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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本指南的最新变更

■

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用于技术支持的问题报告

■

关于收集有关 NetBackup-Java 应用程序的信息

本指南的最新变更
下列章节的所有主题已合并到《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中：
■

日志记录章节

■

附录“备份和还原功能概述”

■

附录“介质和设备管理功能说明”

对于以下主题，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注意：有关 NetBackup 状态代码的说明和推荐的操作，请参见《NetBackup 状态
代码参考指南》。

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以下步骤提供了一些一般性准则，可帮助您解决使用 NetBackup 时可能遇到的问
题。这些步骤提供了指向更多具体故障排除信息的链接。

介绍
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对 NetBackup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步骤

表 1-1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记住错误消息

错误消息通常是指出哪里出现故障的手段。如果在界面上没有看到错误消
息，但仍怀疑有问题，请检查报告和日志。NetBackup 提供了各种报告和日
志记录工具， 这些工具可提供错误消息，直接为您指出解决方案。
日志还可显示什么运行良好以及当发生问题时 NetBackup 正在执行什么操
作。例如，还原操作需要装入介质，而所需的介质当前正由另一个备份使
用。日志和报告是必备的故障排除工具。
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步骤 2

确定出现问题时您正在做什么 提出以下问题：
■

尝试进行了什么操作？

■

您使用的方法是什么？
例如，在客户端上安装软件有多种方式。另外，许多操作可通过一种以
上的界面执行。一些操作可以通过脚本执行。
涉及哪种类型的服务器平台和操作系统？

■

■

如果您的工作场所同时使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那么它是主服务器
还是介质服务器？
如果涉及客户端，那么它是哪种类型的客户端？

■

以前是否成功地执行过该操作？ 如果是，与现在有什么不同？

■

Service Pack 级别是什么？

■

您使用的操作系统软件是否安装了最新的修补程序，尤其是那些必须和
NetBackup 一起使用的修补程序？
您的设备固件级别是否已经过测试（根据发布的设备兼容性列表），或
者高于此级别？

■

■

步骤 3

记录所有信息

捕获以下可能有价值的信息：
■

NetBackup 进度日志

■

NetBackup 报告

■

NetBackup 实用程序报告

■

NetBackup 调试日志

■

介质和设备管理调试日志

■

在 UNIX NetBackup 服务器上，检查系统日志或标准输出中的错误或状
态消息
对话框中的错误或状态消息

■
■

在 Windows NetBackup 服务器上，检查事件查看器应用程序和系统日志
中的错误或状态信息

每一次故障排除尝试都要记录此类信息。比较多次尝试的结果。在自己无法
解决问题时，记录尝试情况对为您解决问题的同事和技术支持人员也会很有
帮助。您可以获取有关日志和报告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10

介绍
用于技术支持的问题报告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4

更正问题

定义问题后，请使用以下信息更正问题：
■

采取状态码或消息建议的更正操作。
请参见“状态码参考指南”。

■

步骤 5

如果没有状态码或消息，或状态码中的操作没有解决问题，请尝试其他
故障排除过程。
请参见第 17 页的“对 NetBackup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完成问题报告以获取技术支持 如果故障排除不成功，请填写问题报告，准备与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请参见第 11 页的“用于技术支持的问题报告”。
请参见第 13 页的“关于收集有关 NetBackup-Java 应用程序的信息”。
在 UNIX 系统上，/usr/openv/netbackup/bin/goodies/support 脚
本会创建一个文件，该文件包含技术支持人员调试您遇到的问题时所需的数
据。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使用 support -h 命令查阅脚本的用法信息。

步骤 6

与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Symantec 技术支持网站上有大量的信息，可以帮助您解决 NetBackup 问
题。
通过以下 URL 可以访问技术支持网站：
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

注意：术语“介质服务器”可能不适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产品。具体是否适用取
决于上下文。排除服务器安装的故障时，请务必注意只存在一个主机：主服务器和
介质服务器是同一个服务器。忽略提及另一主机上的介质服务器的情况。

用于技术支持的问题报告
在与支持部门联系以报告问题之前，请填写以下信息。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记录以下产品、平台和设备信息：
■

产品及其版本级别。

■

服务器硬件类型和操作系统级别。

■

客户端硬件类型和操作系统级别（如果涉及到客户端）。

■

正在使用的存储单元（如果可能涉及到存储单元）。

■

如果看起来像是设备问题，请准备好提供以下设备信息：机械手和驱动器的类
型、它们的版本级别以及介质和设备管理及系统配置信息。

■

已安装的产品的软件修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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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安装的 Service Pack 和修补程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定义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出现问题时您正在做什么？（例如，在 Windows 客户端上进行备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错误指示是什么？（例如，状态码、错误对话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问题是不是在执行以下某一活动期间或之后不久发生的：
_____ 初始安装
_____ 配置更改（请说明）
_____ 系统更改或问题（请说明）
_____ 以前是否遇到过此问题？（如果是，当时您做了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已保存的日志或其他故障数据：
_____ 所有日志条目报告
_____ 介质和设备管理调试日志
_____ NetBackup 调试日志
_____ 系统日志 (UNIX)
_____事件查看器应用程序日志和系统日志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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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通信：
_____ ftp
_____ telnet
_____ 电子邮件
_____ WebEx

关于收集有关 NetBackup-Java 应用程序的信息
如果在使用 NetBackup-Java 应用程序时遇到问题，请使用以下方法为支持人员收
集数据。
下列脚本可用于收集信息：
jnbSA
（NetBackup-Java 管理应用程序启动脚本）

将数据记录到 /usr/openv/netbackup/logs/user_ops/nbjlogs
中的一个日志文件。在启动时，该脚本告诉您它会记录到此目录下的
哪个文件中。通常，此文件不会变得很大（通常小于 2 KB）。有关可
能影响此日志文件的内容的选项，请查阅
/usr/openv/java/Debug.properties 文件。

（Windows 上的 NetBackup-Java 管理应用程 如果已启动该应用程序的计算机上安装了 NetBackup，则脚本会将数
序）
据记录到位于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user_ops\nbjlogs 的日志文
件中。
如果该计算机上未安装 NetBackup，则脚本会将数据记录到位于
install_path\Veritas\Java\logs 的日志文件中。

注意：如果在已启动该应用程序的位置上安装了 NetBackup，以及如
果未在 setconf.bat 文件中设置 install_path，则脚本会将数据记录
以下位置：install_path\Veritas\Java\logs。
/usr/openv/java/get_trace

仅限 UNIX/Linux。
提供 Java 虚拟机堆栈跟踪，供支持人员分析。此堆栈跟踪将写入与执
行实例关联的日志文件中。

对于 UNIX/Linux：

查询主机并收集有关 NetBackup 和操作系统的相应诊断信息。

/usr/openv/netbackup/bin/support/nbsu 请参见第 8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support\
nbsu.exe

以下示例介绍了如何收集故障排除数据供 Symantec 技术支持人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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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没有响应。

在假定操作挂起之前，请等待几分钟。某些操作可能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完成，特别是“活动监视器”和“报告”应用程
序中的操作。

仅限 UNIX/Linux：
几分钟后仍然没有响应。

请使用启动了 Java 应用程序的帐户运行
/usr/openv/java/get_trace。该脚本导致向日志文件
写入一个堆栈跟踪。
例如，如果从 root 帐户启动了 jnbSA，请以 root 用户身份
启动 /usr/openv/java/get_trace。否则，虽然此命令
得以运行且没有错误，但无法将堆栈跟踪添加到调试日志中。
这是因为 root 用户是唯一有权运行转储堆栈跟踪命令的帐
户。

获取有关配置的数据。

运行此主题中列出的 nbsu 命令。在完成 NetBackup 安装之
后以及每次更改 NetBackup 配置时运行此命令。

与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

提供 nbsu 命令的日志文件和输出，供技术支持人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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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过程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故障排除过程

■

对 NetBackup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对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对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设备配置问题解决方法

■

测试主服务器和客户端

■

测试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

■

解决与 UNIX 客户端相关的网络通信问题

■

解决与 Windows 客户端相关的网络通信问题

■

关于网络和主机名故障排除

■

验证 NetBackup 中的主机名和服务条目

■

关于 bpclntcmd 实用程序

■

使用“主机属性”窗口访问配置设置

■

解决磁盘已满的问题

■

冻结的介质故障排除注意事项

■

解决 PBX 问题

■

关于自动映像复制故障排除

■

对网络接口卡性能进行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过程
关于故障排除过程

■

关于 bp.conf 文件中的 SERVER 条目

■

关于存储单元不可用的问题

■

解决 Windows 上的 NetBackup 管理操作失败

■

在 UNIX 计算机上解析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显示的乱码文本。

关于故障排除过程
实际上，用于查找 NetBackup 错误的原因的这些过程都是常规操作，有些可能会出
现的问题无法通过这些过程来解决。然而，这些过程推荐的方法通常可以成功地解
决问题。
Symantec 技术支持站点上有大量的信息，可以帮助您解决 NetBackup 问题。请参
见下列站点以全面了解故障排除的详细信息：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
当您执行这些过程时，请按顺序尝试每一步。如果您已经执行了某一步操作或者这
一操作不适用，则可跳至下一步。 如果它引至其他主题，请采用该主题中推荐的解
决方案。如果仍存在问题，请转到过程中的下一步。 另外，您也可根据自己的配置
和已经尝试过的情况改变所使用的方法。
故障排除过程可分为以下类别：
初步故障排除

下列过程介绍了首先要检查的内容。它们将根据需要穿
插讲述其他过程。
请参见第 17 页的“对 NetBackup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19 页的“在 UNIX 服务器上验证是否所有进程
正在运行”。
请参见第 21 页的“在 Windows 服务器上验证是否所有进
程正在运行”。

安装故障排除

只适用于安装的问题。
请参见第 23 页的“对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配置故障排除

只适用于配置的问题。
请参见第 24 页的“对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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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测试和故障排除

这些过程介绍了查找服务器和客户端问题的一般方法，
应最后使用。
请参见第 28 页的“测试主服务器和客户端”。
请参见第 32 页的“测试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
请参见第 34 页的“解决与 UNIX 客户端相关的网络通信
问题”。
请参见第 38 页的“解决与 Windows 客户端相关的网络通
信问题”。
请参见第 45 页的“验证 NetBackup 中的主机名和服务条
目”。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 bpclntcmd 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45 页的“验证 NetBackup 中的主机名和服务条
目”。

其他故障排除过程

请参见第 56 页的“解决磁盘已满的问题”。
请参见第 58 页的“冻结的介质故障排除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58 页的“关于导致介质冻结的情况”。
请参见第 77 页的“对网络接口卡性能进行故障排除”。

还提供了一组示例，显示 UNIX 系统的主机名和服务条目。
■

请参见第 49 页的“UNIX 主服务器和客户端上主机名和服务条目的示例”。

■

请参见第 50 页的“UNIX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主机名和服务条目的示例”。

■

请参见第 51 页的“UNIX PC 客户端上主机名和服务条目的示例”。

■

请参见第 52 页的“连接到多个网络的 UNIX 服务器上主机名和服务条目的示例”。

对 NetBackup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如果 NetBackup 出现问题，请先执行下列操作。
此 NetBackup 初步故障排除过程介绍了首先要检查的内容，并在必要时穿插讲述其
他过程。这些过程可能无法解决出现的每个问题。 然而，这些过程推荐的方法通常
可以成功地解决问题。
当您执行这些过程时，请按顺序尝试每一步。 如果您已经执行了某一步操作或者这
一操作不适用，则可跳至下一步。 如果将您引至其他主题，请采用该主题中推荐的
解决方案。 如果仍存在问题，请转到过程中的下一步。 另外，您也可根据自己的
配置和已经尝试过的情况改变所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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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NetBackup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步骤

表 2-1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验证操作系统和外围设备。

确保您的服务器和客户端运行的是受支持的操作系统版本，并且使用的所有
外围设备都受支持。
请参见 NetBackup Master Compatibility List（《NetBackup 主要兼容性列
表》）。
此外，NetBackup 版本说明包括“NetBackup 所需的操作系统修补程序和更
新”部分，您应当仔细阅读。有关此版本的版本说明，请访问：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以下网站提供了更多信息：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59978

步骤 2

使用报告来检查错误。

使用“所有日志条目”报告，检查相应时间段的 NetBackup 错误。此报告可
以显示发生错误时所处的上下文。 通常，它会提供特定信息，当多种问题都
会导致出现此状态码时，这些信息会非常有用。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的“报告”信息。
如果问题涉及到备份或存档，请检查“备份状态”报告。 此报告为您提供状
态码。
如果您在上述报告中找到状态码或消息，请执行建议的更正操作。
请参见“状态码参考指南”。

步骤 3

检查操作系统日志。

如果问题与介质或设备管理有关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请检查系统日志 (UNIX)
或“事件查看器”应用程序和系统日志 (Windows)：
■

NetBackup 未提供状态码。

■

按照 NetBackup 状态码和消息中的说明操作未能更正问题。

■

按照介质和设备管理状态码和消息中的说明操作未能更正问题。

这些日志可以显示发生错误时所处的上下文。 错误消息通常足以指出问题的
所在。
步骤 4

查看调试日志。

阅读已启用的适用调试日志，并更正检测到的问题。 如果没有启用这些日
志，请启用它们，然后重试失败的操作。
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步骤 5

重试该操作。

如果您执行了更正操作，可重试一次失败操作。 如果您未执行更正操作或问
题仍然存在，请继续执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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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6

获取有关安装问题的更多信
息。

如果在全新安装或升级安装过程中，或者在更改现有配置之后发现问题，请
参见以下过程：
请参见第 23 页的“对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24 页的“对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步骤 7

确保服务器和客户端运行正
常。

如果出现服务器或客户端磁盘崩溃，可以使用下面的过程恢复对 NetBackup
操作至关重要的文件。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关于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的磁盘恢复过程”。
请参见第 117 页的“关于适用于 Windows 的磁盘恢复过程”。

步骤 8

确保分区具有足够的磁盘空
间。

确保您在 NetBackup 使用的磁盘分区中有足够的可用空间。如果这些分区中
的一个或多个已满，则访问已满分区的 NetBackup 进程将失败。所生成的错
误消息取决于具体的进程。 可能的错误消息包括： “无法访问”或“无法
创建或打开文件”。
在 UNIX 系统上，使用 df 命令查看磁盘分区信息。 在 Windows 系统上，
则使用磁盘管理器或资源管理器。
检查下列磁盘分区：

步骤 9

提高日志记录级别。

■

安装 NetBackup 软件的分区。

■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上，NetBackup 数据库所在的分区。

■

NetBackup 进程写入临时文件的分区。

■

存储 NetBackup 日志的分区。

■

安装操作系统的分区。

可以对所有区域启用详细日志记录，也可以仅对您认为与问题相关的区域启
用详细日志记录。
有关更改日志记录级别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步骤 10

确定哪些后台驻留程序或进程 对于 UNIX 或 Windows NetBackup 服务器，请分别按照下面的过程执行。
正在运行。
请参见第 19 页的“在 UNIX 服务器上验证是否所有进程正在运行”。
请参见第 21 页的“在 Windows 服务器上验证是否所有进程正在运行”。

在 UNIX 服务器上验证是否所有进程正在运行
要使 NetBackup 正确运行，必须在 UNIX 服务器上运行正确的进程（后台驻留程
序）集。此过程可确定哪些进程正在运行，并显示如何启动可能未在运行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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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NIX 服务器上验证是否所有进程正在运行

1

要查看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运行的进程（后台驻留程序）的列表，请输
入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bpps -x

2

确保以下进程正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运行：
主服务器
bpcd -standalone
bpcompatd
nbcssc
bpdbm
bpjobd
bprd
nbars
nbdisco (discovery manager)
nbemm
nbevtmgrnbjm
nbim (index manager)

nbpem
nbproxy
nbrb
nbrmms
nbsl
nbstserv
nbsvcmonNB_dbsrv
pbx_exchange
vmd
vnetd -standalone

介质服务器
avrd (automatic volume recognition, only if drives are configured
on the server)
bpcd –standalone
bpcompatd
ltid (needed only if tape devices are configured on the server)
mtstrmd (if the system has data deduplication configured)
nbrmms
nbsl
nbsvcmon
pbx_exchange
spad (if the system has data deduplication configured)
spoold (if the system has data deduplication configured)
vmd (volume)
vnetd –standalone
Any tape or robotic processes, such as tldd, tldcd

注意：如果安装了其他附加产品、数据库代理等，可能还需要运行其他进程。
有关更多帮助，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3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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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 NetBackup 请求后台驻留程序 (bprd) 或数据库管理器后台驻留程序 (bpdbm)
没有运行，请输入以下命令启动它们：
/usr/openv/netbackup/bin/initbprd

4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介质服务器进程未运行，请运行以下命令停止设备进程 ltid：
/usr/openv/volmgr/bin/stopltid

5

要验证 ltid、avrd 和机械手控制进程是否已经停止，请运行以下命令：
/usr/openv/volmgr/bin/vmps

6

如果您使用的是 ACS 机械手控制，在终止 ltid 后，acsssi 和 acssel 进程
可能会继续运行。使用 UNIX kill 命令分别停止这些机械手控制进程。

7

然后，通过运行以下命令启动所有设备进程：
/usr/openv/volmgr/bin/ltid

要进行调试，请启动带有 -v（详细）选项的 ltid。

8

如有必要，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停止并重新启动所有 NetBackup 服务器进程：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在 Windows 服务器上验证是否所有进程正在运行
使用以下过程可确保需要在 Windows 服务器上运行的所有进程正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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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服务器上确保所有所需进程正在运行的步骤

表 2-2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启动主服务器上的所有 对于典型的备份和还原操作（此表中的步骤 1、2 和 3），下面的服务必须处于运
服务。
行状态。如果这些服务没有运行，请使用 NetBackup“活动监视器”或
Windows“控制面板”中的“服务”应用程序启动它们。
要启动所有这些服务，请运行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exe。
主服务器上的服务：
■

NetBackup 身份验证

■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

NetBackup CloudStore 服务容器

■

NetBackup 兼容性服务

■

NetBackup 数据库管理器

■

NetBackup 发现框架

■

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器

■

NetBackup 事件管理器

■

NetBackup 索引管理器

■

NetBackup 作业管理器

■

NetBackup 策略执行管理器

■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管理器

■

NetBackup 远程管理器和监视器服务

■

NetBackup 请求后台驻留程序

■

NetBackup 资源代理

■

NetBackup 服务层

■

NetBackup 服务监视器

■

NetBackup 存储生命周期管理器

■

NetBackup Vault Manager

■

NetBackup 卷管理器

■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注意：如果安装了其他附加产品、数据库代理等，可能还需要运行其他进程。有
关更多帮助，请参见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135186
步骤 2

启动介质服务器上的所 介质服务器上的服务：
有服务。
■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Engine（如果系统配置了重复数据删除）

■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Manager（如果系统配置了重复数据删除）

■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多线程代理（如果系统配置了重复数据删除）

■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服务（如果系统配置了设备）

■

NetBackup 远程管理器和监视器服务（如果系统配置了重复数据删除）

■

NetBackup 卷管理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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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步骤 3

启动客户端上的所有服 客户端上的服务：
务。
■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步骤 4

描述

■

NetBackup 旧式客户端服务

■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启动 avrd 和机械手的 使用 NetBackup“活动监视器”，查看下列进程是否正在运行：
进程。
■ avrd（自动介质识别），仅当在服务器上配置了驱动器时才需要
■

所有已配置的机械手的进程。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如果这些进程未运行，请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设备管理器”服务。使用
NetBackup“活动监视器”或 Windows“控制面板”中的“服务”应用程序。
步骤 5

重新开始该操作，或执 如果在前面步骤中您必须启动任何进程或服务，可重试该操作。
行其他故障排除操作。
如果这些进程和服务正在运行但问题依然存在，您可以尝试测试服务器和客户端。
请参见第 28 页的“测试主服务器和客户端”。
请参见第 32 页的“测试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
如果无法启动其中的任一进程或服务，请检查相应的调试日志，以查找 NetBackup
问题。
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这些进程和服务启动后将一直运行，直到您手动停止它们或系统出现问题为止。
在 Windows 系统上，我们建议您将启动这些进程的命令添加到启动脚本中，以便
在需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时这些进程也重新启动。

对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使用下列步骤可对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对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步骤。

表 2-3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确定是否可以使用此版 可能导致故障的原因有：
本的介质在主服务器和
■ 没有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Windows 系统（必须具有在该系统上安装服务的权限）
介质服务器上安装该软
■ 权限被拒绝（确保具有使用该设备和写入正在安装的目录和文件的权限）
件。
■ 介质已损坏（与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驱动器存在缺陷（更换该驱动器或参考供应商提供的硬件文档）

■

驱动器配置错误（参考系统和供应商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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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2

确定您是否能够在客户
注意：在 Linux 客户端上安装或使用 NetBackup 之前，请先验证该计算机上是否
端上安装 NetBackup 客
已经启动了 bpcd -standalone 和 vnetd -standalone 服务。这些服务可确
户端软件。
保 NetBackup 主客户端与 Linux 客户端之间的正常通信。

注意：NetBackup UNIX 或 Linux 服务器可以将客户端软件推送到 UNIX/Linux 客
户端，而 Windows 服务器则可将其推送到 Windows 客户端。此外，您还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下载客户端软件，然后在客户端上运行安装。

注意：请参见《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
执行下列操作：
■

要安装到信任 UNIX 客户端上，请验证下列内容：
■ 策略配置中的客户端名称是否正确。
■

客户端 /.rhosts 文件中的服务器名称是否正确。

如果安装挂起，请检查客户端上 root 用户的 Shell 或环境变量是否有问题。要
检查的文件取决于您所使用的平台、操作系统和 Shell。例如，检查 Sun 系统
上的 .login 在定义终端类型之前是否运行了 stty（如 stty ^erase）。
如果此操作导致安装进程挂起，则在运行 stty 之前，您可以修改 .login 文
件以定义终端。或者将客户端 .login 移动到另一文件，直到安装完成。
■

步骤 3

解决网络问题。

要安装到安全的 UNIX 客户端，请检查您的 ftp 配置。例如，必须使用客户端
认为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确定此问题是否与一般的网络通信问题有关。
请参见第 34 页的“解决与 UNIX 客户端相关的网络通信问题”。
请参见第 38 页的“解决与 Windows 客户端相关的网络通信问题”。

对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在完成初始安装或对配置进行更改后，可使用下列步骤来检查是否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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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步骤

表 2-4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检查设备配置是否存在 检查设备配置是否存在下列问题：
问题。
■ 机械手驱动器的配置未指定机械手。
■

驱动器的类型或密度配置不正确。

■

机械手驱动器编号不正确。

■

指定的是机械手控制的 SCSI ID，而不是分配给该机械手的逻辑机械手编号。

■

不同的机械手使用了相同的机械手编号。

■

指定的是驱动器的 SCSI ID，而不是唯一的驱动器索引编号。

■

平台不支持设备，或者未将平台配置为识别该设备。

■

未将机械手设备配置为使用 LUN 1，而这是某些机械手硬件所要求的。

■

在 UNIX 上，驱动器无倒带设备路径被指定为倒带路径。

■

在 UNIX 上，磁带设备未配置为“Berkeley 样式关闭”。 NetBackup 在某些平
台上需要此可配置的功能。还提供了更多说明。

■

在 UNIX 上，磁带设备（除 QIC 之外）未配置为“可变模式”。 NetBackup
在某些平台上需要此可配置的功能。当满足此条件时，您可以经常执行备份，
但不进行还原。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状态码参考指南”。

■

在 UNIX 上，未建立磁带驱动器的直通路径。

提供了有关设备配置问题的更多描述：
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步骤 2

检查后台驻留程序或服 检查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是否存在以下问题：
务。
■ 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在重新启动计算机过程中未启动（配置系统以便它们可以
启动）。
■ 启动的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不正确（介质服务器启动脚本存在问题）。
■

当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正运行时配置被更改。

■

在 Windows 上，%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services 文
件不包含 vmd、bprd、bpdbm 和 bpcd 的条目。 另外，请确保这些进程有已
配置的机械手的相应条目。 提供了这些进程的列表。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在 UNIX 上，/etc/services 文件（或者 NIS 或 DNS）中不包含表示 vmd、
bprd、bpdbm 或机械手后台驻留程序的条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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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3

重试操作并检查状态码 如果您发现并更正了某些配置问题，可重试失败的操作，然后检查以下内容中的
和消息。
NetBackup 状态码或消息。
■

查看“所有日志条目”报告，以查找相应时间段的 NetBackup 错误。此报告可
以显示发生错误时所处的上下文。 通常，它会提供特定信息，当多个问题都可
能导致此错误时，这些信息会非常有用。
如果问题涉及到备份或存档，请在“活动监视器”中检查作业的“详细状态”。
另请检查“备份状态”报告。
如果您在上述报告中找到状态码或消息，请执行建议的更正操作。
请参见“状态码参考指南”。

■

■

步骤 4

如果符合以下情况，请检查 UNIX 上的系统日志或 Windows 上的事件查看器应
用程序和系统日志：问题与介质或设备管理有关且 NetBackup 未提供状态码，
或者无法按照状态码中的说明更正问题。
检查已启用的相应调试日志。 纠正检测到的任何问题。
如果没有启用这些日志，请启用它们，然后再进行尝试。
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重试该操作，并执行其 如果您执行了更正操作，可重试一次失败操作。 如果您没有执行更正操作或问题
他故障排除操作。
仍然存在，请转到下列过程之一。
请参见第 56 页的“解决磁盘已满的问题”。
请参见第 58 页的“冻结的介质故障排除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58 页的“关于导致介质冻结的情况”。
请参见第 77 页的“对网络接口卡性能进行故障排除”。

设备配置问题解决方法
如果选定的设备遇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则在设备配置向导的第二个面板中会显示
自动配置警告消息：
■

未获准用于 NetBackup 服务器

■

超出许可限制

■

由于某些产品内在因素使自动配置难以进行

下面是与设备配置有关的消息，以及相关解释和推荐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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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针对设备配置消息的推荐操作

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驱动器不支持序列化

该驱动器未返回其序列号。 请注意，有些制 向制造商索取用于返回序列号的较新版本固件
造商不支持序列号。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自动 （如果他们有），或者不使用序列号而手动配
设备配置功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可以不 置和操作该驱动器。
使用其序列号而手动配置和操作该驱动器。

机械手不支持序列化

该机械手未返回其序列号或所包含驱动器的序 向制造商索取用于返回序列号的较新版本固件
列号。 请注意，有些制造商不支持序列号。 （如果他们有）。 或者在不使用序列号的情
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自动设备配置功能不能很好 况下手动配置和操作机械手和驱动器。
地发挥作用，但可以不使用序列号而手动配置
和操作该机械手和驱动器。

没有此机械手类型的许 NetBackup 服务器不支持为此机械手定义的机 定义一个不同的机械手。 请仅使用 NetBackup
可证
械手类型。
服务器支持的磁带库。
没有用于此驱动器类型 此驱动器类型是为 NetBackup 服务器不支持
的许可证
的驱动器而定义的。
无法确定机械手类型

定义一个不同的驱动器。 请仅使用 NetBackup
支持的驱动器

NetBackup 不能识别此磁带库。无法自动配置 执行下列操作：
该磁带库。
■ 从 Symantec 支持网站下载新的
device_mapping 文件，然后重试。
■ 手动配置磁带库。
■

请仅使用 NetBackup 支持的磁带库。

驱动器是独立驱动器或 驱动器是独立的，或者驱动器或机械手未返回 向制造商索取用于返回序列号的较新版本固件
位于未知的机械手中
序列号。请注意，有些制造商不支持序列号。 （如果他们有），或者不使用序列号而手动配
尽管此时自动设备配置功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 置和操作驱动器机械手。
用，但可以不使用其序列号而手动配置和操作
驱动器或机械手。
机械手驱动器号未知

驱动器或机械手未返回序列号。 请注意，有 向制造商索取用于返回序列号的较新版本固件
些制造商不支持序列号。 尽管此时自动设备 （如果他们有）。 或者在不使用序列号的情
配置功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可以不使用 况下手动配置和操作驱动器和机械手。
其序列号而手动配置和操作驱动器或机械手。

驱动器位于未授权的机 该驱动器位于未得到 NetBackup 服务器授权 配置一个不在未授权的机械手中的驱动器。
械手中
的磁带库中。因为该机械手无法获得
NetBackup 服务器授权，所以在该机械手中配
置的任何驱动器均无法使用。
驱动器的 SCSI 适配器 发现一个未配置 SCSI 直通路径的驱动器。 可 更换驱动器的适配器，或为驱动器定义一个直
不支持传递 (或传递路 能的原因有：
通路径。 有关 SCSI 适配器直通的信息，请参
径不存在)
见《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 驱动器连接到一个不支持 SCSI 直通的适
配器上。
■ 该驱动器的直通路径尚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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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不存在任何配置设备文 检测到某台设备没有相应的设备文件，而此设 有关如何创建设备文件的说明，请参见
件
备文件是配置该设备所必需的。
《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无法确定驱动器类型

NetBackup 服务器不能识别此驱动器。无法自 执行下列操作：
动配置该驱动器。
■ 从 Symantec 支持网站下载新的
device_mapping 文件，然后重试。
■ 手动配置该驱动器。
■

无法确定压缩设备

检测到一个驱动器，但该驱动器没有所需的用
于配置该设备的压缩设备文件。 自动设备配
置将尝试使用一个支持硬件数据压缩的设备文
件。 如果某个驱动器有多个压缩设备文件，
则自动设备配置功能将无法确定哪个压缩设备
文件是最佳的。 因此它会使用一个非压缩设
备文件。

请仅使用 NetBackup 支持的驱动器。

如果不需要硬件数据压缩，则无需执行任何操
作。 在不使用硬件数据压缩时该驱动器能够
正常操作。 还提供了硬件数据压缩和磁带驱
动器配置帮助。
有关如何创建设备文件的说明，请参见
《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测试主服务器和客户端
如果 NetBackup、安装和配置故障排除过程无法查明问题所在，请执行下列过程。
跳过您已经执行的步骤。
这些过程假设已经成功安装了软件，但是配置不一定正确。 如果 NetBackup 始终
无法正常工作，则很可能是配置问题。尤其要寻找设备配置问题。
也许还需要将每个备份和还原执行两次。 在 UNIX 上，可先以 root 用户身份执行一
次，然后再以非 root 用户身份执行一次。 如果是 Windows 系统，请首先以管理员
组的成员身份执行这些检查。 然后再以非管理员组的成员身份执行。 无论哪种情
况，都要确保对测试文件具有读写权限。
这些过程中的说明假定您熟悉备份进程和还原进程。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此过程中有几个步骤提到了“所有日志条目”报告。 要获取有关此报告及其他内容
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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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服务器和客户端的测试步骤

表 2-6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启用调试日志。

启用主服务器上相应的调试日志。
有关日志记录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如果不知道应该应用哪些日志，可启用所有日志，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问题解决
后，应删除这些调试日志目录。

步骤 2

配置测试策略。

配置一个测试策略以使用基本磁盘存储单元。
或者，配置一个测试策略并在测试过程中将备份时段设置为打开。将主服务器指定
为客户端并指定一个位于该主服务器上的存储单元（最好是一个非机械手驱动器）。
然后，在 NetBackup 卷池中配置一个卷，并将该卷插入到驱动器中。如果未使用
bplabel 命令标记此卷，NetBackup 将自动为其分配一个以前未使用过的介质
ID。

