移名称不可用且备份负载不平衡

■

RAC 配置示例：故障转移名称不可用，备份负载平衡，一个带有自定义脚本的
策略

■

RAC 配置示例：故障转移名称不可用，备份负载平衡，包含手动策略故障转移
的简单脚本

■

RAC 映像目录库配置

将 Oracle RAC 与 NetBackup 配合使用的最佳做法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RAC) 选件允许多个并行实例共享一个物理数据库。
随着数据库大小不断增加，并且对数据库可用性的更高要求限制了备份的执行时
间，使得 Oracle 数据库的备份和恢复将更加困难。 通常，备份时段太短以至于不
能仅使用群集中的一个备份节点完成一个完整备份过程。数据库管理员需要更有效
的方法在分配的时间内完成这些大型备份。对于 Oracle RAC 数据库，Oracle 可以
将备份拆分为多个部分，并以并行方式从多个节点发送这些部分，从而缩短处理时
间。

使用 NetBackup 保护 Oracle RAC 的最佳做法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操作

本节介绍可用于备份 Oracle RAC 数据库的方法。 您可以使用一个节点备份该数据
库，或在 Oracle RAC 数据库的多个节点之间平衡备份负载。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操作
下面列出了启动 RMAN 时发生的操作：
■

NetBackup Oracle 策略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客户端名称和一个或多个要执行的
备份脚本。
注意：Oracle 11g R2 网格基础架构 (CRS) 包括单一客户端访问名称 (SCAN)
功能。使用此功能可以将单个主机名解析为多个 IP 地址，每个 IP 地址被分配给
群集中不同的物理节点。请确保出现在 NetBackup Oracle 策略中的客户端不是
SCAN。另外，请确保客户端主机在备份请求中提供的任何 NB_ORA_CLIENT
或 CLIENT_NAME 不是 SCAN。 必须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可靠地将这些
名称解析为客户端主机 IP 地址。 该 IP 地址允许服务器进程连接到从中发起备
份请求的客户端主机。 如果在 NetBackup 策略中使用 SCAN，则此抽象的客户
端名称将导致备份和还原作业失败。 备份和还原作业可能会失败，且状态为
54。 客户端也将失败，状态为 6（备份）或 5（还原）。

■

NetBackup 主服务器使用 Oracle 策略中的自动日程表来确定备份选择中的脚本
在客户端上运行的时间。

■

NetBackup 调度程序为策略中的每个客户端启动一个“自动备份”作业。多个
客户端的作业可以同时运行。 调度程序按指定的顺序在每个客户端上执行每个
脚本。一个客户端的所有脚本都在同一个自动作业中运行。

■

备份脚本启动 RMAN。

■

如果策略中不存在自动日程表和脚本，则在必要时，客户端上的进程仍可启动
RMAN。

下面列出了 RMAN 请求备份时发生的操作：
■

RMAN 连接到用于备份的相应的 Oracle 实例。因此，脚本可能在一台主机上执
行，但备份可能会在其他主机上进行。

■

RMAN 根据备份脚本分配一个或多个通道。

■

RMAN 按顺序在每个通道上发送一个或多个备份片。

■

每个通道均与 NetBackup for Oracle 进行交互，并针对每个备份片将一个用户
控制的备份请求发送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每个请求将成为一个单独的 NetBackup 应用程序备份作业。因此，每个分配的
通道同时可以有一个处于排队或活动状态的应用程序备份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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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AN 可以将一个或多个 NB_ORA_CLIENT、NB_ORA_POLICY 和
NB_ORA_SCHED 变量发送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如果 RMAN 不发送 NB_ORA_CLIENT，则将使用客户端名称。

■

如果 RMAN 不发送 NB_ORA_POLICY，则主服务器选择它为该客户端找到的
第一个 Oracle 策略。

■

如果 RMAN 不发送 NB_ORA_SCHED，则主服务器选择策略中的第一个“应用
程序备份”日程表。

■

NetBackup 主服务器必须能够使请求的任何客户端名称与 Oracle 策略和“应用
程序备份”日程表相匹配，否则作业将失败。

下面列出了 NetBackup 如何从 RMAN 接收数据：
■

应用程序备份作业激活，且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进程连接到所提供的客户端
名称以接收数据。 因此，在用户控制的请求中发送的客户端名称必须使数据逆
向连接到请求方主机。

■

RMAN 在适当的通道上发送相应数据，而这些数据将会传输到存储。

RAC 配置示例：存在故障转移名称且备份负载不平衡
在此配置中，存在故障转移名称，因此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可随时连接到一个可
用主机以执行备份脚本。 进一步说，因为禁用了负载平衡，所以 RMAN 会在单个
主机上分配通道，该主机通常是执行脚本的主机。
配置如下：
■

配置策略以将故障转移名称指定为客户端名称。 然后，自动日程表将在当前可
运行的主机上运行备份脚本。

■

群集中的所有主机必须都能够访问该备份脚本或相同的副本。群集文件系统是
很合适的位置。

■

配置备份脚本，使 RMAN 将策略中的故障转移名称提供给 NetBackup。 它将浮
动到活动的实例主机，并确保成功进行数据传输，并且所有备份都存储在该单
个客户端名称下。
ALLOCATE CHANNEL ... ;
SEND 'NB_ORA_CLIENT=$NB_ORA_CLIENT';
BACKUP ... ;

■

NetBackup 主服务器配置必须允许对所有的备份映像进行物理主机名访问。
cd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
echo "hostname1" >> hostname1
echo "vipname1" >> hostna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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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hostname2" >> hostname1
echo "vipname2" >> hostname1
echo "failover_vipname" >> hostname1
cp hostname1 hostname2
■

您可以使用客户端上的“首选网络”，指定将用户控制的请求发送到主服务器
的出站接口。 不建议采用这种方法。 但是，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则必须允许
VIP 名称有权访问所有的备份映像。
cd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
cp hostname1 vipname1
cp hostname1 vipname2

注意：由于这种方法会影响用户控制的文件系统备份、列表和还原请求的源 IP，
因此可能并非理想方式。
然后，备份脚本将在当前承载故障转移名称的活动主机上运行。 RMAN 会在该主机
上分配通道以执行备份。应用程序备份作业排队等待故障转移名称，并且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将逆向连接到故障转移名称以进行数据传输。 无论由哪一台主机执行备
份，备份映像都会存储在故障转移名称下。 只要将还原请求配置为 SEND
'NB_ORA_CLIENT=failover name'，就可以从任一主机执行还原。

RAC 配置示例：存在故障转移名称且备份负载平衡
在此配置中，NetBackup 主服务器可随时使用故障转移名称连接到活动主机，以运
行备份脚本。 但是，由于 RMAN 会在两台主机上分配通道，因此 NetBackup 介质
服务器必须逆向连接到正确的主机，以获取每个请求的数据。 因此，备份映像存储
在两个不同的客户端名称下，这些名称必须不同于用于执行脚本的故障转移名称。
■

设置策略以将故障转移名称指定为客户端名称。 因此，自动日程表将在当前可
运行的主机上执行备份脚本。

■

群集中的所有主机必须都能够访问该备份脚本或相同的副本。群集文件系统是
很合适的位置。

■

不要将备份脚本配置为发送 NB_ORA_CLIENT 的单个值。NetBackup 介质服务
器必须逆向连接到正确的主机，具体取决于哪个主机发起用户控制的备份请求。
选择以下三种方法之一来完成该任务：

■

使用以下三个选项之一将备份配置为随每个备份请求提供特定于主机的客户端
名称：
■

将 RMAN 配置为将特定通道绑定到特定实例，并为备份映像存储提供每个通
道上的关联客户端名称。 此外，将 RMAN 配置为逆向连接到请求主机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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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数据传输。 请不要使用故障转移 名称，因为它只在其中一个主机上处于
活动状态。
ALLOCATE
ALLOCATE
ALLOCATE
ALLOCATE

CHANNEL
CHANNEL
CHANNEL
CHANNEL

1
2
3
4

...
...
...
...

PARMS='ENV=(NB_ORA_CLIENT=vipname1)'
PARMS='ENV=(NB_ORA_CLIENT=vipname2)'
PARMS='ENV=(NB_ORA_CLIENT=vipname1)'
PARMS='ENV=(NB_ORA_CLIENT=vipname2)'

CONNECT='sys/passwd@vipname1';
CONNECT='sys/passwd@vipname2';
CONNECT='sys/passwd@vipname1';
CONNECT='sys/passwd@vipname2';

注意：如果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节点已关闭，则这些分配操作将失败，从而导
致备份失败。

■

或者，将 Oracle 配置为将特定通道绑定到特定主机。

CONFIGURE CHANNEL 1 DEVICE TYPE 'SBT_TAPE'
"ENV=(NB_ORA_CLIENT=vipname1)";
CONFIGURE CHANNEL 2 DEVICE TYPE 'SBT_TAPE'
"ENV=(NB_ORA_CLIENT=vipname2)";
CONFIGURE CHANNEL 3 DEVICE TYPE 'SBT_TAPE'
"ENV=(NB_ORA_CLIENT=vipname1)";
CONFIGURE CHANNEL 4 DEVICE TYPE 'SBT_TAPE'
"ENV=(NB_ORA_CLIENT=vipname2)";
■

■

CONNECT 'sys/passwd@vipname1' PARMS
CONNECT 'sys/passwd@vipname2' PARMS
CONNECT 'sys/passwd@vipname1' PARMS
CONNECT 'sys/passwd@vipname2' PARMS

或者，默认情况下，备份会使用客户端名称，这些名称对于每台主机都应不
同且通常是物理主机名。

由于 CLIENT_NAME 或 NB_ORA_CLIENT 值必须不同于策略中的故障转移名
称，因此 NetBackup 主服务器无法接受用户控制的备份请求。 必须实现以下选
项之一。
■

■

选项 A：修改现有策略和备份脚本以处理多个客户端名称。
■

除了故障转移名称以外，还应向该策略中添加两个 VIP 名称或两个主机
名。

■

修改脚本，以便在客户端名称不是故障转移名称时，以状态 0 退出。

选项 B：或者，使用一个单独的策略接受备份请求。
■

再创建第二个策略，以接收来自 RMAN 的备份请求。

■

将策略类型设置为 Oracle。

■

设置策略，以包含先前信息中配置的 NB_ORA_CLIENT 或客户端名称。

■

“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必须具有一个打开窗口用于接受备份。

■

该策略不需要备份脚本或自动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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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配置备份脚本以按照每个用户控制的备份请求提供此策略的名称：

■

ALLOCATE CHANNEL...PARMS='ENV=(NB_ORA_POLICY=<second_policy_name>)';
or
SEND 'NB_ORA_POLICY=<second_policy_name>';

NetBackup 主服务器配置必须允许对备份映像进行物理主机名访问。 映像存储
在 VIP 名称或主机名下，如下所示：
cd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
echo "failover_name" >> hostname1
echo "hostname1" >> hostname1
echo "vipname1" >> hostname1
echo "hostname2" >> hostname1
echo "vipname2" >> hostname1
cp hostname1 hostnam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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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首选网络”或其他方式，强制 NetBackup 使用与用户控制的出站
请求的 VIP 名称关联的 IP 地址。 如果使用此方法，则必须允许 VIP 名称有权
访问所有的备份映像。
cd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
cp hostname1 vipname1
cp hostname1 vipname2

选项 A：NetBackup 调度程序将启动三个自动作业，每个作业都会运行备份脚本
（其中两个位于当前承载故障转移名称的主机上）。 两次执行接收 VIP 名称或主机
名的备份脚本后将立即退出（状态为 0）。 立即退出的原因在于避免冗余备份和任
何重试。 第三次执行接收故障转移名称的备份脚本后，即会启动 RMAN。 RMAN
随后通过对通道使用实例或主机的相应客户端名称，发送进行备份的数据。
NetBackup 使用两个客户端名称将备份映像存储在启动策略下。
选项 B：第一个策略使用故障转移名称运行备份脚本。 RMAN 将按照来自每个主机
的用户控制的请求发送第二个策略的名称和每个通道的已配置客户端名称。第二个
策略使用两个客户端名称存储备份映像。
任何一个客户端都可以启动还原。必须使用 AUTOLOCATE ON; 配置 RMAN，以
便从执行备份的相应实例主机请求备份集片。或者，如果将每个还原请求都配置为
包括正确的客户端名称，则可以从任一主机或实例进行还原。 此名称是将备份片传
输到存储时使用的客户端名称。
SEND 'NB_ORA_CLIENT=client_name_used_by_backup'

使用 NetBackup 保护 Oracle RAC 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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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 配置示例：故障转移名称不可用且备份负载不平
衡
在此配置中，VIP 名称或主机名允许连接到群集中各自的主机。 您需要特殊配置以
确保备份脚本至少在其中一个主机上执行，但不在这两个主机上都执行。否则，如
果指定的实例处于关闭状态，则可能不会发生备份；或者，如果指定的两个实例都
处于活动状态，则会发生冗余备份。
为了便于讨论，“主主机”是指通常执行备份的实例， “辅助主机”是指当主主机
不可用时可以使用的其他实例。 此外，由于在任意一个主机上都可能进行备份，因
此备份映像可能存储在两个客户端名称下。 映像存储名称取决于备份时处于活动状
态的主机。 配置如下：
■

策略应指定两个主机 hostname1 和 hostname2 或 vipname1 和 vipname2 的客
户端名称。 指定客户端名称可确保在当前运行的主机上尝试备份。

■

群集中的两个主机必须能够访问备份脚本，群集文件系统是一个理想的位置。

■

应自定义备份脚本，以便仅在一个客户端上启动 RMAN。如果在主主机上执行
脚本，则启动 RMAN 并执行备份。 如果在辅助主机上执行脚本并且主主机已启
动，则以状态 0 退出，以便 NetBackup 调度程序不再重试此客户端。 如果在辅
助主机上执行脚本并且主主机已关闭，则启动 RMAN 并执行备份。 可以通过对
主主机进行 tnsping 或者甚至通过对数据库的查询来构建脚本自定义。 使用此
自定义可查看其他实例是否打开且能够执行备份。
$ select INST_ID, STATUS, STARTUP_TIME, HOST_NAME from gv$instance;
INST_ID STATUS STARTUP_T HOST_NAM
---------- ------------ --------- --------1 OPEN 13-JAN-09 vipname1
2 OPEN 13-JAN-09 vipname2

■

每个用户控制的备份请求都必须使用允许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逆向连接到正
确主机以进行数据传输的客户端名称。默认情况下，备份使用 bp.conf 文件中的
CLIENT_NAME，该名称对于每个主机都是不同的。 更好的解决方案是将 RMAN
配置为提供来自该策略的相应客户端名称，如下所示：
SEND 'NB_ORA_CLIENT=$NB_ORA_CLIENT';

■

将 NetBackup 主服务器配置为对所有的备份映像提供物理主机名访问。
cd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
echo "hostname1" >> hostname1
echo "vipname1" >> hostname1
echo "hostname2" >> hostname1

使用 NetBackup 保护 Oracle RAC 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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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vipname2" >> hostname1
cp hostname1 hostname2
■

您可以使用“首选网络”或其他方式，强制 NetBackup 使用与用户控制的出站
请求的 VIP 名称关联的 IP 地址。 如果使用此方法，则必须允许 VIP 名称有权
访问所有的备份映像。
cd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
cp hostname1 vipname1
cp hostname1 vipname2

任何一个客户端都可以启动还原。必须使用 SET AUTOLOCATE ON; 配置 RMAN，
以便从执行备份的相应实例或主机请求备份集片。 或者，如果将每个还原请求都配
置为包括正确的客户端名称，则可以从任一主机或实例进行还原。 此客户端名称是
将备份集片传输到存储时使用的名称。
SEND 'NB_ORA_CLIENT=client_name_used_by_backup'

RAC 配置示例：故障转移名称不可用，备份负载平
衡，一个带有自定义脚本的策略
不带故障转移名称的负载平衡的备份必须克服以前配置的组合挑战。 由于故障转移
名称不存在，因此 NetBackup 调度程序必须尝试在两个主机上执行备份脚本。 在
这种情况下，该脚本必须仅在其中一个主机上启动 RMAN。 因为 RMAN 可以在两
个实例上分配通道，所以用户控制的请求必须提供特定于主机的名称。 要求是来自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逆向连接必须可以从正确的主机检索数据。
■

策略应指定两个客户端名称 hostname1 和 hostname2 或 vipname1 和
vipname2。 指定客户端名称旨在确保至少在当前运行的一台主机上执行备份脚
本。

■

群集中的两个主机必须都能够访问备份脚本。群集文件系统是一个理想的位置。

■

应自定义备份脚本，以便仅在一个客户端上启动 RMAN。如果在主主机上执行
备份脚本，则启动 RMAN 并执行备份。 如果在辅助主机上执行备份脚本并且主
主机已启动，则以状态 0 退出，以便 NetBackup 调度程序不再重试此客户端。
如果在辅助主机上执行备份脚本并且主主机已关闭，则启动 RMAN 并执行备份。
可以通过对主主机进行 tnsping 或者甚至通过对数据库的查询来构建脚本自定
义。 使用此自定义可查看其他实例是否打开且能够执行备份。
$ select INST_ID, STATUS, STARTUP_TIME, HOST_NAME from gv$instance;
INST_ID STATUS STARTUP_T HOST_NAM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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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PEN 13-JAN-09 vipname1
2 OPEN 13-JAN-09 vipname2
■

不得将备份脚本配置为发送 NB_ORA_CLIENT 的单个值。 这是因为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需要根据哪个主机发起了用户控制的备份请求，逆向连接到正确的
主机。

■

使用以下三个选项之一将备份配置为随每个备份请求提供特定于主机的客户端
名称：
■

ALLOCATE
ALLOCATE
ALLOCATE
ALLOCATE

CHANNEL
CHANNEL
CHANNEL
CHANNEL

1
2
3
4

...
...
...
...

