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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授权许可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应用完全许可证

应用完全许可证
NetBackup Self Service 7.7.3 随附 60 天的试用许可证。生产许可证由您的客户服
务团队提供。
访问 NetBackup Self Service 门户以应用许可证。选择“管理”>“设置”>“许可
证”>“更新许可证密钥”。复制并粘贴新的许可证密钥。应用许可证密钥后，重
新启动 Windows 服务。如果应用程序在服务器场环境中运行，必须重新启动所有
应用程序池。
在“许可证”页面上，页面顶端的消息报告不包含其他功能。但是，其中包含需要
用来运行完全配置的 NetBackup Self Service 解决方案的所有功能。
注意：可获取关于前提条件和要求的其他信息。有关其他详细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Self Service 安装指南》。

2
配置 Self Service 解决方案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配置 Self Service 解决方案

■

Self Service 调度的备份

■

配置清单

关于配置 Self Service 解决方案
NetBackup Self Service 允许服务提供商以安全、分区的方式向多个客户提供自助
服务备份和还原。在企业环境中，业务单元和保护团队可执行自助服务备份和还
原。
已启用 Self Service 还原功能，此外还可选择向按需立即备份功能提供自助服务调
度策略编辑和支持。
小心：在 NetBackup Self Service 中输入的所有配置数据视为区分大小写。它必须
匹配保留在 NetBackup 中的关联数据。
Self Service 解决方案支持计算机及其所有者的清单。
您可使用多种方式填充计算机清单：
■

与源无关的 API

■

Self Service 门户

■

vCloud Director 导入

Self Service 支持多种 NetBackup 策略类型。也可使用 Self Service 来管理某个租
户的所有备份需求。此选项允许租户创建他们自己的备份策略。或者，您可以将
Self Service 配置为仅根据手动维护的备份策略提供还原服务。

配置 Self Service 解决方案
Self Service 调度的备份

注册的计算机及其保护类型（如 Windows、UNIX、VMware 等）的记录保留在 Self
Service 中。
租户用户使用一组完整的控制板功能来管理计算机保护状态和使用情况。租户用户
可以创建对保护和还原的更改。

Self Service 调度的备份
保护的配置能够让用户管理他们的备份调度。此选项提供 NetBackup 策略配置的抽
象，从而提供用户可从中选择的组织的备份调度集。

配置清单
表 2-1 显示首次配置 Self Service 的步骤的建议顺序。
表 2-1

配置清单

位置

活动

服务器

安装 NetBackup Self Service 门户（请参见《NetBackup Self Service
7.7.3 安装指南》）
安装 NetBackup Self Service 适配器（请参见《NetBackup Self Service
7.7.3 安装指南》）
配置适用于 Windows 主服务器的远程 PowerShell
配置适用于 UNIX 主服务器的 SSH

门户

创建至少一个位置
创建至少一种保护类型（如果需要）

NetBackup 主服务 创建模板策略
器
门户

通过用户界面创建租户
通过用户界面、API 或通过 vCloud Director 导入注册至少一台计算机
提出立即备份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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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配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启用与 Windows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通信

■

启用与 UNIX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通信

■

启用与 NetBackup 设备的通信

■

创建 NetBackup 模板策略

关于配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
至少需要带有最新 Service Pack 的 NetBackup 7.6.1。
系统需要与之通信的每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必须配置为“位置”。要管理位置，
以管理员用户身份登录到 Self Service 门户，然后转到主页上的“位置”选项卡。
注意：如果使用 vCloud Director 集成配置，NetBackup 必须配置为 vCloud Director，
然后再启用 NetBackup Self Service。VMware vCloud Director 必须至少支持 API
版本 5.1。

启用与 Windows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通信
NetBackup Self Service 使用 Windows PowerShell Remoting 与 Windows NetBackup
服务器进行通信。Windows PowerShell 必须安装在主服务器上。默认情况下，
Windows PowerShell 正常安装。 此外，必须启用 PowerShell Remoting。有更多
信息可供查看。
http://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hh847859.aspx

配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启用与 UNIX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通信

启用与 Windows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通信

1

登录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

2

以管理员身份启动 Windows PowerShell 窗口。

3

运行 Enable-PSRemoting -Force。

4

打开需要的防火墙端口。
默认情况下，PowerShell Remoting 在端口 5985 上使用 HTTP，或在端口 5986
上使用 HTTPS。

有更多信息可供查看。
http://technet.microsoft.com/en-us/magazine/ff700227.aspx
如果与 Self Service 服务器的主服务器通信缺少可信任的域帐户，可能无法进行身
份验证。要启用身份验证，需要将远程计算机添加到 WinRM 中本地计算机的可信
任主机列表中。要执行该操作，请键入：
winrm set winrm/config/client '@{TrustedHosts="machine1,machine2"}'

根据需要在逗号分隔列表中添加额外的计算机。
创建第一个“位置”后，便可获得关于测试连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6 页的“配置位置”。

启用与 UNIX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通信
NetBackup Self Service 使用 Secure Shell (SSH) 与 UNIX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进
行通信。SSH 的配置不在此指南的范围内。但是，NetBackup Self Service 需要凭
据才能与主服务器上的 SSH 服务器进行通信。
■

默认情况下，SSH 使用端口 22。
要指定不同的端口，请将服务器名称设置为 server_name:port_number。例
如，MyServer:23。

■

NetBackup Self Service 用来登录到主服务器上的 SSH 的用户帐户需要 sudo
配置：
■

用户帐户不应该使用 requiretty。

■

用户帐户不应该要求 sudo 密码。

■

具有 sudo 时，用户帐户应该运行 /usr/openv/netbackup/bin 和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中的所有命令。