步骤 3

验证后台驻留程序和服 要验证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是否正在主服务器上运行，请执行以下操
务。
作：
■

要检查 UNIX 系统上的后台驻留程序，请输入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bpps -x

■

要检查 Windows 系统上的服务，可使用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或者
Windows“控制面板”的“服务”应用程序。

步骤 4

备份和还原一个策略。 使用 NetBackup 管理界面中的手动备份选项，启动一个策略的手动备份。然后，
还原该备份。
这些操作将验证以下内容：
■

■

步骤 5

检查故障。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包括所有的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程序及数据库）正
常工作。
NetBackup 可以装入介质，并使用您配置的驱动器。

如果出现故障，请在“活动监视器”中检查作业的“详细状态”。
也可以尝试检查 NetBackup 的“所有日志条目”报告。对于有关驱动器或介质的
故障，请确保该驱动器处于“启动”状态并且该硬件运行正常。
要进一步查明问题，可使用调试日志。
有关处理顺序的概述，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中有关备份进程和
还原进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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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6

查阅调试日志以外的相 如果调试日志不能揭示问题，可检查以下内容：
关信息。
■ UNIX 系统上的系统日志
■

Windows 系统上的事件查看器日志和系统日志

■

执行了备份、还原或复制的介质服务器上的介质管理器调试日志

■

执行了备份、还原或复制的介质服务器上的 bpdm 和 bptm 调试日志

有关硬件故障的信息，请参见供应商手册。
步骤 7

验证机械手驱动器。

如果您使用的是机械手并且这是初始配置，请确保机械手驱动器的配置是正确的。
尤其要验证以下内容：
■

在介质和设备管理以及存储单元配置中使用相同的机械手编号。

■

每个机械手都具有唯一的机械手编号。

在 UNIX NetBackup 服务器上，您可以仅验证配置的介质和设备管理部分。要进行
验证，请使用 tpreq 命令来请求装入介质。 确保安装已完成并检查介质装到了哪
个驱动器上。 重复执行这一过程，直到在发生问题的主机的每一个驱动器上都装
入并卸载了介质。 如果可以顺利执行以上操作，那么问题可能出在策略或存储单
元配置上。 此操作完成后，使用 tpunmount 命令卸载介质。
步骤 8

将机械手纳入测试策
略。

如果您以前配置了一个非机械手驱动器，而您的系统包含机械手，则现在可以更改
测试策略，以指定一个机械手， 并向该机械手添加一个卷。 此卷必须位于该机械
手 EMM 数据库主机上的 NetBackup 卷池中。
返回到步骤 3 并对机械手重复此过程。 此过程将确保 NetBackup 可以找到卷、装
入卷并使用机械手驱动器。

步骤 9

使用机械手测试实用程 如果启动存在问题，请尝试测试实用程序。
序。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关于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在备份或还原处于活动状态时，不要使用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这些实用程序会
阻止相应的机械手进程执行机械手操作（如加载和卸载介质）。 结果就会造成介
质装入超时，且无法执行其他机械手操作（如机械手清点和弹入或弹出）。

步骤 10

完善测试策略。

向测试策略添加一个用户日程表（在测试过程中备份时段必须打开）。 使用在以
前的步骤中已验证过的存储单元和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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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1

备份和还原一个文件。 通过使用主服务器上的客户端用户界面，启动某个文件的用户备份和还原。 监视
该操作的状态和进度日志。 如果成功，则此操作可确定主服务器上的客户端软件
功能正常。
如果出现故障，请检查 NetBackup 的“所有日志条目”报告。要进一步查明问题，
可在下面的列表中查看相应的调试日志。
在 UNIX 系统上，这些调试日志位于 /usr/openv/netbackup/logs/ 目录中。
在 Windows 计算机上，调试日志位于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 目录
中。
下列进程具有调试日志目录：
■

bparchive（仅限 UNIX）

■

bpbackup（仅限 UNIX）

■

bpbkar

■

bpcd

■

bplist

■

bprd

■

bprestore

■

nbwin（仅限 Windows）

■

bpinetd（仅限 Windows）

本文档提供了有关特定客户端类型适用哪些日志的说明。
有关日志记录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步骤 12

重新配置测试策略。

重新配置您的测试策略，指定一个位于网络中其他位置的客户端。 使用在以前的
步骤中已验证过的存储单元和介质。 如有必要，可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步骤 13

创建调试日志目录。

为下列进程创建调试日志目录：
■

服务器上的 bprd

■

客户端上的 bpcd

■

客户端上的 bpbkar

■

客户端上的 nbwin（仅限 Windows）

■

客户端上的 bpbackup（Windows 客户端除外）

■

bpinetd（仅限 Windows）

■

tar

■

介质服务器上的 bpbrm、bpdm 和 bptm

本文档提供了有关特定客户端类型适用哪些日志的说明。
有关日志记录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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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4

验证客户端与主服务器 从步骤 8 中指定的客户端执行一个用户备份，然后进行还原。这些操作可验证客户
之间的通信。
端与主服务器之间以及与客户端上的 NetBackup 软件之间的通信。
如果出现错误，请在“活动监视器”中检查作业的“详细状态”。
请查看“所有日志条目”报告和在上一步中创建的调试日志。造成错误的原因可能
是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通信问题。

步骤 15

测试其他客户端或存储 如果测试策略的运行效果令人满意，请根据需要重复特定的步骤，来检查其他客户
单元。
端和存储单元。

步骤 16

测试其余策略和日程
表。

如果所有的客户端和存储单元都功能正常，可测试使用主服务器上的存储单元的其
余策略和日程表。 如果预定备份失败，请查看“所有日志条目”报告以找出错误。
然后，执行错误状态码中所指示的建议操作。

测试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
如果使用的是介质服务器，可使用下列步骤来验证其是否正常运行。在测试介质服
务器前，请先解决主服务器上的所有问题。
请参见第 28 页的“测试主服务器和客户端”。
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的测试步骤

表 2-7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启用旧式调试日
志。

通过输入以下内容启用服务器上相应的旧式调试日志：
对于 UNIX/Linux：/usr/openv/netbackup/logs/mklogdir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mklogdir.bat
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如果您对应用哪个日志没有把握，可启用所有日志，直到问题解决为止。问题解决后，
应删除这些旧式调试日志目录。

步骤 2

配置测试策略。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配置一个包含用户日程表的测试策略（在测试过程中将备份时段设
置为打开）：
■

■

■

将介质服务器指定为客户端并指定一个位于该介质服务器上的存储单元（最好是一
个非机械手驱动器）。
在存储单元中设备的 EMM 数据库主机上添加一个卷，并确保该卷位于 NetBackup
卷池中。
在驱动器中插入此卷。如果没有使用 bplabel 命令预先标记此卷，NetBackup 会
自动为其分配一个以前未使用过的介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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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3

验证后台驻留程序
和服务。

验证所有的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是否正在主服务器上运行。另外，验证所
有的介质和设备管理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是否正在介质服务器上运行。
要执行此检查，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 UNIX 系统上，运行：
/usr/openv/netbackup/bin/bpps -x

■

步骤 4

备份和还原一个文
件。

在 Windows 系统上，使用 Windows“控制面板”中的“服务”应用程序。

从已验证可与主服务器一起使用的客户端执行某个文件的用户备份，然后进行还原。
该测试将验证以下内容：
■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软件。

■

介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可以装入介质，并可使用您配置的驱动器。

■

主服务器进程 nbpem、nbjm、nbrb、EMM 服务器进程 nbemm，以及介质服务器
进程 bpcd、bpbrm、bpdm 和 bptm 之间的通信。

■

介质服务器进程 bpbrm、bpdm、bptm 与客户端进程 bpcd 和 bpbkar 之间的通
信。

对于与驱动器或介质有关的故障，应确保驱动器处于“启动”状态并且该硬件运行正
常。
步骤 5

步骤 6

验证主服务器和介
质服务器之间的通
信。

确保硬件正常运
行。

如果怀疑主服务器与介质服务器之间存在通信问题，请检查相关进程的调试日志。
如果调试日志不能为您提供帮助，可检查下列内容：
■

UNIX 服务器上的系统日志

■

Windows 服务器上的“事件查看器”应用程序日志和系统日志

■

vmd 调试日志

对于与驱动器或介质有关的故障，应确保驱动器处于运行状态并且硬件运行正常。
有关硬件故障的信息，请参见供应商手册。
如果在初始配置情况下使用机械手，请确保机械手驱动器的配置正确无误。
尤其要验证以下内容：
■

在介质和设备管理以及存储单元配置中使用相同的机械手编号。

■

每个机械手都具有唯一的机械手编号。

在 UNIX 服务器上，您可以仅验证配置信息的介质和设备管理部分。要进行验证，请使
用 tpreq 命令来请求装入介质。确保安装已完成并检查介质装到了哪个驱动器上。 重
复执行这一过程，直到在发生问题的主机的每一个驱动器上都装入并卸载了介质。从
介质服务器执行这些步骤。如果此操作可以进行，那么问题可能出在介质服务器的策
略或存储单元配置上。此操作完成后，使用 tpunmount 卸载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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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7

将机械手设备纳入
测试策略。

如果您以前配置了一个非机械手驱动器，而有一个机械手挂接到了介质服务器，则请
更改测试策略以指定该机械手。此外，在该 EMM 服务器中为该机械手添加一个卷。确
保此卷位于 NetBackup 卷池中并在机械手中。
从步骤 3 开始对机械手重复此过程。此过程将确保 NetBackup 可以找到卷、装入卷并
使用机械手驱动器。
如果出现故障，请检查 NetBackup 的“所有日志条目”报告。查找与设备或介质相关
的所有错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如果“所有日志条目”报告不能为您提供帮助，请检查：
■

UNIX 服务器中介质服务器上的系统日志

■

机械手的 EMM 服务器上的 vmd 调试日志

■

Windows 系统上的事件查看器应用程序日志和系统日志

如果是初始配置，请确保机械手驱动器的配置是正确的。不要使用已在其他服务器上
配置过的机械手编号。
尝试测试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关于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在备份或还原处于活动状态时，不要使用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这些实用程序会阻止
相应的机械手进程执行机械手操作（如加载和卸载介质）。 结果就会造成介质装入超
时，且无法执行其他机械手操作（如机械手清点和弹入或弹出）。
步骤 8

测试其他客户端或
存储单元。

如果测试策略的运行效果令人满意，请根据需要重复特定的步骤，来检查其他客户端
和存储单元。

步骤 9

测试其余策略和日
程表。

如果所有的客户端和存储单元都在运行中，可测试使用介质服务器上的存储单元的其
余策略和日程表。如果预定备份失败，请查看“所有日志条目”报告以找出错误。然
后执行相应状态码所指示的建议操作。

解决与 UNIX 客户端相关的网络通信问题
以下过程用于解决 NetBackup 通信问题，如与 NetBackup 状态码 25、54、57 和
58 相关联的问题。此过程包含两种情况：一个针对 UNIX 客户端，另一个针对
Windows 客户端。
注意：无论哪种情况，都要首先确保网络配置在 NetBackup 之外工作正常，然后再
尝试解决 NetBackup 问题。
对于 UNIX 客户端，执行下列步骤。在启动此过程之前，请在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中添加 VERBOSE=5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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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与 UNIX 客户端相关的网络通信问题的步骤

表 2-8
步骤

操作

步骤 1 创建调试日志目
录。

描述
在通信重试过程中，调试日志将提供详细的调试信息，以帮助您分析问题。
创建下列目录：
■

bpcd（在主服务器和客户端上）

■

vnetd（在主服务器和客户端上）

■

bprd（在主服务器上）

使用 bprd 日志目录调试客户端与主服务器的通信问题，而不是客户端与介质服务器的
通信问题。
步骤 2 测试新配置或修改
过的配置。

步骤 3 验证名称解析。

如果此配置是一个新配置或修改过的配置，请执行以下操作：
■

检查最近所做的全部修改，并确保问题不是由这些修改引起的。

■

确保客户端软件已安装且它支持客户端操作系统。

■

检查 NetBackup 配置中的客户端名、服务器名和服务条目，详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45 页的“验证 NetBackup 中的主机名和服务条目”。
您还可以在客户端上使用 hostname 命令来确定客户端将请求发送到主服务器所用的
主机名。检查主服务器上的 bprd 调试日志，确定当该服务器接收请求时发生的操
作。

要验证名称解析，请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运行下列命令：
# bpclntcmd -hn client name
如果对结果感到意外，请检查以下名称解析服务的配置：nsswitch.conf 文件、hosts
文件、ipnodes 文件和 resolv.conf 文件。
此外，请在客户端上运行以下命令，检查执行备份的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的正向和反
向名称查找：
# bpclntcmd -hn 服务器名称
# bpclntcmd -i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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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步骤 4 验证网络连接。

描述
通过从服务器对客户端进行 Ping 操作，来验证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网络连接。
# ping clientname
其中 clientname 是在 NetBackup 策略配置中所配置的客户端名称。
例如，对名为 ant 的策略客户端进行 ping 操作：
# ping ant
ant.nul.nul.com: 64 byte packets
64 bytes from 199.199.199.24: icmp_seq=0. time=1. ms
----ant.nul.nul.com PING Statistics---2 packets transmitted, 2 packets received, 0% packet
loss round-trip (ms) min/avg/max = 1/1/1
成功的 ping 操作可验证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连接。如果 Ping 操作失败，并且 ICMP
在主机之间未遭到阻止，请在 NetBackup 之外解决网络问题后再继续。
使用某些形式的 ping 命令可以对客户端上的 bpcd 端口进行 Ping 操作，如以下命令所
示：
# ping ant 13782
按顺序对 1556 (PBX)、13724 (vnetd) 和 13782 (bpcd) 进行 Ping 操作，此顺序与
NetBackup 在默认情况下所尝试的顺序相同。您随后便可知道哪些端口是关闭的，以便
打开这些端口或调整连接选项，使连接尝试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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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步骤 5 确保客户端在正确
的端口上侦听
bpcd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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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
在客户端上，请运行下列命令之一（具体取决于平台和操作系统）：
netstat -a | grep bpcd
netstat -a | grep 13782
rpcinfo -p | grep 13782
对 1556 (PBX) 和 13724 (vnetd) 重复此操作。如果端口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预期的输出
如下所示：
# netstat -a | egrep '1556|PBX|13724|vnetd|13782|bpcd' | grep LISTEN
*.1556
*.*
0
0 49152
0 LISTEN
*.13724
*.*
0
0 49152
0 LISTEN
*.13782
*.*
0
0 49152
0 LISTEN
其中的 LISTEN 表示该客户端在端口上侦听连接。
如果 NetBackup 进程正确运行，预期的输出如下所示（此输出适用于 NetBackup 7.0.1
和更高版本）：
# ps -ef |
root
306
root 10274
root 10277

egrep 'pbx_exchange|vnetd|bpcd' | grep -v grep
1 0 Jul 18 ? 13:52 /opt/VRTSpbx/bin/pbx_exchange
1 0 Sep 13 ? 0:11 /usr/openv/netbackup/bin/vnetd -standalone
1 0 Sep 13 ? 0:45 /usr/openv/netbackup/bin/bpcd -standalone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重复此过程，以测试到客户端的通信。
步骤 6 通过 telnet 连接 通过 telnet 连接到客户端上的 1556 (PBX)、13724 (vnetd) 和 13782 (bpcd)。请检查
到客户端。
所有这三个端口以确保至少在其中一个端口上建立连接，然后相应地修改 NetBackup 配
置。如果 telnet 连接成功，请保持连接，直到完成步骤 8，然后再使用 Ctrl-C 组合键
将其终止。
telnet clientname 1556
telnet clientname 13724
telnet clientname 13782
其中 clientname 是在 NetBackup 策略配置中所配置的客户端名称。
例如，
# telnet ant bpcd
Trying 199.999.999.24 ...
Connected to ant.nul.nul.com.
Escape character is ‘^]’.
在此示例中，telnet 可以建立一个到客户端 ant 的连接。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重复此过程，以测试到客户端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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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38

描述

步骤 7 标识服务器主机上
的出站套接字。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使用下列命令标识用于步骤 6 中的 telnet 命令的出站套接
字。指定服务器将策略客户端解析到的适当 IP 地址。注意源 IP (10.82.105.11)、源端口
(45856) 和目标端口 (1556)。
# netstat -na | grep ‘<client_IP_address>’ | egrep ‘1556|13724|13782|’
10.82.105.11.45856 10.82.104.99.1556 49152 0 49152 0 ESTABLISHED
如果 telnet 仍然处于连接状态，并且没有显示套接字，请删除端口号过滤功能，并观
察站点将服务名映射到的端口号。检查进程是否在步骤 5 中的端口号上侦听。
$ netstat -na | grep ‘<client_IP_address>’
10.82.105.11.45856 10.82.104.99.1234 49152 0 49152 0 ESTABLISHED
如果套接字处于 SYN_SENT 状态而不是 ESTABLISHED 状态，则服务器主机会尝试建
立连接。但是，防火墙会阻止出站 TCP SYN 到达客户端主机，或者阻止绑定的 TCP
SYN+ACK 返回到服务器主机。

步骤 8 确认 telnet 连接到
达此客户端主机。

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要确认 telnet 连接到达此客户端主机，请运行下列命令：
$ netstat -na | grep ‘<source_port>’
10.82.104.99.1556 10.82.105.11.45856

49152 0 49152 0 ESTABLISHED

发生以下情况之一：
■

■

步骤 9 验证客户端与主服
务器之间的通信。

如果已连接 telnet，但不存在套接字，则 telnet 到达了错误共享与客户端主机拥有相
同 IP 地址的某些其他主机。
如果套接字处于 SYN_RCVD 状态而不是 ESTABLISHED 状态，则连接到达了此客
户端主机。但是，防火墙会阻止将 TCP SYN+ACK 返回到服务器主机。

要验证客户端到主服务器的通信，可使用 bpclntcmd 实用程序。 当 -pn 和 -sv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运行时，它们会启动对 NetBackup 主服务器（即在客户端的 bp.conf
文件中配置的主服务器）的查询。然后主服务器将信息返回到请求方客户端。 还提供了
有关 bpclntcmd 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 bpclntcmd 实用程序”。
如果您确认通过 PBX（端口 1556）或 bpcd（端口 13782）和 vnetd（端口 13724）实
现从服务器主机到客户端主机的连接，请注意：PBX、bpcd 或 vnetd 调试日志应提供
有关任何其余故障本质的详细信息。

解决与 Windows 客户端相关的网络通信问题
以下过程用于解决 NetBackup 通信问题，如与 NetBackup 状态码 54、57 和 58 相
关联的问题。此过程包含两种情况：一个针对 UNIX 客户端，另一个针对 Windows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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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无论哪种情况，都要首先确保网络配置在 NetBackup 之外工作正常，然后再
尝试解决 NetBackup 问题。
该过程将帮助您解决与 PC 客户端相关的网络通信问题。
解决网络通信问题

1

在重试失败的操作前，请执行以下操作：
■

提高客户端上的日志记录级别（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
的“客户端设置属性”）。

■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创建 bprd 调试日志目录；在客户端上，创建
bpcd 调试日志。

■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将“详细”级别设置为 1。
有关更改日志记录级别的帮助，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2

如果此客户端是新客户端，请验证 NetBackup 配置中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名。
请参见第 45 页的“验证 NetBackup 中的主机名和服务条目”。

3

通过从服务器 ping 客户端和从客户端 ping 服务器来验证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
的网络连接。使用以下命令：
# ping hostname

其中 hostname 是如下配置中的主机名：
■

NetBackup 策略配置

■

WINS

■

DNS（如果适用）。

■

系统目录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 \etc\hosts 中的 hosts 文
件（Windows 2003 或 2008）

如果 ping 操作在所有实例中均取得成功，则证明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连接
畅通。
如果 ping 操作失败，则表明存在 NetBackup 之外的网络问题，必须先解决该
网络问题然后才能继续。第一步，确认工作站已打开。 工作站未打开是 工作
站连接问题的常见根源。

4

在 Microsoft Windows 客户端上，通过检查日志来确保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处于活动状态。使用“控制面板”中的“服务”应用程序来验证 NetBackup 客
户端服务是否正在运行。如果有必要，请启动它。
■

检查 bpcd 调试日志，以查找问题或错误。有关如何启用和使用这些日志的
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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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与服务器上指定的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bpcd)
端口号相同（默认值为 13782）。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Windows

检查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端口号。
在客户端上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在“文件”
菜单上，单击“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 在
“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对话框的“网络”选项卡上，
检查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端口号。
确保“网络”选项卡上的设置与 services 文件中的设置相
匹配。services 文件位于以下位置：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services
(Windows)
在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启动时，“网络”选项卡上的值
将写入 services 文件。

UNIX NetBackup 服务 bpcd 端口号包含在 /etc/services 文件中。在
器
Windows NetBackup 服务器上，参见“主机属性”窗口中
的“客户端属性”对话框。
请参见第 56 页的“使用“主机属性”窗口访问配置设置”。

必要时更正端口号。然后，在 Windows 客户端和服务器上，停止并重新启
动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除非为解决与其他应用程序的冲突而必须进行更改，否则不要更改
NetBackup 端口分配。如果确实更改了这些端口号，则需要在所有
NetBackup 客户端和服务器上做同样的更改。在整个 NetBackup 配置中，
这些端口号必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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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证 Microsoft Windows 上的 NetBackup 请求服务 (bprd) 端口号与服务器上
的端口号相同（默认值为 13720）。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Windows 客户端

检查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端口号。
在客户端上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在“文件”菜
单上，单击“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 在“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对话框的“网络”选项卡上，检查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的端口号。
确保“网络”选项卡上的设置与 services 文件中的设置相匹
配。services 文件位于以下位置：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services
(Windows)
在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启动时，“网络”选项卡上的值将
写入 services 文件。

UNIX NetBackup 服务 bprd 端口号包含在 /etc/services 文件中。
器
请参见第 56 页的“使用“主机属性”窗口访问配置设置”。
Windows NetBackup 服 在“主机属性”窗口的“客户端属性”对话框中设置这些端口
务器
号。
请参见第 56 页的“使用“主机属性”窗口访问配置设置”。

6

确保 hosts 文件或其等效文件包含 NetBackup 服务器名称。hosts 文件如下
所示：
Windows 2003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hosts

UNIX

/etc/hosts

7

通过从客户端使用 ping 命令或等效的命令，验证客户端到服务器的连接（步
骤 3 已验证服务器到客户端的连接）。

8

如果客户端的 TCP/IP 传输允许从服务器执行 telnet 和 ftp 操作，请尝试这
些服务以进行额外的连接检查。

9

使用 bpclntcmd 实用程序验证客户端到主服务器的通信。当 -pn 和 -sv 选项
在客户端上运行时，它们会启动对主服务器（在客户端上的服务器列表中配置
的主服务器）的查询。然后主服务器将信息返回到请求方客户端。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 bpclntcmd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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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 bptestbpcd 实用程序尝试建立从 NetBackup 服务器到另一个 NetBackup
系统上的 bpcd 后台驻留程序的连接。如果成功，它将报告建立的套接字的相
关信息。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bptestbpcd 的完整描述。

11 确保客户端操作系统是客户端软件支持的系统之一。

关于网络和主机名故障排除
在具有多个网络且客户端包含多个主机名的配置中，NetBackup 管理员在配置策略
项时必须谨慎。管理员必须考虑网络配置（物理地址、主机名和别名、NIS/DNS、
路由表等）。如果管理员希望在特定的网络路径之间传递备份和还原数据，则尤其
需要考虑这些内容。
进行备份时，NetBackup 连接到策略中配置的主机。操作系统的网络代码会解析此
名称，并通过系统路由表定义的网络路径发送该连接。在做此决定的过程中，并不
考虑 bp.conf 文件。
当从客户端执行还原时，客户端连接到主服务器上。 例如，在 UNIX 计算机上，主
服务器是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文件中指定的第一台服务器。在
Windows 计算机上，主服务器是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
的“用于备份和还原的服务器”下拉菜单中指定的。若要打开此对话框，请启动
“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然后单击“文件”菜单上的“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用于将服务器名称映射为 IP 地址的客户端网络
代码决定了服务器的网络路径。
在收到连接时，服务器会根据客户端到服务器连接中的对等名称来确定客户端的配
置名称。
对等名称源自该连接的 IP 地址。这意味着该地址必须转换为主机名（使用
gethostbyaddr() 网络例程）。 当按照下行所示建立连接时，在 bprd 调试日志中
可看到该名称：
Connection from host peername ipaddress ...

然后，通过查询 UNIX 计算机上的 bpdbm 进程，从对等名称中得出客户端的配置名
称。在 Windows 计算机上，必须查询 NetBackup 数据库管理器服务。
bpdbm 进程会将对等名称与从以下客户端生成的客户端名称列表进行比较：
■

已尝试对其进行备份的所有客户端

■

所有策略中的所有客户端

首先进行的是字符串的比较。该比较可以通过将使用网络函数 gethostbyname()
检索到的主机名和别名进行比较来加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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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比较都没有成功，则使用更加强制的方法，即使用 gethostbyname() 比较所
有名称和别名。
配置名称是第一个成功的比较。 请注意，如果配置了别名或其他“网络名称”，则
其他比较可能也会成功。
如果比较失败，则将由客户端上的 gethostname() 函数返回的客户端主机名用作配
置名称。例如，如果客户端已更改其主机名，但其新主机名尚未反映在任何策略
中，则比较将失败。
如果设置了 VERBOSE，则会将这些比较记录在 bpdbm 调试日志中。通过在客户端上
使用 bpclntcmd 命令，可以确定客户端的配置名称。 例如：
# /usr/openv/netbackup/bin/bpclntcmd -pn (UNIX)
#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clntcmd -pn (Windows)
expecting response from server wind.abc.me.com
danr.abc.me.com danr 194.133.172.3 4823

其中，第一个输出行标识请求所指向的服务器。第二个输出行表示服务器按以下顺
序作出的响应：
■

到服务器的连接的对等名称

■

客户端的配置名称

■

到服务器的连接的 IP 地址

■

连接所用的端口号

当客户端连接到服务器时，它向服务器发送以下三个名称：
■

浏览客户端

■

请求方客户端

■

目标客户端

浏览客户端名称用于标识要列出或从其还原的客户端文件。 客户端上的用户可以修
改此名称以便从另一台客户端上还原文件。 例如，在 Windows 客户端上，用户可
以通过“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来更改客户端名称。（有关说明，请参见
NetBackup 联机帮助）。但是，要使更改生效，管理员也必须在服务器上做出相应
的更改。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请求方客户端是客户端上 gethostname() 函数的值。
仅当管理员将还原从服务器推送到客户端时，才会考虑目标客户端名称。 对于用户
还原，目标客户端和请求方客户端是一样的。 对于管理员还原，管理员可以为目标
客户端指定另一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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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这些名称出现在 bprd 调试日志中时，请求方客户端的名称已转换为客户端的
配置名称。
用于重新连接到客户端以完成还原的名称可以是客户端的对等名称，也可以是其配
置名称。还原请求的类型（例如，从服务器上的根目录还原、从客户端还原、还原
到另一台客户端等）会对此操作产生影响。
当在 NetBackup 策略中修改客户端名称以适应特定的网络路径时，管理员需要考虑
以下方面：
■

在客户端上配置的客户端名称。例如，在 UNIX 上，客户端名称为该客户端的
bp.conf 文件中的 CLIENT_NAME。 在 Windows 客户端上，该名称位于
“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对话框的“常规”选项卡上。若要打开此对话框，
请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的“文件”菜单上选择“NetBackup 客户端
属性”。

■

当前在策略配置中指定的客户端。

■

记录在主服务器的 images 目录中的现有客户端备份和存档映像。在 UNIX 服务
器上，images 目录为 /usr/openv/netbackup/db/images。在 Windows
NetBackup 服务器上，images 目录为 install_path\NetBackup\db\images。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可能需要管理员手动修改某个客户端名称。一台客户端具有多
个与服务器的网络连接，并且从客户端还原的操作由于连接问题而失败。
在 UNIX 上，公共域程序 traceroute（NetBackup 没有附带此程序）通常可以提
供有关网络配置的重要信息。某些系统供应商提供的系统中通常附带此程序。对于
Windows，请使用 tracert 命令。
如果使用了域名服务 (DNS) 并符合以下条件，则主服务器可能无法响应客户端请
求：客户端通过其 gethostname() 库 (UNIX) 或 gethostbyname() 网络 (Windows)
函数获取的名称无法被主服务器的 DNS 所识别。客户端和服务器配置可以确定是
否存在此情况。客户端上的 gethostname() 或 gethostbyname() 返回的未限定主
机名可能无法由主服务器上的 DNS 解析。
尽管可以重新配置客户端或主服务器 DNS 主机文件，但该解决方案并不总是可行
的。为此，NetBackup 在主服务器上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文件。文件如下所示：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host.xlate (UNIX)
install_path\NetBackup\db\altnames\host.xlate (Windows)

您可以创建并编辑此文件以强制进行所需的 NetBackup 客户端主机名转换。
host.xlate 文件中的每一行都包含三个元素：一个数字键和两个主机名。每一行

都左对齐且行中的每个元素都由一个空格字符隔开。
key hostname_from_client client_as_known_by_server

下面对上文的变量进行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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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是一个数值，NetBackup 用它来指定在哪些情况下需要进行转换。目前该值
必须始终为 0，这表示配置名转换。

■

hostname_from_client 是要转换的值。此值必须与客户端的 gethostname() 函
数获取并在请求中向服务器发送的名称对应。

■

client_as_known_by_server 是在客户端响应请求时用于替换
hostname_from_client 的名称。此名称必须是主服务器的 NetBackup 配置中配
置的名称。它还必须能够被主服务器的网络服务所识别。

下面是一个示例：
0 danr danr.eng.aaa.com

当主服务器收到对所配置的客户端名称的请求时（数字键 0），名称 danr 将始终
替换名称 danr.eng.aaa.com。由此可以解决该问题，但前提是：
■

客户端的 gethostname() 函数返回 danr。

■

主服务器的网络服务 gethostbyname() 函数未识别出名称 danr。

■

客户端在 NetBackup 配置中进行配置并指定为 danr.eng.aaa.com，且该名称也
为主服务器上的网络服务所知。

验证 NetBackup 中的主机名和服务条目
如果遇到有关主机名或网络连接的问题，并希望确认 NetBackup 的配置是否正确，
则此过程很有用。在此过程后还提供了几个示例。
有关主机名的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I 卷》。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网络和主机名故障排除”。
验证 NetBackup 中的主机名和服务条目

1

确保在 NetBackup 中配置了正确的客户端主机名和服务器主机名。所执行的操
作取决于您检查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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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服务器和
Windows 客户端上

执行下列操作：
■

在“用于备份和还原的服务器”下拉列表中，确保存在表示主服务器和每个介质服务器的
服务器条目。
在客户端上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在“文件”菜单上，单击“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对话框中，单击“用于
备份和还原的服务器”下拉列表。
在 Windows 计算机上，必须在列表中指定正确的服务器作为当前主服务器。如果在主服
务器上添加或修改服务器条目，请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请求服务和 NetBackup 数
据库管理器服务。

■

在“常规”选项卡上，确认客户端名称的设置是正确的并且与主服务器上策略客户端列表
中的内容相匹配。
在客户端上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在“文件”菜单上，单击“NetBackup 客
户端属性”。 在“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对话框中，单击“常规”选项卡。

■

■

在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上，确保对于每台 Windows 管理客户端都有用来管理该服务器
的服务器条目。
确保主服务器上的 bp.conf 文件 (UNIX) 或服务器列表 (Windows) 中的主机名拼写无误。
如果主机名拼写有误或无法使用 gethostbyname 解析，则会在 NetBackup 错误日志中
记录以下错误消息：
Gethostbyname failed for
<host_name>:<h_errno_string> (<h_errno>)
One or more servers was excluded from the server
list because gethostby name() failed.