将 RMAN 配置为将特定通道绑定到特定实例，并为备份映像存储提供每个通
道上的关联客户端名称。 此外，将 RMAN 配置为逆向连接到请求主机以进
行数据传输。
PARMS='ENV=(NB_ORA_CLIENT=vipname1)'
PARMS='ENV=(NB_ORA_CLIENT=vipname2)'
PARMS='ENV=(NB_ORA_CLIENT=vipname1)'
PARMS='ENV=(NB_ORA_CLIENT=vipname2)'

CONNECT='sys/passwd@vipname1';
CONNECT='sys/passwd@vipname2';
CONNECT='sys/passwd@vipname1';
CONNECT='sys/passwd@vipname2';

注意：如果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节点已关闭，则这些分配操作将失败，从而导
致备份失败。

■

或者，将 Oracle 配置为将特定通道绑定到特定主机。

CONFIGURE CHANNEL 1 DEVICE TYPE 'SBT_TAPE'
"ENV=(NB_ORA_CLIENT=vipname1)";
CONFIGURE CHANNEL 2 DEVICE TYPE 'SBT_TAPE'
"ENV=(NB_ORA_CLIENT=vipname2)";
CONFIGURE CHANNEL 3 DEVICE TYPE 'SBT_TAPE'
"ENV=(NB_ORA_CLIENT=vipname1)";
CONFIGURE CHANNEL 4 DEVICE TYPE 'SBT_TAPE'
"ENV=(NB_ORA_CLIENT=vipname2)";
■

■

CONNECT 'sys/passwd@vipname1' PARMS
CONNECT 'sys/passwd@vipname2' PARMS
CONNECT 'sys/passwd@vipname1' PARMS
CONNECT 'sys/passwd@vipname2' PARMS

或者，默认情况下，备份会使用客户端名称，这些名称对于每台主机都应不
同且通常是物理主机名。

将 NetBackup 主服务器配置为允许对所有的备份映像进行物理主机名访问。
cd /usr/opnv/netbackup/db/altnames
echo "hostname1" >> hostname1
echo "vipname1" >> hostname1
echo "hostname2" >> hostname1
echo "vipname2" >> hostname1
cp hostname1 hostnam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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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使用“首选网络”或其他方式，强制 NetBackup 使用与用户控制的出站
请求的 VIP 名称关联的 IP 地址。 如果使用此方法，则必须允许 VIP 名称有权
访问所有的备份映像。
cd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
cp hostname1 vipname1
cp hostname1 vipname2

结果就是备份脚本将在所有当前活动的主机上运行，但只在一个主机上启动 RMAN。
RMAN 将在所有主机上分配通道以达到负载平衡。用户控制的备份请求包括特定于
请求方主机且与策略匹配的 NB_ORA_CLIENT 或 CLIENT_NAME。用于数据传输
的逆向连接和备份映像存储在该名称下。
任何一个客户端都可以启动还原。必须使用 AUTOLOCATE ON; 配置 RMAN，以
便从执行备份的相应实例主机请求备份集片。或者，如果将每个还原请求都配置为
包括正确的客户端名称，则可以从任一主机或实例进行还原。 此名称是将备份片传
输到存储时使用的客户端名称。
SEND 'NB_ORA_CLIENT=client_name_used_by_backup';

RAC 配置示例：故障转移名称不可用，备份负载平
衡，包含手动策略故障转移的简单脚本
RAC（Linux 或 Windows）的某些实现不包括故障转移名称。 此外，某些站点不需
要可实时确定活动实例的可靠备份脚本。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则当主主机关闭时，
应使用以下配置，通过辅助主机来手动启动备份。
■

创建第一个具有“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的 Oracle 策略以接收来自两个主机的
备份映像。按照策略中的客户端配置 VIP 名称或主机名。 不要配置“自动备份”
日程表或备份选择（脚本）。

■

创建第二个 Oracle 策略，以便在主主机上执行备份脚本。在策略中配置主主机
的 VIP 名称或主机名。 在策略中配置备份脚本的路径名。在策略中创建“自动
备份”日程表（用打开的窗口）。

■

创建在主主机不可用时可用于在辅助主机上手动执行备份脚本的第三个 Oracle
策略。在策略中配置辅助主机的 VIP 名称或主机名。 在策略中配置备份脚本的
路径名。在策略中创建“自动备份”日程表（不用打开的窗口）。

■

群集中的两个主机必须能够访问备份脚本，群集文件系统是一个理想的位置。

■

使用以下三个选项之一将备份配置为随每个备份请求提供特定于主机的客户端
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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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OCATE
ALLOCATE
ALLOCATE
ALLOCATE

CHANNEL
CHANNEL
CHANNEL
CHANNEL

1
2
3
4

...
...
...
...

将 RMAN 配置为将特定通道绑定到特定实例，并为备份映像存储提供每个通
道上的关联客户端名称。 此外，将 RMAN 配置为逆向连接到请求主机以进
行数据传输。
PARMS='ENV=(NB_ORA_CLIENT=vipname1)'
PARMS='ENV=(NB_ORA_CLIENT=vipname2)'
PARMS='ENV=(NB_ORA_CLIENT=vipname1)'
PARMS='ENV=(NB_ORA_CLIENT=vipname2)'

CONNECT='sys/passwd@vipname1';
CONNECT='sys/passwd@vipname2';
CONNECT='sys/passwd@vipname1';
CONNECT='sys/passwd@vipname2';

注意：如果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节点已关闭，则这些分配操作将失败，从而导
致备份失败。

■

或者，将 Oracle 配置为将特定通道绑定到特定主机。

CONFIGURE CHANNEL 1 DEVICE TYPE 'SBT_TAPE'
"ENV=(NB_ORA_CLIENT=vipname1)";
CONFIGURE CHANNEL 2 DEVICE TYPE 'SBT_TAPE'
"ENV=(NB_ORA_CLIENT=vipname2)";
CONFIGURE CHANNEL 3 DEVICE TYPE 'SBT_TAPE'
"ENV=(NB_ORA_CLIENT=vipname1)";
CONFIGURE CHANNEL 4 DEVICE TYPE 'SBT_TAPE'
"ENV=(NB_ORA_CLIENT=vipname2)";
■

■

CONNECT 'sys/passwd@vipname1' PARMS
CONNECT 'sys/passwd@vipname2' PARMS
CONNECT 'sys/passwd@vipname1' PARMS
CONNECT 'sys/passwd@vipname2' PARMS

或者，默认情况下，备份会使用客户端名称，这些名称对于每台主机都应不
同且通常是物理主机名。

将 NetBackup 主服务器配置为允许对所有的备份映像进行物理主机名访问。
cd /usr/opnv/netbackup/db/altnames
echo "hostname1" >> hostname1
echo "vipname1" >> hostname1
echo "hostname2" >> hostname1
echo "vipname2" >> hostname1
cp hostname1 hostnam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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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
cp hostname1 vipnam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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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策略将在主主机上执行备份脚本（如果已预订）。RMAN 将在所有主机上启
动备份过程，并发回该主机的相应 NB_ORA_CLIENT 或 CLIENT_NAME。如果主
主机已关闭，请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手动启动第三个策略并执行类似的备份。
任何一个客户端都可以启动还原。必须使用 AUTOLOCATE ON; 配置 RMAN，以
便从执行备份的相应实例主机请求备份集片。或者，如果将每个还原请求都配置为
包括正确的客户端名称，则可以从任一主机或实例进行还原。 此名称是将备份片传
输到存储时使用的客户端名称。
SEND 'NB_ORA_CLIENT=client_name_used_by_backup';

RAC 映像目录库配置
如果 RAC 备份使用故障转移名称作为 NB_ORA_CLIENT，则所有节点的备份映像
都存储在该单个客户端名称下。 由于备份映像存储在一个客户端名称下，因此映像
目录库不需要任何特殊配置。
但是，如果未使用故障转移名称，则各个客户端的备份映像存储在名称唯一的映像
目录中。 当从备用群集或群集中的备用节点执行交叉检查或还原等操作时，此配置
可能会导致错综复杂的情况。
注意：在使用实例的 VIP 名称作为 racclient 名称时，此技术才能发挥最大作用。
如果使用的是物理主机名，则文件系统备份的备份映像与单个映像目录中的 Oracle
备份映像存储在一起。 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两种可能的问题。 第一种问题是，如
果两个主机上存在相同文件名，但文件内容不同，请仔细选择要从中还原的正确的
备份映像。这种选择混淆可以消除，方法是配置文件系统备份以指定特定于要从中
进行每个文件系统备份的主机的策略关键字。然后，在执行浏览和还原时，使用特
定于主机的关键字限制映像搜索。第二种问题是，每个主机都可以还原从其他主机
备份的文件。由于属于同一群集，此还原技术通常不会引起特别注意。但是，如果
您站点的权限和安全限制存在特殊注意事项，请务必注意。
以下过程可用于集中存储一个客户端名称下的群集中所有节点的备份映像。然后，
该单个客户端名称可用于进行维护和还原操作。
除非另行说明，否则以下过程中的所有步骤都会在主服务器上执行。此外，该过程
还使用可网络路由主机名的两个示例：
■

racclient1

■

racclient2

在此过程中，群集的逻辑名称为 racname。 如果群集中的某个节点上始终存在一个
故障转移名称，则该名称将用作 racname。 或者，可以将 racname 暂时添加为
racclient1 或 racclient2 的主机别名以完成初始配置，然后将其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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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存储一个客户端名称下的群集中所有节点的备份映像

1

在主服务器上，确认 NetBackup 版本是 7.5.0.6 或更高版本：
对于 Windows：
type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version.txt

对于 UNIX：
cat /usr/openv/netbackup/version

2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确认 RAC 客户端名称可解析、可网络路由并准
确反向解析：
bpclntcmd –hn racclient1
bpclntcmd –hn racclient2
ping racclient1
ping racclient2
bpclntcmd –ip <ip_address_for_racclient1>
bpclntcmd –ip <ip_address_for_racclient2>

修复任何主机名正向和反向解析不一致的问题，以及任何网络路由问题。 在进
行任何名称解析更改之后，请务必清除 NetBackup 主机缓存并等待 10 秒：
bpclntcmd –clear_host_c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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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主服务器上，检查群集的 racclient 或逻辑名称是否已存在映像目录或客户端
别名：
对于 Windows：
dir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db\images\racclient1
dir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db\images\racclient2
dir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db\images\racname

对于 UNIX：
ls -ld /usr/openv/netbackup/db/images/racclient1
ls -ld /usr/openv/netbackup/db/images/racclient2
ls -ld /usr/openv/netbackup/db/images/racname

Windows 或 UNIX：
bpclient –client racclient1 –list_all_aliases
bpclient –client racclient2 –list_all_aliases
bpclient –client racname –list_all_aliases

注意：如果任一客户端名称已有映像目录或者是 racname 以外的客户端名称的
别名，请不要继续此过程。
请考虑按照 TECH208362 合并现有映像目录和客户端名称，而不是使用此过
程。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08362
或者，为 RAC 客户端创建新的可网络解析和可网络路由的主机名，然后返回
到步骤 2。

4

如果逻辑群集名称已有映像目录且是其本身的别名，请跳到步骤 6。

5

使用逻辑群集名称作为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运行备份。
■

如果 racname 是不可解析的主机名，请暂时将其设置为 RAC 客户端名称
之一的主机名的主机别名。 修改 hosts 文件时，更改主机别名是最简便的
操作。

■

备份应当是使用新策略或现有策略的文件系统备份，它可以仅仅是一个文
件的备份。

■

此后，对于步骤 3 中的每次检查，请确保 racname 拥有映像目录和客户端
别名。 然后，删除已创建的任何临时主机别名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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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对逻辑群集名称的 racclient1 和 racclient2 进行的未来备份和映像搜索。
为群集创建客户端别名并确认：
bpclient –client racname –add_alias racclient1
bpclient –client racname –add_alias racclient2
bpclient –client racname –list_all_aliases
bpclient –client racclient1 –list_all_aliases
bpclient –client racclient2 –list_all_aliases

如果遇到问题，请参考以下技术说明：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08362

7

创建或修改 RAC 的 Oracle 策略，指定 racclient1 和 racclient2 作为客户端。
有关策略和 RMAN 配置技术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第 184 页的“将 Oracle RAC 与
NetBackup 配合使用的最佳做法”。

8

确保该策略处于活动状态，并且使用该策略运行 RAC 的备份。

9

在交叉检查和还原操作期间允许客户端主机使用 NB_ORA_CLIENT=racname。
这些 altname 文件是在主服务器上创建的。peername 是主机名，主服务器将
每个客户端连接到主服务器的源 IP 地址解析为该主机名。在每个客户端主机上
运行 bpclntcmd -pn 时，可以轻松确定 peername。
对于 Windows：
cd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db\altnames
echo racname >> peername_racclient1
echo racname >> peername_racclient2

对于 UNIX：
cd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
echo racname >> peername_racclient1
echo racname >> peername_racclient2

在 racclient1，peername 为 racclient1.com：
$ bpclntcmd -pn
expecting response from server mymaster
racclient1.com racclient1 192.168.0.11 60108

有关客户端别名最佳做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技术说明：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08362
请参见第 184 页的“将 Oracle RAC 与 NetBackup 配合使用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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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85 页的“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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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复数据删除最佳做法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对基于数据流的 Oracle 备份和代理副本 Oracle 备份进行优化和重复数据删除

■

配置基于数据流的 Oracle 备份

■

基于数据流的备份的示例 RMAN 脚本

■

编辑 RMAN 脚本并为代理副本备份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

代理副本备份的示例 RMAN 脚本

对基于数据流的 Oracle 备份和代理副本 Oracle 备份
进行优化和重复数据删除
可以通过 NetBackup 对 Oracle 数据库执行优化和重复数据删除。可以执行基于数
据流的备份或代理副本备份。
如果数据库由许多小的表空间组成，或者如果数据库管理员或备份管理员不希望设
置 FILESPERSET=1，则 Symantec 建议执行代理副本备份。
要配置代理副本 Oracle 备份，您需要编辑 RMAN 脚本并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请参见第 204 页的“编辑 RMAN 脚本并为代理副本备份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对于基于数据流的备份，Symantec 建议您为所有 Oracle 数据库备份指定
FILESPERSET=1。 指定 FILESPERSET=1 后，Oracle 每次都生成相同的备份集， 并
且每次备份数据库时，相同文件中的相同数据顺序一致。 此一致性可确保更好地进
行重复数据删除。此外，当 FILESPERSET=1 生效时，Oracle 将不执行多路复用，
因此 Oracle 在每个备份集中只包含一个文件。如果为 FILESPERSET 指定 1 之外的
数字，则 Oracle 会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将文件组合在一起，导致重复数据删除率受到
影响。 如有可能，您可能还希望增加分配给备份的通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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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antec 建议通过运行基于数据流的备份和代理副本备份来测试数据库备份。度
量重复数据删除率和备份次数，从而确定最适合环境的方法。Oracle 数据库文件本
身从重复数据删除中获益最大。通常，存档日志和控制文件是唯一的，因此它们从
重复数据删除中获益较少。
采用下列几种方式时，重复数据删除的性能最佳：
流重复数据删除

Oracle 智能策略会同时检测 ASM 和非 ASM
环境以生成正确的备份脚本，确保较高的重
复数据删除率。在非 ASM 环境中，生成的脚
本为非快照代理备份。在 ASM 环境中，生成
的脚本将设置 FILESPERSET=1（如果未在
备份策略中修改此命令）。
您可能需要为环境创建自定义脚本。但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Oracle 智能策略会创建您
的环境所需的脚本。

快照重复数据删除

使用快照重复数据删除时，不会发生任何更
改，并且 NetBackup 会执行代理快照备份。
如果检测到 SAM，则会显示错误。 ASM 环
境中不允许使用快照备份。

注意：在 OIP 中，使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并选择基于数据流的备份时，该策略将覆
盖并尝试执行代理备份。 如果在数据库中找到 NO ASM 存储，则尝试覆盖。 bp.conf
文件中的 ORACLE_OVERRIDE_DATA_MOVEMENT 设置可用于覆盖此行为。
将 ORACLE_OVERRIDE_DATA_MOVEMENT=1 设置为始终执行数据流。
将 ORACLE_OVERRIDE_DATA_MOVEMENT=2 设置为始终执行代理。
将 ORACLE_OVERRIDE_DATA_MOVEMENT=>2 设置为保持标准行为。
在 UNIX 中，您可以编辑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
在 Windows 中，您可以在服务器上使用 bpsetconfig 命令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setconfig) 设置客户端配置。 See
the following example:
bpsetconfig -h myoracleclient
ORACLE_OVERRIDE_DATA_MOVEMENT = 1

有关备份方法的信息，请参见：
■

请参见第 202 页的“配置基于数据流的 Oracle 备份”。

■

请参见第 204 页的“编辑 RMAN 脚本并为代理副本备份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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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基于数据流的 Oracle 备份
以下过程说明如何重新配置现有的 Oracle RMAN 规范以实现基于数据流的、优化
的、重复数据删除的 Oracle 备份。
配置基于数据流的 Oracle 备份

1

在承载 Oracle 数据库的客户端计算机上，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RMAN 备份脚
本，进行以下编辑：
■

将 FILESPERSET=1 参数添加到指定要如何备份数据库的 RMAN 脚本部分。
请不要将 FILESPERSET=1 添加到指定如何备份控制文件或存档日志的 RMAN
脚本部分。通常，这些其他数据对象对于每个备份是唯一的，因此，优化
控制文件和存档日志备份时很少会出现重复数据删除的情况。
编辑后的示例 RMAN 脚本：
BACKUP
FILESPERSET=1
%BACKUP_TYPE%
FORMAT 'bk_u%%u_s%%s_p%%p_t%%t'
DATABASE;

添加 FILESPERSET=1 后，Oracle 会取消将多个数据文件多路复用到一个备
份集。取消 Oracle 多路复用后，Oracle 将在每次备份运行时创建相同的备
份集。NetBackup 可以对这些相同的备份集进行重复数据删除。
■

为数据库备份指定并行备份流。
在备份脚本中指定相应的 ALLOCATE CHANNEL 和 RELEASE CHANNEL 参数。

有关显示已编辑的备份脚本的示例，请参见：
请参见第 203 页的“基于数据流的备份的示例 RMAN 脚本”。

2

在数据库备份期间，禁用 Oracle 优化和加密。
默认情况下，Oracle 会禁用优化和加密。如果启用了优化和加密，请从命令行
运行以下 RMAN 命令以禁用优化和加密：
RMAN> CONFIGURE BACKUP OPTIMIZATION OFF;
RMAN> CONFIGURE ENCRYPTION FOR DATABASE OFF;

如果站点需要加密，可以在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策略中指定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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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数据库备份期间，禁用 Oracle 压缩。
默认情况下，Oracle 会禁用压缩。如果启用了压缩，Oracle 将压缩数据流中未
使用的部分，这样会导致重复数据删除率不可预知。如果启用了压缩，请从命
令行运行以下 RMAN 命令以禁用压缩：
RMAN> CONFIGURE DEVICE TYPE SBT_TAPE BACKUP TYPE TO BACKUPSET;

如果站点需要压缩，可以在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策略中指定压缩。

4

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策略。
如果要压缩或加密备份，请在 NetBackup pd.conf 文件中启用压缩和加密。
尽快运行完全数据库备份。该策略在可以运行完全备份后才能执行增量式备
份。

注意：请确保在整个数据库备份期间，禁用 Oracle 优化、加密和压缩。也请确保检
查 RMAN 备份脚本之外的规范。

基于数据流的备份的示例 RMAN 脚本
以下是执行 Oracle 数据库的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的、基于数据流的备份的 RMAN
脚本中的示例片段。