受支持的用户身份验证模式包括：
■

密码
NetBackup Self Service 在登录时通过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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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启用与 NetBackup 设备的通信

■

公钥
用户的公钥存储在主服务器上用户的 authorized_keys 中。用户的私钥以
OpenSSH 格式存储在 NetBackup Self Service 门户中。

■

键盘交互
NetBackup Self Service 发送用户密码至键盘交互 ssh 会话。发送密码以响应可
配置的密码提示。默认的密码提示为“密码:”。

配置 NetBackup Self Service 和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以用于公钥身份验证

1

使用密钥生成器（如 PuTTYgen）创建公钥私钥对。

2

以所需的主服务器用户身份登录到主服务器

3

将公钥添加到用户的 authorized_keys 文件（以主服务器的操作系统格式）。

4

将私钥转换为使用密码加密的 OpenSSH 格式
-----BEGIN RSA PRIVATE KEY----Proc-Type: 4,ENCRYPTED
DEK-Info: DES-EDE3-CBC,997295A8E365412F
SIKdyjX4UoDm03kprqfkCGQYc/thmNIlWYztEomjyRaMyEYlh0ZIC9Kx7XnMNnSk
...
MUxIcZW8d8fF3P4s+OLidxG03H6C/AsGLzJtpecjPQA=
-----END RSA PRIVATE KEY-----

5

在 NetBackup Self Service 中创建位置时：
■

选择“公钥”以用于身份验证。

■

输入用户帐户以连接到“用户帐户”中的主服务器。

■

粘贴“OpenSSH 私钥”中加密的 OpenSSH 格式的私钥。

■

在“密码”和“确认密码”中输入密码。

创建第一个“位置”后，便可获得关于测试连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6 页的“配置位置”。

启用与 NetBackup 设备的通信
设备连接的配置与 UNIX 主服务器类似，但密钥的配置不可用。使用以前创建的用
户名和密码进行连接。
登录到设备上的 shell 菜单并创建新用户：
“主菜单”>“管理”> NetBackupCLI >“创建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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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创建 NetBackup 模板策略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管理指南》中的“创建 NetBackup
管理员用户帐户”。

创建 NetBackup 模板策略
创建 NetBackup 策略时，可使用多个选项。《NetBackup 管理指南，卷 I》包含关
于创建备份策略的完整章节。请参考该手册，了解关于备份策略创建的详细信息。
Self Service 模板策略不使用所有的 NetBackup 策略选项。关于调度的策略，在
表 3-1 中指定的信息为影响 Self Service 的仅有项。您应该像配置任何其他
NetBackup 策略一样配置所有其他策略数据。表 3-1 详细说明 NetBackup 策略创
建屏幕中相关的选项卡和 Self Service 模板策略所需的对应信息。有关如何创建
NetBackup 策略的全面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卷 1》。
表 3-1
NetBackup 策略 适用的模板策略
选项卡
属性

调度

调度策略和立即备份策略所需的策略信息
其他详细信息

立即备份和调度的备份 ■

仅限立即备份

必须停用该策略。

■

指定存储选项时，请确保指定的存储足够大以便能够成功备份所有数
据。

■

您必须具有名为“默认”的调度。

■

Self Service 不使用在 NetBackup 策略中设置的保留值。创建策略
时，Self Service 将更新“默认”调度的保留级别。

■

客户端

立即备份和调度的备份 ■

请勿将调度设置为自动运行。
NetBackup Self Service 添加客户端信息，因此该字段留空。

模板策略为主服务器上的非活动策略，需要专门针对解决方案进行创建。仅当您使
用保护级别或提供立即备份功能时，才需要使用这些策略。
用户执行需要在主服务器上创建策略的操作时，复制相关模板以创建租户特定的策
略。根据用户的操作修改策略。
必须在每个配置为位置的主服务器上创建模板策略。这些策略的命名区分大小写，
且所有都必须标记为非活动。

策略类型
NetBackup 的策略类型代码。例如，0 代表标准，13 代表 Windows，40 代表
VMware。
可获得更多关于 NetBackup 策略类型的信息。
请参见第 42 页的“NetBackup 策略类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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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创建 NetBackup 模板策略

对于任何类型 40 (VMware) 模板策略：
■

在 VMware 选项卡上，主虚拟机标识符必须为“VM 显示名称”。

■

在“立即备份”策略的“客户端”选项卡上，虚拟机选择必须设置为“通过
VMware 智能策略查询自动选择”。

■

对于“客户端”选项卡上的任何 vCloud Director 模板策略，“虚拟机选择”必
须指定“启用 vCloud Director 集成”。

立即备份模板策略
NetBackup Self Service 已配置就绪，以便将默认的 NetBackup 保留级别用于立即
备份策略。如果在 NetBackup 中更改这些设置或将不同的保留级别提供给用户，则
必须在 NetBackup Self Service 门户中进行修改。可获取关于立即备份保留级别的
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1 页的“配置“立即备份”保留级别”。

类型 40 (VMware) 立即备份模板策略
需要考虑立即备份模板策略“客户端”选项卡上的“将 VM 选择查询结果重复使
用”值。如果将该值保留为 8 小时的默认值，则在最近 8 小时内创建的虚拟机上执
行的立即备份操作可能会失败。如果设置更低的值或将该值设置为 0 小时，该操作
可能会成功。但是，由于重建整个缓存，此更改可能会对已连接的 VMware 系统产
生性能隐患。根据系统需要的使用情况，该值可能需要从默认的 8 小时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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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置 Self Servic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Self Service 配置