也可以在 Windows NetBackup 服务器的属性对话框的相应选项卡中进行上述更改
请参见第 56 页的“使用“主机属性”窗口访问配置设置”。
在 UNIX NetBackup 服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检查 bp.conf 文件中的服务器名称条目和客户端名称条目：
务器、客户端和
■ 确保在配置中存在表示主服务器和每个介质服务器的 SERVER 条目。 主服务器必须是列
Macintosh 客户端上
表中的第一个名称。
如果在主服务器上添加或修改 SERVER 条目，请先停止并重新启动 bprd 和 bpdbm，之
后所做更改才能生效。
■ 主服务器的 bp.conf 不需要添加其他客户端，除了 CLIENT_NAME = master server
name 之类的主服务器。该名称是默认情况下添加的名称。
bp.conf 文件位于 UNIX 客户端上的 /usr/openv/netbackup 目录中；位于 Macintosh
客户端上的 Preferences:NetBackup 文件夹中。
UNIX 客户端用户也可以在其主目录下拥有个人的 bp.conf 文件。$HOME/bp.conf 中的
CLIENT_NAME 选项覆盖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中的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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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服务器上

验证已创建了以下任一所需的文件：
■

install_path\NetBackup\db\altnames 文件 (Windows)

■

/usr/openv/netbackup/db/altnames 文件 (UNIX)

要特别注意 host.xlate 文件条目的要求。

2

验证每个服务器和客户端是否都拥有表示 NetBackup 保留端口号的必需条目。
下列示例显示了默认的端口号。
请参见第 49 页的“UNIX 主服务器和客户端上主机名和服务条目的示例”。
请参见第 50 页的“UNIX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主机名和服务条目的示例”。
请参见第 51 页的“UNIX PC 客户端上主机名和服务条目的示例”。
请参见第 52 页的“连接到多个网络的 UNIX 服务器上主机名和服务条目的示
例”。
除非为解决与其他应用程序的冲突而必须进行更改，否则不要更改 NetBackup
端口分配。如果确实更改了这些端口号，则需要在所有 NetBackup 客户端和服
务器上做同样的更改。在整个 NetBackup 配置中，这些端口号必须相同。

3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检查 services 文件以确保这些文件包含表示下列内
容的条目：
■

bpcd 和 bprd

■

vmd

■

bpdbm

■

已配置的机械手的进程（例如，tl8cd）。
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验证 NetBackup 客户端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编号，以及请求后台驻留程序或服
务端口号。所执行的操作取决于客户端是 UNIX 还是 Microsoft Windows。
在 UNIX 客户端上

检查 /etc/services 文件中的 bprd 和 bpcd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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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icrosoft
通过执行以下操作验证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端口号和 NetBackup
Windows 客户端上 请求服务端口号是否与 services 文件中的设置相匹配：
在客户端上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在“文件”菜单上，
单击“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 在“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
对话框的“网络”选项卡上，选择下列各项：“NetBackup 客户
端服务端口”号和“NetBackup 请求服务端口”号。
在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启动时，“网络”选项卡上的值将写入
services 文件。
services 文件位于以下位置：
%SystemRoot%\system32\drivers\etc\services

4

在 UNIX 服务器和客户端上，确保 bpcd -standalone 进程正在运行。

5

在 Windows 服务器和客户端上，确保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正在运行。

6

如果在网络中使用的是 NIS，请更新这些服务，以便包含添加到 /etc/services
文件中的 NetBackup 信息。

7

NIS、WINS 或 DNS 主机名信息必须与策略配置和名称条目中的相应信息相对
应。 在 Windows NetBackup 服务器和 Microsoft Windows 客户端上，执行以
下操作：
■

检查“常规”选项卡：
在客户端上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在“文件”菜单上，单击
“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 在“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对话框中，
单击“常规”选项卡。

■

检查“用于备份和还原的服务器”下拉列表：
在客户端上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 在“文件”菜单上，单击“指
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
类型”对话框中，单击“用于备份和还原的服务器”下拉列表。

■

UNIX 服务器、客户端以及 Macintosh 客户端上的 bp.con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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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确保已配置了反向 DNS 寻址。

使用 bpclntcmd 实用程序确认每个 NetBackup 节点上 DNS、NIS 和本地 hosts
文件中的 IP 地址和主机名的设置。
注意：FT（光纤传输）目标设备是基于来自设备的主机名或域名响应来命名
的。如果不同 VLAN 网络接口名称的任何备用计算机名称都显示在 DNS（域
名系统）或主机文件的 SERVER/MEDIA_SERVER 条目中，则必须首先显示
主名称。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 bpclntcmd 实用程序”。

UNIX 主服务器和客户端上主机名和服务条目的示例
下图显示了带有一个 UNIX 客户端的 UNIX 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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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主服务器和客户端

图 2-1

UNIX
主服务器

jupiter

以太网
策略客户端列表

mars

jupiter
mars

UNIX
客户端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SERVER=jupiter
CLIENT_NAME=jupiter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bpcd -standalone

SERVER=jupiter
CLIENT_NAME=mars

/etc/services

bpcd -standalone

# NetBackup 服务
bpcd13782/tcp bpcd
bprd13720/tcp bprd
bpdbm13721/tcp bpdbm
# 卷管理器服务
#
vmd13701/tcp vmd
tl8cd 13705/tcp tl8cd
.
.

/etc/services
# NetBackup 服务
bpcd13782/tcp bpcd
bprd13720/tcp bprd

关于图 2-1，请注意以下事项：
■

必须更新所有适用的网络配置，以反映 NetBackup 信息。例如，这些信息可能
包括 /etc/hosts 文件、NIS 和 DNS（如果使用）。

UNIX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主机名和服务条目的示例
下图显示了名为 saturn 的 UNIX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请注意，在所有计算机上
的 bp.conf 文件中为 saturn 添加了一个 SERVER 条目。该条目位于第二行，在主服
务器 jupiter 条目的下面。

50

故障排除过程
验证 NetBackup 中的主机名和服务条目

UNIX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

图 2-2
UNIX
主服务器

UNIX
介质服务器

jupiter

saturn

以太网
策略客户端列表

mars

UNIX
客户端

jupiter
mars
saturn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SERVER=jupiter
SERVER=saturn
CLIENT_NAME=jupiter

SERVER=jupiter
SERVER=saturnCLIENT_NAM
E=mars

SERVER=jupiter
SERVER=saturnCLIENT_NA
ME=saturn

bpcd -standalone

bpcd -standalone

bpcd -standalone

/etc/services
# NetBackup 服务
bpcd13782/tcp bpcd
bprd13720/tcp bprd
bpdbm13721/tcp bpdbm
# 卷管理器服务
#
vmd13701/tcp vmd
tl8cd 13705/tcp tl8cd
odld13706/tcp odld
.
.

/etc/services

/etc/services

# NetBackup 服务
bpcd13782/tcp bpcd
bprd13720/tcp bprd

# NetBackup 服务
bpcd13782/tcp bpcd
bprd13720/tcp bprd
bpdbm13721/tcp bpdbm
# 卷管理器服务 #
vmd13701/tcp vmd
tl8cd 13705/tcp tl8cd
odld13706/tcp odld
.
.

关于图 2-2，请注意以下事项：
■

必须更新所有适用的网络配置，以反映 NetBackup 信息。例如，这些信息可能
包括 /etc/hosts 文件、NIS 和 DNS（如果使用）。

UNIX PC 客户端上主机名和服务条目的示例
下图显示了具有 PC 客户端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PC 客户端在此处是指 Windows
客户端或 Macintosh 客户端。服务器配置与 UNIX 客户端的配置相同。这些客户端
都没有 inetd.conf 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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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UNIX
主服务器

UNIX PC 客户端

jupiter
以太网

策略客户端列表

saturn

mars

jupiter
mars
saturn
pluto

Windows
客户端

bp.ini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SERVER=jupiter
CLIENT_NAME=jupiter

[bp]
ClientName=mars
[servers]
master=jupiter

bpcd -standalone

/etc/services
# NetBackup 服务
bpcd13782/tcp bpcd
bprd13720/tcp bprd
bpdbm13721/tcp bpdbm
# 卷管理器服务
#
vmd13701/tcp vmd
tl8cd 13705/tcp tl8cd
odld13706/tcp odld
.
.

[clients]
browser=jupiter

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对话框

[tcpip]
bpcd=13782
bprd=13720

服务器
服务器列表：jupiter
常规
客户端名称：saturn
Network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端口 13782
NetBackup 请求服务端口 13720

关于图 2-3，请注意以下事项：
■

必须更新所有适用的网络配置，以反映 NetBackup 信息。例如，这些信息可能
包括 /etc/hosts 文件、NIS 和 DNS（如果使用）。

连接到多个网络的 UNIX 服务器上主机名和服务条目的示例
下图显示了在两个网络中有两个以太网连接和客户端的 NetBackup 服务器。服务器
的主机名在其中一个网络中为 jupiter，在另一个网络中为 mete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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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服务器连接至多个网络

图 2-4
UNIX
客户端

mars

saturn

UNIX
介质服务器

以太网

jupiter
meteor

UNIX
主服务器
以太网

策略客户端列表
jupiter
mars
saturn
pluto

pluto

UNIX
客户端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SERVER=jupiter
SERVER=meteor
SERVER=saturn
CLIENT_NAME=mars

bpcd -standalone

SERVER=jupiter
SERVER=meteor
SERVER=saturn
CLIENT_NAME=jupiter

bpcd -standalone

SERVER=jupiter
SERVER=meteor
SERVER=saturn
CLIENT_NAME=pluto

/etc/services

bpcd -standalone

# NetBackup 服务
bpcd13782/tcp bpcd
bprd13720/tcp bprd
bpdbm13721/tcp bpdbm
# 卷管理器服务
#
vmd13701/tcp vmd
tl8cd 13705/tcp tl8cd
odld13706/tcp odld
.
.

/etc/services
# NetBackup 服务
bpcd
13782/tcp bpcd
bprd13720/tcp bprd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etc/services
# NetBackup 服务 bpcd
13782/tcp bpcd
bprd13720/tcp bprd

关于图 2-4，请注意以下事项：
■

必须更新所有适用的网络配置，以反映 NetBackup 信息。例如，这些信息可能
包括 /etc/hosts 文件、NIS 和 DNS（如果使用）。

此示例显示了一个连接到多个网络的 UNIX 服务器。NetBackup 策略客户端列表将
jupiter 指定为主服务器的客户端名称。该列表会显示 jupiter，或者显示 meteor，但
不会两者都显示。

53

故障排除过程
关于 bpclntcmd 实用程序

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服务器列表中同时包含表示 jupiter 和 meteor 的条目。同
时包含两个条目的原因是，服务器在执行备份时，需要使用与所备份的客户端相关
联的名称。例如，服务器在备份 pluto 时使用 meteor 接口，在备份 mars 时使用
jupiter 接口。第一个服务器条目（主服务器名称）是 jupiter，因为这是在备份主服
务器上的客户端时所用的名称。
其他计算机的 NetBackup 服务器列表中也有表示 jupiter 和 meteor 接口的条目。建
议采取这种设置，以便在配置中使服务器条目在所有客户端和服务器上保持一致。
其实，只需列出与面向客户端计算机或介质服务器的本地网络接口对应的主服务器
名称就足够了。（例如，对于 pluto，只需列出 meteor）。
对于显示的网络，唯一要求的配置就是策略客户端列表与服务器列表的差别。如果
所有的标准联网文件（主机、WINS、NIS、DNS 和路由表）都设置正确，则可以
建立所有要求的网络连接。

关于 bpclntcmd 实用程序
bpclntcmd 实用程序将 IP 地址解析为主机名，将主机名解析为 IP 地址。它与

NetBackup 应用程序模块使用相同的系统调用。以下目录包含可启动该实用程序的
命令：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

在 Windows 上，请在 MS-DOS 命令窗口中运行此 bpclntcmd 命令，以便可以看
到结果。
对测试主机名和 IP 地址解析功能有用的 bpclntcmd 选项包括 -ip、-hn、-sv 和
-pn。下列主题将逐一说明这些选项：
-ip

bpclntcmd -ip IP_Address
-ip 选项允许指定 IP 地址。bpclntcmd 使用 NetBackup 节点上的
gethostbyaddr()，且 gethostbyaddr() 返回与以下条目中定义的 IP 地址
对应的主机名：节点的 DNS、WINS、NIS 或本地 hosts 文件条目。它不建立与
NetBackup 服务器的连接。

-hn

bpclntcmd -hn Hostname
-hn 选项指定主机名。bpclntcmd 使用 NetBackup 节点上的 gethostbyname()
来获取与以下条目中定义的主机名相关联的 IP 地址：节点的 DNS、WINS、NIS
或本地 hosts 文件条目。它不建立与 NetBackup 服务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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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

bpclntcmd -sv
-sv 选项显示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版本号。

-pn

当 -pn 选项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运行，它将启动对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查
询。然后该服务器将信息返回到请求方客户端。首先，该服务器是服务器列表中
的第一个服务器。其次它显示服务器返回的信息。例如：
bpclntcmd -pn
expecting response from server rabbit.friendlyanimals.com
dove.friendlyanimals.com dove 123.145.167.3 57141
此命令示例还表明了以下事实：
■

■

expecting response from server rabbit.friendlyanimals.com
是客户端上的服务器列表中的主服务器条目。
dove.friendlyanimals.com 是主服务器返回的连接名称（对等名称）。
主服务器通过 gethostbyaddress() 获得该名称。

■

dove 是 NetBackup 策略客户端列表中配置的客户端名称。

■

123.145.167.3 是主服务器上客户端连接的 IP 地址。

■

57141 是客户端上连接的端口号。

使用 -ip 和 -hn 可验证某个 NetBackup 节点解析其他 NetBackup 节点的 IP 地址
及主机名的能力。
例如，要验证某台 NetBackup 服务器是否能连接到客户端，请执行以下操作：
■

在 NetBackup 服务器上，使用 bpclntcmd -hn 验证以下内容：操作系统可将
NetBackup 客户端（如策略的客户端列表中配置的那样）的主机名解析为 IP 地
址。该 IP 地址随后会用在节点路由表中，以路由来自 NetBackup 服务器的网络
消息。

■

在 NetBackup 客户端上，使用 bpclntcmd -ip 验证操作系统是否能够解析
NetBackup 服务器的 IP 地址。（IP 地址包含在到达客户端的网络接口的消息
中）。

注意：bpclntcmd 命令将消息记录到 usr/openv/netbackup/logs/bpclntcmd 目
录 (UNIX) 或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clntcmd (Windows)。对于
NetBackup 较早版本，bpclntcmd 日志将发送到 bplist 目录，而非 bpclntcmd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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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主机属性”窗口访问配置设置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主机属性”窗口可用于访问 NetBackup 客户端和服
务器的许多配置设置。例如，可以修改服务器列表、电子邮件通知设置以及服务器
和客户端的各种超时值。下面是使用此窗口的一般说明。
Windows 客户端上“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中的“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 对
话框仅允许更改运行该界面所在的本地计算机的 NetBackup 配置设置。“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对话框中的许多设置也可在“主机属性”窗口中找到。
使用“主机属性”窗口访问配置设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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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根据要配置的主机，选择“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

3

在“操作”菜单上，选择“属性”。

4

在“属性”对话框的左窗格中，单击相应的属性并进行所需的更改。

解决磁盘已满的问题
如果安装 NetBackup 的磁盘或文件系统已满（例如，装满了日志记录文件），则可
能会导致许多问题。NetBackup 可能会变得无响应。例如，即使所有的 NetBackup
进程和服务都在运行，NetBackup 作业也可能排队很长时间。
解决因 NetBackup 日志文件引起的磁盘已满问题

1

2

通过以下操作清理 NetBackup 安装目录的磁盘空间：
■

可能需要手动删除日志文件，降低日志记录级别，并调整日志保留期限以
便更快地自动删除日志文件。
有关日志记录级别、日志文件保留期限以及如何配置统一日志记录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

考虑将 NetBackup 统一日志记录文件移动到其他文件系统。

使用活动监视器确认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服务处于运行状态。
此服务在 UNIX 上是 NB_dbsrv 后台驻留程序，在 Windows 上是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管理器服务。

3

如果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服务停止，请注意以下几点：
■

不要停止 nbrb 服务。如果在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服务关闭时停止 nbrb
服务，则可能会导致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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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新启动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服务。

确认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服务处于运行状态。
如果没有运行，那么在您删除文件释放磁盘空间后，问题可能未能解决。必须
重新启动关系数据库服务，NetBackup 资源代理 (nbrb) 才能分配作业资源。

解决 NBDB 文件系统上的磁盘已满问题

1

关闭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

2

压缩分段作业目录并将副本放到安全的位置。
对于 UNIX：/usr/openv/db/staging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DB\staging
此副本是自上次目录库备份以来的数据库备份。

3

对数据库运行验证：
对于 UNIX：/usr/openv/db/bin/nbdb_admin -validate -full -verbose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 nbdb_admin
-validate -full -verbose

如果验证失败，请与 Veritas 支持部门联系。

4

如果验证成功，则运行数据库重建：
对于 UNIX：/usr/openv/db/bin/ >nbdb_unload -rebuild –verbose
对于 Windows：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 >nbdb_unload
-rebuild -verbose

如果重建失败，请与 Veritas 支持部门联系。

5

如果重建成功，则再次对数据库运行验证（步骤 3）。
如果此验证失败，请与 Veritas 支持部门联系。

6

启动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

7

尽快向包含 NBDB 的文件系统添加额外的空间。

解决其他文件系统（例如，二进制文件、根或映像目录库）上的磁盘已满问题

1

关闭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

2

确定文件系统已满的原因并采取更正措施。

3

启动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

4

确保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已正常运行，且未出现异常终止或错误。
如果出现错误，请与 Veritas 支持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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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的介质故障排除注意事项
冻结的介质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以下状态码之一：84、85、86、87 和
96。
对冻结的介质进行故障排除时，请注意下列事项：
■

使用 bpmedialist 命令访问 MediaDB 信息，包括介质状态（已冻结、已满或
者活动）。

■

要解冻介质，请使用 bpmedia 命令。在命令语法中指定包含冻结记录的介质服
务器。一次解冻一个介质。

■

冻结的介质不一定表示介质存在缺陷。NetBackup 可将冻结介质作为一种安全
措施，来防止出现进一步的错误、驱动器损坏或数据丢失。

■

调查冻结介质时所涉及的介质 ID、磁带驱动器或介质服务器的所有模式。

对冻结的介质进行故障排除时可参考的日志
对冻结的介质进行故障排除时，下列日志非常有用：
UNIX

■

来自冻结介质的介质服务器的 bptm 日志：
/usr/openv/netbackup/logs/bptm

Windows

■

管理员消息或操作系统的 syslog。

■

来自冻结介质的介质服务器的 bptm 日志：
install_dir\VERITAS\NetBackup\logs\bptm

■

Windows 事件查看器系统日志

■

Windows 事件查看器应用程序日志

将 bptm 进程日志的详细级别设置为 5，以帮助对所有介质和驱动器相关问题进行
故障排除。 即使设置了更高的详细级别，该日志也不会使用过多的驱动器空间或资
源。 当介质冻结时，bptm 日志可能包含活动监视器或问题报告的更多详细信息。
通过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在“主机属性”下更改各个介质服务器的日志记
录级别来设置其上 bptm 的详细级别。
请参见第 58 页的“冻结的介质故障排除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58 页的“关于导致介质冻结的情况”。

关于导致介质冻结的情况
下列情况会导致介质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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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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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期间，同一介质存在过多错误。 日志条目的示例如下所示：
FREEZING media id E00109, it has had at least 3 errors in the last
12 hour(s)

此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案包括：
驱动器有污物

请根据制造商的建议清洗冻结介质的驱动器。冻结的介质是驱
动器有污物的首要症状之一。

驱动器本身

请检查操作系统日志或设备驱动程序所报告的磁带设备错误。
如有错误，请按照硬件制造商针对此类错误给出的建议执行相
应操作。

SCSI 或主机总线适配 请检查操作系统日志或设备驱动程序所报告的 SCSI 或 HBA 设
器 (HBA) 级别的通信问 备错误。如有错误，请按照硬件制造商针对此类错误给出的建
题
议执行相应操作。
驱动器不受支持

确保磁带驱动器显示在 NetBackup 支持的硬件兼容性列表中。
此列表位于以下 Symantec 支持网站上：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upport/overview.jsp?pid=15143

介质不受支持

■

确保该介质支持与磁带驱动器供应商提供的磁带驱动器一起使
用。

在驱动器上发现意外的介质。 日志条目的示例如下所示：
Incorrect media found in drive index 2, expected 30349,
found 20244, FREEZING 30349

\

下列情况会导致此错误：

■

■

NetBackup 请求在驱动器中装入介质 ID。如果在磁带上实际记录的介质 ID
与 NetBackup 介质 ID 不同，则会冻结介质。如果需要清点机械手，或实际
更改了介质上的条形码，则会出现此错误。

■

其他 NetBackup 安装先前以不同的条形码规则向介质进行了写入。

■

机械手中的驱动器未在 NetBackup 内按顺序配置，或者为其配置了错误的磁
带路径。正确的机械手驱动器号对于正确装入和使用介质至关重要。 机械手
驱动器号通常基于驱动器序列号与磁带库中的驱动器序列号信息之间的关
系。 在您认为设备配置完成之前，必须对此编号进行验证。

介质包含非 NetBackup 格式。日志条目的示例如下所示：
FREEZING media id 000438, it contains MTF1-format data and cannot
be used for backups
FREEZING media id 000414, it contains tar-format data and can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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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used for backups
FREEZING media id 000199, it contains ANSI-format data and cannot
be used for backups

这些磁带库可能已通过 NetBackup 之外的方式进行了写入。默认情况下，
NetBackup 仅向空白介质或其他 NetBackup 介质写入。作为安全措施，将冻结
其他介质类型（DBR、TAR、CPIO、ANSI、MTF1 和重复利用的 Backup Exec
BE-MTF1 介质）。 通过使用下列步骤可更改此行为：
在 UNIX 上

要允许 NetBackup 重写异类介质，请将下列内容添加到 bp.conf
文件（位于相关介质服务器的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中）：
ALLOW_MEDIA_OVERWRITE
ALLOW_MEDIA_OVERWRITE
ALLOW_MEDIA_OVERWRITE
ALLOW_MEDIA_OVERWRITE
ALLOW_MEDIA_OVERWRITE
ALLOW_MEDIA_OVERWRITE

=
=
=
=
=
=

DBR
TAR
CPIO
ANSI
MTF1
BE-MTF1

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以使更改生效。
在 Windows 上

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上，转至“主机属性”>“介质服务器”
打开相关介质服务器的属性。
选择“介质”选项卡。
“允许介质重写”属性可覆盖 NetBackup 对特定介质类型的重写保
护。要禁用重写保护，请选择一个或多个列出的介质格式。 然后停
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以使更改生效。
不要选择某种异类介质类型进行重写，除非您确定要重写这种介质
类型。
有关每种介质类型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配置
指南》。

■

该介质是以前用于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的磁带。例如，日志条目可能如下所
示：
FREEZING media id 000067: it contains Symantec NetBackup (tm)
database backup data and cannot be used for backups.

介质已冻结，因为它是默认情况下 NetBackup 不会重写的旧目录库备份磁带。
bplabel 命令必须标注介质以重置介质头。
■

介质是人为冻结的。 出于各种管理原因，可以使用 bpmedia 命令手动冻结介
质。 如果不存在冻结介质的特定作业记录，则介质可能已被手动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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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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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受物理写保护。 如果介质有一个设置用于写保护的写保护口，则 NetBackup
会冻结该介质。

要解冻冻结的介质，请输入以下 bpmedia 命令：
# bpmedia -unfreeze -m mediaID -h media_server

media_server 变量是冻结介质的变量。 如果此项未知，请运行 bpmedialist 命令
并注意输出中列出的 Server Host:。以下示例显示介质服务器 denton 冻结了介质
div008：
# bpmedialist -m div008
Server Host = denton
ID

rl images allocated
last updated
density kbytes restores
vimages expiration
last read
<------- STATUS ------->
-----------------------------------------------------------------------DIV08

1

1
1

04/22/2014 10:12 04/22/2014 10:12
05/06/2014 10:12 04/22/2014 10:25

hcart
FRO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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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PBX 问题
NetBackup 的企业介质管理器 (EMM) 和其他服务需要一种称为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 的通用服务框架。与 vnetd 一样，PBX 有助于限制 NetBackup
的 CORBA 服务使用的 TCP/IP 端口数。
解决 PBX 问题

1

检查是否正确安装了 PBX。如果未安装 PBX，则 NetBackup 没有响应。请参
考以下过程：
请参见第 62 页的“检查 PBX 安装”。

2

检查 PBX 是否正在运行，根据需要使用以下过程启动 PBX：
请参见第 62 页的“检查 PBX 是否正在运行”。

3

检查是否正确配置了 PBX。如果未正确配置 PBX，则 NetBackup 没有响应。
请参考以下过程：
请参见第 63 页的“检查 PBX 是否已正确设置”。

4

通过使用以下过程访问并检查 PBX 日志：
请参见第 64 页的“访问 PBX 日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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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使用以下过程检查 PBX 安全性并更正任何问题：
请参见第 65 页的“对 PBX 安全性进行故障排除”。

6

检查必需的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是否正在运行。如有必要，请通过
使用以下过程启动所需的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
请参见第 66 页的“确定 PBX 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是否可用”。

检查 PBX 安装
NetBackup 需要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服务 (PBX)。PBX 可以在安
装 NetBackup 之前安装，也可以在安装 NetBackup 过程中安装。
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如果已卸载 PBX，则必须重新安装。
检查 PBX 安装

1

2

请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查找以下目录：
■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VxPBX

■

在 UNIX 上：/opt/VRTSpbx

要检查 PBX 的版本，请输入以下命令：
■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VxPBX\bin\pbxcfg -v

■

在 UNIX 上：/opt/VRTSpbx/bin/pbxcfg -v

检查 PBX 是否正在运行
在了解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安装了 PBX 之后，需要验证其是否正在运行。
查看 PBX 是否正在运行

1

在 UNIX 上，检查 PBX 进程：
ps | grep pbx_exchange

2

要在 UNIX 上启动 PBX，请输入以下内容：
/opt/VRTSpbx/bin/vxpbx_exchanged start

在 Windows 上，确保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服务已启动。（转到“开
始”>“运行”，然后输入 services.m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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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PBX 是否已正确设置
下面的两个设置对于 PBX 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Auth User（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
和 Secure Mode。在安装 PBX 时，会根据需要自动设置这两项。
检查 PBX 是否已正确设置

1

要显示当前 PBX 设置，请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 UNIX 上，键入以下内容：
/opt/VRTSpbx/bin/pbxcfg -p

输出示例：
Auth User:0 : root
Secure Mode: false
Debug Level: 10
Port Number: 1556
PBX service is not cluster configured
Auth User 必须为 root，而 Secure Mode 必须为 false。
■

在 Windows 上，键入以下内容：
install_path\VxPBX\bin\pbxcfg -p

输出示例：
Auth User:0 : localsystem
Secure Mode: false
Debug Level: 10
Port Number: 1556
PBX service is not cluster configured
Auth User 必须为 localsystem，而 Secure Mode 必须为 false。

2

根据需要重置 Auth User 或 Secure Mode：
■

将正确的用户添加到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列表中（UNIX 示例）：
/opt/VRTSpbx/bin/pbxcfg -a -u root

■

将 Secure Mode 设置为 false：
/opt/VRTSpbx/bin/pbxcfg -d -m

有关 pbxcfg 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 pbxcfg 手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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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PBX 日志
PBX 使用统一日志记录。PBX 日志写入：
■

/opt/VRTSpbx/log (UNIX)

■

install_path\VxPBX\log (Windows)

PBX 的统一日志记录创建者编号为 103。有关统一日志记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与 PBX 相关的错误消息可能显示在 PBX 日志中，也可能显示在 nbemm、nbpem、
nbrb 或 nbjm 的统一日志记录日志中。下面是与 PBX 相关的错误示例：
05/11/10 10:36:37.368 [Critical] V-137-6 failed to initialize ORB:
check to see if PBX is running or if service has permissions to
connect to PBX. Check PBX logs for details

访问 PBX 日志

1

可使用 vxlogview 命令查看 PBX 和其他统一日志。PBX 的创建者 ID 为 103。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vxlogview 手册页。
有关统一日志记录的主题，另请参见《NetBackup 日志记录参考指南》。

2

要更改 PBX 的日志记录级别，请输入以下命令：
pbxcfg -s -l debug_level

其中，debug_level 是介于 0 到 10 之间的数字，10 表示日志记录最为详细（默
认）。
要检查当前的详细信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pbxcfg -p

默认情况下，PBX 可能会将消息记录到 UNIX 系统日志（/var/adm/messages
或 /var/adm/syslog），或者记录到 Windows 事件日志。由于消息也会写入
到 PBX 日志中，因此系统日志可能被不必要的 PBX 日志消息填满：
UNIX：/opt/VRTSpbx/log
Windows:<install_path>\VxPBX\log

3

要禁止 PBX 向系统日志或事件日志中写入消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 vxlogcfg -a -p 50936 -o 103 -s LogToOslog=false

不必重新启动 PBX，此设置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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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PBX 安全性进行故障排除
PBX Secure Mode 必须设置为 false。如果 Secure Mode 为 true，则 NetBackup
命令（如 bplabel 和 vmoprcmd）将不起作用。PBX 消息与显示在
/opt/VRTSpbx/log (UNIX) 或 install_path\VxPBX\log (Windows) 中的以下消息
类似。
5/12/2008 16:32:17.477 [Error] V-103-11 User MINOV\Administrator
not authorized to register servers
5/12/2008 16:32:17.477 [Error] Unauthorized Server

对 PBX 安全性进行故障排除

1

验证 PBX Secure Mode 是否已设置为 false（默认）：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VxPBX\bin\pbxcfg -p

■

在 UNIX 上：
/opt/VRTSpbx/bin/pbxcfg -p

2

如有必要，请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将 Secure Mode 设置为 false：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VxPBX\bin\pbxcfg -d -m

■

在 UNIX 上：
/opt/VRTSpbx/bin/pbxcfg -d -m

3

停止 NetBackup：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

在 UNI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4

停止 PBX：
■

在 Windows 上：转至“开始”>“运行”，输入 services.msc，然后停止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服务。

■

在 UNIX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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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VRTSpbx/bin/vxpbx_exchanged stop

5

启动 PBX：
■

在 UNIX 上：
/opt/VRTSpbx/bin/vxpbx_exchanged start

■

6

在 Windows 上：转至“开始”>“运行”，输入 services.msc，然后启动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服务。

启动 NetBackup：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

在 UNI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确定 PBX 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是否可用
如果 NetBackup 未能按所配置的那样工作，可能是因为所需的 NetBackup 服务已
经停止。例如，可能未预定备份，或者虽然已预定，但备份未运行。 问题的类型取
决于哪个进程没有运行。
当 NetBackup 服务未在运行且其他进程尝试连接到该服务时，/opt/VRTSpbx/log
(UNIX) 或 install_path\VxPBX\log (Windows) 中将出现类似如下内容的消息。
PBX 的统一日志记录编号为 103，产品 ID 为 50936。
05/17/10 9:00:47.79
05/17/10 9:00:47.79
05/17/10 9:00:47.79
extension=EMM
05/17/10 9:00:47.80
05/17/10 9:00:47.80
05/17/10 9:00:47.80

[Info] PBX_Manager:: handle_input with fd = 4
[Info] PBX_Client_Proxy::parse_line, line = ack=1
[Info] PBX_Client_Proxy::parse_line, line =
[Info] hand_off looking for proxy for = EMM
[Error] No proxy found.
[Info] PBX_Client_Proxy::handle_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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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PBX 后台驻留程序或服务是否可用

1

启动所需的服务。
在此示例中，缺少的 NetBackup 服务是 EMM。要启动所需的服务，请输入
nbemm 命令 (UNIX)，或者启动 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器服务（Windows；
转到“开始”>“运行”，然后输入 services.msc）。

2

如有必要，请停止并重新启动所有 NetBackup 服务。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

在 UNI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关于自动映像复制故障排除
自动映像复制操作将使用至少两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域中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请验证这两个主服务器是否遵循以下规则：
■

源主服务器域中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的名称必须与目标主服务器域中的
SLP 名称匹配。这些名称区分大小写。
注意：如果复制到特定目标（目标 AIR），则必须先创建导入 SLP，然后在原
始域中创建自动映像复制 SLP。然后，您可选择适当的导入 SLP。

■

源主服务器域中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数据分类必须与目标主服务器域中 SLP
策略的数据分类相匹配。

■

源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复制到远程主服务器副本必须使用分层复制，且必须
指定其驻留位置能够进行复制操作的源副本。（磁盘池复制列必须显示“源”。）

■

目标域中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必须指定其第一个副本的导入。该导入的驻留位
置必须包括作为源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源副本的复制伙伴的设备。导入副本可
以指定一个存储单元组或一个存储单元，但不能指定“任何可用的”。

■

目标域中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必须至少有一个指定了“远程保留”类型的副本。

67

故障排除过程
关于自动映像复制故障排除

自动映像复制故障排除
自动映像复制将在一个 NetBackup 域中生成的备份复制到一个或多个 NetBackup
域中的另一台介质服务器。
注意：尽管自动映像复制支持跨不同主服务器域进行复制，但 Replication Director
不支持此功能。
自动映像复制的运行方式与任何复制作业类似，但其作业不包含写入端。此类作业
必须在运行 NetBackup 7.1 或更高版本的介质服务器上运行。它还必须占用被源映
像所在磁盘卷中的读取资源。如果没有具有 NetBackup 7.1 或更高版本的介质服务
器，作业将失败，状态为 800。
自动映像复制作业在磁盘卷级别运行。在源副本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所指定的存
储单元内，某些磁盘卷可能不支持复制操作，且某些介质服务器可能未运行
NetBackup 7.1 或更高版本。可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磁盘池”界
面来验证映像所在的磁盘卷是否支持复制操作。如果该界面显示磁盘卷不是复制
源，请单击“更新磁盘卷”或“刷新”更新磁盘池中的磁盘卷。如果问题仍然存
在，请检查您的磁盘设备配置。
以下过程基于在某个 OpenStorage 配置中运行的 NetBackup。此配置会与使用自
动映像复制的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MSDP) 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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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动映像复制作业进行故障排除

1

使用以下命令显示存储服务器信息：
# bpstsinfo -lsuinfo -stype PureDisk -storage_server
storage_server_name

输出示例：
LSU Info:
Server Name: PureDisk:ss1.acme.com
LSU Name: PureDiskVolume
Allocation : STS_LSU_AT_STATIC
Storage: STS_LSU_ST_NONE
Description: PureDisk storage unit (/ss1.acme.com#1/2)
Configuration:
Media: (STS_LSUF_DISK | STS_LSUF_ACTIVE | STS_LSUF_STORAGE_NOT_FREED
| STS_LSUF_REP_ENABLED | STS_LSUF_REP_SOURCE)
Save As : (STS_SA_CLEARF | STS_SA_OPAQUEF | STS_SA_IMAGE)
Replication Sources: 0 ( )
Replication Targets: 1 ( PureDisk:bayside:PureDiskVolume )
...