RUN {
# Back up the database.
# Use 4 channels as 4 parallel backup streams.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ALLOCATE CHANNEL ch01 TYPE 'SBT_TAPE';
ALLOCATE CHANNEL ch02 TYPE 'SBT_TAPE';
ALLOCATE CHANNEL ch03 TYPE 'SBT_TAPE';
SEND ' NB_ORA_SERV=$NB_ORA_SERV’;
BACKUP
$BACKUP_TYPE
SKIP INACCESSIBLE
TAG hot_db_bk_level0
# The following line sets FILESPERSET to 1 and facilitates database deduplication.
FILESPERSET 1
FORMAT 'bk_%s_%p_%t'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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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RELEASE
RELEASE
RELEASE
RELEASE

'alter system archive log current';
CHANNEL ch00;
CHANNEL ch01;
CHANNEL ch02;
CHANNEL ch03;

# Back up the archive logs
# The FILESPERSET parameter setting depends on the number of archive logs you have.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ALLOCATE CHANNEL ch01 TYPE 'SBT_TAPE';
SEND ' NB_ORA_SERV=$NB_ORA_SERV’;
BACKUP
FILESPERSET 20
FORMAT 'al_%s_%p_%t'
ARCHIVELOG ALL DELETE INPUT;
RELEASE CHANNEL ch00;
RELEASE CHANNEL ch01;
#
# Note: During the process of backing up the database, RMAN also backs up the
# control file. This version of the control file does not contain the
# information about the current backup because "nocatalog" has been specified.
# To include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urrent backup, the control file should
# be backed up as the last step of the RMAN section. This step would not be
# necessary if we were using a recovery catalog or auto control file backups.
#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SEND ' NB_ORA_SERV=$NB_ORA_SERV’;
BACKUP
FORMAT 'cntrl_%s_%p_%t'
CURRENT CONTROLFILE;
RELEASE CHANNEL ch00;
}

编辑 RMAN 脚本并为代理副本备份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以下过程说明了如何在客户端上编辑 RMAN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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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RMAN 脚本

1

在承载 Oracle 数据库的客户端计算机上，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RMAN 备份脚
本，进行以下编辑：
■

将 PROXY 添加到备份数据文件的命令列表中。
编辑后的示例 RMAN 脚本：
BACKUP
FORMAT 'bk_u%u_s%s_p%p_t%t'
PROXY
DATABASE;

■

在数据库备份脚本中指定 NB_ORA_PC_STREAMS 参数。NB_ORA_PC_STREAMS
变量控制要启动的代理副本备份流的数量。默认情况下，对于所有文件，
代理仅启动一个备份作业。如果 RMAN send 命令传递了
NB_ORA_PC_STREAMS，则 NetBackup for Oracle 会根据文件大小将这些文
件拆分成该变量指定的组数。代理将尝试创建大小相等的数据流，并确定
为执行备份而运行的进程数。

有关显示已编辑的备份脚本的示例，请参见：
请参见第 206 页的“代理副本备份的示例 RMAN 脚本”。

2

在数据库备份期间，禁用 Oracle 优化和加密。
默认情况下，Oracle 会禁用优化和加密。如果启用了优化和加密，请从命令行
运行以下 RMAN 命令以禁用优化和加密：
RMAN> CONFIGURE BACKUP OPTIMIZATION OFF;
RMAN> CONFIGURE ENCRYPTION FOR DATABASE OFF;

如果站点需要加密，可以在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策略中指定加密。

205

重复数据删除最佳做法
代理副本备份的示例 RMAN 脚本

3

在数据库备份期间，禁用 Oracle 压缩。
默认情况下，Oracle 会禁用压缩。如果启用了压缩，Oracle 将压缩数据流中未
使用的部分，这样会导致重复数据删除率不可预知。如果启用了压缩，请从命
令行运行以下 RMAN 命令以禁用压缩：
RMAN> CONFIGURE DEVICE TYPE SBT_TAPE BACKUP TYPE TO BACKUPSET;

如果站点需要压缩，可以在 NetBackup for Oracle 备份策略中指定压缩。

4

配置 NetBackup for Oracle 策略。
如果要压缩或加密备份，请在 NetBackup pd.conf 文件中启用压缩和加密。
尽快运行完全数据库备份。在可以运行完全备份后，才能执行增量式备份。
注意：请确保在整个数据库备份期间，禁用 Oracle 优化、加密和压缩。另外，
请确保检查 RMAN 备份脚本之外的规范。

代理副本备份的示例 RMAN 脚本
以下是执行 Oracle 数据库的优化的、重复数据删除的、代理副本备份的 RMAN 脚
本的示例。

RUN {
# Back up the database.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 Specify 2 streams.
SEND 'NB_ORA_PC_STREAMS=2';
BACKUP
PROXY
SKIP INACCESSIBLE
TAG hot_db_bk_proxy
FORMAT 'bk_%s_%p_%t'
DATABASE;
sql 'alter system archive log current';
RELEASE CHANNEL ch00;
# Back up the archive 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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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LESPERSET parameter setting depends on the number of archive logs you have.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ALLOCATE CHANNEL ch01 TYPE 'SBT_TAPE';
SEND ' NB_ORA_SERV=$NB_ORA_SERV’;
BACKUP
FILESPERSET 20
FORMAT 'al_%s_%p_%t'
ARCHIVELOG ALL DELETE INPUT;
RELEASE CHANNEL ch00;
RELEASE CHANNEL ch01;
#
# Note: During the process of backing up the database, RMAN also backs up the
# control file. This version of the control file does not contain the
# information about the current backup because "nocatalog" has been specified.
# To include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urrent backup, the control file should
# be backed up as the last step of the RMAN section. This step would not be
# necessary if we were using a recovery catalog or auto control file backups.
#
ALLOCATE CHANNEL ch00 TYPE 'SBT_TAPE';
SEND ' NB_ORA_SERV=$NB_ORA_SERV’;
BACKUP
FORMAT 'cntrl_%s_%p_%t'
CURRENT CONTROLFILE;
RELEASE CHANNEL ch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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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napshot Client 对
SFRAC 的支持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napshot Client 对 SFRAC 的支持

■

适用于 SFRAC 环境的 NetBackup 配置

■

针对备份操作配置 SFRAC 环境

■

在 SFRAC 环境中执行回滚还原

■

在 SFRAC 环境中对 NetBackup 进行故障排除

关于 Snapshot Client 对 SFRAC 的支持
适用于 Oracle Real Application Clusters (RAC) 环境的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利用存储管理和高可用性技术在 UNIX 环境中部署 Oracle RAC。
Storage Foundation 是异构联机存储管理的一个完整解决方案。它基于 VxVM 和
VxFS 提供一套标准的集成工具，用于集中管理数据增长、最大化存储硬件使用率
并提供数据保护。

适用于 SFRAC 环境的 NetBackup 配置
要在 SFRAC 环境中执行 Oracle 数据库的脱离主机快照备份，则必须在群集的每个
节点上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您需要配置：
■

在位于群集外部的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上，必须配置用于备份 Oracle RAC 数
据库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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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备用客户端以便使用该脱离主机创建快照。备用客户端不应该是群集的一
部分。

注意：SFRAC 不支持 IPv6。

针对备份操作配置 SFRAC 环境
备份和回滚操作涉及 Oracle 代理和硬件阵列。此外应在创建快照之前执行这两个操
作所需的配置步骤。
下面列出了在 SFRAC 环境中执行备份之前所需的前提条件。
针对备份操作配置 SFRAC 环境

1

通过群集配置虚拟 IP 或虚拟名称。NetBackup 使用此虚拟名称来指代客户端。

2

每个群集节点上的 NetBackup 客户端名称必须与群集上配置的虚拟名称匹配。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如果已经安装该客户端，请将 NetBackup 目录中 bp.conf 文件的
CLIENT_NAME 条目更改为以下内容：
CLIENT_NAME = <virtual_name>

■

或者，将以下参数添加到用于备份和还原的 RMAN 脚本文件，并保留默认
的 CLIENT_NAME 作为主机名：
NB_ORA_CLIENT = <host_name>

3

在提供存储 LUN 的存储阵列中指定所需的主机模式选项。例如，在 Hitachi 阵
列的主机组选项中，输入主机的类型（例如 Solaris）并启用 VERITAS Database
Edition/Advanced Cluster for Oracle RAC (Solaris) 选项。

4

在群集中的每个节点上，将以下行添加到 bp.conf 文件中。
PREFERRED_NETWORK = <virtual-host-name>

运行回滚操作时需要此条目。

5

如果运行的 CFS 版本不支持组静默，可通过将以下行添加到
/usr/openv/lib/vxfi/configfiles/vxfsfi.conf 文件来启用串行静默。
[QUIESCENCE_INFO]
"QUIESCENCE_SERIAL_QUIESCENCE"=dword:00000001

6

确保数据库处于打开（读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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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确保 VCS 中的数据库的服务组处于联机状态。

8

由于只有群集的主节点支持回滚还原，因此请在回滚操作之前更改虚拟 IP，使
其指向主节点。

9

为 SFRAC 环境配置快照备份策略。在策略的“备份选择”选项卡中，确保为
RMAN 脚本提供路径名称。确保该脚本驻留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上。诸如
ORACLE_SID 之类的参数在每个节点上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节点 1 上，
ORACLE_SID 可能是 symc1，而在节点 2 上，ORACLE_SID 可能是 symc2。

在 SFRAC 环境中执行回滚还原
以下过程介绍在 SFRAC 环境中通过使用快照回滚方法还原卷和文件系统所需的手
动步骤。
在 SFRAC 环境中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典型主机部署如下：主机 A 和主机
B 位于群集中，而主机 C 用作备用客户端。 即时恢复快照是通过使用 Oracle 策略
和硬件快照 FIM（冻结映像方法）创建的。
应用程序 I/O 堆栈是在 VxVM (CVM) 和 VxFS (CFS) 的硬件阵列的基础上构建的。
Veritas Cluster Server (VCS) 控制 Oracle RAC 数据库和其他必需的重要资源，如
共享存储。VCS 定义其资源并将这些资源作为称为服务组的单一单元进行管理。服
务组包含应用程序的所有必要的组件和资源。
以下是 VCS 中监视应用程序 I/O 堆栈的实体：
■

CFSMount 包含存储数据文件、存档日志和控制文件的装入点 (cfs)。

■

CVMVolDg 包含在参与硬件快照的各种阵列 LUN 之上配置的所有卷组 (cvm)。

■

数据库资源组包含数据库实例，并在故障转移时提供帮助。

在 SFRAC 环境中执行回滚还原

1

确保事先为群集节点创建了一个虚拟 IP。将该虚拟 IP 指向群集的主节点。

2

在所有群集节点上，通过使用以下命令使 VCS 数据库服务组（Oracle、
CFSMount 和 CVMVolDg 资源）脱机：
# hagrp -offline <DB_Service_Group> -any

3

冻结数据库服务组。
# hagrp -freeze <DB_Service_Group>

4

在主节点上的 VCS 外部手动装入 CFSMount 点。在装入状态下启动数据库时，
此操作很有用。
# mount -F vxfs -o cluster <mnt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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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RMAN 脚本或客户端 GUI 运行回滚还原操作。示例 RMAN 脚本文件
(hot_database_backup_proc) 位于以下目录路径中：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samples/rman

要执行 PIT 回滚，请向脚本添加以下参数：
NB_ORA_PC_RESTORE=rollback

6

在主节点上卸载 CFS。
# umount <mntPt>

7

解冻 VCS 数据库服务组。
# hagrp -unfreeze <DB_Service_Group>

8

在所有群集节点上，使 VCS 数据库服务组（Oracle、CFSMount 和 CVMVolDg
资源）重新联机：
# hagrp -online <DB_Service_Group> -any

在 SFRAC 环境中对 NetBackup 进行故障排除
下面介绍了一些常见错误以及如何对其进行排除故障：
■

问题：备份失败，GUI 中显示错误代码 6。 rman_script.out 文件显示以下错
误：
RMAN-06403: could not obtain a fully authorized session
ORA-01034: ORACLE not available
ORA-27101: shared memory realm does not exist
SVR4 Error: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解决方法：检查 ORACLE_HOME 和 ORACLE_SID 值。 ORACLE_HOME 结
尾处不应有多余的 /。
■

问题：备份失败，错误代码为 239。 dbclient 日志显示以下日志语句：
serverResponse: ERR - server exited with status 239: the specified
client does not exist in the specified policy
01:02:23.844 [4000] <16> CreateNewImage: ERR - serverResponse() fail

解决方法：策略中提到的客户端名称与客户端的 bp.conf 文件中的名称不同。
■

问题：备份失败，错误代码为 156。 bpfis 日志显示以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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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xFSPlugin::vxFreezeAll : ioctl VX_FREEZE_ALL failed with errno : 16
CVxFSPlugin::quiesce - Could not quiesce as VX_FREEZE_ALL failed and
VX_FREEZE is not allowed

解决方法：将以下行添加到 /usr/openv/lib/vxfi/configfiles/vxfsfi.conf
文件：
file:[QUIESCENCE_INFO]
"QUIESCENCE_SERIAL_QUIESCENCE"=dword:00000001
■

问题：回滚失败，GUI 中显示以下错误：
Failed to process backup file <bk_113_1_728619266>
dbclient 日志显示以下错误：
xbsa_ProcessError: INF - leaving
xbsa_QueryObject: ERR - VxBSAQueryObject: Failed with error: Server
Status: client is not validated to use the server
xbsa_QueryObject: INF - leaving (3)
int_FindBackupImage: INF - leaving
int_AddToFileList: ERR - Failed to process backup file
<bk_113_1_728619266>

解决方法：在群集主节点上的 bp.conf 文件中添加以下行：
PREFERRED_NETWORK = <virtual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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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脚本的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UNIX 和 Linux
系统上没有 RMAN）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基于脚本的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不带 RMAN）

■

关于 BLI 备份和还原操作

■

验证 BLI 备份（不带 RMAN）的安装要求

■

为基于脚本的 BLI 备份创建 NetBackup 策略

■

执行备份和还原

■

关于更正备份或还原错误

关于基于脚本的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不带 RMAN）
带有 Snapshot Client 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扩展了 NetBackup 的功能，只备份
Oracle 数据库文件当中做过更改的数据块。NetBackup 建议使用基于 RMAN 的 BLI
备份，这种备份允许使用模板并保持与 Oracle 管理的紧密集成。
如果您选择使用基于脚本的 BLI 备份（不带 RMAN），则可以针对 BLI 支持配置
NetBackup。BLI 备份只备份 Oracle 数据库文件当中做过更改的数据块。NetBackup
for Oracle 基于脚本的 BLI 使用由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提供的
Veritas File System (VxFS) 中的存储检查点工具来执行备份。

基于脚本的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UNIX 和 Linux 系统上没有 RMAN）
关于 BLI 备份和还原操作

关于 BLI 备份和还原操作
BLI 备份通过获得由存储检查点标识的已更改的块来执行数据库备份。无论数据库
联机还是脱机都可以执行 BLI 备份。与存储检查点一样，必须启用存档日志模式来
执行联机 BLI 备份。
BLI 备份将表空间置于备份模式，创建存储检查点，然后执行备份。您在配置
NetBackup 通知脚本时应指定备份数据库的方式和时间。
例如，假设在下午 4 点，您丢失了一个磁盘驱动器及其镜像的驱动器。该磁盘驱动
器上驻留了许多用户表空间，您想要恢复在丢失驱动器之前所有已提交的事务。由
于 BLI 备份功能允许更频繁地执行备份，因此您在下午 1 点执行了联机差异增量式
备份。
进行恢复的过程是先关闭数据库，安装新的替换磁盘驱动器，然后用 NetBackup 还
原所有数据文件。随后，应用存档日志以恢复出现故障的驱动器上的表空间。如果
使用的是全数据存储检查点，则联机备份过程中生成的额外重做日志较小，数据库
恢复的介质恢复部分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此外，因为您具有最近的备份，所以整个
恢复将很快完成。

验证 BLI 备份（不带 RMAN）的安装要求
在开始安装之前，请验证是否满足以下要求。
验证安装要求

1

确保已正确安装并配置了下列产品：
■

NetBackup

■

支持的 Oracle 级别

■

NetBackup for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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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验证授权。
这些产品必须具有有效的许可证。要检查是否具有许可证，请根据版本输入以
下命令：
对于 3.5 以前的 VxFS 版本：
# vxlicense -p

对于 VxFS 版本 3.5 或更高版本：
# vxlicrep

该命令显示系统上安装的所有有效的许可证。如果具有有效的许可证，则列表
中会显示存储检查点功能和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3

验证 NetBackup 服务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软件是否都正常工
作。
特别是，确保可以从客户端备份和还原典型的操作系统文件。

文件系统和存储检查点空间管理
要支持 BLI 备份，VxFS 文件系统需要额外的磁盘空间来跟踪块更改信息。所需的
空间取决于使用的检查点类型和备份运行时的数据库更改率。
使用存储检查点将通过以下方式影响空间：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如果整个备份时段中数据库处于脱机状态（冷数据库备份）
或者您使用此检查点类型，则所需的额外空间最小。 每个文
件系统大约需要 1% 的可用空间。
此检查点设置一个位来指示某个文件块是否已更改。 使用此
检查点类型时，在备份过程中数据文件处于静默（写入暂停）
模式。

215

基于脚本的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UNIX 和 Linux 系统上没有 RMAN）
为基于脚本的 BLI 备份创建 NetBackup 策略

全数据存储检查点

如果数据库在备份期间处于脱机状态并使用此检查点类型，
则文件系统中需要更多可用空间。
NetBackup for Oracle 仅在创建存储检查点所需的时间内将
Oracle 容器置于静默（写入暂停）模式。 在备份过程中，该
检查点将在更改任何文件块之前立即创建其副本。 备份仅包
含未更改的块和已更改块的原始副本。 备份完成后，全数据
存储检查点将转换为无数据存储检查点，且复制的块返回到
空闲列表。
如果备份期间工作负载更改率较小或备份时段较短，则对于
工作负载，10% 的可用空间通常就足够了。 如果备份运行时
数据库的更改率较大，则文件系统可能需要超过 10% 的可用
空间。

注意：NetBackup 对备份使用的默认选项是全数据存储检查点。
要使用无数据存储检查点而不是默认选项，用户必须创建以下空 touch 文件：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NODATA_CKPT_PROXY

为基于脚本的 BLI 备份创建 NetBackup 策略
要允许完全和增量式备份，您必须将至少一个 Standard 类型策略添加到 NetBackup
并为该策略定义适当的日程表。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添加策略。NetBackup
策略定义备份的条件。
包括下列条件：
■