■

关于集成设置

■

配置位置

■

配置保护

■

配置“立即备份”保留级别

■

配置租户

■

访问权限

■

注册计算机

■

配置主页

关于 Self Service 配置
您可以通过主页上的主面板管理密钥创建并编辑配置任务：
■

位置

■

保护

■

租户

■

计算机

任何非租户关联的管理员可查看该主页面板。

配置 Self Service
关于集成设置

关于集成设置
集成设置是带有值的命名设置的灵活存储。它们属于 Self Service 的组成部分。您
可以通过“管理”>“设置”>“集成设置”以管理员身份访问所有集成设置。
将设置分成不同的部分。位置和 vCloud Director 导入以分成不同部分的集成设置存
在于 Self Service 中。单个部分定义每个单个位置和 vCloud Director 导入。使用其
中每一个的“添加”功能时，可创建后台集成设置。
您仅可通过“集成设置”编辑或删除这些设置。但是，通过“集成设置”直接编辑
值时，由于未执行任何验证，所以必须格外小心。

配置位置
位置表示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连接。系统需要至少一个位置才能运行。
使用主页“位置”选项卡上的“添加位置”创建新的位置。应该完成屏幕上的提
示。创建“位置”集成设置部分。
一旦已创建位置，系统会返回到连接性检查开始的主要“位置”选项卡。“检查连
接性”图标上的动态绿色轮齿指示连接性检查已开始。
完成检查后，新位置将显示绿色对勾（通过）或红色叉号（失败）。
如果检查通过，无需进一步操作，您的位置已准备就绪可以使用。如果检查失败，
单击红色叉号，以了解失败的详细信息。

位置中使用的集成设置
在租户或用户级别不可覆盖这些设置。
此外，构成位置的部分的名称必须为“NetBackup 位置 abc”格式，其中 abc 是
位置的名称。将计算机添加到该位置后，请勿更改位置的名称。更改位置的名称可
能会导致取消计算机与位置的关联。
表 4-1
项目

位置集成设置
详细信息

NetBackup 服务器 此位置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联机

指示主服务器是否视为联机。系统不使用以任何方式脱机的位置。阻止
用户采取影响位置的操作。在计划维护或中断情况下使用。

NetBackup 用户名 用于连接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用户名。
NetBackup 密码

用于连接到 NetBackup 服务器的密码。如果使用公钥身份验证，该密
码用作解密用户的私钥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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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详细信息

NetBackup 操作系 NetBackup 服务器的操作系统。
统
NetBackup 文件夹 安装 NetBackup 命令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位置。默认值是：
对于 Windows：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
NetBackup 时区

如果所有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Self Service 服务器位于相同时区，
则无需配置该设置。
如果需要编辑时区，则将该值设置为正确的 Microsoft 时区 ID。您可以
在主页“添加位置”表格中的“服务器时区”下拉列表中找到附加到
“时区”名称的此 ID。

NetBackup 日期格 指定主服务器希望提供日期的格式。查看选项对应的门户中的“添加位
式
置”。
NetBackup 日期时 指定主服务器希望提供日期和时间的格式。查看选项对应的门户中的
间格式
“添加位置”。
NetBackup
OpenSSH 密钥

连接到带有 SSH 的 UNIX 主服务器。密钥必须是 OpenSSH 格式。

NetBackup 交互密 使用密码交互身份验证时连接到 UNIX 主服务器。服务器需要输入密码
码提示
时，该值与服务器发送的提示相匹配。默认值为“密码:”。
NetBackup 使用池 仅限 Windows 主服务器。默认情况下已启用，并且应该保持打开状态
连接
以便正常使用。控制 PowerShell 池连接到主服务器以提高性能。
NetBackup 最小池 仅限 Windows 主服务器。仅用于支持目的。
大小
NetBackup 最大池 仅限 Windows 主服务器。仅用于支持目的。
大小
获取备份片段大小
（小时）

Self Service 同步 NetBackup 的计算机备份映像时，按该大小批量检索
这些映像。系统默认值为 25，但是可能需要减少以适用于具有大量备
份活动的繁忙系统。减少数量会导致更多 NetBackup 调用，以检索指
定数量的映像。检索的映像总数保持不变。

最大备份持续时间
（小时）

设置允许在 NetBackup 上完成备份作业的最大小时数。同步引擎使用
它来估计同步备份映像的缓冲期。只有出现备份映像同步问题时，才应
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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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详细信息

NetBackup 身份验 Windows 主服务器：设置为“默认”或 Credssp 以启用凭据安全支持
证机制
提供程序 (CredSSP) 身份验证。
UNIX 或 Linux 主服务器：设置为“密码”、“键盘交互”或“公钥”。

配置保护
保护类型定义用户可保护计算机的所有方式。如果所有用户的计算机都具有类似的
备份要求，则可能只需一个保护类型。如果为某些计算机提供不同的保护选项，则
每个选项需要一个保护类型。不同保护类型的示例可以包括 SQL Server 或虚拟计
算机和物理计算机的混合。作为常规规则，您支持的每个 NetBackup 策略类型都需
要保护类型。
在每个保护类型中，您可以定义多个保护级别和立即备份级别。这些是用户保护或
备份计算机时看到的选项。它们可用于提供不同日程表、保留级别或可在 NetBackup
策略上直接配置的其他选项。
然后，每个保护或立即备份级别将定义一个或多个策略。这些表示在主服务器上创
建以响应选择该级别的用户的策略。它们定义如何创建主服务器上的策略以及如何
对其进行命名。
对保护定义所做的任何更改不会自动应用于 NetBackup。不会更新受此保护类型保
护的计算机。如果更改导致生成其他目标策略集，则现有计算机现在具有未知的保
护级别。此更改显示为黑色对勾。您可以从每台计算机或容器中删除未知保护级别
策略并重新应用修改后的保护级别。