此输出显示了 PureDiskVolume 的逻辑存储单元 (LSU) 标志
STS_LSUF_REP_ENABLED 和 STS_LSUF_REP_SOURCE。PureDiskVolume
是复制源，并且已针对自动映像复制启用。

2

要验证 NetBackup 是否能够识别这两个标志，请运行以下命令：
# nbdevconfig -previewdv -stype PureDisk -storage_server
storage_server_name -media_server media_server_name -U
Disk Pool Name
:
Disk Type
: PureDisk
Disk Volume Name
: PureDiskVolume
...
Flag
: ReplicationSource
...
ReplicationSource 标志表明 NetBackup 能够识别这两个 LSU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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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通过使用原始输出显示复制目标，请运行以下命令：
# nbdevconfig -previewdv -stype PureDisk -storage_server
storage_server_name -media_server media_server_name
V7.0 DiskVolume < "PureDiskVolume" "PureDiskVolume" 46068048064
46058373120 0 0 0 16 1 >
V7.0 ReplicationTarget < "bayside:PureDiskVolume" >

显示内容表明复制目标是名为 bayside 的一台存储服务器，且 LSU（卷）名
称为 PureDiskVolume。

4

要确认 NetBackup 是否正确地捕获了此配置，请运行以下命令：
# nbdevquery -listdv -stype PureDisk -U
Disk Pool Name
: PDpool
Disk Type
: PureDisk
Disk Volume Name
: PureDiskVolume
...
Flag
: AdminUp
Flag
: InternalUp
Flag
: ReplicationTarget
Num Read Mounts
: 0
...

此列表说明已在磁盘池 PDPool 中配置了磁盘卷 PureDiskVolume，且 NetBackup
能够识别源端中的复制功能。目标端中类似的 nbdevquery 命令应为其磁盘卷
显示 ReplicationTarget。

5

如果 NetBackup 不能识别复制功能，请运行以下命令：
# nbdevconfig -updatedv -stype PureDisk -dp PDpool

6

要确认是否有使用此磁盘池的存储单元，请运行以下命令：
# bpstulist
PDstu 0 _STU_NO_DEV_HOST_ 0 -1 -1 1 0 "*NULL*"
1 1 51200 *NULL* 2 6 0 0 0 0 PDpool *NULL*

输出表明存储单元 PDstu 使用磁盘池 PD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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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以下命令，检查该磁盘池的设置：
nbdevquery -listdp
Disk Pool Name
:
Disk Pool Id
:
Disk Type
:
Status
:
Flag
:
...
Flag
:
Flag
:
Raw Size (GB)
:
Usable Size (GB) :
Num Volumes
:
High Watermark
:
Low Watermark
:
Max IO Streams
:
Comment
:
Storage Server
:

-stype PureDisk -dp PDpool -U
PDpool
PDpool
PureDisk
UP
Patchwork
OptimizedImage
ReplicationTarget
42.88
42.88
1
98
80
-1
ss1.acme.com (UP)

“最大 IO 流”设置为 -1，这表示该磁盘池的输入-输出流不受限制。

8

要检查介质服务器，运行以下命令：
# tpconfig -dsh -all_hosts
==============================================================
Media Server:
ss1.acme.com
Storage Server:
ss1.acme.com
User Id:
root
Storage Server Type:
BasicDisk
Storage Server Type:
SnapVault
Storage Server Type:
PureDisk
==============================================================

该磁盘池只有一个介质服务器，即 ss1.acme.com。 您已完成存储配置的验证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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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存储生命周期策略配置。要运行自动映像复制，源
副本必须位于存储单元 PDstu 上。运行以下命令（例如）：
nbstl woodridge2bayside -L
Name: woodridge2bayside
Data Classification:
Duplication job priority:
State:
Version:
Destination 1
Use for:
Storage:
Volume Pool:
Server Group:
Retention Type:
Retention Level:
Alternate Read Server:
Preserve Multiplexing:
Enable Automatic Remote Import:
State:
Source:
Destination ID:
Destination 2
Use for:
Storage:
Volume Pool:
Server Group:
...
Preserve Multiplexing:
Enable Automatic Remote Import:
State:
Source:
Destination ID:

(none specified)
0
active
0
backup
PDstu
(none specified)
(none specified)
Fixed
1 (2 weeks)
(none specified)
false
true
active
(client)
0
3 (replication to remote master)
Remote Master
(none specified)
(none specified)
false
false
active
Destination 1 (backup:PDstu)
0

要对自动映像复制作业流进行故障排除，使用的命令行应与用于其他存储生命
周期策略所管理作业的命令行相同。例如，要列出已复制到远程主服务器的映
像，请运行以下命令：
nbstlutil list -copy_type replica -U -copy_state 3

要列出尚未复制到远程主服务器的映像（无论是暂停还是失败），请运行以下
命令：
nbstlutil list -copy_type replica -U -copy_incomplete

故障排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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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要显示已完成复制副本的状态，请运行以下命令：
nbstlutil repllist -U
Image:
Master Server
Backup ID
Client
Backup Time
Policy
Client Type
Schedule Type
Storage Lifecycle Policy
Storage Lifecycle State
Time In Process
Data Classification ID
Version Number
OriginMasterServer
OriginMasterServerID
Import From Replica Time
Required Expiration Date
Created Date Time
Copy:
Master Server
Backup ID
Copy Number
Copy Type
Expire Time
Expire LC Time
Try To Keep Time
Residence
Copy State
Job ID
Retention Type
MPX State
Source
Destination ID
Last Retry Tim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s1.acme.com
woodridge_1287610477
woodridge
1287610477 (Wed Oct 20 16:34:37 2010)
two-hop-with-dup
0
0
woodridge2bayside2pearl_withdup
3 (COMPLETE)
1287610545 (Wed Oct 20 16:35:45 2010)
(none specified)
0
(none specified)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Wed Dec 31 18:00:00 1969)
0 (Wed Dec 31 18:00:00 1969)
1287610496 (Wed Oct 20 16:34:56 2010)

ss1.acme.com
woodridge_1287610477
102
3
1290288877 (Sat Nov 20 15:34:37 2010)
1290288877 (Sat Nov 20 15:34:37 2010)
1290288877 (Sat Nov 20 15:34:37 2010)
Remote Master
3 (COMPLETE)
25
0 (FIXED)
0 (FALSE)
1
1287610614

Replication Destination:
Source Master Server: ss1.acme.com
Backup ID
: woodridge_1287610477
Copy Number
: 102

故障排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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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Machine
Target Info
Remote Master

: bayside
: PureDiskVolume
: (none specified)

关于对自动导入作业进行排除故障
由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SLP) 组件管理的自动导入作业与旧式导入作业不同。自动导
入作业会异步通知 NetBackup 需要导入一个映像。此外，自动映像复制作业会将目
录库条目提供给存储设备，这样该作业就不必读取整个映像了。自动导入作业从存
储设备读取目录库记录，并将其添加到它自己的目录库。此过程非常快，以便
NetBackup 对映像进行批处理以提高导入效率。暂停导入是已通知 NetBackup 但
尚未发生导入的状态。
我们提供了有关自动导入和如何调整导入管理器进程的批处理间隔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来自存储服务器的通知事件会提供以下信息：映像名称、存储服务器上读取此映像
的目录库的位置以及处理映像的 SLP 名称。按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名称和磁盘卷对自
动导入作业的映像进行批处理。导入作业会占用磁盘卷上的输入-输出流。
要查看暂停导入的映像，请运行以下命令：
# nbstlutil pendimplist -U
Image:
Master Server
:
Backup ID
:
Client
:
Backup Time
:
Policy
:
Client Type
:
Schedule Type
:
Storage Lifecycle Policy :
Storage Lifecycle State :
Time In Process
:
Data Classification ID
:
Version Number
:
OriginMasterServer
:
OriginMasterServerID
:
Import From Replica Time :
Required Expiration Date :
Created Date Time
:
Copy:
Master Server

bayside.min.veritas.com
gdwinlin04_1280299412
gdwinlin04
1280299412 (Wed Jul 28 01:43:32 2010)
(none specified)
0
0
(none specified)
1 (NOT_STARTED)
0 (Wed Dec 31 18:00:00 1969)
(none specified)
0
master_tlk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Wed Dec 31 18:00:00 1969)
0 (Wed Dec 31 18:00:00 1969)
1287678771 (Thu Oct 21 11:32:51 2010)

: bayside.min.verit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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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up ID
Copy Number
Copy Type
Expire Time
Expire LC Time
Try To Keep Time
Residence
Copy State
Job ID
Retention Type
MPX State
Source
Destination ID
Last Retry Time

:
:
:
:
:
:
:
:
:
:
:
:
:
:

gdwinlin04_1280299412
1
4
0 (Wed Dec 31 18:00:00 1969)
0 (Wed Dec 31 18:00:00 1969)
0 (Wed Dec 31 18:00:00 1969)
(none specified)
1 (NOT_STARTED)
0
0 (FIXED)
0 (FALSE)
0

Fragment:
Master Server
Backup ID
Copy Number
Fragment Number
Resume Count
Media ID
Media Server
Storage Server
Media Type
Media Sub-Type
Fragment State
Fragment Size
Delete Header
Fragment ID

:
:
:
:
:
:
:
:
:
:
:
:
:
:

bayside.min.veritas.com
gdwinlin04_1280299412
1
-2147482648
0
@aaaab
bayside.min.veritas.com
bayside.min.veritas.com
0 (DISK)
0 (DEFAULT)
1 (ACTIVE)
0
1
gdwinlin04_1280299412_C1_IM

0

对自动导入作业和自动导入事件所执行的操作视下表中所示情况而定。
操作

情况

自动导入作业队列

此磁盘卷没有可用的介质服务器或 I/O 流。

自动导入作业从未开始（副本停留在存
储生命周期状态 1）

■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处于不活动状态。

■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导入目标处于不活动状态。

■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位于两个会话之间。

■

该映像已超出延长重试计数，并且延长重试时
间尚未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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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情况

放弃自动导入事件并忽略映像

■

■

启动了自动导入作业，但在某些情况下， ■
该映像已失效并被删除以清理磁盘空间。
该事件在“问题”报告或 bperror 输出 ■
中记录了一个错误。导入作业正在运行，
但是该映像导入失败，显示的状态码在 ■
1532-1535 范围内。

该事件指定了一个已存在于此主服务器的目录
库中的备份 ID。
该事件指定了一个磁盘卷，但是尚未在
NetBackup 中为此存储服务器配置该磁盘卷。
事件中指定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不包含导入目
标。
事件中指定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包含导入目标，
但是其驻留位置不包括事件指定的磁盘卷。
指定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不存在。默认情况下，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实用程序会自动使用正
确的名称创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确保目标主
服务器中存在具有相同大小写名称的存储生命
周期策略。
我们提供了有关存储生命周期策略配置选项的
更多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有关上述情况，请查看“问题”报告或 bperror 列表。
要对自动导入作业的作业流程进行故障排除，所用命令行与其他由存储生命周期策
略管理的作业所用的命令行相同。要列出 NetBackup 已从存储接收到通知但尚未启
动导入（暂停或失败）的映像，请使用先前提到的命令或运行以下命令：
# nbstlutil list -copy_type import -U -copy_incomplete

要列出已自动导入的映像，请运行以下命令：
# nbstlutil list -copy_type
Master Server
:
Backup ID
:
Client
:
Backup Time
:
Policy
:
Client Type
:
Schedule Type
:
Storage Lifecycle Policy :
Storage Lifecycle State :
Time In Process
:
Data Classification ID
:
Version Number
:
OriginMasterServer
:
OriginMasterServerID
:

import -U -copy_state 3 -U
bayside.min.veritas.com
woodridge_1287610477
woodridge
1287610477 (Wed Oct 20 16:34:37 2010)
two-hop-with-dup
0
0
woodridge2bayside2pearl_withdup
3 (COMPLETE)
1287610714 (Wed Oct 20 16:38:34 2010)
(none specified)
0
woodridge.min.veritas.com
f5cec09a-da74-11df-8000-f5b9412d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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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 From Replica Time : 1287610672 (Wed Oct 20 16:37:52 2010)
Required Expiration Date : 1290288877 (Sat Nov 20 15:34:37 2010)
Created Date Time
: 1287610652 (Wed Oct 20 16:37:32 2010)

在导入映像之前，OriginMasterServer、OriginMasterServerID、从副本导入的
时间和所需的截止日期都是未知的，因此暂停记录可能如下所示：
Image:
Master Server
Backup ID
Client
Backup Time
Policy
Client Type
Schedule Type
Storage Lifecycle Policy
Storage Lifecycle State
Time In Process
Data Classification ID
Version Number
OriginMasterServer
OriginMasterServerID
Import From Replica Time
Required Expiration Date
Created Date Time

:
:
:
:
:
:
:
:
:
:
:
:
:
:
:
:
:

bayside.min.veritas.com
gdwinlin04_1280299412
gdwinlin04
1280299412 (Wed Jul 28 01:43:32 2010)
(none specified)
0
0
(none specified)
1 (NOT_STARTED)
0 (Wed Dec 31 18:00:00 1969)
(none specified)
0
master_tlk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Wed Dec 31 18:00:00 1969)
0 (Wed Dec 31 18:00:00 1969)
1287680533 (Thu Oct 21 12:02:13 2010)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 OriginMasterServer 可能为空，但在此处不为空。对自动映像
复制进行级联时，主服务器会发送通知。

对网络接口卡性能进行故障排除
如果备份作业或还原作业运行缓慢，请确认网络接口卡 (NIC) 设置为全双工。半双
工通常会导致性能降低。
注意：如果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中的 NIC 已更改，或者服务器的 IP
地址发生更改，CORBA 通信可能会中断。要解决这种情况，请停止再重新启动
NetBackup。
要获得有关查看和重置特定主机或设备的双工模式的帮助，请参见制造商提供的文
档。如果文档没有帮助，请执行以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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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到包含要对其双工模式进行检查的网络接口卡的主机。

2

输入以下命令来查看当前的双工设置。
ifconfig -a

在某些操作系统上，此命令为 ipconfig。
以下是来自 NAS 文件服务器的输出示例：
e0: flags=1948043<UP,BROADCAST,RUNNING,MULTICAST,TCPCKSUM> mtu
1500
inet 10.80.90.91 netmask 0xfffff800 broadcast 10.80.95.255
ether 00:a0:98:01:3c:61 (100tx-fd-up) flowcontrol full
e9a: flags=108042<BROADCAST,RUNNING,MULTICAST,TCPCKSUM> mtu 1500
ether 00:07:e9:3e:ca:b4 (auto-unknown-cfg_down) flowcontrol full
e9b: flags=108042<BROADCAST,RUNNING,MULTICAST,TCPCKSUM> mtu 1500
ether 00:07:e9:3e:ca:b5 (auto-unknown-cfg_down) flowcontrol full

在此示例中，显示 100tx-fd-up 的网络接口正以全双工模式运行。只有列表中
的第一个接口 e0 为全双工模式。
建议不要设置为 auto，因为设备可以自动协商为使用半双工。

3

可以使用 ifconfig（或 ipconfig）命令重置为双工模式。例如：
ifconfig e0 mediatype 100tx-fd

4

对于大部分主机，可以永久性地设置为全双工模式，例如可在主机的 /etc/rc 文
件中执行此设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主机的文档。

关于 bp.conf 文件中的 SERVER 条目
在 UNIX 和 Linux 计算机上，客户端 bp.conf 文件中的每个 SERVER 条目都必须为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即，每个列为 SERVER 的计算机都必须安装有
NetBackup 主服务器软件或介质服务器软件。如果某个客户端名称被错误地列为服
务器，则不能启动该客户端上的客户端服务。
如果某个 bp.conf SERVER 条目指定了一台仅作为 NetBackup 客户端的计算机，则
通过光纤通道进行的 SAN 客户端备份或还原可能无法启动。在这种情况下，请确
定 nbftclnt 进程是否正在该客户端上运行。如果未运行，请检查 nbftclnt 统一
日志记录文件 (OID 200) 以了解错误信息。您可能会在 nbftclnt 日志中看到下面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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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cense is expired or this is not a NBU server.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Note: unless NBU server, the host name can't be
listed as server in NBU configuration.

请删除或更正 bp.conf 文件中的 SERVER 条目，在客户端上重新启动 nbftclnt，
然后重试此操作。
注意：客户端上的 nbftclnt 进程必须处于运行状态，您才能通过光纤通道启动
SAN 客户端备份或还原操作。

关于存储单元不可用的问题
NetBackup 作业有时会因存储单元不可用而失败，这是由于磁盘驱动器或磁带驱动
器已关闭或配置错误而造成的。NetBackup 进程会将消息记录到 NetBackup 错误
日志中，这有助于您查明并解决此类问题。
另外，活动监视器中的“作业详细信息”对话框包含描述下面几项的消息：
■

作业请求的资源

■

授权（分配）的资源。

如果作业在排队等待资源，则“作业详细信息”对话框将列出作业正在等待的资
源。三种类型的消息分别以下面的标头开始：
requesting resource ...
awaiting resource ...
granted resource ...

解决 Windows 上的 NetBackup 管理操作失败
属于管理员组的用户试图执行某些 NetBackup 操作时，操作可能会失败并出现以下
错误，其中 command 是 NetBackup 管理员命令：
command: terminating - cannot open debug file: Permission denied (13)

在 Windows 上启用“用户帐户控制：以管理员批准模式运行所有管理员”安全设
置时，用户具有有限的权限。来自管理员组的用户不允许管理 NetBackup。
按照以下方法禁用此安全设置：“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
地策略”>“安全选项”>“用户帐户控制: 以管理员批准模式运行所有管理员”>“禁
用”。

故障排除过程
在 UNIX 计算机上解析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显示的乱码文本。

图 2-5

“本地安全策略”面板

禁用该安全设置后，用户便可以成功执行 NetBackup 操作。

在 UNIX 计算机上解析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显示
的乱码文本。
如果在 UNIX 计算机的“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发现乱码文本或无法查看非英
文文本，请执行以下步骤：
1.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 locale。

2.

确保将 LC_CTYPE 设置为要显示的区域设置对应的值。
例如，如果将 LC_CTYPE 设置为 en_US.UTF -8，控制台中将以美式英文显示
文本。
如果将 LC_CTYPE 设置为 fr_FR.UTF8，控制台中将以法文显示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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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NetBackup 实用程序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故障排除实用程序

■

关于 NetBackup 调试日志分析实用程序

■

关于日志记录助理

■

关于网络故障排除实用程序

■

关于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

关于 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实用程序 (NBCC)

■

关于 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修复 (NBCC) 实用程序

■

关于 nbcplogs 实用程序

■

关于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关于 NetBackup 故障排除实用程序
可以借助下面几个实用程序诊断 NetBackup 问题。NetBackup 调试日志分析实用
程序和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在故障排除中特别有用。
表 3-1
实用程序

故障排除实用程序
描述

NetBackup 调试日志分析实 它们通过提供作业调试日志的合并视图，增强了 NetBackup 的
用程序
现有调试功能。
请参见第 82 页的“关于 NetBackup 调试日志分析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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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程序

描述

日志记录助理

可简化支持案例的证据收集。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

网络故障排除实用程序

■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以及 NetBackup 管理控
制台的联机帮助。

■

Symantec 日志记录助理常见问题解答：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04256

它们验证 NetBackup 内部和外部网络配置的各个方面，以确保
不存在错误配置。
请参见第 86 页的“关于网络故障排除实用程序”。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它查询主机并收集有关 NetBackup 和操作系统的相应诊断信
息。
请参见第 86 页的“关于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实用 它分析与磁带介质相关的 NetBackup 配置、目录库和数据库信
程序 (NBCC)
息部分的完整性。
请参见第 92 页的“关于 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实用程序
(NBCC)”。
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修复 它处理数据库目录库修复操作并自动应用获准的建议修复操作。
(NBCCR) 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修复 (NBCC) 实
用程序”。
nbcplogs 实用程序

它简化了收集日志并将其传送到 Symantec 技术支持部门的作
业。
请参见第 102 页的“关于 nbcplogs 实用程序”。

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与机械手外围设备直接通信。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关于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关于 NetBackup 调试日志分析实用程序
调试日志分析实用程序通过提供作业调试日志的合并视图，增强了 NetBackup 的现
有调试功能。
NetBackup 作业跨越多个分布在不同服务器上的进程。
要跟踪 NetBackup 作业，您必须查看并关联多个主机上的多个日志文件中的消息。
日志分析实用程序提供作业调试日志的合并视图。此类实用程序扫描日志，查找所
遍历的所有进程或针对作业运行的所有进程。实用程序可以依据客户端、作业 ID、
作业的开始时间及与作业关联的策略来合并作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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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介绍了日志分析实用程序。要查看每个实用程序的参数、限制和使用示例，
请使用带有 -help 选项的命令。所有命令都需要管理权限。日志分析实用程序可用
于 NetBackup 服务器支持的所有平台。
注意：这些实用程序必须在支持的平台上启动。但是，这些实用程序可以从大多数
适用于 UNIX 和 Windows 的 NetBackup 客户端和服务器平台分析调试日志文件。
表 3-2

NetBackup 调试日志分析实用程序

实用程序

描述

backupdbtrace

合并指定的 NetBackup 数据库备份作业的调试日志消息，并将这些消息写入标准输出。这些
消息按时间排序。backupdbtrace 会尝试补偿远程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时区变化和时钟
偏移。
您至少需要在主服务器上对 admin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在介质服务器上对 bptm 和 bpbkar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将详细日志记录级别设置为 5。并且除了已标识
的进程外，还要为主服务器上的 bpdbm 以及所有服务器上的 bpcd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
以下指南中提供了 backupdbtrace 的完整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backuptrace

将与指定的备份作业（包括联机的目录库（热）备份）相关的调试日志行复制到标准输出。
backuptrace 实用程序可用于常规文件系统、数据库扩展和备用备份方法备份作业。该实
用程序合并指定的 NetBackup 作业的调试日志。该实用程序将相关的调试日志消息写入标准
输出，并按时间对消息进行排序。backuptrace 会尝试补偿远程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时
区变化和时钟偏移。输出格式比较合理，可以更方便地按时间戳、程序名以及服务器或客户
端名称对消息进行排序或 grep。
backuptrace 实用程序处理主服务器上的 nbpem、nbjm 和 nbrb 日志。您应该在介质服
务器上对 bpbrm 和 bptm 或 bpdm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在客户端上对 bpbkar 启用调试日志
记录。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将详细日志记录级别设置为 5。并且除了已标识的进程外，还
要为主服务器上的 bpdbm 和 bprd 以及所有服务器和客户端上的 bpcd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
以下指南中提供了 backuptrace 的完整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bpgetdebuglog

backuptrace 和 restoretrace 的助手程序。它还可用作独立程序并可用于所有 NetBackup
服务器平台。
bpgetdebuglog 会将指定的调试日志文件的内容输出至标准输出。如果仅指定了远程计算
机参数，bpgetdebuglog 会将本地计算机和远程计算机之间的时钟偏移秒数显示到标准输
出。
以下指南中提供了 bpgetdebuglog 的完整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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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程序

描述

duplicatetrace

合并指定的 NetBackup 复制作业的调试日志，并将这些日志写入标准输出。这些消息按时间
排序。duplicatetrace 会尝试补偿远程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时区变化和时钟偏移。
您至少需要在主服务器上对 admin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在介质服务器上对 bptm 或 bpdm 启
用调试日志记录。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将详细日志记录级别设置为 5。并且除了已标识的
进程外，还要为主服务器上的 bpdbm 以及所有服务器和客户端上的 bpcd 启用调试日志记
录。
以下指南中提供了 duplicatetrace 的完整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importtrace

合并指定的 NetBackup 导入作业的调试日志消息，并将这些日志消息写入标准输出。这些消
息按时间排序。importtrace 会尝试补偿远程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时区变化和时钟偏移。
您至少需要在主服务器上对 admin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对于 bpbrm，必须在介质服务器上
对 bptm 和 tar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将详细日志记录级别设置为 5。
并且除了已标识的进程外，还要为主服务器上的 bpdbm 以及所有服务器和客户端上的 bpcd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
以下指南中提供了 importtrace 的完整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restoretrace

将与指定的还原作业相关的调试日志行复制到标准输出。
restoretrace 实用程序可合并指定的 NetBackup 还原作业的调试日志。该实用程序将与
指定作业相关的调试日志消息写入标准输出，并按时间对这些消息进行排序。restoretrace
会尝试补偿远程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的时区变化和时钟偏移。输出格式比较合理，可以更方
便地按时间戳、程序名以及服务器或客户端名称对消息进行排序或 grep。
您至少需要在主服务器上对 bprd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在介质服务器上对 bpbrm 和 bptm 或
bpdm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在客户端上对 tar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将
详细日志记录级别设置为 5。在主服务器上对 bpdbm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且在所有服务器和
客户端上对 bpcd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
以下指南中提供了 restoretrace 的完整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verifytrace

合并指定的验证作业的调试日志消息，并将这些日志消息写入标准输出。这些消息按时间排
序。verifytrace 命令会尝试补偿远程服务器和客户端之间的时区变化及时钟偏移。
您至少需要在主服务器上对 admin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在介质服务器上对 bpbrm、bptm
（或 bpdm）和 tar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为了获得最佳效果，请将详细日志记录级别设置为
5。并且除了已标识的进程外，还要为主服务器上的 bpdbm 以及所有服务器和客户端上的
bpcd 启用调试日志记录。
以下指南中提供了 verifytrace 的完整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分析实用程序具有以下限制：
■

不分析介质和设备管理日志。

■

旧式调试日志文件必须位于服务器和客户端上的标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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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

/usr/openv/netbackup/logs/<PROGRAM_NAME>/log.mmddyy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PROGRAM_NAME>\mmddyy.log

以后可能会添加一个选项，允许分析的日志文件位于其他路径中。
注意：对于使用统一日志记录的进程，将自动创建日志目录。

■

合并的调试日志可能包含不相关进程的消息。可以忽略时间戳不在作业的持续
时间内且来自以下进程的消息：bprd、nbpem、nbjm、nbrb、bpdbm、bpbrm、
bptm、bpdm 和 bpcd。

日志分析实用程序的输出行采用以下格式：
daystamp.millisecs.program.sequence machine log_line
daystamp

日志的日期，采用 yyyymmdd 格式。

millisecs

本地计算机上自午夜以来的毫秒数。

program

所记录的程序的名称（BPCD、BPRD 等）。

sequence

调试日志文件内的行号。

machine

NetBackup 服务器或客户端的名称。

log_line

在调试日志文件中实际出现的行。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关于日志记录助理
如需有关 NetBackup 问题的帮助，可以使用日志记录助理为 Symantec 技术支持收
集证据。不会要求您浏览 NetBackup 调试日志以提供线索或自行解释。调试日志是
供 Symantec 技术支持分析之用。
可在下列 Symantec 文档中找到有关日志记录助理的详细信息：
■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以及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联机帮助。

■

Symantec 日志记录助理常见问题解答：
http://www.symantec.com/docs/TECH20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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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网络故障排除实用程序
一组实用程序（命令），可验证 NetBackup 内部和外部网络配置的各个方面，以确
保不存在错误配置。这些实用程序还可以针对它们找到的任何错误提供用户友好的
消息。
网络配置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

硬件级别、操作系统级别和 NetBackup 级别的设置。
例如，正确的 DNS 查找、防火墙端口打开以及网络路由和连接。NetBackup
Domain Network Analyzer (nbdna) 可验证此配置。