策略属性

■

客户端和要在该客户端上备份的文件或目录

■

要使用的存储单元

■

备份日程表

虽然数据库 NetBackup BLI 备份策略的大多数要求与文件系统备份策略的要求是相
同的，但是以下项目具有特殊要求：
■

所需策略的数量
请参见第 217 页的“BLI 备份所需策略的数量”。

■

策略属性值
请参见第 218 页的“关于 BLI 策略属性”。

■

BLI 客户端列表
请参见第 219 页的“关于 BLI 客户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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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备份的目录和文件的列表
请参见第 219 页的“BLI 备份的备份选择列表”。

■

日程表
请参见第 219 页的“关于 BLI 备份策略的日程表”。

BLI 备份所需策略的数量
数据库 BLI 备份至少需要一个 Standard 类型的策略。
该策略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

一个完全备份日程表

■

一个增量式备份日程表

■

一个用户控制的控制文件和存档日志备份日程表

自动备份期间，只会对每个备份策略启动一个备份流。要启用多个备份流，请为同
一个数据库定义多个策略。如果有多个数据库 SID，则需要为每个 SID 配置策略。
如果想要对同一个文件系统上的多个 SID 同时进行备份，请使用无数据存储检查
点。将 METHOD 设置为 NODATA_CKPT_HOT。
例如，要通过两个流对文件系统 F1、F2、F3 和 F4 进行备份，需要定义两个策略
（P1 和 P2），使 F1 和 F2 在 P1 中备份，F3 和 F4 在 P2 中备份。如果您有一个较
大的文件系统，需要通过多个流进行备份，请将文件系统中的文件分配到不同的策
略中。一旦将文件添加到策略中，它就应该保留在该策略中。如果必须重新排列文
件列表，则只能在完全备份前进行重新排列。
如果为 Oracle 实例定义了多个策略，则该实例将按照 NetBackup 关键字短语进行
分组。在 NetBackup 通知脚本中将一个策略标识为 POLICY_IN_CONTROL。此策略
执行数据库关闭和重新启动。需要将具有相同关键字短语的所有策略配置为同时启
动。
警告：指定关键字短语时需要多加小心。如果备份过程发现多个具有以下特性的策
略，将尝试多数据流备份：每个策略都设置了 BLI 属性，每个策略都是活动的，每
个策略都包含相同的客户端，且每个策略都具有完全相同的关键字短语。
典型的失败状态是“74 - 等待 bpstart_notify 完成超时”。
"请参见第 231 页的“NetBackup 还原和备份状态码”。
您可以检查备份客户端上的文件系统，看看它们是否包括在服务器上的某个
NetBackup 策略中。要查看是否需要将任何新文件系统添加到 NetBackup 策略中，
请在服务器中定期运行以下命令（也许是作为 cron(1) 作业）：
# cd /usr/openv/netbackup/bin/goodies/
# ./check_coverage -coverage -client mars -mailid \nb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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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命令生成以下输出，并将输出发送给指定的 mailid：
File System Backup Coverage Report (UNIX only)
----------------------------------------------Key:
* - Policy is not active
UNCOVERED - Mount Point not covered by an active policy
MULTIPLE - Mount Point covered by multiple active policies
CLIENT: mars
Mount Point
----------/
/home
/oradata1
/oradata2
/oradata3
/opt
/oracle
/stand
/usr
/var

Device
-----/dev/vg00/lvol3
/dev/vg00/lvol5
/dev/dsk/c1t0d0
/dev/dsk/c1t0d0
/dev/nbuvg/nbuvol
/dev/vg00/lvol6
/dev/vg00/oracle
/dev/vg00/lvol1
/dev/vg00/lvol7
/dev/vg00/lvol8

Backed Up By Policy
------------------production_servers
production_servers
block_incr1
block_incr1
UNCOVERED
production_servers
production_servers
production_servers
production_servers
production_servers

Notes
-----

如果存在 Oracle 使用的 UNCOVERED 文件系统，则将其添加到一个 NetBackup 策略
中，以便同时备份所有需要的文件系统。
注意：在将文件系统添加到策略之后，最好将此文件系统保留在该策略中。如果更
改了该策略，即使请求执行的是增量式备份，NetBackup 在下次运行备份时仍执行
完全备份。

关于 BLI 策略属性
NetBackup 在备份文件时应用策略属性值。
必须为 BLI 备份设置以下属性：
策略类型

设置为 Standard。

执行块级增量式备份

选择以启用 BLI 备份。如果没有启用 BLI 属性，NetBackup 就
会使用标准方法对文件列表中的文件进行备份。

作业优先级

设置作业优先级，以便 BLI 备份策略先于其他策略运行。

218

基于脚本的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UNIX 和 Linux 系统上没有 RMAN）
为基于脚本的 BLI 备份创建 NetBackup 策略

关键字短语

定义为同一个实例的每个策略中的 Oracle 实例名称
($ORACLE_SID)。多数据流备份在具有特定关键字短语的所有
策略完成它们各自的启动脚本时启动。如果您有多个 Oracle 实
例 (SID)，应对每个 SID 应用单独的一组策略。如果同时对这
些 SID 进行备份，且有任何 SID 共享一个公共的文件系统来获
取数据文件，则使用无数据存储检查点。将 METHOD 设置为
NODATA_CKPT_HOT。

注意：在策略中设置了关键字短语后，请不要更改该关键字短语。该关键字短语用
于命名存储检查点。更改关键字短语后即使请求的是增量式备份，也必须执行完全
备份。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介绍了其他策略属性以及配置方法。

关于 BLI 客户端列表
客户端列表指定配置了 BLI 备份的客户端。对于数据库备份，应指定数据库所驻留
的计算机的名称。如果是群集，则指定虚拟主机名。

BLI 备份的备份选择列表
备份选择列表指定一组要备份的目录和文件。该列表必须包含所有数据库文件或它
们的目录名称。使用目录名称（而不是文件名）可以确保备份添加到现有配置中的
新数据库文件，而无需更新文件列表。使用 check_coverage 脚本可确保备份了所
有文件系统。
如果使用 Quick I/O 接口，则您需要在文件列表中指定 Quick I/O 文件名和关联的隐
藏文件（如 dbfile 和 .dbfile），或者您需要指定包含这两个文件的目录。如果
在备份选择列表中仅显式枚举 dbfile，则 NetBackup 不会按照符号链接自动备份
隐藏文件。如果您枚举这两个文件的公共目录，则列表中会包括这两个文件。
当 NetBackup 调度程序调用自动备份日程表时，它每次备份一个文件，备份顺序与
这些文件在备份选择列表中的显示顺序相同。
Oracle 不建议备份联机重做日志，它建议您将联机重做日志文件放在与数据文件、
存档日志文件或数据库控制文件不同的文件系统中。不要将联机重做日志文件包括
在文件列表中。

关于 BLI 备份策略的日程表
NetBackup 服务器启动如下类型的日程表：
■

完全备份

■

差异增量式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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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积增量式备份

每个 BLI 备份策略都必须包括一个完全备份日程表和至少一个增量式备份日程表。
另外，必须将一个 BLI 备份策略指定为 POLICY_IN_CONTROL。每个流的策略都必须
具有相同类型的日程表。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介绍了其他日程表策略属性以及配置方法。
可以配置以下类型的日程表：
■

用户控制的备份日程表。用户控制的备份日程表包括了允许执行用户控制的备
份的所有日期和时间。按照说明设置备份时段。
每个流的策略都必须具有相同类型的日程表。

■

自动启动的备份日程表。包括服务器启动的备份日程表，以指定 NetBackup 自
动启动策略文件列表中所指定文件的备份的日期和时间。按照说明设置备份时
段。

对于服务器启动的完全和增量式备份日程表，设置开始时间和持续时间以定义适当
的备份时段。按照定义其他策略的备份日程表的过程来进行。有关这些过程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调度程序只会在指定的备份时段内启动备份。对于 POLICY_IN_CONTROL，应当在用
户控制的备份日程表中包括 BLI 备份策略完成的时间段。
设置保留级别和期限以满足用户的要求。

Oracle BLI 备份策略示例
下面的示例显示 Oracle BLI 备份策略的属性和日程表。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
台添加策略。
Policy Name: oracle_backup1
Policy Type: Standard
Active: yes
Block level incremental: yes
Job Priority: 0
Max Jobs/Policy: 1
Residence: oracle_tapes
Volume Pool: NetBackup
Keyword: ORA1
Client List: Sun4 Solaris2.6 mars
HP9000-800 HP-UX11.00 mars
Backup Selections List: /oradata/oradata1
Schedule:
full
Type:
Full Backup
Frequency:
1 week
Retention Level: 3 (on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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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ly Windows: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chedule:
Type:
Frequency:
Retention Level:
Daily Windows: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chedule:
Type:
Retention Level:
Daily Windows: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18:00:00 --> Monday
06:00:00
18:00:00 --> Tuesday
06:00:00
18:00:00 --> Wednesday 06:00:00
18:00:00 --> Thursday
06:00:00
18:00:00 --> Friday
06:00:00
18:00:00 --> Saturday
06:00:00
18:00:00 --> Sunday
06:00:00
incr
Differential Incremental Backup
1 day
3 (one month)
18:00:00 -->
18:00:00 -->
18:00:00 -->
18:00:00 -->
18:00:00 -->
18:00:00 -->
18:00:00 -->
userbkup
User Backup
3 (one month)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Sunday

06:00:00
06:00:00
06:00:00
06:00:00
06:00:00
06:00:00
06: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24:00:00
24:00:00
24:00:00
24:00:00
24:00:00
24:00:00
24:00:00

-->
-->
-->
-->
-->
-->
-->

在此示例中，oracle_backup1 策略备份 /oradata/oradata1 中的所有文件。该策
略指定一个每周一次的完全备份、一个每天一次的差异增量式备份和一个用户控制
的备份日程表。在完全或增量式备份完成时使用用户控制的日程表备份存档日志和
控制文件。

设置“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全局属性
将“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设置为具有相同的关键字短语的策略的数量。当定
义多个作业策略来备份多个文件系统时，此数目可能大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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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BLI 备份方法
配置 BLI 通知脚本时，可以从以下备份方法中进行选择：
表 E-1

BLI 备份术语

术语

定义

冷数据库备份

“冷数据库备份”是指在数据库脱机或关闭时执行的备份。BLI 备份关
闭数据库并执行完全备份或块级增量式备份。在 Oracle 文档中，此备
份方法也称为“一致的整个数据库备份”或“关闭备份”。来自冷备份
的数据是一致的，从而使恢复过程更加简单。
要选择此备份方法，请将 METHOD 设置为 SHUTDOWN_BKUP_RESTART。
在脱机备份中，所有数据库文件相对于同一时间点都一致（例如，上次
使用典型方法关闭数据库时）。冷数据库备份运行时，数据库必须处于
关闭状态。

热数据库备份

“热数据库备份”允许数据库在执行备份时处于联机或打开状态。通过
存储检查点功能，此备份方法可以并行运行多个数据库备份，因此数据
库不需要长时间处于备份模式。
要选择此备份方法，请将 METHOD 设置为 ALTER_TABLESPACE。
如果数据库必须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都处于打开状态并持续运行，
则需要选择热备份。
要使用热备份，数据库必须处于 ARCHIVELOG 模式。BLI 备份分别使
用 alter tablespace begin backup 命令和 alter tablespace
end backup 命令使数据库进入和离开备份模式。在 Oracle 文档中，
此方法也称为“不一致的整个数据库备份”或“打开备份”。与冷数据
库备份方法不同，热备份中的数据是不确定或不一致的，在还原操作后
必须应用适当的重做日志文件（联机重做日志文件和已存档重做日志文
件）来使数据一致。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热备份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热备份在备份期间将表空间置于备份模式。它使用无
数据存储检查点来减少所占用的文件系统空间量。
要选择此备份方法，请将 METHOD 设置为 NODATA_CKPT_HOT。
当符合以下所有条件时使用此方法：
■

要备份多个 Oracle 实例。

■

多个实例共享该文件系统。

■

实例的备份可能会在时间上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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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定义

快速冻结数据库备
份

快速冻结数据库备份是不同于联机数据库备份的一种备份，因为此备份
需要数据库短暂关闭以创建数据库映像的快照或全数据存储检查点。创
建全数据存储检查点只需几秒钟，随后即可立即重新启动此数据库。快
速冻结数据库备份生成的备份映像等效于冷数据库备份生成的备份映
像。配置 BLI 通知脚本时，可以选择使用此备份方法。
要选择此备份方法，请将 METHOD 设置为 SHUTDOWN_CKPT_RESTART。
请参见第 223 页的“为 BLI 备份创建通知脚本”。

如果数据库处于 ARCHIVELOG 模式，可以使用全部四种方法来备份数据库。如果数
据库处于 NOARCHIVELOG 模式，则只能选择冷备份或快速冻结备份。
使用冷数据库备份和快速冻结数据库备份时，bpstart_notify.oracle_bli 脚本
中使用的默认关闭命令是 shutdown 或 shutdown normal。这些命令等待所有用户
注销，然后才启动数据库关闭。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在注销了所有交互用户后，诸
如 Oracle 智能代理（Oracle dbsnmp 帐户）这样的进程仍可以连接到数据库，从而
使数据库无法关闭。尝试用默认的关闭命令来完全关闭数据库。或者，可以使用
shutdown immediate 立即启动数据库关闭。

为 BLI 备份创建通知脚本
创建在客户端上运行的通知脚本来同步备份操作和数据库操作。执行 BLI 备份的每
个策略都需要三个通知脚本。这些脚本必须位于 NetBackup 客户端上的
/usr/openv/netbackup/bin 目录中。
这些脚本命名如下：
■

bpstart_notify.POLICY

■

post_checkpoint_notify.POLICY

■

bpend_notify.POLICY

要创建通知脚本，请以 root 用户身份运行以下脚本：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bin/setup_bli_scripts

此脚本将示例通知脚本模板复制到 /usr/openv/netbackup/bin 并根据您提供的信
息进行必要的更改。
通知脚本模板位于本地计算机上的以下位置：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samples

当您运行 setup_bli_scripts 时，需要提供以下信息：
■

确定 POLICY_IN_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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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24 页的“为 BLI 备份标识 POLICY_IN_CONTROL”。
■

提供 Oracle 环境变量
请参见第 224 页的“BLI 脚本的 Oracle 环境变量”。

■

选择备份方法

■

其他策略的通知脚本
请参见第 225 页的“关于其他策略的 BLI 通知脚本”。

请参见有关如何使用通知脚本来备份 Oracle 数据库的信息。

为 BLI 备份标识 POLICY_IN_CONTROL
如果在服务器上为一个 Oracle 实例定义了多个策略，则必须将其中一个策略标识为
POLICY_IN_CONTROL。该策略启动数据库的 shutdown、startup 或 alter
tablespace 命令。POLICY_IN_CONTROL 可以是任何策略（例如，定义的第一个策
略）。 此变量存储在通知脚本中。

BLI 脚本的 Oracle 环境变量
如果创建通知脚本或运行 setup_bli_scripts，则需要为 Oracle 环境变量提供值：
这些变量如下所示：
ORACLE_DBA

Oracle 数据库管理员的用户名。通常为 oracle。

ORACLE_BASE

Oracle 实例的 $ORACLE_BASE。

ORACLE_HOME

Oracle 实例的 $ORACLE_HOME。

ORACLE_SID

如果它不同于关键字，则为 Oracle 实例 ID ($ORACLE_SID)。

ORACLE_LOGS

Oracle 存档日志所在的目录。

ORACLE_CNTRL

为了备份 Oracle 控制文件而将其副本写入的位置。

SQLCMD

启动或关闭数据库的 sqldba、svrmgrl 或 sqlplus 命令。

ORACLE_INIT

Oracle 启动参数文件 (INIT.ORA) 的路径名。如果使用 Oracle
SPFILE 作为参数文件，则不要设置 ORACLE_INIT 环境变量。

ORACLE_CONFIG

Oracle 配置文件 (CONFIG.ORA) 的路径名。某些数据库配置使用
CONFIG.ORA 文件为通常不更改的数据库参数指定值。可以通过
INIT.ORA 文件使用 include 语句调用 CONFIG.ORA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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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他策略的 BLI 通知脚本
如果定义了多个策略以支持多个备份流，则必须为定义的每个策略创建一个通知脚
本副本。
例如，假定您定义了两个策略 oracle_backup1 和 oracle_backup2。还假定
oracle_backup1 设置为 POLICY_IN_CONTROL。您还需要为策略 oracle_backup2
创建通知脚本。setup_bli_scripts 脚本自动执行此步骤。

setup_bli_scripts 会话示例
以下示例会话说明如何使用 setup_bli_scripts 创建通知脚本。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bin/setup_bli_scripts
Please enter the user name of your Oracle administrator? orac901
ORACLE_BASE is the Oracle environment variable that identifies
the directory at the top of the Oracle software and administrative
file structure. The value of this variable is typically
/MOUNTPOINT/app/oracle
Please enter your ORACLE_BASE? /dbhome/oracle/orac901
ORACLE_HOME is the Oracle environment variable that identifies the
directory containing the Oracle software for a given Oracle server
release. The value of this variable is typically
/dbhome/oracle/orac901/product/RELEASE
Please enter your ORACLE_HOME? /dbhome/oracle/orac901
sqlplus will be used.
The default "connect" statement that will be used to connect to the database is:
"connect / as sysdba"
Would you like to modify the connect and use a specific login? (y/n) n
"connect / as sysdba" will be used.

Please enter the Oracle instance (ORACLE_SID) you want to back up? orac901
If you are using a CONFIG.ORA file, you need to specify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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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so that it can be backed up. If this does not apply
apply to your configuration, hit ENTER to go on. If this does
apply to your configuration, specify the file path.
Typically this would be:
/dbhome/oracle/orac901/admin/orac901/pfile/configorac901.ora
but this file could not be found.
Enter your Oracle config file path or hit ENTER:
To back up a copy of the Oracle control file, you need to specify a file
path where Oracle can write a copy of the control file.
Please enter the file path where Oracle is to write a copy of your
control file? /dbhome/oracle/orac901/admin/orac901/pfile/cntrlorac901.ora
To back up the Oracle archive logs, you need to specify their location.