创建保护类型
从主页上的“保护类型”选项卡中，选择“添加”。
表 4-2

有关保护类型的设置

项目

详细信息

名称

标识保护类型的名称。此选项未向用户显示。

代码

创建与此保护类型关联的 NetBackup 策略时
使用的代码。该代码构成已创建策略的名称
的一部分。它必须唯一。

创建保护级别和立即备份级别
选择保护类型后，单击相关的“添加”选项。“名称”、“描述”和“颜色”属性
都用于为用户区别级别。其他设置可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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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有关保护级别和立即备份级别的设置

项目

详细信息

名称

级别的名称（针对用户）。

代码

创建与此级别关联的 NetBackup 策略时使用
代码。该代码构成已创建策略的名称的一部
分。它在保护类型中必须唯一。

描述

用于帮助用户在不同级别之间进行选择的描
述。

颜色

颜色主要用于用户屏幕中，以便直观地区别
应用于不同计算机的不同级别。

请求类型代码

除非需要自定义系统，否则应保留为默认值
（对于保护级别，默认值为 DBNEWBACK；
对于立即备份级别，默认值为
DBBACKNOW）。

可见

控制级别对用户的可见性。

创建策略
从“保护级别”或“立即备份级别”的详细信息中，单击“添加”以在该级别内创
建策略。
在“策略”上，可以设置其“代码”。您也可以查看使用代码、父保护类型和保护
级别代码的组合创建的“目标策略名称”。
还必须输入“模板名称”。
表 4-4

有关策略的设置

项目

详细信息

名称

仅用于管理；不向用户显示。

立即运行

设置为“立即运行”的策略作为一次性备份
运行，而不是添加到持续预定策略。

代码

代码在包含级别内必须唯一。如果在该级别
内只有一个策略，则可以将该代码留空。

目标策略名称

不可编辑。此字段显示当用户选择此级别时,
在主服务器上创建的目标策略的名称的示例。
它由保护类型、级别（保护级别或立即备份）
和策略代码中的三种代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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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详细信息

模板名称

存在于主服务器上复制以便创建目标策略的
模板策略的名称。提供三个选项：
■

“默认”使用系统建议的模板名称。

■

“现有”使您能够在当前可用的主服务器
上选取现有策略的名称。

■

“自定义”使您能够输入任意形式的名
称。

有更多信息可供查看。
请参见第 13 页的“创建 NetBackup 模板策
略”。
策略类型

必须指定模板策略的 NetBackup 策略类型。

警告 (小时)

用于计算计算机的信号灯状态。有更多信息
可供查看。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控制板信号灯状态和
使用情况”。

在“立即备份”级别内创建的策略始终设置为“立即运行”。“立即备份”策略没
有“警告 (小时)”选项。保护级别至少需要包含一个不是“立即运行”的策略，然
后可供用户选择。

级别内的多个策略
您可能需要指定单个级别内的多个策略。例如，您希望为包含用于备份数据库和操
作系统的策略的数据库服务器提供保护。配置这些设置的唯一限制在于影响虚拟机
的策略类型无法与非虚拟机策略类型配合使用。因此，如果为 SQL Server 创建保
护级别，策略的类型可以为 MS-SQL-Server (15) 和 MS-Windows-NT (13)。无法
组合 MS-SQL-Server (15) 和 VMware (40)。
添加保护级别和关联策略后，从“保护”选项卡中单击“刷新”。此操作可确保此
数据与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策略匹配。“刷新”图标上的轮齿变为绿色且呈动
态。此更改指示检查处于活动状态。检查会为与保护级别对应的模板策略审核系统
中定义的每个位置。任何缺失的模板策略都将显示在带有红色叉号图标的屏幕上。
如果单击此图标，将显示有关需要创建的模板策略的更多详细信息。创建缺失的模
板策略后，可以“刷新”以确认这些策略是正确的。有关模板策略创建的更多信
息，请查看“创建 NetBackup 模板策略”。
请参见第 13 页的“创建 NetBackup 模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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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立即备份”保留级别
“立即备份”请求使用已预安装 NetBackup Self Service 的默认保留级别。可以通
过编辑请求表单修改向用户提供的保留级别。
配置“立即备份”保留级别

1

转至“管理”>“请求和批准”>“请求类型”>“立即备份 (DBBACKNOW)”。

2

单击“表单”选项卡，然后单击“备份”保留字段。

3

在页面的底部，单击“配置”选项卡。

4

“项目”字段下所列出的是“立即备份”请求表单中可用的保留级别的列表。
可以使用垃圾桶图标删除现有级别，或添加新级别。“代码”必须与 NetBackup
保留编号相匹配，并且“描述”为用户所见。