■

验证 NetBackup 级别设置的一组实用程序。
这些实用程序包括 bptestbpcd 和 bptestnetconn，它们验证的设置包括
CONNECT_OPTIONS 和 CORBA 端点选择。

表 3-3

网络故障排除实用程序

实用程序

描述

bptestbpcd

尝试建立从 NetBackup 服务器到另一个 NetBackup 系统上的 bpcd
后台驻留程序的连接。如果成功，它将报告建立的套接字的相关信
息。
有关 bptestbpcd 的完整描述，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
南》。

bptestnetconn

执行若干帮助分析任何指定的主机列表中的 DNS 和连接问题的任
务。此列表包括 NetBackup 配置中的服务器列表。要帮助解决使用
CORBA 通信的服务之间的连接问题，bptestnetconn 可以执行
并报告对指定服务的 CORBA 连接。
以下指南中提供了 bptestnetconn 的完整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nbdna (NetBackup
Domain Network
Analyzer)

评估 NetBackup 域中的主机名。 nbdna 实用程序自身可发现
NetBackup 域并评估主机名信息，然后测试与这些主机名的连接并
验证其网络关系状态。
难以在 NetBackup 域中评估网络连接。NetBackup 域可以在复杂
的网络拓扑结构中扩展到数百个服务器以及数千个客户端。
以下指南中提供了 nbdna 的完整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
南》。

关于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是一个命令行工具。它查询主机并收集关于
NetBackup 和操作系统的相应诊断信息。nbsu 可以对要收集的诊断信息的类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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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量的控制。例如，您可以获得关于 NetBackup 配置设置、特定故障排除区域或
者 NetBackup 或介质管理作业状态码的信息。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位于以下位置：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support/nbsu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support\nbsu.exe

Symantec 建议在下列情况下运行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

要获得所安装的 NetBackup 上的基线数据。如果您后期遇到问题，这些数据将
会很有用。

■

要记录 NetBackup 或操作系统环境中的更改。定期运行 nbsu 以使基线数据保
持最新。

■

要帮助发现 NetBackup 或操作系统的问题。

■

向 Symantec 技术支持报告问题。

下列建议可帮助您更有效地运行 nbsu 实用程序：
■

有关 nbsu 的完整描述，包括示例以及如何收集诊断信息以发送到 Symantec 技
术支持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

要进行故障排除，请在系统处于发生问题时的状态时运行 nbsu。例如，不要在
发生错误或者对服务器或网络进行了更改之后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进程。
如果这样做，nbsu 可能无法收集问题的关键信息。

■

如果 NetBackup 组件不起作用（例如，bpgetconfig 不返回信息），则 nbsu
可能无法在系统上正常报告。对于这些情况，请使用 -nbu_down 命令行选项忽
略需要 NetBackup 正在运行这一要求。

如果 nbsu 未按预期执行，请尝试以下操作：
■

默认情况下，nbsu 将错误消息发送到标准错误 (STDERR)，同时将这些消息包括
在输出文件的标头 STDERR 下。请注意，查看 nbsu 错误消息，有下面几种备选
方法：
将 nbsu 错误消息
重定向到标准输出
(STDOUT)

输入以下命令：
■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support/nbsu 2>&1
■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support\nbsu.ex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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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包括错误消息在
内的所有 nbsu 屏
幕输出发送至文件

输入以下命令：
nbsu 2>&1 > file_name
其中，2>&1 可将标准错误定向至标准输出，file_name 可将标准
输出定向至指定的文件。

■

要生成与 nbsu 有关的调试消息，请输入以下命令：
# nbsu -debug

消息将写入 nbsu_info.txt 文件。
nbsu_info.txt 文件提供了运行 nbsu 的环境的概况。它包含以下内容：
■

nbsu 检测到的环境上的常规操作系统信息和 NetBackup 信息

■

运行的诊断的列表

■

返回非零状态的诊断的列表

nbsu_info.txt 中的信息可能会指出 nbsu 为什么返回特定的值，或者为什么没有

运行某些命令。
如果 nbsu 未生成足够的信息，或者看似没有正确执行，请运行 nbsu 并指定 -debug
选项。使用此选项，将在 nbsu_info.txt 文件中包含额外的调试消息。
有关 nbsu 的完整描述，请参见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的输出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将其收集的信息写入以下目录中的文本文件：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support/output/nbsu
/hostname_timestamp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support\output\nbsu
\hostname_timestamp

nbsu 运行所在的 NetBackup 环境决定了 nbsu 创建的具体文件。nbsu 仅运行适用

于操作系统以及 NetBackup 版本和配置的诊断命令。nbsu 将其运行的每个诊断命
令的输出都写入一个单独的文件中。通常，每个输出文件的名称可反映 nbsu 用于
获得该输出的命令。例如，nbsu 通过运行 NetBackup bpplclients 命令创建
NBU_bpplclients.txt，通过运行操作系统的 set 命令创建 OS_set.txt 文件。
每个输出文件都以标识 nbsu 所运行的命令的标头作为开头。如果文件包括多个命
令的输出，则标头将输出标识为 internal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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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头后的实际命令和输出。
示例 nbsu 输出文件：ipconfig 命令（摘录）
------------------- Network ipconfig information report --------------------------------------- Command used -------------------------> "C:\WINDOWS\system32\ipconfig" /all
Windows IP Configuration
Host Name . . . . . . . .
Primary Dns Suffix . . .
Node Type . . . . . . . .
IP Routing Enabled. . . .
WINS Proxy Enabled. . . .
DNS Suffix Search Lis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st1
Hybrid
No
No
company.com

下面是 bpgetconfig 命令的 nbsu 输出文件的部分内容示例。
示例 nbsu 输出文件：bpgetconfig 命令（摘录）
-------------- NetBackup bpgetconfig information report ---------------------- nbsu diagnostic name and internal procedure used --------NBU_bpgetconfig - NBU_get_bpgetconfig_info
--------------------------- Command Used -------------------------#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getconfig -g nbmedia00 -L
Client/Master = Media Host
NetBackup Client Platform = Linux, RedHat2.6.18
NetBackup Client Protocol Level = 7.7.0
Product = NetBackup
Version Name = 7.7
Version Number = 770000
NetBackup Installation Path = /usr/openv/netbackup/bin
Client OS/Release = Linux 2.6.18-194.el5
--------------------------- Command Used -------------------------#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getconfig
SERVER = nbmaster00
SERVER = nbmedia00
TRUSTED_MASTER
KNOWN_MASTER
MASTER_OF_MASTERS
USEMAIL =
BPBACKUP_POLICY = any
BPBACKUP_SCHED =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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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执行的命令返回非零状态，则 EXIT STATUS 标头会指示此状态。例如：
----------------------- EXIT STATUS = 227 -------------------------

作为诊断命令运行的每个命令的内部过程的一部分，nbsu 将每个命令的 STDERR 重
定向至内部文件。如果命令向 STDERR 写入信息，则 nbsu 将捕获这些信息并包括
STDERR 标头。例如：
----------------------------- STDERR -----------------------------bpclient: no entity was found (227)

如果运行 nbsu 的主机上具有受支持的存档程序，则 nbsu 会将它的输出文件绑定到
存档文件。如果有支持的压缩实用程序可用，则 nbsu 将压缩存档文件。否则，将
既不会存档也不会压缩单个输出文件。
下面是 nbsu 创建的压缩存档文件的示例：
/usr/openv/netbackup/bin/support/output/nbsu/host1_master_yyyymmdd_
164443/host1_master_20060814_164443.tar.gz

其中，host1 是运行 nbsu 的主机的名称。master 表示该主机是 NetBackup 主服务
器。嵌入文件名的日期使用 yyyymmdd 格式。
nbsu 支持用 tar 进行存档，用 gzip 进行压缩。Symantec 将来可能会增加对其他存

档和压缩实用程序的支持。要获得支持的存档和压缩实用程序的最新列表，请在您
安装的 NetBackup 版本上运行 nbsu -H 命令。
注意：通常，UNIX 和 Linux 系统上提供了存档和压缩实用程序。在 Windows 上，
可能必须安装这些程序。请注意，必须在系统的 PATH 环境变量中引用存档实用程
序。
如果您的系统上未安装存档实用程序，请使用 nbsu 命令的 -xml 选项。通过此选
项，可创建一个 .xml 文件来代替多个不同的输出文件。这一个 .xml 文件包含多个
文件所包含的全部诊断信息。使用该命令可以便捷地为 Symantec 技术支持人员收
集 nbsu 输出。
有关 nbsu 的完整描述，请参见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由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收集的状态码信息
可以使用 nbsu 收集有关特定 NetBackup 或介质管理器状态码的诊断信息。nbsu
可通过运行其输出可指示问题根源的一个或多个 NetBackup 命令来收集此类信息。
有关描述状态码的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状态码参考指南。
有关 nbsu 的完整描述，请参见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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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当您输入特定命令时可以得到的结果的示例：
收集有关状态码 25 的诊断信息

输入 nbsu -nbu_e 25。
此命令仅运行与 NetBackup 状态码 25 有关的诊断
命令。由于运行的命令较少，因此结果可能是数量
较少的一组输出文件。

确定 nbsu 可以收集有关特定状态码的
哪些信息

输入 nbsu -l -nbu_e 25。

提供了有关 nbsu 生成的输出文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88 页的“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的输出”。
注意：还可以使用 NetBackup 退出脚本来调用 nbsu。该脚本向 nbsu 传递 NetBackup
状态码来为作业收集关联的诊断信息。
有关 nbsu 的完整描述，请参见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的进度显示示例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在标准输出上显示它的进度。它首
先会列出环境查询，然后列出它运行的诊断命令，如以下示例所示：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support>nbsu
1.0 Determining initial nbsu settings
1.1 Determining OS environment
1.2 Determining OS host services
1.3 Determining identified network interface hostnames
1.4 Determining NetBackup environment
2.0 Querying nbsu diagnostic lists
2.1 Determining nbsu diagnostics to run
3.0 Executing nbsu diagnostics
Executing diagnostic DEV_scsi_reg
Registry query of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Scsi\
Executing diagnostic MM_tpconfig
"C:\Program Files\VERITAS\\Volmgr\Bin\tpconfig" -d
4.0 nbsu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identified diagnostic commands.
Creating support package...
Microsoft (R) Cabinet Maker - Version 5.2.3790.0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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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201 bytes in 36 files
Total files:
36
Bytes before:
770,201
Bytes after:
105,503
After/Before:
13.70% compression
Time:
0.67 seconds ( 0 hr 0 min 0.67 sec)
Throughput:
1119.27 Kb/second
Cleaning up output files...
The results are located in the
.\output\nbsu\lou4_master_20070409_160403 directory...

有关 nbsu 的完整描述，请参见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关于 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实用程序 (NBCC)
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实用程序 (NBCC) 是一个命令行实用程序。它用于分析
NetBackup 配置、目录库和数据库信息部分的完整性。此分析包括查看 NetBackup
存储单元、EMM 服务器、卷池、磁带介质以及与磁带介质关联的备份映像。
NBCC执行以下操作：
■

查询 EMM 数据库以获取用于主机名规范化的主主机名、关联主机名和服务器属
性

■

通过检查 NetBackup 配置，标识群集、应用程序群集和服务器

■

收集数据库和目录库信息

■

分析已收集的配置、数据库和目录库信息的一致性

■

创建捆绑软件包以供 Symantec 技术支持查看

NBCC 驻留在以下位置：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support/NBCC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support\NBCC.exe

Symantec 建议您在以下情况下运行 NBCC：
■

从磁带介质角度检查 NetBackup 配置、目录库和数据库信息的一致性

■

在 Symantec 技术支持提示后开始收集和创建捆绑软件包

以下各项可帮助您运行 NBCC 实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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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不含选项的 NBCC 时，将收集所有数据和报告，建议大多数客户使用这一做
法。有关附加信息、NBCC 描述、示例以及收集 NetBackup 目录库和数据库信息
以发送到技术支持的说明，请使用 NBCC -help 命令。

■

NBCC 旨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运行。

■

在某些情况下，无法正常工作的操作系统或 NetBackup 进程或服务会阻止 NBCC
正确运行或完成。随着 NBCC 历经多种不同的操作系统或 NetBackup 组件的考
验，它会将所处理的内容输出到 STDOUT。随着 NBCC 处理目录库和数据库组
件，它会显示已处理记录的数量。已处理的记录数与要处理的目录库和数据库
的大小直接相关。如果 NBCC 检测到故障，则会将相关信息输出到 STDERR。
输出到 STDOUT 或 STDERR 的信息也将输出到 nbcc-info.txt 文件（如果可
用）。

如果 NBCC 未按预期执行，请尝试以下操作：
■

使用文本编辑器查找 nbcc-into.txt 文件中的错误说明。

■

默认情况下，NBCC 将错误消息发送到标准错误 (STDERR)，同时将这些消息包
括在输出文件的标头 STDERR 下。

■

如果 NBCC 未产生足够的信息，或看似执行错误，请运行 NBCC 并指定 -debug
选项，以便在 nbcc-info.txt 文件中包括更多调试消息。

■

要进行故障排除，请在系统处于发生问题时的状态时运行 NBCC。例如，不要在
发生错误或者对服务器或网络进行了更改之后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进程。
NBCC 可能无法收集有关该问题的关键信息。

nbcc-info.txt 文件提供运行 NBCC 的环境的概况，包括以下几项：
■

NBCC 检测到的环境上的常规操作系统信息和 NetBackup 配置信息

■

发送到 STDOUT 或 STDERR 的 NBCC 处理信息的副本。

此信息指示 NBCC 已完成的处理。
nbcc-info.txt 报告包含一部分信息，该信息汇总了在 NetBackup 配置中针对每

个系统检测到的 NBCC 处理。此部分指出 NBCC 检测的 EMM 中的服务器类型。以
Summary of NBCC <type> processing 开头。
请参见第 94 页的“NBCC 进度显示的示例”。
以下指南中提供了 NBCC 的完整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实用程序 (NBCC) 的输出
NBCC 将其收集的信息写入以下目录中的打包文件。
UNIX 和 Linux

/usr/openv/netbackup/bin/support/output
/nbcc/hostname_NBCC_time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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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support\output
\nbcc\hostname_NBCC_timestamp

如果运行 NBCC 的主机上有支持的存档程序，NBCC 会将其输出文件绑定到存档文
件。如果有支持的压缩实用程序可用，NBCC 将压缩存档文件。否则，将既不会存档
也不会压缩单个输出文件。
以下是 NBCC 创建的压缩 (UNIX) 存档文件的示例：
/usr/openv/netbackup/bin/support/output/NBCC/host1_NBCC_20060814_
164443/host1_NBCC_20060814_164443.tar.gz

其中 host1 是已运行 NBCC 的主机的名称。
在 UNIX 平台上，NBCC 支持适用于 UNIX 文件存档和压缩的 tar、compress 和 gzip
实用程序。在 Windows 平台上，NBCC 支持适用于 Windows 文件存档和压缩的 tar、
Makecab 和 gzip 实用程序。
以下指南中提供了 NBCC 的完整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NBCC 进度显示的示例
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实用程序 (NBCC) 在标准输出上以数值显示它
的进度。输出文件的名称为 nbcc-info.txt。
为简明起见，对 NBCC 输出的以下示例进行了编辑：
1.0
1.1

Gathering initial NBCC information
Obtaining initial NetBackup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NBCC is being run on NetBackup master server
server1
NBCC version 7.6 Gather mode = full
NBCC command line = C:\Veritas\NetBackup\bin\support\NBCC.exe -nozip
OS name = MSWin32
OS version = Microsoft Windows [Version 6.1.7601]
NetBackup Install path = C:\Program Files\Veritas\
> dir output\nbcc\server1_NBCC_20130227_091747 2>&1
Parsed output for "bytes free"
5 Dir(s)
2.0
2.1

862,367,666,176 bytes free

Gathering required NetBackup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Determining the date format to use with NetBackup commands...
Using the date format /mm/dd/yy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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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2.4

2.5

2.6

2.7

Building EMM host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Detected the EMM Server hostname
lidabl11
Detected the EMM master server hostname
lidabl11
Detected the EMM Virtual Machine entry
pambl11vm3
Detected the EMM NDMP Host entry
fas3240a
...
Obtaining EMM server aliases...
EMM aliases for detected EMM Server
server1
lidabl11.rmnus.sen.symantec.com
EMM aliases for detected master server
server1
lidabl11.rmnus.sen.symantec.com
EMM aliases for detected media server
server4
...
Obtaining Storage Server information...
Detected FalconStor OST direct copy to tape Storage Server
falconstorvtl5
Building NetBackup storage unit list...
Detected Storage Unit for NetBackup for NDMP media server
reabl3
and NDMP Host
falconstorvtl5
Detected disk media storage unit host
lidabl11
Detected Disk Pool
lidabl11_pdde_pool
...
Obtaining Disk Pool information...
Detected Disk Pool
lidabl11_pdde_pool
host
lidabl11
Detected Disk Pool lidabl11_pdde_pool member
lidabl11
...
Obtaining tpconfig Storage credential information...
Detected the master server hostname

95

使用 NetBackup 实用程序
关于 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实用程序 (NBCC)

2.8

2.9

lidabl11
and associated Storage server hostname
lidabl11
...
Obtaining tpconfig NDMP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Detected the EMM NDMP Host hostname
fas3240a
Detected the EMM NDMP Host hostname
fas3240b
...
Analyzing EMM master and/or media servers and configured
Storage Units...
The following EMM server entries do not have configured
Storage Units or Disk Pools:
Media server - lidabl14

2.10 Obtaining NetBackup unrestricted media sharing status...
Configuration state = NO
2.11 Obtaining NetBackup Media Server Groups...
No Server Groups configured
2.12 Building NetBackup retention level list...
3.0 Obtaining NetBackup version from media servers
lidabl11...
lidabl14...
reabl3...
virtualization5400a...
...
3.1 Gathering required NetBackup catalog information
Start time = 2013-02-27 09:41:07
3.2 Gathering NetBackup EMM conflict table list
Found 0 EMM conflict records
3.3 Gathering list of all tapes associated with any Active Jobs
Building NetBackup bpdbjobs list
3.4 Gathering all TryLog file names from the
C:\Program Files\netbackup\db\jobs\trylogs
directory
Found 10 TryLogs for 10 active jobs.
TryLogs found for all Active Jobs
3.5 Building NetBackup Image database contents list
Reading Image number 1000
Reading Image number 2000
Reading Image number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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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Image number 4000
Found 4014 images in the Image database
3.6 Building EMM database Media and Device configuration
attribute lists
Obtaining the EMM database Media attribute list for disk
virtual server
lidabl11 ...
There were 0 bpmedialist records detected for media server
lidabl11
Getting device configuration data from server
lidabl11 ...
...
3.7 Building EMM database Unrestricted Sharing Media attribute lists
Found 0 Unrestricted Sharing media records in the EMM database
3.8 Building the EMM database Volume attribute list...
Getting the EMM database Volume attributes from EMM server
mlbnbu ...
Found 43 Volume attribute records in the EMM database
3.9 Building NetBackup volume pool configuration list
EMM Server lidabl11
3.10 Building NetBackup scratch pool configuration list
EMM Server lidabl11
3.11 Gathering NetBackup EMM merge table list
Found 0 EMM merge table records
Summary of gathered NetBackup catalog information
End time = 2013-02-27 09:44:16
Number of Images gathered = 4014
Number of database corrupt images gathered = 0
Number of EMM database Media attribute records gathered = 38
Number of EMM database Volume attribute records gathered = 43
Catalog data gathering took 189 seconds to complete
dir results for created NBCC files:
02/27/2013 09:42 AM
8 nbcc-active-tapes
02/27/2013

09:42 AM

07/07/2011
...

09:43 AM

4.0

752,698 nbcc-bpdbjobs-most_columns
2,211,811 nbcc-bpimagelist-l

Verifying required catalog components were gath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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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Beginning NetBackup catalog consistency check
Start time = 2013-02-27 09:44:18
5.1 There were no tape media involved in active NetBackup jobs
5.3 Processing EMM database Volume attribute records, pass 1 (of 2),
4 records to be processed
Processed 4 EMM database Volume attribute records.
5.4 Checking for duplicate EMM server host names in Volume
attribute data
5.5 Processing Image DB, pass 1 (of 2),
3751 images to be processed
3751 images processed on pass 1
There were 0 images with at least one copy on hold detected.
5.6 Processing EMM database Media attribute records, pass 1 (of 3),
2 records to be processed
Processed 2 EMM database Media attribute records.
There were 0 tape media detected that are on hold.
5.8 Check for duplicate media server names in the EMM database
Media attribute data
5.9 Processing EMM database Media attribute records, pass 2 (of 3),
2 records to be processed
5.10 Processing Image DB, pass 2 (of 2),
3751 images to be processed
CONSISTENCY_ERROR Oper_7_1
5.11

NetBackup catalog consistency check completed
End time = 2013-02-27 09:19:25

5.12

Checking for the latest NBCCR repair output directory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support\output\nbccr
No repair file output directory detected.

Summary of NBCC EMM Server processing
Summary of NBCC EMM Server processing
+++++++++++++++++++++++++++++++++++++++++++++++++++++++++++++++++++++
+ Primary hostname:
+
+ lidabl11
+
+ Alias hostnames:
+
+ lidabl11
+
+ Sources:
+
+ nbemmcmd vmoprcmd
+
+ EMM Server = yes
+
+ EMM NetBackup version =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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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CC NetBackup version = 7.6
+
+++++++++++++++++++++++++++++++++++++++++++++++++++++++++++++++++++++
Summary of NBCC Master server processing
+++++++++++++++++++++++++++++++++++++++++++++++++++++++++++++++++++++
+ Primary hostname:
+
+ lidabl11
+
+ Alias hostnames:
+
+ lidabl11
+
+ Sources:
+
+ nbemmcmd bpstulist nbdevquery bpgetconfig
+
+ Master server = yes
+
+ EMM NetBackup version = 7.6.0.0
+
+ NBCC NetBackup version = 7.6
+
+ Tape STU detected = no - Disk STU detected = yes
+
+ Disk Pool Host = yes
+
+ Associated Storage servers:
+
+ lidabl11 lidaclvm1
+
+ EMM tape media record extract attempted = yes
+
+++++++++++++++++++++++++++++++++++++++++++++++++++++++++++++++++++++
Summary of NBCC Media server processing
+++++++++++++++++++++++++++++++++++++++++++++++++++++++++++++++++++++
+ Primary hostname:
+
+ lidabl14
+
+ Alias hostnames:
+
+ lidabl14.rmnus.sen.symantec.com
+
+ Sources:
+
+ nbemmcmd bpgetconfig
+
+ Media server = yes
+
+ EMM NetBackup version = 7.6.0.0
+
+ NBCC NetBackup version = 7.6
+
+ Tape STU detected = no - Disk STU detected = no
+
+ EMM tape media record extract attempted = yes
+
+++++++++++++++++++++++++++++++++++++++++++++++++++++++++++++++++++++
...
***NBCC DETECTED A NetBackup CATALOG INCONSISTENCY!***
Report complete, closing the
.\output\nbcc\lidabl11_NBCC_20130227_094057\nbcc-info.txt
output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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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指南中提供了 NBCC 选项的完整描述：《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关于 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修复 (NBCC) 实用程序
NetBackup 一致性检查修复 (NBCCR) 实用程序是处理数据库目录库修复操作的命令
行工具。它可使获准的建议修复操作实现自动化处理。Symantec 技术支持人员将
分析 NBCC 实用程序所收集的数据，以及特定站点的配置信息。 此分析会生成建议
的修复操作 (SRA) 文件。在运行 NBCCR 之前，Symantec 技术支持人员会与客户进
行交互，确定所需的修复操作。不希望执行的修复操作会被删除或从 SRA 文件中
注释掉。SRA 文件的每一行均包含一项与关联参数配对的修复操作。
NBCCR 实用程序通过以下几个阶段执行每项修复操作。

修复阶段

表 3-4
阶段

名称

描述

第 1 阶段

数据收集

NBCCR 首先收集执行修复操作所需的信息。

第 2 阶段

修复资格确认

在应用建议的修复之前，NBCCR 会验证磁带的当前状态是
否仍适合所请求的修复。它能够识别时间已经过期，且由
于收集了数据，环境可能已变化。如果是这样，它将在历
史记录文件中报告修复未通过验证。

第 3 阶段

修复

最后，NBCCR 会对 SRA 文件中的每个修复条目执行最多
三个步骤的修复操作。修改元素，以启用修复之后可能需
要的修复和步骤。如果在修复操作过程中修复失败，NBCCR
将尝试回滚修复，以便更正操作不会引入任何新的错误。

NBCCR 驻留在以下位置：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support/NBCCR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support\NBCCR.exe

NBCCR 将接受一个输入文件、创建两个输出文件并使用一个临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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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文件

NBCCR 接受建议的修复操作 (SRA) 文件（名为
mastername_NBCCA_timestamptxt）作为输入。技术支持人员将
分析 NBCC 支持软件包并生成该文件，然后将其发送给最终用户。 该
文件将置于以下目录中供 NBCCR 进行处理：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support/input/nbccr/SRA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support\input\nbccr\SRA

输出文件

NBCCR 将自动为所处理的每个 SRA 文件创建一个单独的目录。文件
名基于 SRA 文件的内容。目录的名称如下所示：
在 UNIX 上：/usr/openv/netbackup/bin/support/output/
nbccr/mastername_nbccr_timestamp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support\output\
nbccr\mastername_nbccr_timestamp
修复处理完成后，NBCCR 会将 SRA 文件重新放到相同的目录。
NBCCR 还将创建下列输出文件并将其放到相同的目录中。
■

■

临时文件

NBCCR 会创建 NBCCR.History.txt 文件，这是已尝试的所有修
复操作的历史记录文件。
NBCCR 会创建 NBCCR.output.txt 文件。

NBCCR 实用程序在运行时会使用 KeepOnTruckin.txt文件，该文件
与本表中所述的输出文件位于相同的位置。
要在 NBCCR 处理修复操作时将其终止，请删除该文件。此操作会导致
NBCCR 在完成当前的修复后即关闭。任何其他中断都将导致无法确定
的结果。

下面的 NBCCR.output.txt 示例文件显示了两种 MContents 修复的结果。一种是在
磁带上找到了所有映像，另一种是有一个或多个映像未在磁带上找到：
■

示例 1：NBCCR 在磁带上找到了所有映像。MContents 修复操作成功完成。
MContents for ULT001 MediaServerExpireImagesNotOnTapeFlag
ExpireImagesNotOnTape flag not set
ULT001 MContents - All images in images catalog found on tape
MContents ULT001 status: Success

■

示例 2：NBCCR 未在磁带上找到一个或多个映像。未执行 MContents 修复操作。
MContents for ULT000 MediaServerExpireImagesNotOnTapeFlag
ExpireImagesNotOnTape flag not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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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NOT find Backup ID winmaster_123436 Copy 1 AssignTime
2011-02-11 01:19:13 (123436) on ULT000
Leaving winmaster_123436 Copy 1 on ULT000 in ImageDB
ULT000 MContents - One or more images from images catalog NOT
found on tape
MContents ULT000 status: ActionFailed
NBCCR 的完整描述位于 《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中。

关于 nbcplogs 实用程序
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时，必须收集并复制相应的日志，以便调试问题。各种日志类
型（旧式日志格式、vxul、vm、pbx 等）可能位于不同的位置。收集日志以提供给
Symantec 技术支持的过程可能会又困难又耗时。
默认情况下，nbcplogs（NetBackup 日志上载程序）现在会运行 nbsu 实用程序并
上载主机系统的 nbsu 信息。此功能节省了收集信息所需的时间和击键次数。此实
用程序还可以收集群集的其他日志信息并对历史记录信息进行打包。
nbcplogs 使用文件传输协议 (FTP) 将其支持包上载至技术支持。此进程需要使用

临时磁盘空间来生成它传输的压缩包。您可以通过设置环境变量 (TMPDIR) 和使用
nbcplogs 命令行选项 --tmpdir 来配置此临时空间，如下所述：
在 Windows 上：
# nbcplogs --tmpdir=C:\temp -f ###-###-###

在 UNIX 上：
在 /bin/sh 中，输入以下内容：
# TMPDIR=/tmp
# export TMPDIR
# nbcplogs -f ###-###-###

在 /bin/bash 中，输入以下内容：
# export TMPDIR=/tmp
# nbcplogs -f ###-###-###

在 /bin/csh 或 /bin/tcsh 中，输入以下内容：
# nbcplogs --tmpdir=/tmp -f ###-###-###

该实用程序支持以下类型的搜索算法作为 nbcplogs 命令中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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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lecopy。文件复制是默认条件。它将复制整个日志文件。文件复制搭配压

缩功能通常足以完成任务。
■

--fast. 快速搜索使用二进制搜索来排除不在文件时段范围之内的行。当复制庞

大的日志文件（如 bpdbm）时，这种机制非常有用。此选项很少使用，并且应当
谨慎使用。
默认条件是文件复制，即复制整个日志文件。快速搜索算法使用二进制搜索来排除
不在文件时段范围之内的行。当复制庞大的日志文件（如 bpdbm）时，这种机制非
常有用。
nbcplogs 实用程序旨在通过指定以下选项来简化复制日志的过程：
■

日志的时段。

■

要收集的日志类型。

■

绑定和压缩正在运送中的数据。

另外，可以预览要复制的日志数据量。
有关 nbcplogs 的完整描述，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关于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
每个机械手软件包中都包括一个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用于与机械手外围设备直接
通信。测试的目的是为了诊断：此时可以使用的唯一文档是联机帮助，可通过在启
动该实用程序后输入问号 (?) 来查看联机帮助。 指定 -h 可以显示用法消息。
注意：在备份或还原处于活动状态时，不要使用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测试会锁定
机械手控制路径，并且阻止相应的机械手软件执行操作，如加载和卸载介质。如果
请求进行装入，则相应的机械手进程将超时并转入“关闭”状态。这通常会导致介
质装入超时。另外，在测试完成时一定要退出该实用程序。

在 UNIX 环境下进行机械手测试
如果已经配置了机械手（即已将其添加到 NBDB 中），则可使用 robtest 命令启
动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此操作可以节省时间，因为机械手和驱动器设备路径会自
动传递给测试实用程序。操作过程如下：
要使用 robtest 命令，请执行以下操作（按提供的顺序）：
■

执行以下命令：
/usr/openv/volmgr/bin/robtest

出现测试实用程序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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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机械手，然后单击 Enter。
测试开始。

如果未配置机械手，则不能使用 robtest 命令，必须执行适用于测试的机械手的命
令。
ACS

/usr/openv/volmgr/bin/acstest -r ACSLS_hostpath
在 UNIX 和 Linux 上，要使 acstest 工作，acssel 和 acsssi 必须
处于运行状态

ODL

/usr/openv/volmgr/bin/odltest -r roboticpath

TL4

/usr/openv/volmgr/bin/tl4test -r roboticpath

TL8

/usr/openv/volmgr/bin/tl8test -r roboticpath

TLD

/usr/openv/volmgr/bin/tldtest -r roboticpath

TLH

/usr/openv/volmgr/bin/tlhtest -r robotic_library_path

TLM

/usr/openv/volmgr/bin/tlmtest -r DAS_host

TSH

/usr/openv/volmgr/bin/tshtest -r roboticpath

我们提供了有关 ACS、TLH 和 TLM 机械手控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在上述命令列表中，roboticpath 为指向机械手控制 (SCSI) 的设备文件的完整路径。
您可以查看适用于您的平台的章节，以查找 roboticpath 的合适值。
一个可选参数可以为驱动器指定设备文件路径，以便该实用程序可以使用 SCSI 接
口来卸载驱动器。