Enter the directory path to your Oracle archive logs?
/dbhome/oracle/orac901/admin/orac901/arch
Do you have more archive log locations? (y/n): n
Do you want the output of successful executions of the NetBackup
scripts mailed to you? y
Please enter the mail address to send it to? jdoe@company.com
Do you want the output of unsuccessful executions of the NetBackup
scripts mailed to you? y
Please enter the mail address to send it to? jdoe@company.com
There are 4 backup methods to choose from:
ALTER_TABLESPACE
- Use alter tablespace begin backup method
NODATA_CKPT_HOT
- Use alter tablespace begin backup with nodata ckpts
SHUTDOWN_CKPT_RESTART - Shutdown, create the ckpt clones, and restart
SHUTDOWN_BKUP_RESTART - Shutdown the DB, backup, and then restart
If one of the methods requiring DB shutdown are selected, you may experience
problems with timeouts if the database can't be shut down in a timely
manner. You may want to change the shutdown command in the notify scripts to
shutdown immediate, or you may have to increase the BPSTART_TIMEOUT value in the
bp.conf file on the master server, or you may want to change the backup
method to ALTER_TABLESPACE or NODATA_CKPT_HOT.
Note: the default BPSTART_TIMEOUT value is 300 sec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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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want to use the ALTER_TABLESPACE method? y
You now need to decide on how many NetBackup policies you will have
backing up simultaneously. The first one you enter will be known
as the POLICY_IN_CONTROL in the scripts and will perform any needed
DB operations. When you create the policies on the NetBackup server,
you will have to divide the filesystems between these policies.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Please

enter
enter
enter
enter
enter
enter
enter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th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name

of
of
of
of
of
of
of

the policy that will be the POLICY_IN_CONTROL? BLI_1
another policy or DONE to stop? BLI_2
another policy or DONE to stop? BLI_3
another policy or DONE to stop? BLI_4
another policy or DONE to stop? BLI_5
another policy or DONE to stop? BLI_6
another policy or DONE to stop? DONE

执行备份和还原
在安装和配置完成之后，您可以使用 NetBackup 界面启动 Oracle 备份和还原。您
可以通过使用确定的日程表手动运行备份。您也可以手动运行日程表。
注意：必须是 root 用户才能使用 BLI 备份软件执行所有操作。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自动备份
备份数据库的最佳方式是设置自动备份的日程表。
注意： 必须是 root 用户才能使用 BLI 备份软件执行所有操作。

注意：要卸载和清除 HP-UX PA-RISC 检查点，请创建包含值 1 的 touch 文件
/usr/openv/netbackup/AIO_READS_MAX。
可能无法在 Oracle 数据库代理上卸载 HP-UX PA-RISC 检查点。

关于 NetBackup for Oracle 手动备份
还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手动运行“自动备份”日程表。有关手动执行日
程表备份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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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必须是 root 用户才能使用 BLI 备份软件执行所有操作。

注意：要卸载和清除 HP-UX PA-RISC 检查点，请创建包含值 1 的 touch 文件
/usr/openv/netbackup/AIO_READS_MAX。
要执行冷（脱机）备份，请将客户端上 bpstart_notify 脚本中的环境变量 METHOD
设置为 SHUTDOWN_BKUP_RESTART。 bpstart_notify 脚本在备份开始前关闭数据
库，bpend_notify 脚本在备份完成后重新启动数据库。
要使用全数据存储检查点执行热（联机）备份，请确保数据库以 ARCHIVELOG 模式
运行并将变量 METHOD 设置为 ALTER_TABLESPACE。在备份开始前，bpstart_notify
脚本将表空间改为联机备份模式；在创建了全数据存储检查点后，
post_checkpoint_notify 将表空间改回正常模式。
要执行无数据存储检查点热（联机）备份，请确保数据库以 ARCHIVELOG 模式运行，
并将 bpstart_notify 脚本中的环境变量 METHOD 设置为 NODATA_CKPT_HOT。在备
份开始前，bpstart_notify 脚本将表空间更改为联机备份模式。在备份完成后，
bpend_notify 脚本将表空间改回正常模式。
要执行快速冻结备份，请将 bpstart_notify 脚本中的环境变量 METHOD 设置为
SHUTDOWN_CKPT_RESTART。 bpstart_notify 脚本关闭数据库，
post_checkpoint_notify 脚本在创建了全数据存储检查点后立即重新启动数据
库。 创建 VxFS 全数据存储检查点非常快（几分钟之内），将 NetBackup 调度备
份作业的排队延迟考虑在内，数据库停机时间通常只有几分钟。

备份 Quick I/O 文件
Quick I/O 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分配有空间的隐藏文件和一个指向该隐藏文件的
Quick I/O 接口的链接。 因为 NetBackup 不遵循符号链接，所以您必须在要备份文
件的列表中同时指定 Quick I/O 链接及其隐藏文件。
注意：必须是 root 用户才能使用 BLI 备份软件执行所有操作。
例如：
ls -la /db02
total 2192
drwxr-xr-x 2 root
root
96
drwxr-xr-x 9 root
root
8192
-rw-r--r-- 1 oracle dba 1048576
lrwxrwxrwx 1 oracle dba
22
.cust.dbf::cdev:vxfs:

Jan
Jan
Jan
Jan

20
20
20
20

17:39
17:39
17:39
17:39

.
..
.cust.dbf
cust.db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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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示例说明必须在备份文件列表中既包括符号链接 cust.dbf，又包括隐藏文
件 .cust.dbf。
如果要备份目录中的所有 Quick I/O 文件，您只要指定要备份的目录就可以了，这
样可以简化备份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将正确备份每个 Quick I/O 文件的两部分。
通常，应该指定要备份的目录，除非您只想备份这些目录中的某些文件。
注意：要卸载和清除 HP-UX PA-RISC 检查点，请创建包含值 1 的 touch 文件
/usr/openv/netbackup/AIO_READS_MAX。

还原 BLI 备份映像
还原由 BLI 备份创建的备份映像与还原使用默认 NetBackup 配置创建的备份映像没
什么不同。还原为任何增量式备份映像都要求 NetBackup 还原最后一次完全备份映
像和随后进行的所有增量式备份，直到还原了指定的增量式备份映像为止。
NetBackup 自动执行此操作。存储最后一次完全备份和所有随后的增量式备份的介
质必须可用；否则，还原将无法进行。
您可以从 NetBackup 客户端通过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启动还原操作。要
还原每个文件的最新副本，请选择具有最新备份日期的文件或父目录，然后单击
“还原”。有关还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快速入门
指南》。
如果操作是从增量式备份映像还原文件，NetBackup 将进行多个还原操作，从最后
一次完全备份映像开始，接着是随后的增量式备份映像，直到所选的日期为止。多
个还原的活动记录在进度日志中。
如果要还原另一个客户端备份的文件，或将还原定向到另一个客户端，则必须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中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启动还原。启动还原之前必须
成功完成备份，否则在执行还原的过程中会出错。
对于 Solaris，还原目标可以是 VxFS 或 UFS 文件系统。目标文件系统不需要支持
存储检查点功能，但为了能够执行还原数据的 BLI 备份，则需要具有存储检查点功
能的 VxFS 文件系统。
对于 HP-UX，还原目标可以是 VxFS 或 HFS 文件系统。目标文件系统不需要支持
“存储检查点”功能来还原文件。但是，要求具有“存储检查点”功能的 VxFS 文
件系统对还原的数据执行 BLI 备份。
对于 AIX，还原目标可以是 VxFS 或 JFS 文件系统。目标文件系统不需要支持“存
储检查点”功能来还原文件。但是，要求具有“存储检查点”功能的 VxFS 文件系
统对还原的数据执行 BLI 备份。
请注意，还原文件会导致该文件中的所有块被重写。这样，该文件中的所有块都会
被看作已修改。这样，第一个后续差异增量式备份和所有后续的累积增量式备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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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已还原的文件中的所有块。如果要还原整个数据库或文件系统，随后的第一次
备份将对已还原的所有块进行备份。
要还原 Quick I/O 文件，如果符号链接和隐藏文件都已存在，则 NetBackup 将从备
份映像还原这两部分。如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部分，或两部分都缺少，则 NetBackup
将根据需要进行创建或重写。
还原文件后可能需要执行 Oracle 数据库恢复。有关执行数据库恢复的更多信息，请
参见 Oracle 文档。

关于 NetBackup 备份和还原日志
NetBackup 会提供数据库备份和还原操作的日志。这些日志可用于查找与这些操作
关联的问题。下表介绍了用于对备份和还原操作进行故障排除的最有用的日志和报
告。
表 E-2

NetBackup 备份和还原日志

日志文件类型

描述

NetBackup 进度日志

对于通过“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执行的用户控制的备份和还原，用于 NetBackup 的最方
便的日志是进度日志。默认情况下，在用户主目录下的
/usr/openv/netbackup/logs/user_ops/username/logs 中写入进度日志文件。此
日志指示 NetBackup 能否完成它这部分的操作。您可以通过“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查看
进度日志，也可以使用文件编辑器（如 vi(1)）来查看。

NetBackup 调试日志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软件提供调试日志来解决在 BLI 备份之外出现的问题。要在服务
器或客户端上启用这些调试日志，请在以下目录下创建适当的目录：
/usr/openv/netbackup/logs
有关调试日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或
/usr/openv/netbackup/logs/README.debug 文件。

NetBackup 报告

除了日志之外，NetBackup 还提供一组可以帮助确定问题的报告。一个报告是服务器上的
All Log Entries。有关所有报告的描述，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关于更正备份或还原错误
备份或还原错误可能源于 NetBackup for Oracle、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介
质管理器或 VxFS。除了检查日志文件和报告之外，您还应该确定备份或还原操作
出现问题时所处的备份阶段。您也可以使用 NetBackup 状态码来确定问题的原因。

对各个备份和还原操作阶段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考下面的列表，以确定备份或还原的错误源：

230

基于脚本的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UNIX 和 Linux 系统上没有 RMAN）
关于更正备份或还原错误

■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之一启动备份或还原：
■

从主服务器上的管理员界面手动启动

■

NetBackup 服务器使用完全日程表或增量式日程表自动启动

如果启动操作过程中出现错误，请查看 Java 报告窗口了解可能的错误原因。
■

如果备份或还原成功启动，但最终失败了，可能是以下原因之一造成的：
■

服务器/客户端通信问题

■

日程表错误

■

与介质有关的错误

■

VxFS 错误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

可能没有足够的磁盘空间供 VxFS 全数据存储检查点记录已更改块的信息。检查
All Log Entries 报告中是否存在错误。
如果出现文件系统磁盘不足的情况，请增加文件系统的大小以提供全数据存储
检查点所需的足够空间，或使用无数据存储检查点热备份方法。此错误不会影
响备份映像的完整性，因为在对该情况进行恢复后将对受影响的文件系统执行
完全备份。

■

如果预计执行增量式备份，但却备份了整个文件系统，可能是以下原因之一造
成的：
■

跟踪更改的存储检查点已被删除

■

未选择“块级增量式”属性

■

其他具有非零状态码的错误

此问题最常见的原因是文件系统删除了跟踪块更改的存储检查点。如果文件系
统空间不足，且没有可用的卷可以分配给文件系统，就可能执行此操作。这并
不影响备份映像的完整性，因为在 NetBackup 检测到缺少存储检查点之后的下
一次备份时，将对该文件系统执行完全备份。

NetBackup 还原和备份状态码
状态码及其含义如下：
■

状态码 9 - 需要一个扩展包，但尚未安装。
客户端不具有执行 BLI 备份所需的 NetBackup 二进制文件。在服务器上使用
update_clients 以推出新的二进制文件。另外，使用 vxlicense -p 验证是否
已经安装了存储检查点功能 [83] 和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for Oracle [100]。

■

状态码 69 – 指定的文件列表无效。
在服务器上的错误日志中查找类似如下内容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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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L - /oradata is not in a VxFS file system. A block incremental
backup of it is not possible.

这表明曾尝试备份一个文件系统，而该文件系统不是具有“块级增量”属性的
VxFS 文件系统。如果未装入文件系统，也可能出现此错误。
■

状态码 73 - bpstart_notify 失败。
当运行通知脚本时，bpstart_notify 脚本退出并返回非零状态码，或者在
bpstart_notify 脚本上设置了错误的权限位。该脚本必须具有执行权限。如果
设置了权限位，则检查 /usr/openv/netbackup/bin/BLOCK_INCR 目录中的
bpstart_notify_output.ORACLE_SID 文件。

■

状态码 74 - 客户端等待 bpstart_notify 完成时超时。
检查 NetBackup 服务器上的 BPSTART_TIMEOUT 设置。指定的 BPSTART_TIMEOUT
未提供足够的时间让脚本完成。关闭数据库操作可能花费较长的时间，或者脚
本可能在等待其他流启动。检查 /usr/openv/netbackup/bin/BLOCK_INCR 目
录中的 bpstart_notify_output.ORACLE_SID 文件和
post_checkpoint_notify_output.ORACLE_SID 文件。确保使用适当的多路
复用系数配置了策略和日程表，并且配置了同时启动所有流所需的存储单元。
查看所需的全部磁带驱动器是否都工作并可用。确保数据库不在处理事务，以
便该实例不能被立即关闭（如果您使用的是一种会关闭数据库的备份方法）。
最后，确保 BLI 策略的优先级高于其他策略，以便它们可以在其他策略之前访
问磁带驱动器。

■

状态码 75 - 客户端等待 bpend_notify 完成时超时。
检查 NetBackup 服务器上的 BPEND_TIMEOUT 设置。指定的 BPEND_TIMEOUT 未
提供足够的时间让脚本完成。重新启动数据库操作可能花费太长的时间，或者
脚本可能在等待其他流调用 bpend_notify 脚本。检查
/usr/openv/netbackup/bin/BLOCK_INCR 目录中的
bpend_notify_output.ORACLE_SID 文件和
post_checkpoint_notify_output.ORACLE_SID 文件。确保使用适当的多路

复用系数配置了策略和日程表，并且配置了同时启动所有流所需的存储单元。
确保所需的全部磁带驱动器都工作并且在备份过程中可用。
■

状态码 77 - 执行指定的系统命令时返回了非零状态码。
检查 /usr/openv/netbackup/bin/BLOCK_INCR 目录中的
post_checkpoint_notify_output.KEYWORD 文件查找可能的原因。
post_checkpoint_notify 脚本退出并返回非零状态码。

■

状态码 143 - 无效的命令协议。
查看是否选择了“块级增量”策略属性但未指定关键字。在策略中将“关键字
短语”设置为 Oracle 实例名 ($ORACLE_SID)。

232

基于脚本的块级增量式 (BLI) 备份（UNIX 和 Linux 系统上没有 RMAN）
关于更正备份或还原错误

提高 NetBackup 备份性能
如果备份运行缓慢，查看数据库是否承担了过多的工作负载。BLI 备份允许执行热
数据库备份和快速冻结数据库备份。因为在这两种备份方法期间数据库处于运行状
态，而这时 NetBackup 正在备份数据库文件，所以 Oracle I/O 会影响备份性能。
如果数据库并未运行大量事务，则对 NetBackup 进行故障排除。如果完成增量式备
份花费了较长时间，则可能意味着自上次增量式备份以来有较多的块发生了更改。
验证增量式备份映像的大小是否增加，考虑提高增量式备份的频率。
最后，可以通过使用多路复用的备份提高备份的执行速度。在确保设备不会达到其
最大容量的情况下，将多个策略分配到同一备份设备会有所帮助。

关于 BLI 备份和数据库恢复
BLI 备份不执行自动数据库恢复。此进程包括从 NetBackup 映像还原数据库文件以
及将 Oracle 重做日志文件应用于数据库文件。还原后按照 Oracle 文档的说明执行
数据库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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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XML 存档程序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和 XML 导入

■

关于由用户在 XML 导出参数文件中设置的环境变量

■

关于 XML 导出模板和 Shell 脚本

■

执行 XML 导出存档

■

使用 bporaimp 参数浏览 XML 导出存档

■

使用 bplist 浏览 XML 导出存档

■

还原 XML 导出存档

■

解决 XML 导出或 XML 导入错误

■

其他 XML 导出和导入日志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和 XML 导入
当 Oracle RMAN 对物理 Oracle 数据库对象（数据文件、表空间、控制文件和存档
的重做日志）执行备份、还原和恢复时，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和 XML
导入实用程序会提供逻辑数据库对象（表、用户和行）的备份和还原。
XML 格式可提供自我标识且独立于系统的格式，因此非常适用于数据库存档。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和导入存档功能
表 F-1 介绍了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和 XML 导入存档功能。

XML 存档程序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和 XML 导入

表 F-1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和 XML 导入存档功能

功能

描述

独立于系统和数据库的 NetBackup for Oracle 使用可扩展标记语言 (XML) 标准来表示从
存档格式
Oracle 数据库中提取的关系数据库表数据。
“扩展标记语言 (XML)”是结构化文档和数据的通用格式。XML
1.0 标准是由万维网联盟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制定的，
其中包括 XML 模式标准。
Unicode UTF-8 是由 NetBackup for Oracle 生成的字符集编码。标
准 XML 处理器支持 UTF-8。US7ASCII 是 UTF-8 的严格子集。
自我标识存档格式

XML 模式标准用于描述存档中包含的表数据。这样，存档中就包含
了用于理解数据格式及数据本身的密钥。

允许在行级别粒度导出 参数文件为导入 Oracle 数据库而指定要包含在存档中的表数据以
和导入的命令行界面
及要从存档中提取的表数据。
还原目标选项

NetBackup for Oracle 既可以将 XML 数据还原到操作系统目录，也
可以将数据导回到 Oracle 数据库。

灵活的存档映像搜索

NetBackup 目录库包含有关存档内容的信息，可以使用灵活的搜索
条件（如表名或用户）来搜索这些信息。

XML 导出存档进程
图 F-1 说明了 XML 导出存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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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L 导出存档

图 F-1
1

命令行

脚本或模板（bporaexp 或
bporaexp64）

备份、存档和
还原界面

表列表 WHERE 子句
NetBackup
调度程序

OCI
3

2
查询处理器

Oracle DBMS

表元数据/表数据
4
5
XML 生成器
XML 架构/XML 实例
6
操作系统目录

NetBackup

表 F-2 介绍了存档活动。
表 F-2

存档活动

活动

进程

Oracle XML 存档

NetBackup for Oracle 提取数据库表数据，将其转换为 XML
格式，并将 XML 数据存储到以下类型的存储库中：

XML 导出

■

目录

■

存储单元

NetBackup for Oracle 将 Oracle 表数据转换为 XML 格式
（XML 模式，即元数据；以及 XML 实例，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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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进程

存档

NetBackup 在 NetBackup 存储单元中存储 XML 数据。

bporaexp/bporaexp64 命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 XML 导出实用程序将 Oracle 数据
库表数据转换为自我标识的 XML 模式文档和实例文档。这些
令
文档可由 NetBackup 存档，也可以被重定向到操作系统目
录。