配置租户
租户为组织单元，必须至少存在一个租户。可以使用主页“租户”选项卡中的“添
加租户”按钮来创建租户。同时创建租户的第一个（管理员级别）用户。如果定义
任何 vCloud Director 导入源，则可以设置租户的凭据。单击“确定”时，会将租户
记录、相关的租户集成设置和用户记录添加到数据库。
可以通过“管理”>“组织”>“租户”编辑租户的详细信息。可在“详细信息”选
项卡中查看创建租户时设置的租户的“客户代码”。在“用户”选项卡中查看与租
户相关联的所有用户。“集成”选项卡中提供租户级别集成设置。此处可设置 vCloud
Director 凭据以及其他 vCloud Director 导入。随后当需要时，租户管理员可以使用
其主页 vCloud Director 基础架构树视图节点上的更改工具来设置更新后的 vCloud
Director 密码。可在“主题”选项卡中执行租户级别主题设置。
您也可以使用 API 创建租户。提供作为起点的 PowerShell 脚本以自动创建租户及
其用户。该脚本利用前端 SDK 来调用公共 Web 服务。
在帮助文件中可获取更多关于 SDK 的信息。在 NetBackup Self Service 门户的安
装位置可找到帮助文件。默认情况下，这些文件位于 C:\Program Files
(x86)\Biomni\Front Office 8.5\Sdk\。Microsoft 开发人员应使用 SDK。非
Microsoft 开发人员可以直接调用 Web 服务。在“服务器”选项卡的公共 Web 服
务部分，通过“管理”>“支持”>“配置检查”可找到该 URL。Web 服务为
DirectaApi.s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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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请勿在门户管理员部分（“管理”>“组织”>“添加租户”）直接创建租
户。如果您通过此屏幕创建租户，不会创建所需的所有 Self Service 数据。通过“添
加租户”表单（主页上）或使用 API 创建租户。

停用租户
要停用租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转至“管理”>“组织”>“租户”。

2

停用租户。
使用进入页特定租户行右侧的“停用”链接来停用租户。或通过取消选择租户
记录中的“活动”复选框以在“详细信息”选项卡中停用租户。
此操作禁止租户用户登录。

3

所有计算机、备份、保护和使用情况数据保留在 Self Service 数据库中。

4

删除 NetBackup 中租户的所有策略。
通过检查任何以停用租户的客户代码开始的策略，可以识别这些策略。

添加用户
您可使用多种方式将其他用户添加到租户：
■

通过门户的“管理”>“组织”>“租户”>“用户”选项卡手动添加

■

Active Directory（“管理”>“组织”>“用户”，右键单击“导入 Active
Directory”）。成本中心代码必须与在租户记录中找到的代码一致。

■

通过 CSV 导入主数据（“管理”>“组织”>“用户”，右键单击“导入/导出
用户”。“导入文件模板”中的“用户”选项卡）。成本中心代码必须与在租
户记录中找到的代码一致。

■

使用 API

注意：一旦用户与租户相关联，该关联将无法更改。
可停用用户记录来阻止访问系统。如果使用表单身份验证，可使用多种条件来定义
密码规则。可在“管理”>“设置”>“系统配置”中配置这些规则。
具有 Administrator 访问配置文件的租户用户可管理他们自己的用户记录。

22

配置 Self Service
访问权限

访问权限
默认情况下，所有用户都可以对向其租户注册的每台计算机执行所有可能的操作。
此功能取决于计算机可以支持的功能。所有用户都可以查看其租户的每月使用情况
数据。您可以在以下三个级别控制可用操作：全局、每租户或每用户。
可通过“NetBackup 适配器访问权限”部分中的“管理”>“设置”>“集成设置”
实现对这些访问权限的控制。访问权限包括“允许立即备份”、“允许保护计算
机”、“允许还原文件”、“允许还原 VM”、“允许取消保护计算机”、“允许
注册文件还原”、“允许注册保护”、“允许还原 SQL”、“允许还原 Oracle”
和“允许使用情况报告”。
为所有用户全局启用或禁用操作

1

在“NetBackup 适配器访问权限”部分中单击所需的“访问权限”。

2

在“值”字段中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
确保未选中“允许租户覆盖”。
确保“允许用户覆盖”为“(无)”。

3

允许不同租户具有不同操作可供使用。
■

在“NetBackup 适配器访问权限”部分中单击所需的“访问权限”

■

在“值”字段中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此设置是任何现有租户或
任何新租户的默认设置

■

选中“允许租户覆盖”
确保“允许用户覆盖”设置为“无”。

只有与非租户关联且对所有租户具有访问权限的管理员才可以更改该值。
为每个租户配置访问权限的值

1

在“租户管理”屏幕中选择“集成”选项卡。

2

“管理”>“组织”>“租户”>“集成”。

3

在“NetBackup 适配器访问权限”部分中单击所需的“访问权限”。

4

在“值”字段中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

允许不同用户具有不同操作可供使用

1

在“NetBackup 适配器访问权限”部分中单击所需的“访问权限”。

2

在“值”字段中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此设置是任何现有用户或任何
新用户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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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保未选中“允许租户覆盖”。

4

将“允许用户覆盖”设置为“针对用户”。

选择“针对用户”覆盖时，可以更改以下任何位置的值：
■

由管理员用户在“用户管理”（“管理”>“组织”>“用户”>“集成”）的
“集成”选项卡中

■

由管理员用户在“租户用户管理”（“管理”>“组织”>“租户”>“用
户”>“选择用户”>“集成”）的“集成”选项卡中

■

由租户管理员在其租户的“用户维护”屏幕（“管理”>“用户管理”>“选择
用户”>“集成”）的“集成”选项卡中。
■

在“NetBackup 适配器访问权限”部分中单击所需的“访问权限”

■

在“值”字段中选择“已启用”或“已禁用”

不要选择“由用户覆盖”选项。

注册计算机
房地产中的计算机必须注册到 NetBackup Self Service。此要求包含在 UI 中的显示
名称以及和 NetBackup 一起使用的配置数据。
您可以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注册计算机：通过用户界面、通过 API 或通过 vCloud
Director 导入自动注册。一个租户可具有多个计算机源，例如，从 vCloud Director
导入的虚拟机和通过 API 导入的物理计算机。