在 Windows 环境下进行机械手测试
如果已经配置了机械手（即已将其添加到 NBDB 中），则可使用 robtest 命令启
动机械手测试实用程序。此操作可以节省时间，因为机械手和驱动器设备路径会自
动传递给测试实用程序。
要使用 robtest 命令，请执行以下操作（按提供的顺序）：
■

执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Volmgr\bin\robtest.exe

出现测试实用程序菜单。
■

选择机械手，然后按 Enter。
测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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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未配置机械手，则不能使用 robtest。必须执行适用于测试的机械手的
命令（请参见以下列表）。
ACS

install_path\Volmgr\bin\acstest -r ACSLS_HOST

TL4

install_path\Volmgr\bin\tl4test -r roboticpath

TL8

install_path\Volmgr\bin\tl8test -r roboticpath

TLD

install_path\Volmgr\bin\tldtest -r roboticpath

TLH

install_path\Volmgr\bin\tlhtest -r
robotic_library_name

TLM

install_path\Volmgr\bin\tlmtest -r DAS_Hostname

我们提供了有关 ACS、TLH 和 TLM 机械手控制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在上述命令列表中，roboticpath 为指向机械手控制 (SCSI) 的设备文件的完整路径。
您可以查看适用于您的平台的章节，以查找 roboticpath 的合适值。
一个可选参数可以为驱动器指定设备文件路径，以便该实用程序可以使用 SCSI 接
口来卸载驱动器。
用法是：
install_path <-p port -b bus -t target -l lan | -r
roboticpath>

其中：roboticpath 是转换器的名称（如 Chang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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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灾难恢复

■

推荐的备份方法

■

关于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的磁盘恢复过程

■

关于 UNIX 和 Linux 上的群集 NetBackup 服务器恢复

■

关于适用于 Windows 的磁盘恢复过程

■

关于 Windows 上的群集 NetBackup 服务器恢复

■

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关于灾难恢复
对于任何数据保护策略，特别是对于期望在灾难恢复中有所帮助的策略而言，数据
备份是必需的。定期备份数据并因此能够在指定时段内还原数据是恢复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考虑任何其他恢复预防措施，备份可以防止由于系统完全出现故障而引起
的数据丢失。而将备份映像存储在场外，则可以预防场内介质损坏，或导致设备或
场所损毁的灾难。
要成功执行恢复，必须对数据进行跟踪。了解数据是在何时备份的，可使组织能够
评估无法恢复的信息。您应对数据备份日程表进行配置，使组织能够达到其恢复点
目标 (RPO)。RPO 是一个即时点，您不能接受在该即时点之前丢失数据。如果组
织可以接受一天的数据丢失，则备份日程表的基准应至少为每日。这样，可以达到
任何灾难前一天的 RPO。
组织还可以有恢复时间目标 (RTO)，即预期恢复时间以及恢复将花费多长时间。恢
复时间取决于灾难的类型和用于恢复的方法。 根据组织必须恢复哪些服务以及何时
进行恢复，您可以有多个 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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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性技术可以使恢复点非常接近故障或灾难发生的时间，甚至与其一致。这些
技术还大大缩短了恢复时间。但是，RTO 和 RPO 与故障时间越近，建立和维护实
现恢复所需系统的成本就越昂贵。组织的恢复计划中应包含各种恢复策略的成本效
益分析。
有效的进行灾难恢复需要特定于环境的过程。这些过程提供了有关准备工作和从灾
难中恢复的详细信息。本章中的灾难恢复信息仅用作一个模型；您可以评估并制定
自己的灾难恢复计划和过程。
警告：Symantec 建议您在尝试进行本章中的任何灾难恢复过程之前，先与技术支
持联系。
本章提供了有关安装 NetBackup 以及必要时在系统磁盘出现故障后恢复目录库的信
息。Symantec 假定您要恢复到原始系统磁盘或一个与该磁盘的配置完全相同的磁
盘。

警告：如果您重新安装了 NetBackup 并将其恢复到另一个分区，或恢复到因内部配
置信息不同而以不同方式进行分区的系统磁盘上，则 NetBackup 可能无法正常工
作。相反，应该配置一个替换磁盘并使用与故障磁盘相同的方式进行分区。然后在
原先安装 NetBackup 的同一分区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
替换故障磁盘、构建分区和逻辑卷以及重新安装操作系统的具体过程可能既复杂又
耗时。此类过程超出了本手册的讨论范畴。读者应参考相应的特定于供应商的信
息。

推荐的备份方法
推荐以下备份做法：
选择要备份的文件

除了定期对文件进行备份之外，正确选择要备份的文件也很重要。包括其中的记录对
用户和组织至关重要的所有文件。对系统文件和应用程序文件进行备份，这样，如果
发生灾难，您就可以快速准确地将系统还原到正常运行状态。
在备份中要包括所有的 Windows 系统文件。除了其他系统软件之外，Windows 系统目
录还包括注册表，注册表可将客户端还原到其原始配置。如果您为一个客户端使用
NetBackup 排除列表，则不要在该列表中指定任何 Windows 系统文件。
请不要忽略可执行文件和其他应用程序文件。您可能希望为了节省磁带而排除这些易
于重新安装的文件。但是，备份整个应用程序可以确保您能够将其还原到它的准确配
置。例如，如果已经应用了软件更新和修补程序，则从某个备份中进行还原时就不必
重新应用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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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Metal Restore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BMR) 通过使用为实施 BMR 保护而配置的策略来备份
客户端系统，从而为客户端系统提供保护。提供了有关 BMR 备份和恢复过程的完整说
明。
请参见《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管理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重要策略

当为联机目录库备份配置策略时，请将特定的 NetBackup 策略指定为“重要”。重要
策略将备份系统以及对最终用户操作而言极为重要的数据。目录库恢复期间，NetBackup
将验证还原重要策略所需的所有介质是否可用。

目录库恢复后进行完全备份

如果配置所包含的 Windows 客户端将其增量式备份配置设置为“根据存档位执行增量
式备份”，请在进行目录库恢复之后尽快对这些客户端运行完全备份。在用于目录库
恢复的目录库备份之后、通过增量式备份所备份的文件上，存档位会重置。如果在目
录库恢复之后没有运行对这些客户端的完全备份，则会跳过这些文件，而且后续的增
量式备份都不会对其进行备份。

联机目录库备份

联机目录库热备份是一种支持跨磁带和增量式备份的策略驱动备份。它允许从“备份、
存档和还原”界面还原目录库文件。联机目录库备份可在其他 NetBackup 活动进行期
间运行，可为通常进行连续备份活动的环境提供改进的支持。

联机目录库备份灾难恢复文件 Symantec 建议您将联机目录库备份所创建的灾难恢复文件保存到网络共享或可移动设
备。不要将灾难恢复文件保存到本地计算机。在没有灾难恢复映像文件的情况下，从
联机目录库备份进行目录库恢复是一个更加复杂和耗时的过程。
自动恢复

目录库灾难恢复文件（在联机目录库备份过程中创建）用来将 NetBackup 恢复过程自
动化。如果您恢复的系统不是最初制作备份的系统，则该系统应该和最初系统相同。
例如，执行恢复操作的系统应包括与制作备份的那些服务器同名的 NetBackup 服务器。
否则，自动恢复操作可能不会成功。

联机目录库灾难恢复信息电子 配置联机目录库备份策略以通过电子邮件向您的组织中的 NetBackup 管理员发送灾难
邮件
恢复信息的副本。在每个目录库备份中都应配置该策略。不要将灾难恢复信息电子邮
件保存到本地计算机。在既没有灾难恢复映像文件也没有灾难恢复信息电子邮件的情
况下进行目录库恢复，将会非常复杂而耗时，并且需要帮助。
NetBackup 将在发生以下事件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灾难恢复文件：
■

目录库已备份。

■

目录库备份已复制。

■

主目录库备份或任何目录库备份副本已自动失效或手动失效。

您可以通过使用 mail_dr_info 通知脚本来定制灾难恢复电子邮件进程。有更多详细
信息可供查看。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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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正确的目录库备份

确保识别并使用适用于恢复的目录库备份。例如，如果从最新的备份中恢复，请使用
最新的备份中的目录库。同样，如果从特定的即时点恢复，请使用该特定即时点的目
录库备份。

目录库恢复时间

系统环境、目录库大小、位置和备份配置（完全和增量式策略日程表）等因素都会影
响恢复目录库所需的时间。仔细计划并进行测试，以确定哪种目录库备份方法能实现
所需的目录库恢复时间。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备份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可保护您的配置数据和目录库数据。为您的 NetBackup 安装中
的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设置备份日程表。这些日程表用于保护服务器上的操作系统、
设备配置和其他应用程序。
当系统磁盘已丢失时，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恢复过程会假定服务器是在目录库备份
中分别备份的。对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进行的备份不应包括 NetBackup 二进制文件、
配置或目录库文件或者关系数据库的数据。

关于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的磁盘恢复过程
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的三种不同类型的磁盘恢复如下所示：
■

主服务器磁盘恢复过程
请参见第 109 页的“恢复 UNIX 和 Linux 的主服务器磁盘”。

■

介质服务器磁盘恢复过程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关于恢复 UNIX 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磁盘”。

■

客户端磁盘恢复过程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在 UNIX 客户端工作站上恢复系统磁盘”。

位于 AdvancedDisk 或 OpenStorage 磁盘上的基于磁盘的映像无法通过 NetBackup
目录库来恢复。这些磁盘映像必须通过 NetBackup 导入功能来恢复。有关导入功能
的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中有关导入 NetBackup 映像的主题：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在磁盘映像导入后，NetBackup 不会恢复该映像的初始目录库条目， 而是新建一个
目录库条目。

恢复 UNIX 和 Linux 的主服务器磁盘
以下两个过程介绍了当 UNIX 或 Linux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系统磁盘出现故障
时如何恢复数据：
■

根文件系统完好无损。 假定操作系统、NetBackup 软件和部分（并非全部）其
他文件已丢失。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在根文件系统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恢复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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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文件系统连同磁盘上的其他所有内容都已丢失。 出现这种情况时需要进行完
全恢复。 该恢复过程会将操作系统重新加载到备用的引导磁盘并从该磁盘引导。
执行此操作，可使您在恢复根分区时，避免由于在还原过程中重写操作系统正
在使用的文件而崩溃。
请参见第 112 页的“在根分区丢失的情况下恢复主服务器”。

对于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NetBackup 目录库的目录位置将成为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任何对 NetBackup 目录库进行的恢
复都需要在重新安装 NetBackup 软件期间创建完全相同的目录路径或位置。可能还
需要磁盘分区、符号链接和 NetBackup 目录库重定位实用程序。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BMR) 通过使用为实施 BMR 保护而配置的策略来
备份客户端系统，从而为客户端系统提供保护。还提供了介绍 BMR 备份和恢复过
程的信息。
请参见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System Administrator's Guide（《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系统管理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在根文件系统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恢复主服务器
可以通过以下过程恢复主服务器，即重新加载操作系统，还原 NetBackup，然后还
原其他所有文件。
在根文件系统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恢复主服务器

1

验证操作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是否已安装需要的全部修补程序以及是否完成了
特定的配置设置。必要时执行纠正操作。

2

在要恢复的服务器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 软件。
有关说明，请参见《NetBackup 安装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3

安装所有以前已安装过的 NetBackup 修补程序。请参见修补程序软件附带的文
档。
注意：Symantec 不支持使用早期版本 NetBackup 备份的目录库映像的恢复。

4

如果已对任何默认目录库目录进行更改并且此更改可能会反映在 NetBackup 目
录库备份中，请在进行目录库恢复之前重新创建这些目录。
下面给出了一些示例：
■

将符号链接用作 NetBackup 目录库目录结构的一部分。

■

使用 NetBackup nbdb_move 命令重定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目录库的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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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恢复方案涉及到还原策略或目录库备份，则必须配置相应的恢复设备，这
可能涉及以下任务：
■

为读取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以及要还原的磁盘的常规备份的设备安装和
配置机械手软件。如果可读取这些备份的某个非机械手驱动器可用，则不
需要使用机械手。但是在需要多个介质的情况下仍需要进行手动干预。
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

使用 “NetBackup 设备配置”向导在 NetBackup 中搜索和配置恢复设备。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

使用 NetBackup tpautoconf 命令在 NetBackup 中搜索和配置恢复设备。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

6

更新设备映射文件。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如果必须从已备份到介质的策略备份或目录库备份进行还原，则可能必须在
NetBackup 中配置相应的介质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配置介质可能需要执行以下某些任务或所有任务：

7

■

将所需介质手动加载到独立的恢复设备中。

■

使用 NetBackup 实用程序（如 robtest 或特定于供应商的机械手控制软
件）将介质加载到所需的恢复设备中。

■

使用 NetBackup 卷配置向导清点机械手设备的介质内容。

■

使用特定于供应商的机械手控制软件将介质加载到所需的恢复设备。

将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到您正在恢复的服务器。
只能将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到对其进行备份时所在的目录结构中（不允许进
行备用路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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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停止并重新启动所有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使用下面的 NetBackup 命令
或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活动监视器”。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9

启动 NetBackup“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或 bp 命令）并根据需要将其他
文件还原到服务器。还原这些文件后，即完成了操作。

在根分区丢失的情况下恢复主服务器
以下过程假定根文件系统连同磁盘上的其他所有内容都已丢失。此过程在恢复期间
将操作系统重新加载到备用引导磁盘并从该磁盘引导。执行此操作，可使您在恢复
根分区时，避免由于在还原过程中重写操作系统正在使用的文件而崩溃
在根分区丢失的情况下恢复主服务器

1

使用与您通常用于该服务器类型相同的过程，将操作系统加载到备用引导磁
盘。

2

在备用磁盘上，创建 NetBackup 及其目录库（如果适用）和数据库在原始磁盘
上所驻留的分区和目录。默认情况下，它们驻留在 /usr/openv 目录下。

3

验证操作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是否已安装需要的全部修补程序以及是否完成了
特定的配置设置。必要时执行纠正操作。

4

在备用磁盘上安装 NetBackup。只为读取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以及要还原
的磁盘的常规备份所需的设备安装机械手软件。如果某个非机械手驱动器可读
取这些备份，则不需要使用机械手。

5

安装所有以前已安装过的 NetBackup 修补程序。请参见修补程序软件附带的文
档。

6

如果目录库目录不同于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中的目录，请在恢复目录库之前
在磁盘上重新创建该目录结构。
这些目录的示例如下：

7

■

将符号链接用作 NetBackup 目录库目录结构的一部分。

■

使用 NetBackup nbdb_move 命令重定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目录库的各
部分。

如果恢复方案涉及到还原策略或目录库备份，则必须配置相应的恢复设备。
设备配置可能包括下列任务：
■

为读取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以及要还原的磁盘的常规备份的设备安装和
配置机械手软件。如果可读取这些备份的某个非机械手驱动器可用，则不
需要使用机械手。但是在需要多个介质的情况下仍需要进行手动干预。
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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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

使用 “NetBackup 设备配置”向导在 NetBackup 中搜索和配置恢复设备。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

使用 NetBackup tpautoconf 命令在 NetBackup 中搜索和配置恢复设备。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手册：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

8

更新设备映射文件。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如果必须从已备份到介质的策略备份或目录库备份进行还原，则可能必须在
NetBackup 中配置相应的介质。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配置介质可能需要执行以下某些任务或所有任务：

9

■

将所需介质手动加载到独立的恢复设备中。

■

使用 NetBackup 实用程序（如 robtest 或特定于供应商的机械手控制软
件）将介质加载到所需的恢复设备中。

■

使用 NetBackup 卷配置向导清点机械手设备的介质内容。

■

使用特定于供应商的机械手控制软件将介质加载到所需的恢复设备。

将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到备用磁盘。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只能将目录库恢复到对其进行备份时所在的目录结构中（不允许进行备用路径
恢复）。

10 启动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或 bp 命令）。还原所有文件
的最新备份版本。
将从主服务器的备份（而不是从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中还原这些文件。请
确保将要恢复的磁盘指定为备用恢复位置。
警告：请不要将文件还原到 /usr/openv/var、/usr/openv/db/data 或
/usr/openv/volmgr/database 目录（或重定位的位置），也不要还原到包含
NetBackup 数据库数据的目录。该数据在步骤 9 中已恢复到备用磁盘，在步骤
12 中将复制回恢复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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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停止从备用磁盘上的 NetBackup 启动的所有 NetBackup 进程。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活动监视器”或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12 保持相同的目录结构，将 NetBackup 目录库从备用磁盘复制到要恢复的磁盘。
这些是在步骤 9 中恢复的目录库。

13 再次将已恢复磁盘设为引导磁盘并重新启动系统。
14 在已恢复的磁盘上启动 NetBackup 副本并对其进行测试。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尝试使用 NetBackup 管理实用程序。同时，尝试一些备份和还原操作。

15 当您对完成的恢复感到满意时，请从备用磁盘删除 NetBackup 文件。或者卸下
该磁盘（如果它是一个备件）。

关于恢复 UNIX 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磁盘
NetBackup 6.0 及更高版本介质服务器将信息存储在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中。如
果需要恢复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的系统磁盘，建议按照与恢复客户端磁盘类似
的过程进行。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在 UNIX 客户端工作站上恢复系统磁盘”。

在 UNIX 客户端工作站上恢复系统磁盘
可以通过以下过程恢复客户端，即重新加载操作系统，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
件，然后还原其他所有文件。该过程假设主机名未更改。
在客户端工作站上恢复系统磁盘

1

使用通常为此类型的客户端工作站安装操作系统的方式为其安装操作系统。

2

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和修补程序。

3

使用 NetBackup“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选择和还原用户文件。

关于 UNIX 和 Linux 上的群集 NetBackup 服务器恢复
NetBackup 服务器群集无法防止目录库损坏、共享磁盘丢失或整个群集丢失。必须
执行常规目录库备份。提供了有关在群集环境中配置目录库备份和系统备份策略的
更多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高可用性管理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114

灾难恢复
关于 UNIX 和 Linux 上的群集 NetBackup 服务器恢复

下表介绍了故障方案和恢复过程要点。
警告：在尝试执行本主题中的任何恢复过程之前，请与技术支持联系。
表 4-1

群集故障和恢复方案

方案

过程

节点故障

请参见第 115 页的“替换 UNIX 或 Linux 群集上的故障节点”。

共享磁盘故障

请参见第 116 页的“恢复整个 UNIX 或 Linux 群集”。

群集故障

请参见第 116 页的“恢复整个 UNIX 或 Linux 群集”。

替换 UNIX 或 Linux 群集上的故障节点
对于如何使 NetBackup 资源组联机和脱机，我们提供了特定于群集技术的信息。此
外，还提供了有关如何冻结和解冻 NetBackup 资源组（即，禁用和启用对 NetBackup
资源组的监视）的信息。
请参考《NetBackup 高可用性管理指南》中有关配置 NetBackup 的主题：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当共享磁盘和至少一个已配置的群集节点保持可用状态时，才可应用以下过程。
替换 UNIX 或 Linux 群集上的故障节点

1

在替换节点上配置硬件、系统软件和群集环境。

2

验证设备配置是否与仍然正常运行的节点匹配。

3

确保在替换节点上安装 NetBackup 之前，NetBackup 资源组在所有节点上处
于脱机状态。

4

确保 NetBackup 共享磁盘未装入到要安装 NetBackup 的节点上。

5

冻结 NetBackup 服务。

6

在新节点或替换节点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请确保使用 NetBackup 虚拟名
称作为 NetBackup 服务器的名称。按照说明安装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
请参考《NetBackup 安装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7

安装所需的任何维护包和修补程序，使新安装的节点具有与其他群集节点相同
的修补程序级别。

8

使 NetBackup 资源组在新安装的节点之外的某个节点上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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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登录到 NetBackup 资源组在其上联机的节点并运行以下命令：
/usr/openv/netbackup/bin/cluster/cluster_config -s nbu -o
add_node -n node_name

node_name 是新安装的节点的名称。

10 将 NetBackup 资源组切换到替换节点。
11 冻结 NetBackup 组。
12 确保已根据操作系统所需，执行了相应的低级别磁带设备和机械手控制设备配
置。 还提供了与您的操作系统相关的信息。
请参考《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13 运行“设备配置向导”来配置设备。 不必在已存在的节点上重新运行设备配
置。 提供了有关特定群集的配置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14 检查每个机械手的机械手编号和机械手驱动器编号在群集的所有节点中是否一
致。 对连接到该机械手的任何其他服务器重复此操作，并在必要时进行更正。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1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15 使用已配置好的设备测试 NetBackup 在替换节点上执行还原的能力。
16 解冻 NetBackup 资源组。

恢复整个 UNIX 或 Linux 群集
以下过程适用于必须从头重新创建的群集 NetBackup 服务器环境。
执行之前，请确保具有有效的联机目录库备份。
恢复整个 UNIX 或 Linux 群集

1

在替换群集上配置硬件、系统软件和群集环境。

2

确保已根据操作系统所需，执行了相应的低级别磁带设备和机械手控制设备配
置。
请参考《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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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每个群集节点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请确保使用 NetBackup 虚拟名称作
为 NetBackup 服务器的名称。按照说明安装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
请参考《NetBackup 安装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4

配置群集 NetBackup 服务器。
请参考《NetBackup 高可用性管理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5

安装所需的任何维护软件包和修补程序，使新安装的 NetBackup 服务器具有与
要替换的服务器相同的修补程序级别

6

配置所需设备和介质并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在根文件系统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恢复主服务器”。

7

依次在每个节点上配置 NetBackup 资源组，并运行“设备配置”向导来配置设
备。
提供了有关特定群集的配置信息。
请参考《NetBackup 高可用性管理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关于适用于 Windows 的磁盘恢复过程
适用于 Windows 的三种不同类型的磁盘恢复如下所示：
■

主服务器磁盘恢复过程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恢复 Windows 的主服务器磁盘”。

■

介质服务器磁盘恢复过程
请参见第 123 页的“关于恢复 Windows 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磁盘”。

■

客户端磁盘恢复过程
请参见第 123 页的“恢复 Windows 客户端磁盘”。

位于 AdvancedDisk 或 OpenStorage 磁盘上的基于磁盘的映像无法通过 NetBackup
目录库来恢复。这些磁盘映像必须通过 NetBackup 导入功能来恢复。有关导入功能
的信息，请参考以下手册中有关导入 NetBackup 映像的章节：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注意：在磁盘映像导入后，NetBackup 不会恢复该映像的初始目录库条目， 而是新
建一个目录库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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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恢复 Windows 的主服务器磁盘
本节中的过程介绍了当 Windows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丢失一个或多个磁盘分区
时如何恢复数据。
本章介绍了以下两个方案：
■

Windows 完好无损。系统仍然可以启动 Windows，但已丢失部分或全部其他分
区。假定 NetBackup 软件已丢失。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在 Windows 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恢复主服务器”。

■

所有磁盘分区都已丢失。必须重新安装 Windows，即进行完全恢复。这些过程
假定 NetBackup 主服务器磁盘运行的是受支持的 Windows 版本，并且已经更
换了有问题的硬件。
请参见第 120 页的“恢复主服务器和 Windows”。

对于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NetBackup 目录库的目录位置将成为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任何对 NetBackup 目录库的恢复都
需要在目录库恢复以前创建完全相同的目录路径或位置。

在 Windows 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恢复主服务器
此过程介绍了如何在 Windows 操作系统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恢复 NetBackup 主服务
器。
在 Windows 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恢复主服务器

1

确定安装 NetBackup 的安装路径 install_path。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安装
在 C:\Program Files\VERITAS 目录下。

2

确定是否需要为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创建某些目录路径或位置。

3

按照出现故障前磁盘的状态对所有要恢复的磁盘进行分区（如果需要进行分
区）。 然后，按照出现故障前每个分区的状态对其重新进行格式化。

4

在服务器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 软件。
请参考《NetBackup 安装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5

安装所有以前已安装过的 NetBackup 修补程序。请参见修补程序软件附带的文
档。

6

如果目录库目录不同于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中的目录，请在恢复目录库之前
在磁盘上重新创建该目录结构。例如，使用 NetBackup nbdb_move 命令重定
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目录库的各部分。

7

如果恢复方案涉及到还原策略或目录库备份，则必须配置相应的恢复设备。
可能必须执行下面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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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读取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以及要还原的磁盘的常规备份的设备安装和
配置机械手软件。如果可读取这些备份的某个非机械手驱动器可用，则不
需要使用机械手。但是在需要多个介质的情况下仍需要进行手动干预。
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

使用 “NetBackup 设备配置”向导在 NetBackup 中搜索和配置恢复设备。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

使用 NetBackup tpautoconf 命令在 NetBackup 中搜索和配置恢复设备。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手册：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

8

更新设备映射文件。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如果恢复方案涉及到还原对介质进行的策略备份或目录库备份，则必须配置相
应的恢复设备。
对介质进行配置可能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9

■

将所需介质手动加载到独立的恢复设备中。

■

使用 NetBackup 实用程序（如 robtest 或特定供应商的机械手控制软件）
将介质加载到所需的恢复设备中。

■

使用 NetBackup 卷配置向导清点机械手设备的介质内容。

■

使用特定于供应商的机械手控制软件将介质加载到所需的恢复设备。

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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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录库恢复完成之后，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使用下面的 bpdown
和 bpup 命令、“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活动监视器”或者
Windows“控制面板”中的“服务”应用程序。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警告：在步骤 11 中，不要将文件还原到 install_path\NetBackup\db、
install_path\NetBackupDB、install_path\NetBackup\var 或
install_path\Volmgr\database 目录中。 这些目录库已在步骤9 中进行了恢
复，使用常规备份重写它们，使它们处于不一致的状态。
如果使用 nbdb_move 从 install_path\NetBackupDB\data 中重定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文件，则这些文件在步骤 9 中恢复，而不应在步骤 11 中还原。

11 要还原所有其他文件，请按照所示顺序执行以下操作：
■

在主服务器上启动 NetBackup 管理界面。

■

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实用程序。

■

浏览查找要还原的内容并只选择丢失的分区。 选择系统目录（通常为
C:\Windows），这样可以确保所有注册表文件都能得以恢复。

■

取消选择 install_path\NetBackup\db、install_path\NetBackupDB、
install_path\NetBackup\var 和 install_path\Volmgr\database 目录
（请参见步骤 10 中的警告）。

■

如果重新安装 Windows，请选择“重写现有文件”选项，这样可以确保将
现有文件替换为备份文件。

■

启动还原操作。

12 重新启动系统，这将替换还原期间处于繁忙状态的所有文件。完成引导进程
后，系统将还原到上次备份时所处的状态。

恢复主服务器和 Windows
该过程假定 Windows 中的所有磁盘分区都已丢失。
恢复主服务器和 Windows

1

安装一个最小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执行“快速”安装）。
■

安装 Windows 软件，其类型和版本与以前使用的软件相同。

■

将 Windows 安装在出现故障前所使用的同一分区上。

■

安装所有需要的修补程序。必要时执行纠正操作。

120

灾难恢复
关于适用于 Windows 的磁盘恢复过程

■

指定默认工作组。不要还原域。

■

安装并配置使硬件正常运行所需的特定驱动程序或其他软件（例如，用于
磁盘驱动器的特定驱动程序）。

■

安装与系统上的磁带驱动器进行通信所需的 SCSI 或其他驱动程序。

■

按照硬件制造商提供的所有适用的说明操作，例如在 Compaq 系统上加载
SSD。

■

Windows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系统。

2

确定安装 NetBackup 的安装路径 install_path。默认情况下，NetBackup 安装
在 C:\Program Files\VERITAS 目录下。

3

确定是否需要为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创建某些目录路径或位置。

4

如有必要，按照出现故障前磁盘的状态对所有要恢复的磁盘进行分区。然后，
按照出现故障前每个分区的状态对其重新进行格式化。

5

在要恢复的服务器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 软件。此时不要配置任何 NetBackup
策略或设备。

6

安装所有以前已安装过的 NetBackup 修补程序。请参见修补程序软件附带的文
档。

7

如果目录库目录不同于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中的目录，请在恢复目录库之前
在磁盘上重新创建该目录结构。例如，使用 NetBackup nbdb_move 命令重定
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目录库的各部分。

8

如果恢复方案涉及到还原策略或目录库备份，则必须配置相应的恢复设备。
可能必须执行以下全部或部分任务：
■

为读取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以及要还原的磁盘的常规备份的设备安装和
配置机械手软件。如果可读取这些备份的某个非机械手驱动器可用，则不
需要使用机械手。但是在需要多个介质的情况下仍需要进行手动干预。
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

使用 NetBackup“设备配置”向导在 NetBackup 中搜索和配置恢复设备。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

使用 NetBackup 命令 tpautoconf 在 NetBackup 中搜索和配置恢复设备。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手册：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

更新设备映射文件。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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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必须从已备份到介质的策略备份或目录库备份进行还原，则可能必须在
NetBackup 中配置相应的介质。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配置介质时，可能需要执行以下部分或全部操作：
■

将所需介质手动加载到独立的恢复设备中。

■

使用 NetBackup 实用程序（如 robtest 或特定供应商的机械手控制软件）
将介质加载到所需的恢复设备中。

■

使用 NetBackup 卷配置向导清点机械手设备的介质内容。

■

使用特定供应商的机械手控制软件将介质加载到所需的恢复设备。

10 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11 目录库恢复完成之后，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使用下面的 bpdown
和 bpup 命令、“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活动监视器”或者
Windows“控制面板”中的“服务”应用程序。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警告：在步骤 12 中，不要将文件还原到 install_path\NetBackup\db、
install_path\NetBackupDB、install_path\NetBackup\var 或
install_path\Volmgr\database 目录中。这些目录已在步骤 10 中进行了恢
复，使用常规备份重写它们会使目录库处于不一致的状态。如果使用 nbdb_move
从 install_path\NetBackupDB\data 中重定位关系数据库文件，则这些文件
在步骤 10 中恢复，而不应在步骤 12 中还原。

12 要还原其他所有文件，请按所示顺序执行以下步骤：
■

在主服务器上启动 NetBackup 管理界面。

■

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界面。

■

浏览查找要还原的内容并只选择丢失的分区。选择系统目录（通常为
C:\Windows），这样可以确保所有注册表文件都能得以恢复。

■

取消选择 install_path\NetBackup\db、install_path\NetBackupDB（或
已重定位的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路径）、install_path\NetBackup\var
或 install_path\Volmgr\database 目录。
请参见此过程中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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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重新安装 Windows，请选择“重写现有文件”选项，这样可以确保将
现有文件替换为备份文件。

■

启动还原操作。

13 重新启动系统，这将替换还原期间处于繁忙状态的所有文件。完成引导进程
后，系统将还原到上次备份时所处的状态。

关于恢复 Windows 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磁盘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将信息存储在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中。如果需要恢复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上的系统磁盘，建议按照与恢复客户端磁盘类似的过程进
行。
请参见第 123 页的“恢复 Windows 客户端磁盘”。

恢复 Windows 客户端磁盘
下面的过程介绍了在系统磁盘出现故障时如何对 Windows NetBackup 客户端执行
完全恢复。
NetBackup Bare Metal Restore (BMR) 通过使用为实施 BMR 保护而配置的策略来
备份客户端系统，从而为客户端系统提供保护。提供了有关 BMR 备份和恢复过程
的完整说明。
请参见 Bare Metal Restore System Administrator's Guide（《Bare Metal Restore
系统管理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此过程假定需要重新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和 NetBackup 以引导系统及执行还
原。
以下是补充假设：
■