操作顺序：XML 导出存档
图 F-2 显示了数据流。
图 F-2

XML 导出存档数据流

XML 模式、
XML实例
XML 模式、XML 实例
用于在磁盘
上创建 XML
文件的选项

XML 生成器
NetBackup

表元数据、表数据

Oracle DBMS
查询处理器
OCI

表中列出 WHERE 子句
脚本或模板
(bporaexp)
（参数文件）

命令行
备份、归档和还原
界面

调度程序
Net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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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for Oracle 用户或自动日程表可使用以下方法启动数据库 XML 导出存
档：执行应用 Oracle 策略的手动备份；在客户端上通过命令行调用脚本或模板；或
者通过“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调用模板。
对于 XML 导出存档：
■

NetBackup for Oracle 脚本或模板使用指定的参数文件调用 bporaexp 实用程
序。

■

查询处理器使用指定文件中的参数为每个表生成一个 SQL 查询。

■

Oracle 的 OCI API 对要存档的 Oracle 实例执行查询。

■

查询处理器将输出（包括单个表或多个表的元数据及数据）传递给 XML 生成
器。

■

对于传递的每个表，XML 生成器都会生成一组或多组 XML 模式和 XML 实例文
档。

■

NetBackup 备份 XML 数据流。

■

另外，bporaexp 可将文件保存到操作系统目录中。

XML 导入还原进程
图 F-3 说明了 XML 导入还原过程。
XML 导入还原

图 F-3
操作系统目录

还原
XML
导出

NetBackup

XML 格式

操作系统目录

表 F-3 介绍了还原活动。
表 F-3

还原活动

活动

进程

Oracle XML 还原

NetBackup for Oracle 管理存档数据库表数据的检索、XML
格式的分析，以及如何将数据插回 Oracle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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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进程

还原

NetBackup 从存储单元中检索 XML 格式的数据。

XML 导入

NetBackup for Oracle 分析 XML 格式的 Oracle 表数据并将
数据插回 Oracle 数据库。

bporaimp/bporamip64 命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 XML 导入实用程序可分析 XML 格
式的数据以便将其重新插入数据库，也可将数据重定向到操
令s
作系统目录。

操作顺序：XML 导入还原
图 F-4 显示了数据流。
图 F-4

XML 导入还原数据流
XML 模式、XML
实例

用于在磁盘上
还原 XML 文件
的选项

XML 分析器

XML 模式、XML
实例

NetBackup

存档名称
表元数据、
表数据

关键字
表名

Oracle DBMS

OCI

脚本或模板
(bporaimp)

XML 数据加载程序

（参数文件）

命令行或备份、存档和还原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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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for Oracle 用户可使用以下方法启动数据库 XML 导入还原：通过客户端
命令行调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脚本或模板，或者通过“备份、存档和还原”界
面调用 XML 导入还原模板。
对于 XML 导入还原：
■

NetBackup for Oracle 脚本或模板使用指定的参数文件调用 bporaimp 实用程
序。

■

标识要还原的 XML 存档的输入参数被传递到 NetBackup。

■

NetBackup 从 NetBackup 存储单元中查找和读取 XML 模式和实例文档集。

■

XML 数据流被传递到 XML 分析器，而后者又将数据传递给 XML 数据加载器。

■

XML 数据加载器使用 Oracle 的 OCI API 将数据插入到数据库。
bporaimp 还允许 XML 数据流绕过 XML 分析器，而发送到操作系统目录中。另
外，用户只能将表元数据还原到操作系统目录中。bporaimp 还允许将数据从操
作系统目录导入到 Oracle。

关于由用户在 XML 导出参数文件中设置的环境变量
可以在 Oracle 用户环境中设置 XML 导出参数文件。如果使用模板，可以使用模板
生成向导来设置这些变量。
在 Windows 上：
请参见第 242 页的“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向导创建 XML 导出模板 (Windows)”。
在 UNIX 上：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关于由用户在 XML 导出参数文件中设置的环境变量”。
表 F-4 显示了 NetBackup for Oracle 环境变量。
表 F-4

NetBackup for Oracle 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

用途

NB_ORA_SERV

指定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名称。

NB_ORA_CLIENT

指定 Oracle 客户端的名称。
在 Windows 上，在群集中指定虚拟客户端名称时此变量很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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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量

用途

NB_ORA_POLICY

指定 Oracle 备份要使用的策略的名称。 要定义
NB_ORA_POLICY，请使用 RMAN PARMS 语句或 Oracle
Shell 脚本中的 send 语句。例如：
ALLOCATE CHANNEL ch01 TYPE 'SBT_TAPE' ;
send 'NB_ORA_POLICY=Oracle_Backup' ;
BACKUP

NB_ORA_SCHED

指定 Oracle 备份要使用的“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的名称。

关于 XML 导出模板和 Shell 脚本
下面各节介绍 XML 导出模板和 Shell 脚本。模板和脚本如下所示：
模板。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向导创建 XML 导出模板。可从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启动此向导。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向导并不支持命令行实用程序 bporaexp 提供的所
有参数。如果模板未提供所需的全部功能，您可以自己编写 Shell 脚本。
Shell 脚本。用户编写 Shell 脚本。这些脚本必须符合操作系统的 shell 语法。示例
XML 导出和导入 Shell 脚本安装在装有 NetBackup for Oracle 代理的客户端上。可
根据您的具体需要修改这些脚本。
NetBackup for Oracle 还提供另一个实用程序 (bpdbsbora)，它可基于 XML 导出或
导入向导模板生成 Shell 脚本。这样用户可以使用向导创建模板，然后基于该模板
生成 Shell 脚本。用户可以运行或修改此 Shell 脚本。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向导创建 XML 导出模板 (UNIX)
NetBackup for Oracle 提供了一个向导，此向导请求关于要进行的 XML 导出操作的
信息。此向导使用这些信息创建一个模板，此模板可立即运行，也可保存在当前主
服务器上特定于 NetBackup 的位置供以后使用。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向导创建 XML 导出模板

1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请参见第 81 页的“启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2

单击“备份文件”选项卡。

3

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的左窗格中，展开 Oracle 节点。

241

XML 存档程序
关于 XML 导出模板和 Shell 脚本

4

在左窗格中，选择 Oracle 实例。
可以导出的数据库对象在“用户”节点下列出。仅显示架构所有者和当前用户
登录后可访问的对象。

5

展开“用户”列表，直到显示出要导出对象的架构所有者为止。

6

在右窗格中，选择要导出的 Oracle 对象。

7

选择“操作”>“备份”以启动向导。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向导显示下面的屏幕，供您输入有关要执行的
导出操作的信息：
■

欢迎

■

目标数据库登录凭据

■

配置选项

■

存档导出选项

■

NetBackup 存档目标选项

如果需要有关向导屏幕上任何字段的说明或更详细的信息，请单击向导屏幕上
的“帮助”。

8

完成该向导的操作后，“模板摘要”屏幕会显示 XML 导出模板的摘要信息。
可以选择在向导操作完成后立即运行模板并且/或者将该模板保存到主服务器
中。有关各种选择的说明，请单击“帮助”。
要保存模板、运行模板或者保存并运行模板，请单击“完成”。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存储模板”。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向导创建 XML 导出模板 (Windows)
NetBackup for Oracle 提供了一个向导，此向导请求关于要进行的 XML 导出操作的
信息。此向导使用这些信息创建一个模板，此模板可立即运行，也可保存在当前主
服务器上特定于 NetBackup 的位置供以后使用。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向导创建 XML 导出模板

1

打开“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请参见第 81 页的“启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2

选择“文件”>“选择要备份的文件和文件夹”。

3

在左窗格中，展开 Oracle 节点。
在左窗格中选择一个节点，可在右窗格中查看其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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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可选）输入具有 SYSDBA 权限的 Oracle 数据库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当前登录没有 Oracle SYSDBA 权限，请执行此步骤。
（可选）还可以输入网络服务名称（TNS 别名）。

5

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的左窗格中，选择 Oracle 实例。
可以导出的数据库对象在“用户”节点下列出。仅显示架构所有者和当前用户
登录可访问的对象。

6

展开“用户”列表，找到要导出的对象的架构所有者。

7

在右窗格中，选择要导出的 Oracle 对象。

8

选择“操作”>“备份”以启动向导。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模板生成向导”显示以下屏幕，供您输入有
关要执行的导出操作的信息：
■

欢迎

■

目标数据库登录凭据

■

配置选项

■

存档导出选项

■

NetBackup 存档目标选项

如果需要有关向导屏幕上任何字段的说明或更详细的信息，请单击向导屏幕上
的“帮助”。

9

完成向导操作后，“选定内容摘要”屏幕显示 XML 导出模板的摘要。
可以选择在向导操作完成后立即运行模板并且/或者将该模板保存到主服务器
中。有关各种选择的说明，请单击“帮助”。
要保存模板、运行模板或者保存并运行模板，请单击“完成”。

基于模板创建 XML 导出脚本
可以使用 bpdbsbora 命令基于 XML 导出模板创建脚本。该命令基于 XML 导出向
导创建的模板生成 XML 导出 Shell 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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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板创建 XML 导出脚本
◆

在命令提示符下，按以下格式键入此命令：
bpdbsbora -export -g script_file -t templ_name.tpl -S server_name

其中：
-export

指定模板类型。

-g script_file

指定 bpdbsbora 要将脚本写入的文件的名称。如果
script_file 包含空格，则为其加上引号。该选项不能与 -r
（运行）选项一起使用。

-t templ_name.tpl

指定要用作脚本基础的模板文件名。 请确保该模板存在。
bpdbsbora 从主服务器上的已知位置检索 XML 导出模
板，因此仅指定模板文件名即可。

-S server_name

指定模板驻留的主服务器。指定 bpdbsbora 命令后，它
会从指定的主服务器检索 XML 导出模板。

手动创建 XML 导出脚本
最初安装数据库代理时，安装软件会将示例脚本写入以下位置：
■

对于导出：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ext\Oracle\samples\bporaexp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samples/bporaexp
■

对于导入：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ext\Oracle\samples\bporaimp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samples/bporaimp

安装在 bporaexp 中的示例导出脚本如下所示：
对于 Windows：
data_archiver_export.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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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UNIX：
data_archiver_export.sh
data_archiver_export64.sh
bporaexp_help.param
bporaexp_partitions.param
bporaexp_table_to_files.param
bporaexp_tables.param
bporaexp_tables_rows.param

安装在 bporaimp 中的示例导入脚本如下所示：
对于 Windows：
data_archiver_import.cmd

对于 UNIX：
data_archiver_import.sh
data_archiver_import64.sh
bporaimp_archive.param
bporaimp_archive_schema_to_files.param
bporaimp_archive_to_users.param
bporaimp_bfile_table.param
bporaimp_help.param
bporaimp_ignore_rows_table.param
bporaimp_large_table.param
bporaimp_list.param
bporaimp_old_archive.param
bporaimp_partitions.pram
bporaimp_table_from_files.param
bporaimp_table_to_files.param
bporaimp_table_to_user.param
bporaimp_tables.p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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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示例脚本

1

将示例脚本复制到客户端上的其他目录。Oracle 脚本可放置在客户端上的任何
位置。

2

针对您的环境修改每个脚本。

3

在 UNIX 上，确保 su 命令登录到正确的用户帐户。
如果没有在 Oracle 脚本中包括 su - user（user 是 Oracle 管理员帐户），则
脚本不会以适当的权限和环境变量运行。这样就会产生数据库备份和还原问
题。

执行 XML 导出存档
下面几节描述如何执行 XML 导出存档。
表 F-5

任务和命令

任务

用于完成任务的命令

Oracle 策略的自动备份

与使用 RMAN 执行 Oracle 备份一样，创建 Oracle 存档（这些存档是由数据库的 XML 导
出数据构成的）的最方便方法是为自动备份设置日程表。Oracle 策略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模板或 Shell 脚本。对于使用 RMAN 的备份，将使用备份模板；对于 XML 导出，
将使用 XML 导出模板。
当 NetBackup 调度程序调用自动备份日程表时，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模板或
Shell 脚本将按如下方式运行：
■

按它们在文件列表中的出现顺序运行

■

在客户端列表中的所有客户端上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模板或 Shell 脚本通过运行 NetBackup 的 bporaexp 或
bporaexp64 实用程序来启动 XML 导出。
Oracle 策略的手动备份

管理员可使用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来手动运行 Oracle 策略的自动备份日程表。有关更
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请参见第 88 页的“测试 NetBackup for Oracle 的配置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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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用于完成任务的命令

来自客户端的用户控制的 下面几节讲述执行用户控制的 XML 导出的过程。
XML 导出
■ 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模板。
请参见第 247 页的“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模板”。
■ 使用 bpdbsbora 运行 XML 导出模板。
请参见第 248 页的“使用 bpdbsbora 运行 XML 导出模板”。
■ 在客户端上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脚本。
请参见第 249 页的“在客户端上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脚本”。
■ 在客户端上以 Oracle 用户身份运行 bporaexp。
请参见第 249 页的“在客户端上以 Oracle 用户身份运行 bporaexp”。
■ 写入目录与写入存储单元。
请参见第 250 页的“写入目录与写入存储单元”。
■ bporaexp 参数
请参见第 252 页的“关于 bporaexp 参数”。

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模板
“模板管理”界面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提供。
使用此对话框可运行、编辑、删除、重命名和查看现有 XML 导出模板。它们是由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向导创建的模板，存储在主服务器上的预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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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racle 模板管理

1

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单击“操作”>“管理数据库模板”>Oracle。
Oracle 模板管理窗口即会出现。
“选择模板”列表显示当前主服务器上存储的 Oracle 模板的名称、描述和类
型。

2

选择要运行的 XML 导出模板的名称。

3

单击“运行”。
Oracle 模板管理窗口提供下列功能：
运行

运行所选模板。

编辑

更改现有模板的内容。选中的 XML 导出模板将加载到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模板生成向导中。

删除

删除所选模板。
在 Windows 上，只有管理员或模板创建者才能删除模板。
在 UNIX 上，只有 root 用户或模板创建者才能删除模板。

重命名

更改所选模板的名称。
在 Windows 上，只有管理员或模板创建者才能重命名模板。
在 UNIX 上，只有 root 用户或模板创建者才能重命名模板。

视图

显示所选模板的摘要。

使用 bpdbsbora 运行 XML 导出模板
使用 bpdbsbora 命令可以运行由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向导创建的 XML
导出模板。
在命令提示符下，按以下格式键入此命令：
bpdbsbora -export -r -t templ_name.tpl [-S server_name] [-L prog_log]

其中：
-export

指定模板类型。

-r

运行模板。

-t templ_name.tpl

指定要使用的模板文件名。 bpdbsbora 将从主要服务器上的一
个已知位置检索 XML 导出模板，因此仅指定模板文件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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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server_name

可选。标识主服务器。指定此选项时，bpdbsbora 从特定的主
服务器中检索 XML 导出模板。

-L prog_log

可选。指定运行时进程日志。如果 prog_log 中包含空格字符，请
为其加上引号 (" ")。

例如：
bpdbsbora -export -r -t sales.tpl -S my_server -L my_progress_log

在客户端上运行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出脚本
您可以从操作系统命令提示符下启动数据库 XML 导出，方法是键入执行导出的 Shell
脚本的完整路径。例如：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oracle\scripts\data_archiver_export.cmd

对于 UNIX：
/oracle/scripts/data_archiver_export.sh

操作系统 shell 通过运行 XML 导出脚本来启动数据库 XML 导出存档。XML 导出脚
本包含运行 bporaexp 的命令。
NetBackup for Oracle 安装脚本在下面的位置安装示例脚本：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ext\oracle\samples\bporaexp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samples/bporaexp

在客户端上以 Oracle 用户身份运行 bporaexp
作为一名 Oracle 用户，您还可以从操作系统的命令提示窗口中运行 bporaexp（在
某些平台上为 bporaexp64）命令，并指定参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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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端上以 Oracle 用户身份运行 bporaexp

1

创建参数文件，该参数文件指定决定如何执行备份的设置。提供了有关 bporaexp
参数的信息。
请参见第 252 页的“关于 bporaexp 参数”。

2

运行以下命令指定参数文件：
# bporaexp [username/password] parfile = filename | help=y

3

配置运行时环境，因为此方法不调用包括运行时配置的完整脚本。
在 UNIX 和 Linux 上，查看示例脚本以了解运行时环境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75 页的“关于配置运行时环境”。

bporaexp 创建一组 XML 模式和可用于存档 Oracle 表数据的实例文档。对于各个

存档，均会生成一个主 XML 模式 (.xsd) 文档。此外，对于各个表，bporaexp 会
生成特定于表的模式 (.xsd) 文档和特定于表的实例 (.xml) 文档。如果表包含 LONG
或 LOB 列，还将创建其他文件。
请参见第 246 页的“执行 XML 导出存档”。

写入目录与写入存储单元
参数文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 DIRECTORY 参数。如果指定了 DIRECTORY 参数，
bporaexp（在某些平台上为 bpdbsbora64）命令会将备份文件写入指定的操作系统
目录。NetBackup 不会将文件写入存储单元。
例如，假设 test1 存档包含一个表 USER1。如果指定了 directory 参数，则
NetBackup 会在运行 bporaexp 命令时创建某些文件。
对于 Windows：
DIRECTORY=\db\netbackup\xml

对于 UNIX：
DIRECTORY=/db/netbackup/xml

表 F-6 显示了在运行该命令时 NetBackup 创建的文件。
表 F-6

示例表 USER1 的 NetBackup 文件

文件

内容

对于 Windows：\db\netbackup\xml\test1\test1.xsd 表 USER1 的主 XML 模式
UNIX: /db/netbackup/xml/test1/test1.x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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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内容

对于 Windows：
\db\netbackup\xml\test1\USER1\TEST1.xsd

表 USER1 的表模式

UNIX: /db/netbackup/xml/test1/USER1/TEST1.xsd
对于 Windows：
\db\netbackup\xml\test1\USER1\TEST1.xml

表 USER1 的 XML 文档

UNIX: /db/netbackup/xml/test1/USER1/TEST1.xml

如果未指定 DIRECTORY 参数，NetBackup 会将备份映像写入存储单元。将会创建
NetBackup 备份集，并且用以下名称进行编录：
对于 Windows：
\Oracle\XMLArchive

对于 UNIX：
/Oracle/XMLArchive

所有 NetBackup for Oracle bporaexp 备份均使用此约定进行编录。
另外，如果参数文件不包含 DIRECTORY 参数，则 NetBackup 会创建和编录以下文
件：
对于 Windows：
\Oracle\XMLArchive\test1\test1.xsd
\Oracle\XMLArchive\test1\USER1\TEST1.xsd
\Oracle\XMLArchive\test1\USER1\TEST1.xml

对于 UNIX：
/Oracle/XMLArchive/test1/test1.xsd
/Oracle/XMLArchive/test1/USER1/TEST1.xsd
/Oracle/XMLArchive/test1/USER1/TEST1.xml