通过用户界面注册计算机
可以通过主页上的“计算机”选项卡的“注册计算机”来注册计算机。可使用帮助
文本帮助完成数据。在输入时或单击“确定”时，验证字段是否包含准确数据。
要删除计算机注册，请转至主页上的“计算机”选项卡并使用“删除注册”链接。
由于无法编辑计算机注册，因此如果需要更改，建议删除并重新创建计算机注册。
重新创建计算机注册时，请确保使用相同的计算机代码。
计算机注册进程包含自动刷新 NetBackup 的保护数据和映像数据。保护数据指示按
调度或按一次性立即备份任务保护的内容。如果单击列表中计算机行的“刷新
NetBackup 数据”，您可以同步计算机的保护和备份映像。通常，同步不需要手动
干预。如果要立即查看新保护策略的映像或已手动创建的映像，则可能会出现特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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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PI 注册计算机
可使用 API 进行计算机详细信息的自动导入或批量导入。SDK 允许在 .NET 中写入
客户端，且倾向于使用 API。但是，可在 Microsoft 环境外使用 REST API。
请查看安装目录中的 SDK 文档。

通过 vCloud Director 导入注册
可以自动导入 vCloud Director 的 vCloud 层次结构，并将计算机注册到 NetBackup
Self Service。使用单个凭据按租户在租户上执行导入。
vCloud Director 导入必须定义导入层次结构的 vCloud Director 实例。此外，必须
指定要与其相关联的 NetBackup Self Service 设置。
导入必须指定与导入的层次结构相关联的“保护类型”和“位置”。
导入还可以使用虚拟数据中心 (vDC) 过滤。启用 vDC 过滤时，仅导入过滤器中的
vDC。过滤在每个租户基础上进行，必须使用过滤器来设置每次过滤以导入任何
vDC。每个 vDC 仅出现在单个租户的过滤器中。
禁用 vDC 过滤时，所有通过导入凭据可见的 vDC 都将被导入。
使用“导入”选项卡中的“添加导入”选项来创建新的 vCloud Director 导入。根据
屏幕上的提示来创建相应的“vCloud 导入集成设置”部分。
必须指定租户级别的登录凭据来启用导入。vCloud Director 中的凭据必须根据组织
来定义，且必须具有“常规”>“管理员视图”权限。只有一个租户可导入任何
vCloud Director 组织的计算机。
创建新租户时，“添加租户”表单支持指定单个 vCloud Director 系统的凭据作为租
户创建进程的一部分。可使用 API 或通过“租户”管理中的“集成设置”选项卡提
供更多凭据。设置初始密码后，租户管理员可更新用于访问 vCloud Director 的
vCloud Director 密码。租户管理员通过其计算机列表根节点中的下拉列表来更新密
码。
表 4-5

用于 vCloud Director 导入的集成设置

项目

详细信息

vCloud API

应该将该值设置为 vCloud Director API 的
URL，格式为 https://hostname/api/。

位置

计算机注册到的 NetBackup 位置的名称

联机

指示 vCloud Director 实例是否视为联机。Self
Service 不使用脱机的实例。

忽略 SSL 证书错误

此选项允许 Self Service 连接到 SSL 证书无
效的 vCloud Director 实例中。

25

配置 Self Service
配置主页

项目

详细信息

vCloud username

租户用于连接到 vCloud Director API 的用户
名。每个租户必须具有自己的凭据。必须采
用格式 userid@vOrg。必须仅在租户级别设
置。

vCloud password

租户对应的 vCloud Director 密码。必须仅在
租户级别设置。

保护类型代码

应用于导入的计算机的保护类型。

使用 vDC 过滤器

设置为启用 vDC 过滤。

vDC 过滤器

导入过程中应用到 vDC 的过滤器。此过滤器
为逗号分隔列表，并且 vDC 名称区分大小
写。仅在租户级别设置。

向两个窗格树视图中的租户用户显示从 vCloud Director 导入的计算机。在计算机的
父容器中列出计算机。如果计算机来自 vCloud，则在左侧窗格中显示容器。单击最
低级别容器时，在右侧窗格显示内容。可在容器或计算机级别应用保护。仅注册非
vCloud Director 计算机时，它们将在全宽列表中显示。

配置主页
主页显示为控制板。该配置允许用户只需单击鼠标便可查看其清单（计算机）的当
前状态并启动操作。
租户用户视图以三种面板显示：页面顶部的两个小摘要面板以及页面底部的一个全
宽面板。此视图为“保护”控制板或“使用情况”控制板，以两个选项卡形式显
示。如果单击顶部面板中的任一个，主面板将更改内容。这些面板被称为“状态”
面板、“使用情况”面板和“保护”面板。
非租户或管理员视图将“状态”面板显示为所有租户的计算机总计。此视图将“使
用情况”面板显示为所有租户的使用情况的总计。非租户管理员的主面板包含摘要
控制板、配置选项卡、监视选项卡以及租户使用情况选项卡。
已安装并完全配置这些面板，但是可在服务编录（“管理”>“服务编录和声
明”>“服务编录”）中查看该设置。每个“服务编录”面板引用“NetBackup 适
配器”部分中的“集成设置面板”URL 为“NetBackup Self Service 适配器”的
URL（“管理”>“设置>“集成设置”）。此处为用户组级别访问控制，但通常无
法更改随附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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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页集成设置
所显示的集成设置会影响包括在“状态”和“使用情况”面板中的显示和信息。
可以通过“管理”>“设置”>“集成设置”或“管理”>“组织”>“租户”>“集
成”查找相关的集成设置。
表 4-6

NetBackup 适配器

项目

详细信息

合同空间 (TB)

用于增加“已用空间”显示；可在租户级别
维护。

使用情况保留期限 (月)