NetBackup 客户端运行的是受支持的 Microsoft Windows 版本。

■

NetBackup 客户端是使用受支持的 NetBackup 客户端和服务器软件版本备份
的。

■

客户端向其发送备份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运行正常。您请求从该服务器进行
还原。

■

备份包括操作系统及其注册表所在的目录。
如果备份不包括目录中的文件，您可能无法将系统还原到与其以前的配置相同
的状态。

■

已经更换有问题的硬件。

在开始之前，验证您是否已经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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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即将还原的 NetBackup 客户端上重新安装的 Windows 系统软件。重新安
装先前使用的相同类型和版本的软件。

■

要在即将还原的客户端上安装的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

使硬件正常运行所需的特殊驱动程序或其他软件（如磁盘驱动器的特殊驱动程
序）。

■

NetBackup 客户端的 IP 地址和主机名。

■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 IP 地址和主机名。

■

要还原的系统上使用过的分区和格式化方案。在 Windows 安装过程中必须复制
该方案。

恢复 Windows 客户端磁盘

1

安装一个最小的 Windows 操作系统（执行“快速”安装）。
在安装过程中，请执行下列任务：
■

按照出现故障前的分区情况对磁盘进行分区（如果需要分区）。然后，按
照出现故障前的情况重新格式化每个分区。

■

在出现故障前所使用的相同分区上安装操作系统。

■

指定默认工作组。不要还原域。

■

按照硬件制造商提供的所有适用的说明操作。

2

安装完成后，重新启动系统。

3

配置 NetBackup 客户端系统，以重新建立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网络连接。
例如，如果您的网络使用 DNS，则客户端上的配置必须使用出现故障前所使用
的同一 IP 地址。此外，它必须指定相同的名称服务器（或能同时识别 NetBackup
客户端和主服务器的其他名称服务器）。在该客户端上，可从 Windows“控制
面板”访问的“网络”对话框中配置 DNS。

4

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软件。
请确保为客户端服务器和主服务器指定正确的名称。
■

要指定客户端名称，请在客户端上启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然后
单击“文件”菜单上的“NetBackup 客户端属性”。在“NetBackup 客户
端属性”对话框的“常规”选项卡上输入客户端名称。

■

要指定服务器名称，请在“文件”菜单上单击“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
策略类型”。

有关说明，请参考《NetBackup 安装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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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装所有以前已安装过的 NetBackup 修补程序。

6

通过在客户端上创建下列调试日志目录来启用调试日志记录：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tar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bpinetd

NetBackup 在这些目录中创建日志。

7

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
该操作会使 NetBackup 开始向 bpinetd 调试日志中记录日志。

8

使用 NetBackup“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将系统文件和用户文件还原到客
户端系统上。
例如，如果所有文件都位于 C 驱动器，则还原该驱动器将还原整个系统。
还原这些文件不需要您是管理员，但您必须拥有还原权限。有关说明，请参考
联机帮助或参考以下内容：
请参见《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快速入门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NetBackup 在还原 Windows 系统文件时会还原注册表。例如，如果系统文件
位于 C:\Winnt 目录中，则 NetBackup 在还原该目录及其附属子目录和文件时
会还原注册表。

9

检查在步骤6 中创建的目录下的日志文件中是否有错误消息 (ERR) 或警告消息
(WRN)。
如果日志指出 Windows 系统文件的还原有问题，请先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再
继续操作。

10 停止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并确认 bpinetd 程序不再运行。
11 重新启动 NetBackup 客户端系统。
完成引导进程后，系统将还原到上次备份时所处的状态。

关于 Windows 上的群集 NetBackup 服务器恢复
NetBackup 服务器群集无法防止目录库损坏、共享磁盘丢失或整个群集丢失。必须
执行常规目录库备份。提供了有关在群集环境中配置目录库备份和系统备份策略的
更多信息。
请参考《NetBackup 高可用性管理指南》中有关配置 NetBackup 的主题：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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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在尝试这些恢复过程之前，请与技术支持联系。

替换 Windows VCS 群集上的故障节点
对于如何使 NetBackup 资源组联机和脱机，我们提供了特定于群集技术的信息。此
外，还提供了有关如何冻结和解冻资源组（禁用和启用对资源组的监视）的信息。
请参考《NetBackup 高可用性管理指南》中有关配置 NetBackup 的主题：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在开始执行此过程之前，请检查以下条件：
■

是否已在替换节点上配置了硬件、系统软件和群集环境。

■

是否已使重新配置的节点或替换节点成为群集的成员，并且与故障节点具有相
同的名称。

当共享磁盘和至少一个已配置的群集节点保持可用状态时，才可应用以下过程。
替换使用 VCS 的 Windows 群集上的故障节点

1

冻结 NetBackup 服务。

2

确保 NetBackup 共享磁盘未装入到要安装 NetBackup 的节点上。

3

在新节点或替换节点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请确保使用 NetBackup 虚拟名
称作为 NetBackup 服务器的名称。按照说明安装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
请参考《NetBackup 安装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4

确保该节点为现有群集的成员，且可自动执行必要配置。

5

安装所需的任何维护包和修补程序，使新安装的节点具有与其他群集节点相同
的修补程序级别。

6

解冻 NetBackup 服务并验证是否可在替换节点上启动该服务。

恢复 Windows VCS 群集上的共享磁盘
下面的过程适用于以下情况：已配置的群集节点保持可用状态，但是共享磁盘上的
NetBackup 目录库、数据库文件或者两者都损坏或丢失。
在开始执行此过程之前，请检查以下条件：
■

将共享存储硬件还原到工作状态，以便共享磁盘资源可以联机并带有一个空的
共享目录。

■

存在有效的联机目录库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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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使用 VCS 的 Windows 群集上的共享磁盘

1

清除故障 NetBackup 资源组、禁用监视并在正常运行的节点上启动共享磁盘和
虚拟名称资源。

2

请确保为所有 NetBackup 共享磁盘分配的驱动器盘符与初始安装和配置
NetBackup 时使用的驱动器盘符相同。

3

要为群集重新配置 NetBackup，请在活动节点上按顺序运行以下命令来初始化
数据库：
bpclusterutil -ci
tpext
bpclusterutil -online

4

使用适当的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过程，还原共享磁盘上的 NetBackup 目录
库信息。
请参见第 120 页的“恢复主服务器和 Windows”。

5

如果群集 NetBackup 服务器是介质服务器，请验证已还原的 vm.conf 文件是否
包含活动节点的特定于主机的正确 MM_SERVER_NAME 配置条目。如果
MM_SERVER_NAME 与本地主机名不同，请编辑该文件，并将服务器名称更
改为本地主机名：
MM_SERVER_NAME=<local host name>

6

使用 NetBackup 还原共享磁盘上的所有数据。提供了有关如何执行还原的详细
信息。
请参考《NetBackup 备份、存档和还原入门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7

配置所需设备和介质并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8

在活动节点上，手动关闭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9

重新启用对 NetBackup 资源组的监视。

10 验证现在是否可使 NetBackup 服务器在所有已配置的节点上联机。

恢复整个 Windows VCS 群集
以下过程适用于必须从头重新创建的群集 NetBackup 服务器环境。
执行之前，请确保具有有效的联机目录库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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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整个 Windows VCS 群集

1

在替换群集上配置硬件、系统软件和群集环境。

2

确保已根据操作系统所需，执行了相应的低级别磁带设备和机械手控制设备配
置。
请参考《NetBackup 设备配置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3

在每个群集节点上重新安装 NetBackup。请确保使用 NetBackup 虚拟名称作
为 NetBackup 服务器的名称。按照说明安装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
请参考《NetBackup 安装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4

配置群集 NetBackup 服务器。
请参考《NetBackup 高可用性管理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5

安装所需的任何维护软件包和修补程序，使新安装的 NetBackup 服务器具有与
要替换的服务器相同的修补程序级别

6

配置所需设备和介质并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请参见第 120 页的“恢复主服务器和 Windows”。

7

依次在每个节点上配置 NetBackup 资源组，并运行“设备配置”向导来配置设
备。
提供了群集（MSCS 或 VCS）的配置信息。
请参考《NetBackup 高可用性管理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在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之前，请确保 NetBackup 正在恢复环境中运行。 确保在
NetBackup 中配置恢复设备。 确保包含目录库备份的介质对 NetBackup 可用。 如
果 NetBackup 主服务器是群集的一部分，请确保该群集正常工作。
NetBackup 目录库由几个部分组成。 恢复目录库的方式取决于所要恢复的目录库部
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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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目录库恢复选项

恢复选项

描述

恢复整个目录库

Symantec 建议您恢复整个目录库。 执行此操作可帮助确保目录库的各个部分之间的一致
性。 此方法在将某个目录库恢复到备份它的同一环境时最有用。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关于恢复整个 NetBackup 目录库”。

恢复目录库映像文件和
配置文件

映像数据库包含有关已备份数据的信息。配置文件（databases.conf 和 server.conf）
是包含 SQL Anywhere 后台驻留程序说明的平面文件。
此类恢复还将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 (NBDB) 还原到分段作业目录，使其在需要时可用于
进一步处理。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

恢复关系数据库文件

NetBackup 数据库 (NBDB) 也称为企业介质管理器 (EMM) 数据库。它包含有关卷以及
NetBackup 存储单元中的机械手和驱动器的信息。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还包含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映像文件包含描述备份的元数据。
如果关系数据库已损坏或丢失，但目录库映像文件仍存在且有效，请恢复该关系数据库。
请参见第 158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

整个目录库或目录库映像文件的恢复依赖于灾难恢复信息。 在目录库备份期间，该
信息将保存在一个文件中。 目录库备份策略中配置了灾难恢复文件的位置。
请参见第 132 页的“NetBackup 灾难恢复电子邮件示例”。
如果没有灾难恢复文件，您仍可恢复目录库。然而，这个进程更加困难且费时。
请参见第 167 页的“不使用灾难恢复文件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注意：在目录库恢复之后，NetBackup 将会冻结包含目录库备份的可移动介质。此
操作可以防止之后意外重写介质上的最终目录库备份映像。 此最终映像与实际目录
库备份本身有关，且此恢复不属于目录库恢复。 您可以将介质解冻。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取消冻结 NetBackup 联机目录库恢复介质”。
对于特殊用例，需要使用其他过程。
请参见第 165 页的“在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时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其他主题提供了关于目录库恢复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30 页的“关于在 Windows 计算机上执行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
请参见第 130 页的“关于从磁盘设备执行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
请参见第 131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和 Ops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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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 Windows 计算机上执行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
在 Windows 计算机上，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主机名存储在 Windows 注册表中。
（还存储在 NetBackup 目录库中。）
如果在目录库恢复方案期间安装 NetBackup，请确保在安装时输入介质服务器名
称。这样可以将介质服务器名称添加到注册表中。然后，目录库恢复以及使用现有
介质服务器和存储设备的任何后续备份才能正常运行。

关于从磁盘设备执行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
在目录库恢复中，恢复环境中的磁盘介质 ID 可能与备份环境中的磁盘介质 ID 有所
不同。它们可能在以下用例中有所不同：
■

存储设备相同，但 NetBackup 主服务器安装是全新的。服务器主机或磁盘故障
可能需要您安装 NetBackup。在 NetBackup 中配置设备可能会将不同于最初分
配的磁盘介质 ID 分配给磁盘卷。

■

这些磁盘存储设备不同于写入目录库备份的磁盘存储设备。 它可能在发生存储
硬件故障或替换之后位于同一环境中， 可能是将目录库备份和客户端备份复制
到的另一个站点。 不管如何，目录库备份和客户端备份位于不同的硬件。因此，
磁盘介质 ID 可能有所不同。

在这些情况下，NetBackup 将处理磁盘介质 ID 以便可以恢复目录库。该处理会将
备份环境中的磁盘介质 ID 映射到恢复环境中的磁盘介质 ID。
当目录库备份驻留在以下任一存储类型上时，将发生该处理：
■

AdvancedDisk 磁盘池

■

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MSDP)

■

OpenStorage 设备

关于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和符号链接
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时，必须解释 NetBackup 目录库目录结构的所有符号链接，
如下所示：
db/images 目录

如果 NetBackup db/images 目录驻留在符号链接目标的存储上，
则该符号链接必须存在于恢复环境中。该符号链接还必须在恢复
环境中具有相同的目标。

db/images/client 目 如果 db/images 目录下的任何客户端子目录为符号链接，则它们
录
还必须存在于恢复环境中。符号链接还必须在恢复环境中具有相
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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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主服务器的目录库
恢复

要在灾难恢复站点上将 NetBackup 目录库从群集主服务器恢复到
单个主服务器，必须在恢复该目录库之前在恢复主机上创建以下
符号链接：
/usr/openv/netbackup/db
/usr/openv/db/staging

->
->

/opt/VRTSnbu/netbackup/db
/opt/VRTSnbu/db/staging

（仅适用于 Solaris 系统）在恢复该目录库之前，还必须创建以下
符号链接：
/usr/openv

->

/opt/openv

如果符号链接及其目标不存在，则目录库恢复将失败。

关于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和 OpsCenter
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时，NetBackup 会将作业 ID 重置为 1。NetBackup 从 1 开
始分配作业编号。
如果您使用 NetBackup OpsCenter 监视 NetBackup 活动，可能会在目录库恢复之
后在 OpsCenter 中发现重复的作业 ID。 为避免出现重复的作业 ID，可以指定
NetBackup 在恢复后应对作业进行编号的起始作业 ID。
请参见第 131 页的“在目录库恢复之后指定 NetBackup 作业 ID 编号”。

在目录库恢复之后指定 NetBackup 作业 ID 编号
您可在目录库恢复之后指定 NetBackup 作业 ID 编号。 如果您使用 OpsCenter 监
视 NetBackup 活动，执行此操作可避免 OpsCenter 中出现重复的作业 ID 编号。
请参见第 131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和 OpsCenter”。
在目录库恢复之后指定 NetBackup 作业 ID 编号

1

如有必要，请从备份还原 OpsCenter 数据库。

2

确定 OpsCenter 中记录的最后一个作业 ID 编号。

3

编辑 NetBackup jobid 文件，将值设置为比步骤 2 中的编号大一。 下面是
jobid 文件的路径名称：
■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db/jobs/jobid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db\jobs\jobid

由于恢复操作会使用作业编号，您必须在执行目录库恢复前指定该编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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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灾难恢复电子邮件示例
在完成目录库备份后，目录库备份策略可发送灾害恢复电子邮件。要配置目录库备
份策略，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以下是成功备份目录库后的灾难恢复电子邮件示例：
From: Netbackup.master.example.com
Sent: Monday, January 2, 2012 1:26 PM
To: NetBackup Administrator
Subject: NetBackup Catalog Backup successful on host master.example.com status 0
Server
master.example.com
NetBackup Version
7.6.1
Date
Thur Jan 1 13:05:44 2015
Policy
cat
Catalog Backup Status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status 0).
DR image file:
/backup/dr/cat_1305655567_FULL
To ensure that the NetBackup catalog data is protected through Thur
Jan 15 13:05:44 2015, retain a copy of the attached file, and the
media or files listed below:
Catalog Recovery Media
Media Server
Disk Image Path
* media.example.com /backup/nb/master.example.com_1305655547_C1_F1
* media.example.com /backup/nb/master.example.com_1305655567_C1_F1
* media.example.com /backup/nb/master.example.com_1305655567_C1_TIR
DR file written to
/backup/dr/cat_1305655567_FULL

Image File Required
cat_1305655547_FULL
cat_1305655567_FULL
cat_1305655567_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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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imary Media

Catalog Recovery Procedure for the Loss of an Entire Catalog
You should create a detailed disaster recovery plan to follow should it
become necessary to restore your organization's data in the event of
a disaster. A checklist of required tasks can be a tremendous tool in
assisting associates in triage. For example, after the facility is safe
for data to be restored, the power and data infrastructure need to be
verified. When these tasks are completed, the following scenarios will
elp to quickly restore the NetBackup environment, and in turn, restore
applications and data.
Disaster Recovery Procedure using the DR Image File
In the event of a catastrophic failure, use the following procedure to
rebuild the previous NetBackup environment.
Note: If new hardware is required, make sure that the devices contain
drives capable of reading the media and that the drive controllers are
capable of mounting the drives.
1.
2.
3.
4.

Install NetBackup.
Configure the devices necessary to read the media listed above.
Inventory the media.
Make sure that the master server can access the attached DR image
file. Start the NetBackup Recovery Wizard from the NetBackup
Administration Console. Or, start the wizard from a command line by
entering bprecover -wizard.

Disaster Recovery Procedure without the DR Image File
NOTE: ONLY
attachment
to recover
the Shared
step 2 and
1.
2.
3.
4.

ATTEMPT THIS AS A LAST RESORT If you do not have the
included with this email, use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your catalog (If using OpenStorage disk pools, refer to
Storage Guide to configure the disk pools instead of
3 below):

Install NetBackup.
Configure the devices necessary to read the media listed above.
Inventory the media.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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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import -create_db_info [-server name] -id /backup/nb
5. Run:
cat_export -client master.example.com
6. Go to the following directory to find the DR image file
cat_1305655567_FULL:
/usr/openv/netbackup/db.export/images/master.example.com/1305000000
7. Open cat_130655567_FULL file and find the BACKUP_ID
(for example: master.example.com_1305655567).
8. Run:
bpimport [-server name] -backupid master.example.com_1305655567
9. Run:
bprestore -T -w [-L progress_log] -C master.example.com -t 35
-p cat -X -s 1305655567 -e 1305655567 /
10. Run the BAR user interface to restore the remaining image database
if the DR image is a result of an incremental backup.
11. To recover the NetBackup relational database, run:
bprecover -r -nbdb
12. Stop and Start NetBackup
13. Configure the devices if any device has changed since the last
backup.
14. To make sure the volume information is updated, inventory the media
to update the NetBackup database.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关于恢复整个 NetBackup 目录库
Symantec 建议您恢复整个目录库。执行此操作可帮助确保目录库的各个部分之间
的一致性。
恢复包括灾难恢复文件标识的目录库备份中的目录库映像文件和配置文件，如下所
述：
完全备份

还原 DR 文件标识的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文件。将还原灾难恢复文
件标识的映像文件和配置文件。

增量式备份

还原 DR 文件标识的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文件。自上次完全目录库
备份以来更改的所有目录库备份映像文件将自动包括在增量式目录库备
份中。因此，仅还原自上次完全备份以来发生更改的目录库映像和配置
文件。然后，可以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用户界面还原所有备份映
像。

可以使用以下任一方法来恢复整个目录库：
■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目录库恢复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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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135 页的“使用目录库恢复向导恢复整个 NetBackup 目录库”。
■

通过 bprecover -wizard 命令和选项启动的基于文本的向导。
请参见第 141 页的“使用 bprecover -wizard 恢复整个 NetBackup 目录库”。

在完全目录库恢复过程中不应用关系数据库事务日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使用目录库恢复向导恢复整个 NetBackup 目录库
此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目录库恢复向导”恢复整个目录库。在完全目录库恢复过
程中不应用关系数据库事务日志。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注意：完全目录库恢复将还原目录库备份中的设备和介质配置信息。如果恢复期间
您必须配置存储设备，Symantec 建议您仅恢复 NetBackup 映像文件。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
您必须拥有 root（管理）用户权限。
您必须登录到要在其上恢复目录库的主服务器。在执行更改服务器的操作之后，
“目录库恢复向导”不起作用。
注意：在目录库恢复过程中，NetBackup 可能会关闭并重新启动服务。 如果将
NetBackup 配置为高可用性应用程序（群集或全局群集），请在启动恢复过程之前
冻结群集。 执行此操作可防止出现故障转移。 然后，在恢复过程完成后解冻群集。

警告：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之前不要运行任何客户端备份。
通过使用“目录库恢复向导”恢复整个目录库

1

如果未运行 NetBackup，请输入以下命令启动所有 NetBackup 服务：
■

在 UNIX 和 Linu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2

启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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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目录库备份和恢复设备不可用，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NetBackup 中配置必需的恢复设备。
有关磁带存储或 BasicDisk 存储，请参见《NetBackup管理指南，第 I 卷》。
有关磁盘存储类型，请参见介绍该选项的指南。有关 NetBackup 文档，请参见
以下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b

使包含目录库备份的介质可供 NetBackup 使用：清点机械手或磁盘池、为独立
驱动器添加介质、配置存储服务器和磁盘池等等。
有关磁带存储或 BasicDisk 存储，请参见《NetBackup管理指南，第 I 卷》。
有关磁盘存储类型，请参见介绍该选项的指南。有关 NetBackup 文档，请参见
以下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4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窗口中，单击左窗格中的“NetBackup 管理”，
然后单击右窗格中的“恢复目录库”。
将显示“目录库恢复向导”“欢迎使用”面板。

5

单击“欢迎使用”面板上的“下一步”，以显示“目录库灾难恢复文件”面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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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目录库灾难恢复文件”面板上，指定灾难恢复文件的存储位置。您可以浏
览选择文件或输入灾难恢复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指定可用的最新灾难恢复信息文件。如果最新的目录库
备份是增量式备份，则使用增量式备份中的灾难恢复文件。（不需要先还原完
全备份，再还原增量式备份）。
如果发生某种形式的损坏，则您可能想要还原到较早状态的目录库。

单击“下一步”继续。将显示“检索灾难恢复文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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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该向导会搜索恢复目录库所需的介质，“检索灾难恢复文件”面板将通知您相
关进度。通知您是否找到了所需的灾难恢复映像的备份 ID。如果没有找到介
质，向导将列出更新数据库所需的介质。

如有必要，请按照向导说明插入指示的介质并运行清单来更新 NetBackup 数据
库。此面板上显示的信息取决于恢复是从完全备份进行还是从增量式备份进
行。
在找到所需的全部介质源后，请单击“下一步”以显示“灾难恢复方法”面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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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默认情况下，会选中“灾难恢复方法”面板上的“恢复整个 NetBackup 目录
库”选项。

如果需要，请选择“作业优先级”，然后单击“下一步”启动对整个 NetBackup
目录库的恢复。将显示“恢复目录库”面板。

9

“恢复目录库”面板显示各种目录库组件的恢复进度，如下所示：
■

NBDB 数据库（包括 EMM 数据库）

■

BMR 数据库（如果适用）

■

NetBackup 策略文件

■

将映像文件备份到其正确的映像目录

■

其他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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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操作取决于恢复结果，如下所示：
不成功

查阅日志文件消息以找出问题所在。单击“取消”，解决此
问题，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成功

单击“下一步”继续前进到最终向导面板。

10 在通知您恢复完成的面板上，单击“完成”。
11 在继续之前，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从可移动介质恢复目录库，NetBackup 将冻结目录库介质。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取消冻结 NetBackup 联机目录库恢复介质”。

■

在重新启动 NetBackup之前，Symantec 建议您冻结其中备份日期晚于恢复
时使用的目录库的日期的介质。

■

在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之前，NetBackup 不会运行预定的备份作
业。
您可以在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之前手动提交备份作业。但是，如果
没有冻结其中备份日期晚于恢复时使用的目录库的日期的介质，则
NetBackup 可能会重写该介质。

12 在所有服务器上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如下所示：
■

在 UNIX 和 Linu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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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如果任意主机上的“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处于活动状态，则停止 NetBackup
服务的命令会将其关闭。

13 如果目录库恢复是服务器恢复过程的一部分，请完成相应恢复过程中的剩余步
骤。
恢复可以包括以下几项：
■

将备份从备份介质导入目录库。

■

对介质进行写保护。

■

弹出介质并妥善保存。

■

冻结介质。

使用 bprecover -wizard 恢复整个 NetBackup 目录库
bprecover -wizard 命令是使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向导的一种替代方法。

您必须具有执行此过程的 root（管理）权限。
在完全目录库恢复过程中不应用关系数据库事务日志。
您必须具有执行这些操作的 root（管理）权限。
您必须登录到要在其上恢复目录库的主服务器。
注意：在目录库恢复过程中，服务可能会关闭并重新启动。如果将 NetBackup 配置
为高可用性应用程序（群集或全局群集），请在启动恢复过程之前冻结群集以防止
出现故障转移。然后，在恢复过程完成后解冻群集。

注意：完全目录库恢复将还原目录库备份中的设备和介质配置信息。如果恢复期间
您必须配置存储设备，Symantec 建议您仅恢复 NetBackup 映像文件。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

警告：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之前不要运行任何客户端备份。
使用 bprecover -wizard 恢复整个目录库

1

如果将目录库恢复到新 NetBackup 安装，例如灾难恢复站点，请执行以下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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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安装 NetBackup。

■

配置执行恢复所需的设备。

■

将执行恢复所需的介质添加到设备。

启动 NetBackup。
以下是启动 NetBackup 的命令：
■

对于 UNIX 和 Linux：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exe

3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来启动 bprecover 向导：
■

对于 UNIX 和 Linux：
/usr/openv/netBbckup/bin/admincmd/bprecover -wizard

■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bprecover.exe
-wizard

将显示以下内容：
Welcome to the NetBackup Catalog Recovery Wizard!
Please make sure the devices and media that contain catalog
disaster recovery data are available
Are you ready to continue?(Y/N)

4

输入 Y 以继续操作。将出现以下提示：
Please specify the full pathname to the catalog disaster recovery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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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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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要还原的备份的灾难恢复文件的完全限定路径名。例如：
/mnt/hdd2/netbackup/dr-file/Backup-Catalog_1318222845_FULL

如果最新的目录库备份是增量式备份，则使用增量式备份中的灾难恢复文件
（不需要先还原完全备份，再还原增量式备份）。或者，可以从较早版本的目
录库进行恢复。
如果路径名指向一个有效的 DR 文件，则将显示一条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vm2.example.com_1318222845
All media resources were located
Do you want to recover the entire NetBackup catalog? (Y/N)

如果 DR 文件或路径名无效，则将退出命令行向导。

6

输入 Y 以继续操作。将显示以下内容：
Do you want to startup the NetBackup relational database (NBDB)
after the recovery?(Y/N)

映像文件将还原到正确的映像目录中，并且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NBDB，
还可以是 BMRDB）将被还原和恢复。

7

输入 Y 或 N 继续操作。
还原进行过程中，将显示以下内容：
Catalog recovery is in progress. Please wait...
Beginning recovery of NBDB. Please wait...
Completed successful recovery of NBDB on vm2.example.com
INF - Catalog recovery has completed.
WRN - NetBackup will not run scheduled backup jobs until NetBackup
is restarted.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review the log file:
/usr/openv/netbackup/logs/user_ops/root/logs/Recover1318344410.log

完成恢复作业后，每个映像文件都将还原到正确的映像目录中，并且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NBDB，还可以是 BMRDB）将被还原和恢复。

8

在继续之前，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从可移动介质恢复目录库，NetBackup 将冻结目录库介质。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取消冻结 NetBackup 联机目录库恢复介质”。

■

在重新启动 NetBackup之前，Symantec 建议您冻结其中备份日期晚于恢复
时使用的目录库的日期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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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在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之前，NetBackup 不会运行预定的备份作
业。
您可以在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之前手动提交备份作业。但是，如果
没有冻结其中备份日期晚于恢复时使用的目录库的日期的介质，则
NetBackup 可能会重写该介质。

■

由于此操作是部分恢复，因此必须恢复该目录库的关系数据库部分。
请参见第 158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

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以下是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的命令：
■

在 UNIX 和 Linu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10 如果目录库恢复是服务器恢复过程的一部分，请完成相应恢复过程中的剩余步
骤。
此过程可能包括下列任务：
■

将备份从备份介质导入目录库

■

对介质进行写保护

■

弹出介质并妥善保存

■

冻结介质

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
目录库映像文件包含有关所有已备份的数据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 NetBackup 目录
库中最大的组成部分。此类型的目录库恢复执行以下操作：
■

恢复映像 .f 文件。

■

恢复配置文件（databases.conf 和 server.conf）。

■

将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 (NBDB) 还原到分段作业目录，使其在需要时可用于
进一步处理。
请参见第 164 页的“关于在分段作业中处理关系数据库”。

■

（可选）恢复策略和授权数据。

144

灾难恢复
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表 4-3 是包括在部分恢复中的文件的列表。
注意：从 NetBackup 7.5 版本开始，映像文件现在存储在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
中。映像文件包含描述备份的元数据。
在进行灾难恢复时，NetBackup 支持将目录库映像文件和配置文件从群集环境恢复
到非群集主服务器。

恢复建议
请参见第 13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和符号链接”。
Symantec 建议在下列情况下恢复目录库映像文件：
■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有效，但 NetBackup 策略文件、备份映像文件或配置文
件丢失或损坏。

■

您需要在还原整个目录库之前还原部分 NetBackup 目录库。此过程仅恢复目录
库映像和配置文件。
在恢复映像文件后，可以恢复关系数据库。
请参见第 158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

■

您可以使用不同的存储设备恢复目录库。 可以位于发生存储硬件故障或更换后
的同一环境中，也可以位于将目录库备份和客户端备份复制到的其他站点。不
管如何，目录库备份和客户端备份位于不同的硬件。
此恢复不会使用目录库备份中不再有效的旧存储设备信息重写新的存储设备配
置。

目录库恢复和备份类型
恢复包括灾难恢复文件中列出的目录库备份中的目录库映像文件和配置文件，如下
所示：
完全备份

将会恢复灾难恢复文件中列出的映像文件和配置文件。

增量式备份

存在两种恢复方案，如下所示：
■

目录库不包含任何有关对应的完全备份以及其他增量式备份的信息。
NetBackup 仅还原在该增量式备份中备份的备份映像 .f 文件、配
置文件和 NetBackup 策略文件。
但是，将还原直到最后一次完全目录库备份为止的所有目录库备份
映像 .f 文件。因此，可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界面还原其余
的策略、映像 .f 文件和配置文件。

■

目录库包含有关对应的完全备份以及其他增量式备份的信息。
NetBackup 还原包括在相关的目录库备份集中的所有备份映像 .f
文件和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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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库映像文件
表 4-3 列出了部分目录库恢复中包含的文件。
表 4-3

目录库映像文件

UNIX 和 Linux

Windows

/usr/openv/netbackup/bp.conf

不适用

/usr/openv/netbackup/db/*

install_path\NetBackup\db\*

/usr/openv/netbackup/db/class/*
（可选）

install_path\NetBackup\db\class\*
（可选）

/usr/openv/netbackup/vault/
sessions*

install_path\NetBackup\vault\sessions\*

/usr/openv/var/*（可选）

install_path\NetBackup\var\*（可
选）

/usr/openv/volmgr/database/*

install_path\Volmgr\database\*

/usr/openv/volmgr/vm.conf

install_path\Volmgr\vm.conf

恢复方法
可以使用以下任一方法来恢复目录库映像文件：
■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中的“目录库恢复向导”。
请参见第 135 页的“使用目录库恢复向导恢复整个 NetBackup 目录库”。

■

基于文本的恢复向导。bprecover -wizard 命令和选项可启动基于文本的恢复
向导。
请参见第 141 页的“使用 bprecover -wizard 恢复整个 NetBackup 目录库”。