在实际的生产中，请不要使用 bporaexp 参数文件中的 DIRECTORY 参数。在向存储
单元写入时，NetBackup 会提供多种功能，包括用 NetBackup 目录库进行搜索和
编录，以及自动处理超出文件系统限制的输出。使用 DIRECTORY 参数时，文件系统
限制（如最大 2 GB）可能会导致错误。
要在客户端上运行 bporaexp，请运行下列命令：
bporaexp [username/password] parfile = filename | help=y

在某些 UNIX 平台上，可以使用 bporexp64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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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bporaexp 参数
本主题介绍可用的 bporaexp（在某些平台上为 bporaexp64）参数。
请注意以下几点：
■

使用 NetBackup 参数 NB_ORA_SERV、NB_ORA_CLIENT、NB_ORA_POLICY 和
NB_ORA_SCHED 指定 NetBackup 运行时配置。否则，将使用运行时配置变量设
置的优先顺序。

■

一些参数仅在写入存储单元时有效。其他参数仅在写入目录时有效。在下表中，
“目标位置”列含有“存储单元”或“目录”，用于指示该行的参数应用于写
入存储单元还是目录。在写入存储单元时，写入目录时可识别的参数会被忽略。

表 F-7 显示了可用的 bporaexp 参数及其默认值。
bporaexp 参数和默认值

表 F-7
参数

是否必需

默认值

描述

CONSISTENT

n

n

指定 bporaexp 是否使用 SET
TRANSACTION READ ONLY 语句来确保所有
表中的数据在某一时间点是一致的，并且在
bporaexp 命令执行期间不会更改。如果使
用默认值 CONSISTENT=N，则会作为独立事
务导出各个表。

目录

DIRECTORY

n

无默认值

为 bporaexp 实用程序的输出指定一个目录
（可选）。

目录

HELP

n

n

显示包含 bporaexp 参数描述的帮助消息。
如果 HELP=Y，则不导出数据。

目录

KEYWORD

n

无默认值

指定 NetBackup 与存档操作要创建的映像相
关联的关键字短语（可选）。KEYWORD 的值
必须用双引号括起来。

存储单元

LOG

n

无默认值

指定一个文件名用以接收提示性消息和错误
消息（可选）。如果是这样，消息将记录到
日志文件中，而不显示在终端显示屏上。

目录

NAME

y

无默认值

主 XML 模式文件的名称。

目录

NB_ORA_SERV

n

NB_ORA_CLIENT

n

NB_ORA_POLICY

n

默认主服务器 指定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名称（可选）。
默认客户端

指定 NetBackup for Oracle 客户端的名称（可
选）。

默认 Oracle 策 指定 NetBackup for Oracle 策略的名称（可
略
选）。

目标位置

存储单元
存储单元

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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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需

默认值

描述

默认备份策略 指定要使用的备份策略日程表的名称（可
日程表
选）。

目标位置
存储单元

NB_ORA_SCHED

n

OWNER

n

无默认值

列出要导出的 Oracle 架构所有者。对于每个
所有者，默认情况下均会导出属于该 Oracle
帐户的表、分区和视图。 PARTITIONS 和
VIEWS 参数可用于排除分区和视图。

目录

PARTITIONS

n

y

指定是否包括表分区（可选）。只有与 OWNER
参数一起使用时才有效。

目录

QUERY

n

无默认值

从一组表中选择一部分行。查询参数的值是
一个字符串，其中含有应用于 TABLES 参数
列出的所有表和表分区的 SQL 选择语句的
WHERE 子句。

目录

例如，如果 TABLES = emp, bonus 且 QUERY
= "where job = ‘SALESMAN’ and sal <
1600"，将运行两个 SQL 语句：
■

SELECT*FROM emp where
job=’SALESMAN’ and sal<1600;

■

SELECT*FROM bonus where
job=’SALESMAN’ and sal<1600;

运行的每个查询的 FROM 子句一次只引用一个
表，因此 WHERE 子句中不能有 join。
ROW_BUFFER

n

1000

指定用于获取行的缓冲区大小（以行为单
位）。对于具有 LONG 列的表，一次仅获取一
行。允许的最大值是 32767。

目录

TABLES

y

无默认值

列出要导出的表名称、视图名称和分区名称。
USERID 必须具有对表和视图的 SELECT 权
限。 使用的语法为：schema.table: partition
name 或 schema.view name

目录

USERID

y

无默认值

指定启动导出的用户的用户名/密码（和可选
连接字符串）。如果未提供连接字符串，则
将使用 ORACLE_SID 环境变量。

目录

VIEWS

n

y

指定是否包括视图（可选）。只有与 OWNER
参数一起使用时才有效。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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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poraimp 参数浏览 XML 导出存档
要使用 bporaimp（在某些平台上为 bporaimp64）命令来浏览使用 bporaexp（在
某些平台上为 bporaexp64）创建的 XML 导出存档，请使用所需搜索条件创建参数
文件。首先，请设置变量 LIST=Y 以及 USERID=username/。将只列出使用 Oracle
USERID 创建的存档。
不需要 Oracle 密码。运行 bporaimp 的操作系统帐户只能访问使用同一帐户创建的
存档。
注意：只搜索使用 NetBackup 模式创建的 XML 导出存档。不搜索使用 DIRECTORY
参数存储在操作系统目录中的导出。
使用 NB_ORA_SERV 和 NB_ORA_CLIENT 参数指定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否
则，将使用运行时配置变量设置的优先顺序。还可以包括 LOG 参数。
LIST、LOG、NB_ORA_CLIENT、NB_ORA_SERV 和 USERID 参数中提供了信息。

请参见第 259 页的“关于 bporaimp 参数”。
表 F-8 中列出了可以包括在参数文件中的其他参数。
表 F-8

可以包括在参数文件中的参数

参数

默认值

描述

ARCHIVE_DATE_FROM

无默认值

指定存档搜索的开始日期（可选）。
与 ARCHIVE_DATE_TO 一起使用以指
定范围。日期格式为 mm/dd/yyyy
[hh:mm:ss]。

ARCHIVE_DATE_TO

无默认值

指定存档搜索的结束日期（可选）。
与 ARCHIVE_DATE_FROM 一起使用以
指定范围。日期格式为 mm/dd/yyyy
[hh:mm:ss]。

KEYWORD

无默认值

指定 NetBackup 在搜索存档时使用的
关键字短语（可选）。

NAME

无默认值

主 XML 模式文件的名称。

FROMUSER

无默认值

指定用逗号分隔的一系列表所有者（可
选）。

TABLES

无默认值

指定存档中包含的一系列表和分区名
称（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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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假设将列表参数文件命名为 bporaimp_list.param。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
以下内容：
bporaimp parfile = bporaimp_list.param

注意：在某些 UNIX 平台上，可以使用 bporaimp64 命令。

使用 bplist 浏览 XML 导出存档
对于 Oracle XML 导出存档列表的更高级别的视图，可使用 bplist 命令。结果将
为 XML 模式和实例文档文件名的列表。
注意：只搜索使用 NetBackup 模式创建的 XML 导出存档。不搜索使用 DIRECTORY
参数存储在操作系统目录中的导出。
下面的 UNIX 或 Linux 示例使用 bplist 来搜索一个名为 jupiter 的客户端的所有
Oracle 存档。示例输出是为两个存档（test1 和 little_sales）生成的，其中的
每个存档都有一个 Oracle 表（test1 有 USER1.TEST1 表，little_sales 有
USER1.LITTLE_SALES 表）。
/usr/openv/netbackup/bin/bplist -C jupiter -t 4 -R /Oracle/XMLArch/
/Oracle/XMLArchive/test1/test1.xsd
/Oracle/XMLArchive/test1/USER1/TEST1.xsd
/Oracle/XMLArchive/test1/USER1/TEST1.xml
/Oracle/XMLArchive/little_sales/little_sales.xsd
/Oracle/XMLArchive/little_sales/USER1/LITTLE_SALES.xsd
/Oracle/XMLArchive/little_sales/USER1/LITTLE_SALES.xml
/exb_n2bm5bco_1_1392342936
/exb_mabm02ko_1_1392170136
/exb_lqbltds6_1_1392083334

下面的 Windows 示例使用 bplist 来搜索一个名为 jupiter 的客户端的所有 Oracle
存档。示例输出是为 test 这个存档生成的。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list -C jupiter -t 4 -R Oracle:\XMLArch\
Oracle:\XMLArchive\test\test.xsd
Oracle:\XMLArchive\test\SCOTT\BONUS.xsd
Oracle:\XMLArchive\test\SCOTT\BONUS.xml
Oracle:\XMLArchive\test\SCOTT\DEPT.xsd
Oracle:\XMLArchive\test\SCOTT\DEPT.xml
Oracle:\XMLArchive\test\SCOTT\EMP.xsd
Oracle:\XMLArchive\test\SCOTT\EMP.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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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XMLArchive\test\SCOTT\SALGRADE.xsd
Oracle:\XMLArchive\test\SCOTT\SALGRADE.xml

此命令中的 -t 4 用于指定 Oracle 备份或存档。 -R 用于指定要搜索的目录级别的
默认号 999。
有关此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bplist 手册页，该手册页位于《NetBackup 命令
参考指南》。

还原 XML 导出存档
在尝试还原存档之前，请确保已成功完成 XML 存档。您可以通过浏览 XML 导出存
档来确定要还原的正确存档。如果存档备份历史记录不存在，则 NetBackup 会生成
错误。

在客户端上运行 XML 导入向导
NetBackup for Oracle 包括一个 XML 导入向导，它向用户请求有关要执行的导入操
作的信息。该向导使用这些信息来创建模板。您可以立即使用该模板，也可以保存
它供以后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入向导在本地保存一个 XML 导入模板，也就是将它
保存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用户指定的位置。XML 导入模板不存储在服务器上，
因为还原总是用户控制的，而不是预定的。通常，运行 XML 导入模板后会立即将
其删除。
还原进程需要 Oracle 数据库访问密码。模板会存储将在运行时解密的加密密码。
启动 XML 导入向导

1

启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在 UNIX 和 Linux 上，从命令行运行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jbpSA &

2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在 Windows 上：从 Windows“开始”菜单中选择“所有程序”> Symantec
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 要更改策略类型，请选择“文
件”>“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当 Oracle 节点不可见时，执行此步骤。

■

在 UNIX 和 Linux 上：（视情况而定）要更改策略类型，请选择“操
作”>“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

3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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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 Windows 上，单击“选择还原内容”。

■

在 UNIX 和 Linux 上，单击“还原文件”选项卡。

展开左窗格中的 Oracle 节点，在右窗格查看 Oracle 实例分层结构。

使用 XML 导入向导

1

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的左窗格中，选择 Oracle 实例。
即会在“用户”节点下列出可导入的数据库对象。该工具只显示模式所有者和
当前用户登录可访问的对象。

2

展开“用户”列表，直到显示出要导入对象的架构所有者。

3

在右窗格中，选择要还原的存档中存在的数据库对象。

4

选择“操作”>“还原”。

5

在 NetBackup for Oracle XML 导入向导显示的屏幕中输入有关要执行的还原操
作的信息。
屏幕标题如下：
■

欢迎

■

目标数据库登录凭据

■

存档导入选项

■

NetBackup 存档源选项

■

NetBackup 导入目标选项 (Windows)

如果需要有关向导屏幕上任何字段的说明或更详细的信息，请单击向导屏幕上
的“帮助”。

6

查看摘要。
完成该向导后，“选定内容摘要”屏幕将显示 XML 导入模板的摘要。
您可以选择在向导完成后立即运行模板，或将模板保存在本地，或运行并保
存。
请参见第 87 页的“关于存储模板”。

使用 bpdbsbora 运行 XML 导入模板
使用 bpdbsbora 命令可以运行由 NetBackup XML 导入向导创建的 XML 导入模板。
在命令提示符下，键入该命令及以下选项：
bpdbsbora -import -r -t templ_name.tpl [-L progress_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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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port

指定模板类型。

-r

运行模板。

-t templ_name.tpl

指定要使用的模板的完整路径名。
与导出模板不同，XML 导入模板不会驻留在主服务器上的预定
位置。 它们被认为在本质上是临时的，应驻留在客户端上。如
果未将完整路径指定为 XML 导入模板名称的一部分，则该模板
必须驻留在当前目录中。

-L progress_file

可选。指定运行时进度日志。如果 progress_file 中包含空格字
符，请为其加上引号 (" ")。

例如：
对于 Windows：
bpdbsbora -import -r -t H:\oracle\imp_tpls\sales_imp.tpl -L prog_file

对于 UNIX：
bpdbsbora -import -r -t /oracle/imp_tpls/sales_imp.tpl -L prog_file

在客户端上运行 XML 导入脚本
键入启动还原的 XML 导入脚本的完整路径，可以从操作系统的命令提示窗口启动
还原。例如：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oracle\scripts\data_archiver_import.cmd

对于 UNIX：
/oracle/scripts/data_archiver_import.sh

通过运行 XML 导入脚本文件，操作系统 shell 可以启动数据库还原。XML 导入脚
本文件包含运行 bporaimp（在某些平台上为 bporaimp64）的命令。
NetBackup for Oracle 安装脚本将示例脚本写入以下位置：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ext\oracle\samples\bporaimp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ext/db_ext/oracle/samples/bporai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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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端上运行 bporaimp
使用适当的参数文件，可以从客户端操作系统的命令行运行 bporaimp 命令。
运行 bporaimp 的 Windows 帐户只能访问使用同一个 Windows 帐户创建的 XML
导出存档。
运行 bporaimp 的 UNIX 帐户只能访问使用同一个 UNIX 帐户创建的 XML 导出存
档。确保配置运行时环境，因为此方法不调用包括运行时配置的完整脚本。查看示
例脚本，了解运行时环境的详细信息。
在客户端上运行 bporaimp
◆

在命令提示符下，按以下格式键入 bporaimp 命令：
bporaimp [username/password] parfile = filename | help=y

在某些 UNIX 平台上，可以使用 bporaimp64 命令。
请参见第 259 页的“关于 bporaimp 参数”。

关于 bporaimp 参数
使用 NetBackup 参数 NB_ORA_SERV 和 NB_ORA_CLIENT 指定 NetBackup 运行时配
置。否则，将使用运行时配置变量设置的优先顺序。
一些参数仅在写入存储单元时有效。其他参数仅在写入目录时有效。在下表中，最
右边的列含有“存储单元”或“目录”，用于指示该行的参数用于写入存储单元还
是目录。在写入存储单元时，写入目录时可识别的参数会被忽略。
表 F-9 介绍 bporaimp（在某些平台上为 bporaimp64）参数和默认值。
bporaimp 参数和默认值

表 F-9
参数

是否必需

默认值

描述

目标位置

ARCHIVE_DATE_FROM

n

无默认值

指定导入存档的开始日期（可选）。与
存储单元
ARCHIVE_DATE_TO 一起使用以指定范围。如
果未使用，将导入最新的存档。如果使用的时
间范围内有多个存档，将使用此范围中最新的
一个存档。日期格式为 mm/dd/yyyy
[hh:mm:ss]。

ARCHIVE_DATE_TO

n

无默认值

指定导入存档的结束日期（可选）。与
存储单元
ARCHIVE_DATE_FROM 一起使用以指定范围。
如果未使用，将导入最新的存档。如果使用的
时间范围内有多个存档，将使用此范围中最新
的一个存档。日期格式为 mm/dd/yyyy
[hh:mm:ss]。

259

XML 存档程序
还原 XML 导出存档

参数

是否必需

默认值

Y（如果导入
的任何表具
有 BFILE
列）

无默认值

为导入的所有 BFILE 列的输出指定目录。Oracle 目录
的 CREATE DIRECTORY 命令可用于在 Oracle
中创建 DIRECTORY，而名称则应与导出文件中
使用的名称匹配。

COMMIT

n

n

指定 bporaimp 在每个数组插入操作后是否应 目录
该提交。数组大小由 ROW_BUFFER 确定。默认
情况下，bporaimp 仅在加载每个表后提交，
如果发生错误，则执行回滚，然后继续处理下
一个对象。

DIRECTORY

n

无默认值

为 bporaimp 实用程序的输入指定一个目录（可 目录
选）。

FROMUSER

n

无默认值

指定一个用逗号分隔的用户列表，以便从包含
多个用户的表的存档中执行导入（可选）。如
果未指定，将导入所有表。

目录

HELP

n

n

显示帮助消息，包括 bporaimp 参数描述。

目录

IGNORE_ROWS

n

n

指定是否应向非空表中插入行。默认情况是表 目录
已存在且为空。如果不是空表，则
IGNORE_ROWS = N 将导致报告一个错误，而
且该表将被跳过，而不插入任何行。
IGNORE_ROWS = Y 将导致插入行，且在日志
文件中报告一个错误。

BFILE_DIRECTORY

描述

目标位置

如果 IGNORE_ROWS = Y，并且发生错误（如
主键约束冲突），则当 COMMIT = N 时不插入
任何数据。但是，如果 COMMIT = Y，则不插
入行数组（大小由 ROW_BUFFER 确定），但
bporaimp 继续按照导出的顺序处理其他行数
组。要插入所有未违反主键限制的行，应设置
COMMIT = Y、ROW_BUFFER = 1 以及
IGNORE_ROWS = Y。
KEYWORD

n

无默认值

指定 NetBackup 在搜索用来还原文件的存档时 存储单元
使用的关键字短语（可选）。

LIST

n

n

LIST = Y 查询 NetBackup 目录库并列出可用 存储单元
的存档。 如果 LIST = Y，则不会导入数据。

LOG

n

无默认值

指定一个文件名用以接收提示性消息和错误消
息（可选）。如果指定了此参数，消息将记录
到日志文件中，而不显示在终端显示屏上。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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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是否必需

默认值

描述

目标位置

NAME

y

无默认值

主 XML 模式文件的名称。如果 LIST = N，则 目录
需要此参数。

NB_ORA_SERV

n

默认主服
务器

指定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名称（可选）。

存储单元

NB_ORA_CLIENT

n

默认客户
端

指定 NetBackup for Oracle 客户端的名称（可
选）。

存储单元

RESTORE_SCHEMA_ONLY

n

n

与 RESTORE_TO_DIRECTORY 一起使用，以便 存储单元
仅将 XML 模式文件还原到某个目录中。

RESTORE_TO_DIRECTORY

n

无默认值

为 bporaimp 实用程序的输出指定一个目录（可 存储单元
选）。如果使用此参数，将不分析 XML 数据并
将其插入 Oracle。

ROW_BUFFER

n

1000

指定用于插入行的缓冲区大小（以行为单位）。 目录
具有 LONG 或 LOB 列的表一次只插入一行。允
许的最大值是 32767。

TABLES

n

无默认值

指定要导入的表、视图和分区名称的列表（可 目录
选）。如果未使用，则导入存档中的所有对象。
对象必须已经存在，而且 USERID 必须具有这
些对象的 INSERT 权限。对象名称不能用所有
者名称来限定，应使用 FROMUSER 参数来指定
特定的所有者。如果指定了分区名称，则此名
称只表示导出的分区，并将根据目标表的分区
机制插入行。如果导出包含分区，但导入未指
定分区，将会插入所有行。