在使用情况趋势图形或列表中显示的保留月
份数。

操作请求类型控制与以下计算机操作相关联的请求类型：
表 4-7

操作请求类型（仅高级自定义）

项目

详细信息

取消保护计算机

自定义请求类型的请求类型代码。默认值为
DBREMBACK。

还原 VM

自定义请求类型的请求类型代码。默认值为
DBRESTVM。

还原文件

自定义请求类型的请求类型代码。默认值为
DBRESTFILE。

注册文件还原

自定义请求类型的请求类型代码。默认值为
DBREGDNS。

数据库注册保护

自定义请求类型的请求类型代码。默认值为
DBREGPROT。

数据库还原 SQL

自定义请求类型的请求类型代码。默认值为
DBRESTSQL。

数据库还原 Oracle

自定义请求类型的请求类型代码。默认值为
DBRESTORA。

NetBackup 适配器访问权限控制允许所有用户、单个租户或特定用户对计算机执行
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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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NetBackup 适配器访问权限

项目

详细信息

允许立即备份

确定是否显示“立即备份”选项。

允许保护计算机

确定是否显示“保护计算机”选项。

允许还原文件

确定是否显示“还原文件”选项。此选项也
包括“还原文件夹”选项。

允许还原 VM

确定是否显示“还原 VM”选项。

允许取消保护计算机

确定是否显示“取消保护计算机”选项。

允许使用情况报告

控制主页上“使用情况报告”的显示。

允许注册文件还原

确定是否显示“注册文件还原”选项。

允许注册保护

确定是否显示“注册保护”选项。

允许还原 SQL

确定是否显示“还原 SQL 数据库”选项（如
果发现备份）。

允许还原 Oracle

确定是否显示“还原 Oracle 备份”选项（如
果发现备份）。

有关访问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配置租户”部分。
请参见第 21 页的“配置租户”。
NetBackup 适配器使用情况可控制“使用情况”选项卡中的功能。
表 4-9

NetBackup 适配器使用情况

项目

详细信息

货币代码

显示的货币符号（不计算）

成本（每 GB）

每 GB 成本，用于计算费用

费用类型

费用计算的基础：新备份、已用容量或无；
可在租户级别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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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 Self Service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语言设置

■

创建或自定义请求表单

■

主题

■

声明

语言设置
虽然门户支持多种语言，但是 NetBackup Self Service 解决方案数据当前仅以美国
英语提供。该设置包含语言和区域设置，包括日期格式。

创建或自定义请求表单
您可以自定义请求类型，但是正常操作不需要进行该自定义。所有随附的请求类型
已准备就绪，可以实现。
注意：如果需要更改随附的请求表单，首先应该复制请求表单，然后可按需要编辑
副本。
NetBackup Self Service 随附了完全预配置的请求表单（请求类型）。在主页控制
板中选择备份或还原选项时，将启动这些表单。如果需要其他数据或集成，可以关
联到自定义表单来覆盖默认的请求表单。此覆盖在系统范围级别上生效。
您应该注意到，升级时可能会覆盖自定义，必须重新应用任何自定义。
应该从列表中选择随附的请求表单，然后复制。通过“管理”>“请求和审批”>“请
求类型”进行访问。然后可添加其他请求字段、审批阶段或工作流程并启用“请求

自定义 Self Service
主题

类型激活”复选框。确保修改“请求类型名称”，使文本适合在“请求列表”中查
看。
注意：不应该删除随附的请求字段或工作流程步骤。此工具可用于添加履行步骤或
审批进程。
应编辑“集成设置”部分中相关的“操作请求类型”设置。

1

通过“管理”>“设置”>“集成设置”访问该设置。

2

通过将现有值替换为新的“请求类型代码”来编辑该设置。

3

然后，您可以停用随附的请求表单。

注意：如果需要还原到默认值，可使用服务编录和随附的请求类型的完整列表。可
在安装位置下方的 MsBuild\RequestTypes 文件夹中找到它们。

主题
可调整预先随附的 NetBackup Self Service 主题。通过编辑使用的颜色以及多种映
像和风格来更改“管理”区域屏幕中的主题。使用编辑页面可编辑多个元素。“页
面宽度”应保持为 1024 像素。您也可以使用在线 CSS 编辑器进行其他自定义编
辑。
使用“管理”>“设置”>“主题”可在系统范围内调整随附的主题，或使用“管
理”>“组织”>“租户”>“主题”调整单个租户。

声明
可在主页顶部显示新闻标记样式的声明。这些声明可以是警报类型或信息类型。可
更改声明的主题并按租户过滤声明。可按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控制声明的发布。API
支持这些声明。
具有“管理员”访问配置文件的租户可以维护其组织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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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有关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

基于表单的身份验证

■

Windows 身份验证

■

Active Directory 导入

■

配置 Self Service 以使用联合单点登录

有关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NetBackup Self Service 支持三种不同的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的基于表单的身份验证。此配置为 Self Service 随附的默认配
置。

■

Windows 身份验证，可以选择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导入。此选项仅适用于
Enterprise 类型的部署。

■

通过 WS-Federation Passive Protocol 进行联合单点登录。

基于表单的身份验证
用户可以通过在登录页面上输入用户 ID 和密码访问 Self Service 门户。此配置是访
问系统的默认方法并且无需其他配置。
可在“管理”>“设置”>“系统配置”的“密码策略”类别中定义密码规则。