使用目录库恢复向导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
此过程介绍了如何使用“目录库恢复向导”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在映
像文件恢复过程中应用关系数据库事务日志。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
您必须具有执行此过程的 root（管理）权限。
您必须登录到要在其上恢复目录库的主服务器。 在执行更改服务器的操作之后，
“目录库恢复向导”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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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此向导依赖于目录库备份过程中生成的灾难恢复文件。 目录库备份策略中指
定了灾难恢复文件的路径。

注意：在目录库恢复过程中，NetBackup 可能会关闭并重新启动服务。如果将
NetBackup 配置为高可用性应用程序（群集或全局群集），请在启动恢复过程之前
冻结群集以防止出现故障转移。然后，在恢复过程完成后解冻群集。

警告：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之前不要运行任何客户端备份。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
使用目录库恢复向导恢复目录库映像文件

1

如果未运行 NetBackup，请输入以下命令启动所有 NetBackup 服务：
■

在 UNIX 和 Linu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2

如果目录库备份和恢复设备不可用，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NetBackup 中配置必需的恢复设备。
有关磁带存储或 BasicDisk 存储，请参见《NetBackup管理指南，第 I 卷》。
有关磁盘存储类型，请参见介绍该选项的指南。有关 NetBackup 文档，请参见
以下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b

使包含目录库备份的介质可供 NetBackup 使用：清点机械手或磁盘池、为独立
驱动器添加介质、配置存储服务器和磁盘池等等。
有关磁带存储或 BasicDisk 存储，请参见《NetBackup管理指南，第 I 卷》。
有关磁盘存储类型，请参见介绍该选项的指南。有关 NetBackup 文档，请参见
以下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c

创建符号链接以与原始环境中的符号链接相匹配。
请参见第 13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和符号链接”。

3

在“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窗口中，单击左窗格中的“NetBackup 管理”，
然后单击右窗格中的“恢复目录库”。
将显示“目录库恢复向导”“欢迎使用”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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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欢迎使用”面板上的“下一步”，以显示“目录库灾难恢复文件”面
板。

5

在“目录库灾难恢复文件”面板上，指定灾难恢复文件的存储位置。您可以浏
览选择文件或输入灾难恢复文件的完整路径名。
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指定可用的最新灾难恢复信息文件。如果最新的目录库
备份是增量式备份，则使用增量式备份中的灾难恢复文件。（不需要先还原完
全备份，再还原增量式备份）。
如果发生某种形式的损坏，则您可能想要还原到较早状态的目录库。

单击“下一步”继续。将显示“检索灾难恢复文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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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该向导会搜索恢复目录库所需的介质，“检索灾难恢复文件”面板将通知您相
关进度。通知您是否找到了所需的灾难恢复映像的备份 ID。如果没有找到介
质，向导将列出更新数据库所需的介质。

如有必要，请按照向导说明插入指示的介质并运行清单来更新 NetBackup 数据
库。此面板上显示的信息取决于恢复是从完全备份进行还是从增量式备份进
行。
在找到所需的全部介质源后，请单击“下一步”以显示“灾难恢复方法”面
板。
将显示“灾难恢复方法”面板。

7

在“灾难恢复方法”面板上，执行以下操作：
■

选择“仅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和配置文件”。

■

指定作业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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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请单击“下一步”。
将显示“恢复目录库”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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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恢复目录库”面板显示了恢复进度。

您的操作取决于恢复结果，如下所示：

9

不成功

查阅日志文件消息以找出问题所在。单击“取消”，解决此
问题，然后再次运行向导。

成功

单击“下一步”继续前进到最终向导面板。

在最终向导面板上，单击“完成”。
完成恢复作业后，每个映像文件都将还原到正确的映像目录中，并且将还原配
置文件。

10 从分段作业目录中的关系数据库导出映像元数据，如下所示：
cat_export -all -staging -source_master source-master-server-name

需要进行导出，以便将映像元数据导入到关系数据库。目录库映像文件恢复将
不会恢复关系数据库。

11 将映像元数据导入到关系数据库，如下所示：
cat_import -all -replace_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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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从磁盘设备恢复该目录库，可能必须修复映像头中的磁盘介质 ID 引用。
映像头从目录库备份恢复。
要修复映像头中的磁盘介质 ID，请运行以下命令：
nbcatsync -backupid image_id -dryrun

用目录库备份的 ID 替换 image_id。可以通过检查 DR 文件找到目录库备份的
映像 ID。

13 在继续之前，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从可移动介质恢复目录库，NetBackup 将冻结目录库介质。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取消冻结 NetBackup 联机目录库恢复介质”。

■

在重新启动 NetBackup之前，Symantec 建议您冻结其中备份日期晚于恢复
时使用的目录库的日期的介质。

■

在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之前，NetBackup 不会运行预定的备份作
业。
您可以在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之前手动提交备份作业。但是，如果
没有冻结其中备份日期晚于恢复时使用的目录库的日期的介质，则
NetBackup 可能会重写该介质。

■

由于此操作是部分恢复，因此必须恢复该目录库的关系数据库部分。
请参见第 158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

14 在所有服务器上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如下所示：
■

在 UNIX 和 Linu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15 如果目录库恢复是服务器恢复过程的一部分，请完成相应恢复过程中的剩余步
骤。
恢复可以包括以下几项：
■

将备份从备份介质导入目录库。

■

对介质进行写保护。

■

弹出介质并妥善保存。

■

冻结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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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bprecover -wizard 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
您必须具有执行此过程的 root（管理）权限。
您必须登录到要在其上恢复目录库的主服务器。 在执行更改服务器的操作之后，
“目录库恢复向导”不起作用。
注意：此向导依赖于目录库备份过程中生成的灾难恢复文件。 目录库备份策略中指
定了灾难恢复文件的路径。

注意：在目录库恢复过程中，服务可能会关闭并重新启动。 如果将 NetBackup 配
置为高可用性应用程序（群集或全局群集），请在启动恢复过程之前冻结群集以防
止出现故障转移。然后，在恢复过程完成后解冻群集。

警告：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之前不要运行任何客户端备份。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
使用 bprecover -wizard 恢复目录库映像文件

1

2

如果将目录库恢复到新 NetBackup 安装，例如灾难恢复站点，请执行以下操
作：
■

安装 NetBackup。

■

配置执行恢复所需的设备。

■

将执行恢复所需的介质添加到设备。

■

创建符号链接以与原始环境中的符号链接相匹配。
请参见第 130 页的“关于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和符号链接”。

如果 EMM 服务器位于不同于主服务器的主机上，请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在该主
机上启动 NetBackup 服务：
■

在 UNIX 和 Linu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3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在主服务器上启动 NetBackup 服务：
■

在 UNIX 和 Linu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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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来启动 bprecover 向导：
bprecover -wizard

将显示以下内容：
Welcome to the NetBackup Catalog Recovery Wizard!
Please make sure the devices and media that contain catalog
disaster recovery data are available
Are you ready to continue?(Y/N)

5

输入 Y 以继续操作。系统将提示您输入灾难恢复文件的完整路径名，如下所
示：
Please specify the full pathname to the catalog disaster recovery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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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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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要还原的备份的灾难恢复文件的完全限定路径名。例如：
/mnt/hdd2/netbackup/dr-file/Backup-Catalog_1318222845_FULL

如果最新的目录库备份是增量式备份，则使用增量式备份中的灾难恢复文件
（不需要先还原完全备份，再还原增量式备份）。或者，可以从较早版本的目
录库进行恢复。
如果为完全备份指定了 DR 文件，则将显示一条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vm2.example.com_1318222845
All media resources were located
Do you want to recover the entire NetBackup catalog? (Y/N)

如果为增量式备份指定了 DR 文件，则将显示一条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消息：
vm2.symantec.org_1318309224
All media resources were located
The last catalog backup in the catalog disaster recovery file is
an incremental.
If no catalog backup images exist in the catalog,
a PARTIAL catalog recovery will only restore the NetBackup catalog
files backed up in that incremental backup.
However, all of the catalog backup images up to the last full catalog
backup are restored. Then you can restore the remaining NetBackup
catalog files from the Backup, Archive, and Restore user interface.
If catalog backup images already exist, all files that were included
in the related set of catalog backups are restored.
Do you want to recover the entire NetBackup catalog? (Y/N)

7

输入 N 以继续操作。 将显示以下内容：
A PARTIAL catalog recovery includes the images directory
containing the dotf files and staging of the NetBackup relational
database (NBDB) for further processing.
Do you also want to include policy data?(Y/N)

8

输入 Y 或 N 继续操作。 将显示以下内容：
Do you also want to include licensing data?(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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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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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Y 或 N 继续操作。 将显示以下内容：
Catalog recovery is in progress. Please wait...
Completed successful recovery of NBDB in staging directory on
vm2.example.com
This portion of the catalog recovery has completed.
Because this was a PARTIAL recovery of the NetBackup catalog,
any remaining files included in the catalog backup can be restored
using the Backup, Archive, and Restore user interface.
The image metadata that is stored in NBDB in the staging directory
can be exported using "cat_export -staging", and, imported using
"cat_import".
The "nbdb_unload -staging" command can be used to unload one or more
database tables from NBDB in the staging directory.
The "nbdb_restore -recover -staging" command can be used to replace
NBDB in the data directory with the contents from the staging
directory.
WRN - NetBackup will not run scheduled backup jobs until NetBackup
is restarted.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review the log file:
/usr/openv/netbackup/logs/user_ops/root/logs/Recover1318357550.log

10 完成恢复作业后，每个映像文件都将还原到正确的映像目录中，并且将还原配
置文件。如果选择恢复策略数据或授权数据，则也会将其还原。

11 从分段作业目录中的关系数据库导出映像元数据，如下所示：
cat_export -all -staging -source_master source-master-server-name

需要进行导出，以便将映像元数据导入到关系数据库。目录库映像文件恢复将
不会恢复关系数据库。

12 将映像元数据导入到关系数据库，如下所示：
cat_import -all -replace_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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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果从磁盘设备恢复该目录库，可能必须修复映像头中的磁盘介质 ID 引用。
映像头从目录库备份恢复。
请参见第 130 页的“关于从磁盘设备执行 NetBackup 目录库恢复”。
要修复映像头中的磁盘介质 ID，请运行以下命令：
nbcatsync -backupid image_id -prune_catalog

用目录库备份的 ID 替换 image_id。bprecover 输出包含所还原的目录库备份
的映像 ID。或者，可以通过检查 DR 文件找到目录库备份的映像 ID。

14 在继续之前，请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从可移动介质恢复目录库，NetBackup 将冻结目录库介质。
请参见第 171 页的“取消冻结 NetBackup 联机目录库恢复介质”。

■

在重新启动 NetBackup之前，Symantec 建议您冻结其中备份日期晚于恢复
时使用的目录库的日期的介质。

■

在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之前，NetBackup 不会运行预定的备份作
业。
您可以在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之前手动提交备份作业。但是，如果
没有冻结其中备份日期晚于恢复时使用的目录库的日期的介质，则
NetBackup 可能会重写该介质。

■

由于此操作是部分恢复，因此必须恢复该目录库的关系数据库部分。
请参见第 158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

15 在所有服务器上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如下所示：
■

在 UNIX 和 Linux 上：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16 如果目录库恢复是服务器恢复过程的一部分，请完成相应恢复过程中的剩余步
骤。
此过程可能包括下列任务：
■

将备份从备份介质导入目录库

■

对介质进行写保护

■

弹出介质并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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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介质

关于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
NetBackup 数据库 (NBDB) 也称为企业介质管理器 (EMM) 数据库。它包含有关卷
以及 NetBackup 存储单元中的机械手和驱动器的信息。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还
包含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映像文件包含描述备份的元数据。
可以独立于完整目录库备份来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
从备份恢复

请参见第 158 页的“从备份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文件”。

从分段作业目录恢复

请参见第 161 页的“从分段作业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文
件”。

从备份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文件
可以从备份恢复 NetBackup (NBDB) 或 Bare Metal Restore (BMRDB) 关系数据库
文件。在恢复目录库备份之前，必须存在有效数据库。因此，从备份进行恢复遵循
的步骤取决于用例，如下所示：
该数据库未损坏

如果 NBDB 数据库可用且 SQL Anywhere 服务器正在运行，则不
需要创建数据库。仅执行以下过程中的步骤 11 和步骤 12。

该数据库已损坏

仅当 NBDB 数据库损坏或不存在时，按照该过程中的各个步骤执
行操作。您必须创建一个有效的空数据库，此步骤已包括在完整
操作过程中。

从目录库备份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文件

1

如果 NetBackup 服务正在运行，请按如下所示将其停止：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对于
Windows：

2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将 *.db 和 *.log 文件从数据库文件目录移动到临时目录。以下是数据库文件
的默认位置：
对于 UNIX： /usr/openv/db/data
对于
Windows：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DB\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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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SQL Anywhere 使其不会在启动主机时自动启动，如下所示：
对于 UNIX： /usr/openv/db/bin/nbdb_admin -auto_start NONE
对于
Windows：

4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nbdb_admin -auto_start
NONE

启动 SQL Anywhere 服务器，如下所示：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nbdbms_start_stop start
对于
Windows：

5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e SQLANYs_VERITAS_NB

创建数据库。运行的命令取决于您的方案，如下所示：
正常方案

UNIX：/usr/openv/db/bin/create_nbdb -drop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create_nbdb -drop

重定位了数据库或环境
是群集环境

对于 UNIX：/usr/openv/db/bin/create_nbdb -data
VXDBMS_NB_DATA -drop -staging
VXDBMS_NB_STAGING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create_nbdb -data
VXDBMS_NB_DATA -drop -staging
VXDBMS_NB_STAGING
从步骤 2 中创建的临时目录的 vxdbms.conf 文件中获取
VXDBMS_NB_DATA 和 VXDBMS_NB_STAGING 的值。

重定位了数据库或环境
是群集环境，并且空间
约束强制您在最终位置
创建此临时数据库

对于 UNIX：/usr/openv/db/bin/create_nbdb -drop
-data VXDBMS_NB_DATA -index VXDBMS_NB_INDEX
-tlog VXDBMS_NB_TLOG -staging
VXDBMS_NB_STAGING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create_nbdb -drop
-data VXDBMS_NB_DATA -index VXDBMS_NB_INDEX
-tlog VXDBMS_NB_TLOG -staging
VXDBMS_NB_STAGING
从步骤 2 中创建的临时目录的 vxdbms.conf 文件中获取选
项参数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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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如下所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对于
Windows：

7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通过运行以下命令将默认设备协议和设置加载到 NetBackup 企业介质管理器
(EMM) 数据库中：
对于 UNIX： /usr/openv/volmgr/bin/tpext -loadEMM
对于
Windows：

8

install_path\Volmgr\bin\tpext -loadEMM

如果使用 nbdb_move 命令重新定位了 NetBackup 数据库文件，请重新创建备
份目录库时这些文件所在的目录。以下是 nbdb_move 命令将数据库文件移动到
的默认位置：
对于 UNIX： /usr/openv/db/data
对于
Windows：

9

install_path\NetBackupDB\data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启动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如下所示：
对于 UNIX： /usr/openv/volmgr/bin/ltid -v
对于
Windows：

使用 Windows“计算机管理”启动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服务
(ltid.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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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目录库备份和恢复设备不可用，请执行以下操作：
a

在 NetBackup 中配置必需的恢复设备。
有关磁带存储或 BasicDisk 存储，请参见《NetBackup管理指南，第 I 卷》。
有关磁盘存储类型，请参见介绍该选项的指南。有关 NetBackup 文档，请参见
以下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b

使包含目录库备份的介质可供 NetBackup 使用：清点机械手或磁盘池、为独立
驱动器添加介质、配置存储服务器和磁盘池等等。
有关磁带存储或 BasicDisk 存储，请参见《NetBackup管理指南，第 I 卷》。
有关磁盘存储类型，请参见介绍该选项的指南。有关 NetBackup 文档，请参见
以下网站：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c

从目录库备份所驻留的介质导入目录库备份。
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11 通过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恢复目录库：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bprecover -r -nbdb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bprecover -r -nbdb

12 停止再重新启动 NetBackup，如下所示：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从分段作业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文件
在目录库备份期间，NetBackup 将关系数据库文件复制到分段作业目录。还原映像
文件和配置文件的恢复选项也会将关系数据库文件还原到分段作业目录。
请参见第 144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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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分段作业目录恢复 NetBackup NBDB 关系数据库文件。您也可以使用
NetBackup 命令进一步处理 NBDB 关系数据库文件。
请参见第 164 页的“关于在分段作业中处理关系数据库”。
从分段作业恢复关系数据库时，NetBackup 也将在恢复期间应用当前的联机事务日
志。应用事务日志将确保该数据库尽可能与当前 db/images 目录保持一致。
从分段作业目录中恢复的过程分为两种，如下所示：
该数据库未损坏

请参见第 162 页的“在数据库已损坏的情况下从分段作业恢复关系
数据库文件”。

该数据库已损坏

请参见第 162 页的“在数据库已损坏的情况下从分段作业恢复关系
数据库文件”。

在数据库未损坏的情况下从分段作业恢复关系数据库文件

1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从分段作业恢复 NBDB：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nbdb_restore -dbn NBDB -recover
-staging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nbdb_restore -dbn NBDB
-recover -staging

2

停止再重新启动 NetBackup，如下所示：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在数据库已损坏的情况下从分段作业恢复关系数据库文件

1

如果 NetBackup 服务正在运行，请按如下所示将其停止：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2

将 *.db 和 *.log 文件从以下数据库文件目录移动到临时目录：
UNIX：/usr/openv/db/data
Windows：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DB\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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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SQL Anywhere 使其不会在启动主机时自动启动，如下所示：
Linux：/usr/openv/db/bin/nbdb_admin -auto_start NONE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nbdb_admin -auto_start NONE

4

启动 SQL Anywhere 服务器，如下所示：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nbdbms_start_stop start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e SQLANYs_VERITAS_NB

5

创建一个空数据库，如下所示：
UNIX：/usr/openv/db/bin/create_nbdb -drop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create_nbdb -drop

6

停止再重新启动 NetBackup，如下所示：
对于 UNIX 和 Linux：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7

运行 NetBackup tpext 命令以更新设备映射文件，如下所示：
UNIX：/usr/openv/volmgr/bin/tpext -loadEMM
Windows：install_path\Volmgr\bin\tpext -loadEMM

8

如果使用 nbdb_move 命令重新定位了 NetBackup 数据库文件，请重新创建备
份目录库时这些文件所在的目录。

9

启动 NetBackup 设备管理器，如下所示：
UNIX：/usr/openv/volmgr/bin/ltid -v
Windows：启动设备管理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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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从分段作业恢复 NBDB：
UNIX：/usr/openv/netbackup/bin/nbdb_restore -dbn NBDB -recover
-staging

Windows：install_path\NetBackup\bin\nbdb_restore -dbn NBDB
-recover -staging

11 停止再重新启动 NetBackup，如下所示：
对于 UNIX：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down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bpup

关于在分段作业中处理关系数据库
恢复 NetBackup 映像文件和配置文件时，还会将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 (NBDB)
还原到分段作业目录。如有需要，可以使用以下 NetBackup 命令进一步处理 NBDB
数据库：
cat_import

使用 cat_import 可将采用旧式平面文件格式的映像元数据导
入到 NBDB 关系数据库中。 NBDB 数据库可以是实际生产 DB，
也可以是其他 NetBackup 域中的 NBDB。

cat_export

使用 cat_export–staging 可从关系数据库中提取映像元数
据。它会以旧式平面文件格式将数据写入 db.export 目录。
可以按客户端或备份 ID 导出所有或部分映像元数据。 然后，
可以使用 cat_import 命令将数据插入到其他 NBDB 数据库
中。其他 NBDB 可以是实际生产 DB，也可以是其他 NetBackup
域中的 NBDB。

nbdb_restore
-staging

使用 nbdb_restore -staging 可从分段作业目录恢复关系
数据库。
请参见第 161 页的“从分段作业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文
件”。

nbdb_unload -staging 使用 nbdb_unload –staging 可以将介质表和相关的表卸载
到一组平面文件中。然后，可以使用 SQL 工具将一部分数据插
入到其他 NBDB 中。 其他 NBDB 可以是实际生产 DB，也可以
是其他 NetBackup 域中的 NB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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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Symantec 建议不要操纵或处理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除非 Symantec 支
持代表指示这样做。有关 NetBackup 域合并和拆分的帮助，请联系 Symantec 信息
管理咨询服务：
http://www.symantec.com/business/services/consulting_services.jsp
我们还提供了有关命令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在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时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如果已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则联机目录库热备份将自动备份
身份验证信息和授权配置信息。
目录库对象上需要同时具有“操作”和“配置”权限集，以成功备份和恢复 NBAC
身份验证及授权数据。
恢复过程根据操作系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下所示：
■

对于 UNIX： 表 4-4

■

对于 Windows： 表 4-5

表 4-4

在配置了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时在 UNIX 上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步骤

任务

步骤 1

如果恢复到配置有 NBAC 且可操作的主服务器，请 请参见《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指南》：
禁用 NBAC（即将其设置为“禁止”模式）。

过程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步骤 2

使用目录库恢复向导或 bprecover 命令从联机目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关于恢复整个 NetBackup 目录
库”。
录库备份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步骤 3

通过根据所需的安全级别将 NBAC 设置为“自动” 请参见《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指南》：

步骤 4

或“必需”模式，将 NetBackup 配置为使用
NBAC。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重新启动 NetBackup。

/usr/openv/netbackup/bin/bp.kill_all
/usr/openv/netbackup/bin/bp.start_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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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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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置了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时在 Windows 上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步骤

任务

过程

步骤 1

如果恢复到配置有 NBAC 且可操作的主服务器，请禁 请参见《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指南》：
用 NBAC（即将其设置为“禁止”模式）。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步骤 2

停止 NetBackup 服务。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bpdown.exe

步骤 3

在 Windows 上，将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Service 有关配置 Microsoft Windows 的说明超出了
和 NetBackup Authorization Service 的启动类型更改 NetBackup 文档的讨论范畴。请参考相应的 Microsoft
文档。
为“已禁用”。

步骤 4

启动 NetBackup 服务。

步骤 5

使用目录库恢复向导或 bprecover 命令从联机目录 请参见第 134 页的“关于恢复整个 NetBackup 目录库”。
库备份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步骤 6

在 Windows 上，将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Service 有关配置 Microsoft Windows 的说明超出了
和 NetBackup Authorization Service 的启动类型更改 NetBackup 文档的讨论范畴。请参考相应的 Microsoft
文档。
为“自动”。

步骤 7

将 NetBackup 配置为使用 NBAC。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bpup.exe

这一过程取决于环境，如下所示：
■

对于 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环境中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请在活动节点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bpnbaz -setupmaster

■

此命令将在所有节点上置备 Windows 注册表，其
中包含 NBAC 所需的条目。
要恢复到全新安装，请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
运行以下命令：
bpnbaz -setupmaster

■

要在现有环境中进行恢复，请根据所需的安全级
别将 NBAC 设置为“自动”或“必需”。

请参见《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指南》：
http://www.symantec.com/docs/DOC5332
步骤 8

重新启动 NetBackup。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bpdown.exe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bin\bpup.exe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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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录库备份的非主副本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默认情况下，目录库备份可以有多个副本，并且从主备份副本恢复目录库。 主副本
是第一个副本或原始副本。 但是，您可以从主副本以外的副本进行恢复。
注意：您必须登录到要在其上恢复目录库的主服务器。不能在运行 NetBackup 管
理控制台的过程中将服务器更改为其他主机，然后运行向导。

注意：您必须具有执行这些操作的 root（管理）权限。
从非主副本恢复目录库

1

2

如果目录库备份的副本位于磁带以外的介质上，请执行以下操作：
BasicDisk

确保包含备份的磁盘按正确的装入路径（如灾难恢复文件中显示）装
入。

磁盘池

对于磁盘池中的目录库备份文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

使用“存储服务器配置向导”创建用于存储的磁盘存储服务器。

■

使用“磁盘池配置向导”创建用于存储的磁盘池。

■

运行以下命令将灾难恢复文件同步到新磁盘池。
nbcatsync -sync_dr_file disaster_recovery_file

运行以下 NetBackup 命令恢复目录库：
bprecover wizard copy N

N 是要从其恢复的副本的编号。

不使用灾难恢复文件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如果灾难恢复文件已丢失，请查阅在备份目录库时发送给管理员的电子邮件。 灾难
恢复文件会写入在目录库备份策略中指定的位置，并追加到备份流本身。
在不使用灾难恢复文件的情况下恢复目录库

1

电子邮件标识包含灾难恢复文件的介质，以及用来备份重要策略的介质。 确保
这些介质可用。

2

按照正常的目录库恢复步骤操作，直到调用“目录库恢复向导”或 bprecover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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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以下命令从目录库备份介质中检索所有灾难恢复文件：
bpimport -drfile -id media_id -drfile_dest
fully_qualified_dir_name

此命令从指定的介质 ID 恢复所有灾难恢复文件，并将其放置在指定的目录中。
该 ID 可以是磁带介质 ID 或磁盘存储单元的完全限定位置。

4

验证指定目录中所需的灾难恢复文件是否可用，以及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是
否有此文件。

5

通过运行“目录库恢复向导”或 bprecover 命令，来继续执行正常的目录库恢
复过程，并在出现提示时提供灾难恢复文件的位置。
请将该电子邮件作为主要参考源来获取恢复说明，因为它们是恢复目录库的最
新说明。 在完成目录库备份或复制目录库备份映像后，会发送这些说明。
注意：如果在 Solaris 系统上使用 bprestore 直接还原目录库文件，请使用以
下路径：/opt/openv/netbackup/bin/bprestore。
联机目录库备份策略的名称是 CatalogBackup。 电子邮件将写入以下文件：
/storage/DR/CatalogBackup_1123605764_FULL。

此文件名本身就可以说明备份是否为完全备份。
请参见第 132 页的“NetBackup 灾难恢复电子邮件示例”。

从命令行恢复 NetBackup 用户控制的联机目录库备份
当灾难恢复 (DR) 文件可用时，此过程通过命令行界面 (CLI) 手动恢复目录库而不进
行第 1 阶段的导入操作。您必须具有执行此过程的 root（管理）权限。
注意：仅当需要还原最少的 NetBackup 目录库信息以便您可以开始恢复关键数据
时，才使用此过程。
从命令行界面恢复用户控制的联机目录库

1

验证从完全目录库热备份和增量式目录库热备份创建的灾难恢复文件的位置。
这些文件可以存储在主服务器上文件系统的指定路径中，也可以存储在发送给
NetBackup 管理员的电子邮件附件中。

2

按照上次目录库备份过程中使用的相同配置，设置每台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
器。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与备份目录库配置具有以下相同的属性：名称、
NetBackup 版本、操作系统修补程序级别和存储设备路径。
配置恢复所需的任意设备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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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找到与用于恢复的备份相对应的最新 DR 映像文件。在编辑器中打开此文件并
找到以下各项的值：
master_server

使用在 NetBackup 配置中为主服务器指定的确切名称。

media_server

用于目录库备份的机械手或磁盘存储单元的位置。

时间戳

DR 文件名中最重要的四个数字，后跟六个零。

介质

由灾难恢复文件在 FRAGMENT 关键字下指定的目录库
备份介质的位置。

backup_id

位于 DR 文件的 BACKUP_ID 下。

示例：
file: Hot_Backup_1122502016_INCR
timestamp: 1122000000

4

在主服务器上创建 DR 恢复目录。
对于 UNIX 和 Linux：
/usr/openv/netbackup/db/images/master_server/timestamp/tmp

对于 Windows：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db\images\master_server
\timestamp\tmp

将 DR 文件复制到新创建的目录。

5

6

按以下所示编辑 netbackup/db/images/master_server/timestamp/tmp 中
的 DR 文件：
■

将 IMAGE_TYPE 的值更改为 1。

■

将 TIR_INFO 的值更改为 0。

■

将 NUM_DR_MEDIAS 的值更改为 0。

■

删除所有包含 DR_MEDIA_REC 的行。

如果目录库恢复介质位于磁带上，请运行 vmquery 命令，将介质分配给介质服
务器。
vmquery -assigntohost media timestamp master_server

示例：
vmquery -assigntohost DL005L 1122000000 klin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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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要从目录库热备份恢复目录库 .f 文件，请在灾难恢复文件指定的介质上运行第
II 阶段的导入操作。
bpimport -server master_server -backupid backup_id

8

如果目录库备份是增量式备份，则恢复其他所有目录库备份映像以及最新的完
全目录库备份。
■

打开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界面。选择 NBU-Catalog
作为策略类型。将源客户端和目标客户端设置为您的主服务器。

■

搜索备份并还原位于以下目录中的所有文件：
install_path/netbackup/db/images/master_server

■

9

验证主服务器上的所有文件都成功还原。

通过使用“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界面或命令行还原关键数据。
■

为需要恢复数据的每台介质服务器还原目录库备份映像。

■

要还原这些备份映像，请选择 NBU-Catalog 作为策略类型。源客户端和目
标客户端应为您的主服务器。刷新 BAR GUI 中的视图。遍历主服务器的文
件系统，直到找到以下目录：
install_path/netbackup/db/images

还原每台已配置的介质服务器的映像。在目录库中搜索映像以验证它们是
否存在。

10 从上面步骤中的每台介质服务器恢复备份数据。更改策略类型、源客户端和目
标客户端以匹配用于备份所需数据的客户端。从“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
界面选择所需的文件，并还原这些文件。

11 要恢复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请运行以下操作：
bprecover -r -nbdb

此命令还原 NetBackup 介质用法信息，确保包含备份的介质不会被重写，并还
原存储单元配置。
无法将 NetBackup 关系数据库恢复到与用于备份目录库的配置不相同的配置。
因而，您必须导入每片备份介质。

12 如果目录库恢复介质位于磁带上，则请冻结包含用于恢复的目录库备份的介
质。此操作可以防止介质被重复使用：
bpmedia -freeze -m media -h master_server

运行 bpmedialist 以确保介质已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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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恢复每台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的策略和配置。
在恢复 NetBackup 策略文件前，请确保已恢复了所有关键数据，或已保护了包
含关键数据的介质。在恢复策略信息时，NetBackup 将开始运行预定作业，这
些作业可能会重写上次目录库备份之后写入的介质。
打开 NetBackup 的“备份、存档和还原”客户端界面，并选择 NBU-Catalog
作为策略类型。
对于要还原的每台服务器，从主服务器开始，将源客户端和目标客户端设为服
务器。
还原每台服务器上由目录库热备份所备份的所有文件。

14 停止并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

从 NetBackup 联机目录库备份还原文件
因为联机目录库备份使用标准的备份格式，因此您可以使用 NetBackup 的“备份、
存档和还原”用户界面恢复特定文件。直接将目录库文件还原至其原始位置可能会
导致 NetBackup 目录库中出现不一致的现象，或者导致 NetBackup 失败。因而，
应将目录库文件还原到一个备用位置。
从联机目录库备份还原文件

1

在“指定 NetBackup 计算机和策略类型”菜单中，选择 NBU-Catalog 策略类
型。

2

将主服务器指定为用于还原的源客户端。

3

选择要还原的目录库文件。

取消冻结 NetBackup 联机目录库恢复介质
此过程介绍了如何解冻可移动目录库恢复介质。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关于恢复 NetBackup 目录库”。
解冻联机目录库恢复介质

1

在主服务器上，对于在灾难恢复文件或电子邮件中标识的每个可移动介质，运
行以下命令：
bpimport -create_db_info -server server_name -id media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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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bpimport

3

在主服务器上，对于在灾难恢复文件或电子邮件中标识的每个介质，运行以下
命令：
bpmedia -unfreeze -m media_id -h server_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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