TOUSER

n

无默认值

指定要导入到的用户的一个逗号分隔列表，可 目录
与 FROMUSER 参数一起使用以更改表所有者（可
选）。TOUSER Oracle 帐户必须已经存在，而
且 USERID 必须对同样必须存在的表具有
INSERT 权限。

USERID

y

无默认值

指定启动导入的用户的用户名/密码（和可选连 目录
接字符串）。如果未提供连接字符串，则将使
用 ORACLE_SID 环境变量。

关于将 XML 导出存档的还原重定向到其他客户端
使用 NetBackup for Oracle，您可选择将 XML 导出存档还原到最初执行 XML 导出
的客户端以外的其他客户端上。将数据还原到其他客户端上的过程称为重定向还
原。

261

XML 存档程序
还原 XML 导出存档

在重定向还原之前，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104 页的“配置 NetBackup 服务器以进行重定向还原”。
图 F-5 说明了典型的重定向还原。
图 F-5

将 XML 导出存档的还原重定向到其他客户端

1. 对客户端 A 的代理进行备份。

3. 服务器将客户端 A
的备份映像还原到客户端 B。
服务器
2. 客户端 B 请求将客户端 A
的映像还原到客户端 B。

客户端 A 上的用户无法启动到客户端 B 的重定向还原。只有客户端 B（即接收备份
映像的客户端）上的用户才能启动重定向还原。属于数据库组并已执行备份的任何
用户均可对其进行还原，除非 BKUP_IMAGE_PERM 变量被设置为 USER。

使用 bporaimp 将 XML 导出存档的还原重定向到新客户端
在 UNIX 和 Linux 上，属于执行该存档的数据库组的任何用户均可还原 XML 导出存
档。必须将 BKUP_IMAGE_PERM 变量设置为 GROUP 或 ANY，而不是 USER。
如果希望还原其他客户端所拥有的 XML 导出存档，请在新客户端主机上执行以下
过程。
使用 bporaimp 将 XML 导出存档的还原重定向到新客户端

1

在新客户端上为 bporaimp（在某些平台上为 bporaimp64）设置环境变量，其
中包括 ORACLE_HOME 和 ORACLE_SID。

2

在 bporaimp 参数文件中包括以下行：
nb_ora_serv = NetBackup_server
nb_ora_client =
original_client_where_XML_export_oc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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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定任何其他 bporaimp 参数。
请参见第 259 页的“在客户端上运行 bporaimp”。

4

运行 bporaimp。

示例 - 使用 bporaimp 进行重定向还原
例如，假定：
■

原始客户端为 jupiter

■

新客户端为 saturn

■

服务器为 jupiter

■

在 saturn 和 jupiter 上测试 ORACLE_SID。

■

jupiter 和 saturn 上的 Windows 用户同为 ora

■

jupiter 和 saturn 上的 UNIX 用户都是 ora

■

存档名称为 sales

使用 bporaimp 进行重定向还原（示例）

1

在服务器 jupiter 上创建以下文件：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db\altnames\saturn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saturn

2

编辑前述文件以包含名称 jupiter。

3

以 ora 身份登录到 saturn。

4

创建 bporaimp.param 文件。
包括以下参数：
NAME = sales
NB_ORA_SERV = jupiter
NB_ORA_CLIENT = jupiter
USERID = orauser/orapasswd

5

运行 bporaimp parfile=bporaimp.param，将 sales 存档还原到 saturn，
并将数据导入到 saturn 上的 test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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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XML 导出或 XML 导入错误
XML 导出或导入错误可能来自 NetBackup 或 Oracle，如下所述：
■

在 NetBackup 一端，错误可能来自 bporaexp 或 bporaimp 程序，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或者介质管理器。

■

在 Oracle 一端，错误可能来自目标数据库。

对失败的操作进行故障排除时，请使用以下步骤：
■

检查日志以确定错误源。

■

排除 XML 导出或 XML 导入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故障。
下面各节详细介绍了这些步骤。
在 UNIX 和 Linux 上，这些章节介绍来自 bporaexp 和 bporaimp 命令的日志文
件。日志在 /usr/openv/netbackup/logs/bporaexp 或
/usr/openv/netbackup/logs/bporaimp 中创建。

检查日志以确定错误源
本主题介绍了如何检查日志以确定错误源。
检查日志

1

检查 bporaexp 或 bporaimp 日志。
如果在 bporaexp 或 bporaimp 命令的 parfile 中指定了 LOG 参数，则此命令
会将日志写入作为 LOG 参数的变量指定的文件。如果尚未指定 LOG，则命令会
将日志信息显示在屏幕上。
例如，安装或配置不正确会导致以下常见问题：
■

未设置 ORACLE_HOME 环境变量。

■

bporaexp 或 bporaimp 程序不能连接到目标数据库。

在使用 bporaexp 和 bporaimp，以及向操作系统目录写入备份映像时，这些日
志是错误日志记录和跟踪的唯一来源。

2

检查 NetBackup 日志。
在 Windows 上，要检查的第一个 NetBackup 日志是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oraexp\log.mmddyy 或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oraimp\log.mmddyy。

在 UNIX 上，要检查的第一个 NetBackup 日志是
/usr/openv/netbackup/logs/bporaexp/log.mmddyy 或
/usr/openv/netbackup/logs/bporaimp/log.mmddyy。

检查这些日志，从中查找说明如何确定错误源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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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志由 NetBackup 客户端写入，包含以下内容：
■

来自 bporaexp 和 bporaimp 的请求

■

bporaexp 和 bporaimp 与 NetBackup 进程之间的活动。

如果日志不含任何消息，则可能存在以下情况：
■

bporaexp 或 bporaimp 在从 NetBackup 请求服务之前已终止。

■

bphdb（如果已由调度程序或图形用户界面启动）未成功启动模板或 Shell

脚本。在 bphdb 日志中查找 stderr 和 stdout 文件。
尝试通过命令行运行 XML 导出或 XML 导入模板或脚本文件以确定问题。
在 UNIX 上，该错误通常是由 bphdb 本身或导出/导入脚本文件的文件权限问题
造成的。
确保在 Oracle 策略配置的“备份选择”列表中正确输入了完整的 XML 导出/导
入脚本文件名；如果使用模板，请确保模板名称正确无误。
在 UNIX 上，如果没有为 Oracle 用户设置写入该目录的权限，则不能在此目录
中创建日志。最好采用完全权限设置 chmod 777。
有关 调试日志和报告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排除 XML 导出或 XML 导入过程中各个阶段的故障
如果在 bporaexp 或 bporaimp 命令的 parfile 中指定 DIRECTORY，则本节信息不
适用于您。
以下内容说明在 NetBackup 模式下由 bporaexp 或 bporaimp 启动的操作的事件序
列。 当未在 bporaexp 或 bporaimp 命令的 parfile 中指定 DIRECTORY 时，就会
发生这种情况。 它为序列中每一点可能发生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建议。
按阶段排除故障

1

bporaexp 或 bporaimp 启动。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之一启动导出或导入：
■

系统提示窗口中的命令行。
例如：
bporaexp parfile = parameter_filename
bporaimp parfile = parameter_filename

■

使用从 NetBackup 客户端 GUI 或 bpdbsbora 运行的模板。

■

从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手动启动。

■

通过自动导出日程表自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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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时发生错误，请检查 bporaexp 或 bporaimp 日志。

2

bporaexp 或 bporaimp 验证自身环境，然后连接到 Oracle 和 NetBackup。

Oracle 环境问题、数据库问题、错误用户 ID 或错误密码可能会引起 Oracle 连
接错误。
此时的 NetBackup 错误通常是由于客户端和服务器的通信问题引起的。检查
bprd 和 bpcd 日志中的消息以寻找线索。
还要验证 UNIX 或 Linux 客户端上的 bp.conf 条目。

3

bporaexp 或 bporaimp 发出备份或还原请求。

在备份或还原请求进行之前，bporaexp 或 bporaimp 命令执行三项功能：
■

收集所需参数

■

向 NetBackup 服务器发送备份或还原请求

■

请等待服务器和客户端做好传输数据准备

NetBackup 客户端界面从以下位置收集信息：
■

环境，包括 bporaexp 和 bporaimp 参数文件。如果您使用模板，则从模板
生成参数文件。
如果您使用脚本，则必须手动生成参数文件。

■

Windows 上的服务器配置参数。

■

用户的 bp.conf 和 UNIX 或 Linux 客户端上的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

这些信息将发送到主服务器的 bprd 进程。
要解决序列中本部分的备份问题，请检查以下文件：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oraexp\log.mmddyy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bporaexp/log.mmddyy

如果 bprd 进程失败，请检查 bprd 和 bpbrm 日志。
在此期间，大多数故障是由于错误的 NetBackup 服务器或 Oracle 策略配置参
数引起的。
NetBackup 通常会选择正确的 Oracle 策略和日程表。 但是，当数据库中有多
个 Oracle 策略时，NetBackup 可能会选择错误的策略或日程表。
在 Windows 中，尝试在客户端环境中设置 SERVER 和 POLICY 的值，或通过设
置下列 bporaexp 参数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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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_ORA_POLICY=policyname
NB_ORA_SCHED=schedule
NB_ORA_SERV=NetBackup_server
NB_ORA_CLIENT=NetBackup_client

在 UNIX 中，尝试在客户端上的 bp.conf 中设置 SERVER 和 POLICY 的值，或
通过设置如下 bporaexp 参数来解决：
NB_ORA_POLICY=policyname
NB_ORA_SCHED=schedule
NB_ORA_SERV=NetBackup_server
NB_ORA_CLIENT=NetBackup_client

要排除还原故障，请检查以下日志文件：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oraimp\mmddyy.log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bporaimp/log.mmddyy

通过设置以下 bporaimp 参数，确保使用的 NetBackup 服务器和 NetBackup
客户端值正确无误：
NB_ORA_SERV=NetBackup_server
NB_ORA_CLIENT=NetBackup_client

将这些参数设置为相同的用于 XML 导出操作的值。

4

bporaexp 或 bporaimp 向 NetBackup 客户端发送读或写请求，NetBackup 客

户端随后将数据传送到 NetBackup 服务器或者从 NetBackup 服务器传出数据。
bporaexp 为各个正在存档的表构建一个 SQL 查询，并使用 Oracle 调用界面

(OCI) 来运行该查询。 查询结果将转换为 XML。XML 输出将传送到 NetBackup
客户端界面。
bporaimp 使用反向进程。 亦即，将 XML 数据还原、分析并插入到数据库中。

此处的故障可能是由于 Oracle 错误，或者 NetBackup 介质、网络或超时错误
引起的。

5

bporaexp 或 bporaimp 通知 NetBackup 客户端关闭会话并断开与 Oracle 数据

库的连接。
NetBackup 客户端等待服务器完成其必要的操作（备份映像验证等），然后退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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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XML 导出和导入日志
bporaexp 和 bporaimp 实用程序在 LOG 参数指定的文件中执行错误日志记录和跟

踪。 这些日志文件包含 Oracle 错误以及其他与 NetBackup 无关的错误。
当使用 bporaexp 和 bporaimp，以及将备份映像写入存储单元时，还会将这些错误
记录在 NetBackup 调试日志中。这些日志位于下列目录中：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oraexp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oraimp

对于 UNIX 和 Linux：
/user/openv/netbackup/logs/bporaexp
/user/openv/netbackup/logs/bporaimp

在使用 bporaexp 和 bporaimp，以及将备份映像写入操作系统目录时，LOG= 参数
指定的文件是错误日志记录和跟踪的唯一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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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_READ_TIMEOUT 79–80
COMMIT 260
CONSISTENT 252
参数文件 238, 240, 249
测试策略配置 88
策略
创建 26
更改属性 27, 58
策略配置
备份选择列表 73
测试 88
对于 Snapshot Client 134, 142
概述 40
属性 69
添加客户端 73
为数据库 68
策略配置向导 148, 152
差异式快照类型 149, 153
超时故障
最小化 172
存储检查点 141
备份 223
删除 231
存档 237–238
错误
更正 230
检查 95

二进制文件
推出 231

D
DIRECTORY
参数 251–252, 260
代理副本 123–124
调试日志 230
UNIX 163
Windows 162

F
FROMUSER 254, 260

G
更正错误 230
共享库模块
libobk 160

H
HELP 252, 260
后台驻留程序
预定进程 165
还原
XML 导入 238–239
错误 230
到其他客户端 103, 261
即时点回滚 138, 152
快照回滚 138
使用 Snapshot Client 方法 138
用户控制的 258
环境变量 145
用户控制的备份 97
恢复向导
与 Snapshot Client 结合使用 145
回滚还原
即时点回滚 152
基于数据流的操作 124
基于文件的操作 125

I
IGNORE_ROWS 260
INIT.ORA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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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L

jbpSA 256
即时点副本 149, 153
即时点回滚还原
Oracle 策略 152
即时恢复
策略配置 133
概述 123
还原方法 137
配置要求 133
请参见 Snapshot Client 123
兼容性信息 29
检查安装 160
脚本
bpend_notify 232
bpstart_notify.oracle_bli 223
check_coverage 219
notify 228
RMAN 19–20
XML 导出 241
调度程序 95, 108, 246
使用警告 69
进程
NetBackup 进程的日志文件 166
预定 (nbpem
nbjm). 请参见 nbrb
进度日志 229
镜像分离技术 149, 153

libobk
共享库模块 160
LIST 260
参数 254
LOG 252, 260
浏览存档 254

K
KEYWORD 252, 254, 260
可靠日志记录 165
克隆快照类型 149, 153
客户端读取超时属性 173
客户端列表, 适用于备份策略 72
块级增量式
故障排除 231
属性 231
块级增量式备份
概述 139
配置 142
快照备份 122, 133, 138
包含的数据库对象 133
策略配置 133
还原方法 137
配置要求 133
快照回滚 138

M
每个客户端的最多作业数 45
命令
bpdbsbora 96
bplist 98, 255
bporaexp 237–238, 249, 251
bporaimp 240, 254–255
bporexp64 251
crosscheck 92
crosscheck backupset 92
delete expired backupset 93
register database 91
reset database 91
resync catalog 93
rman
脚本语法 98
执行备份 97
执行还原 103
执行脚本 98
send 86
set duplex 86
报告 94
备份 18, 67, 93
分配通道 18, 67
副本 93
更改 94
还原 93
开关 93
列表 94
模板
XML 导出 241
概述 15
管理 247
为 XML 导出创建 241–242
优于脚本的优点 69

N
NAME 252, 261
NB_ORA_CLIENT 240, 252, 254, 259, 261
NB_ORA_COPY_NUMBER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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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_ORA_POLICY 241, 252
NB_ORA_SCHED 241, 252–253
NB_ORA_SERV 240, 252, 254, 259, 261
NB_PC_ORA_RESTORE 变量 139
nbjm 预定进程 165
nbpem 预定进程 165
nbrb 预定进程 165
NetApp
每个卷的快照数 149, 153
NetBackup
服务器和客户端要求 30
客户端服务登录帐户配置 87
模式 251
日志和报告 230

O
Oracle
环境变量 224
快照备份的策略
Oracle 智能策略 147
使用基于脚本或模板的 Oracle 策略创建方
法 152
示例脚本 84
智能代理 223
注册实例 51
Oracle 恢复管理器
错误 168
示例 RMAN 脚本 84
ORACLE_METADATA 80
OWNER 253

P
parms 操作数 77
PARTITIONS 253
Plex 快照类型 149, 153
POLICY_IN_CONTROL 224–225
post_checkpoint_notify 223, 232
配置
数据库用户身份验证 87

Q
QUERY 253
全数据存储检查点 216
权限位 232

R
RESTORE_SCHEMA_ONLY 261
RESTORE_TO_DIRECTORY 261

RMAN
SEND 78
查询存储库 94
脚本 147
脚本示例 84
浏览存储库 98
rman 更改命令 99
ROW_BUFFER 253, 261
热备份 222
日程表
Snapshot Client 的保留期限 144
Snapshot Client 的属性 144
备份 95, 108, 246
频率 61–62, 70–71
属性 61–62, 70–71
日志
NetBackup 进度 230
入门向导 148, 152

S
send 操作数 97
SERVER 79–80
setup_bli_scripts
内容 224
示例 225
SHUTDOWN_BKUP_RESTART 222, 228
SHUTDOWN_CKPT_RESTART 223, 228
Snapshot Client
代理副本 123–124
对策略和日程表的影响 143
概述 123
基于数据流的操作 124
基于文件的操作 125
配置策略 132
SnapVault 139
失败的操作
故障排除 168, 264
实例组
添加实例 54
自动注册 54
使用 Replication Director 属性 69
示例
bplist 98
RMAN 脚本 84
参数文件 246
脚本 246
事务日志
请参见存档日志 142
手动备份 95, 227,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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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存档 246

T
TABLES 253–254, 261
TNS_ADMIN
手动添加实例 48
注册实例 51
自动注册 54
TOUSER 261
统一日志记录 163–165
脱离主机备份. 请参见 Snapshot Client
概述 123
配置 135

U
UNCOVERED 文件系统 218
Unicode 235
update_clients 231
USERID 253–254, 261
UTF-8 235

V
VERBOSE 79–80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142
VIEWS 253

选项卡
Oracle 选项卡 65
备份选择选项卡 65
实例选项卡 63

Y
引导式恢复 111
“克隆前检查”屏幕 118
“选定内容摘要”屏幕 117
“选择控制文件备份”屏幕 116
“选择目标参数”屏幕 117
“选择主服务器”对话框 115
“作业详细信息”屏幕 118
操作前检查 113
故障排除 119
克隆后操作 118
目标主机和登录屏幕 116
选择源数据库 115
元数据 112, 119
执行克隆操作 113
应用程序备份日程表
用于块级增量式备份 142
用户控制的存档 247
用户控制的还原 258
由 SLP 保留管理 149, 153

Z

W
文件系统
UNCOVERED 218
扩展 231
无数据存储检查点 215

X
XML
存档功能 235
导出 236
导出向导 241
导入 239
导入向导 257
模式 235, 238, 240, 250
实例 236, 238, 240, 250
向导
策略配置 26
概述 15
与 Snapshot Client 结合使用 145
写时复制技术 149, 153
许可证密钥 31

执行日志 166–167
重定向还原 103, 261
重做日志 219
自动备份 227
自动存档 246
自动快照类型 149, 153
最大快照限制保留类型 149,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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