用户身份验证方法
Windows 身份验证

Windows 身份验证
要使用 Windows 身份验证，必须在数据库中使用与用户的域名相匹配的用户名设
置用户。此格式为 DOMAIN_NAME\username 或 username。格式取决于系统设
置。
在“管理”>“设置”>“系统配置”中配置删除域名。如果它使用
firstname.lastname 则切换到开，或如果它使用 DOMAIN\firstname.lastname
则切换到关。
一旦至少一个 Windows 用户具有管理区域的访问权限，将在 IIS 中同时禁用匿名身
份验证和表单身份验证。然后启用 Windows 身份验证。IIS 中的此配置可保证已更
新 web.config 文件，并且已相应地更改 Self Service 地址。
在 IIS 中配置 Windows 身份验证之前，只可以使用随附的 admin 用户 ID 访问系
统。之后，任何手动登录都不可用。
注意：如果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同步用户，确保至少一个用户已关联到初始导入
上的 Supervisor 访问配置文件。否则，管理员区域的访问权限将受到损害。

注意：这些说明仅适用于系统初始实现上的配置，不适用于稍后对登录协议的更
改。此限制是由历史数据的影响导致的。

Active Directory 导入
可以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同步 Self Service，以便更容易进行维护。可从已预定导
入任务中管理导入。此进程可用于为进程指定时间或频率。由于 Self Service 中所
有未包括的用户都为已停用状态，因此日程表应该反映完整的用户集。
可以使用不同的源为每个配置文件创建多个导入配置文件。对于每个配置文件，必
须指定 Self Service 访问配置文件、成本中心和用户帐户状态。可将用户自动分配
到零个或多个用户组。但是，必须是 Self Service 中已存在的用户组。可以从“全
名”（默认）或“显示名称”获得 Self Service 用户名。可以选择语言，否则将使
用系统基本语言。可以按组或组织单位指定导入配置文件，并指定包括或不包括子
项。
将从列表顶部处理导入配置文件，以便可以修改顺序以满足您的要求。如果多个配
置文件中有相同的用户，则仅应用最新配置文件中已处理的“已导入用户字段”。
已从所有配置文件更新用户组成员。
Active Directory 导入内指定的用户需要域的根级别的“列表内容”和“读取所有属
性”权限。需要这些权限，用户才能搜索所有组织单位和组织组并导入所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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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配置设置使您能够控制在导入域名时是否将其置于用户 ID 前。在“管理”>“设
置”>“系统配置”中查找系统配置设置。在创建第一个用户帐户之前，先验证合
适的设置值。后续更改会导致创建新用户帐户并禁用现有帐户，以及访问历史请求
时伴随的影响。SAM 帐户名称的更改会导致创建新的 Self Service 用户帐户。
可以为未在 Active Directory 中维护的记录创建在本地维护的 Self Service 用户。
Active Directory 更新会忽略这些用户。
注意：如果使用 Windows 身份验证，确保至少一个用户已关联到初始导入上的
Supervisor 访问配置文件。否则，管理区域的访问权限将受到损害。

注意：这些说明仅应用到系统初始实现上的配置。由于对用户维护方法的影响，这
些说明不适合稍后对登录协议进行的更改

配置 Self Service 以使用联合单点登录
Self Service 支持通过 WS-Federation Passive Protocol 进行联合单点登录。它通
过 Microsoft Windows Identity Foundation (WIF) 实现，并使用 Security Assertion
Markup Language (SAML) 令牌进行声明传输。但是不支持 SAML2 协议、SAML-P。
安装 Self Service 时，将与需要在首次登录中使用“管理员”帐户的表单身份验证
一起配置。
要通过标识提供程序进行身份验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Self Service 数据库中创建与标识提供程序中的用户对应的用户。

2

编辑 Self Service web.config 文件，以启用联合单点登录。

在 Self Service 中创建用户
“用户 ID”用于在 Self Service 中标识用户。“声明”用于在标识提供程序中标识
用户。为了成功进行身份验证，Self Service 中的用户必须具有与标识提供程序中
其中一个声明的值相匹配的“用户 ID”。
Self Service 会在尝试查找 Self Service 用户时查看以下声明：“名称”、“电子邮
件”、“Windows 帐户名称”和 UPN。通常“名称”和“Windows 帐户名称”
的格式为 domain\username，而通常“电子邮件”和 UPN 的格式为
username@domain。
可以通过门户输入用户，或者直接从 Active Directory 或以 .CSV 文件格式批量导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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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web.config 以启用联合单点登录
要更改 web.config 文件以启用联合单点登录，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导航至 install_path\WebSite。

2

使用 Notepad 以管理员身份打开 web.config。

3

查找 <modules> 部分并取消两个 IdentityModel 模块的注释。

4

查找 <authentication> 部分并将模式更改为 None。

5

在 <wsFederation> 元素的颁发者属性中输入 WS-Federation 网站的 URL

6

查找 <trustedIssuers> 部分并输入 WS-Federation 服务器的令牌签名的证书
指纹。
注意：指纹不应剪切和粘贴，因为这可能将隐藏字符插入文件，干扰指纹匹
配。

7

如果这些更改在使用自签名 SSL 证书的测试系统上，则取消
<certificateValidation> 元素的注释。

8

保存 web.config 文件。

如果必须切换回“表单身份验证”，可以编辑 web.config 文件，并将身份验证模
式设置为表单：<authentication mode="Forms">。切换回“表单身份验证”的一
个实例是为从问题中恢复。

登录到 Self Service
要确认是否已完全配置系统以进行联合登录，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关闭并重新打开 Internet Explorer

2

输入 Self Service 的 URL

3

如果环境使用测试证书，则接受两个证书错误

4

为之前创建的用户输入凭据。用户应可成功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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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故障排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故障排除

■

查找故障排除信息的位置

■

租户用户模拟

■

远程 PowerShell 到 Windows 主服务器相关的问题

关于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的第一步是确定问题是否由 Self Service 或 NetBackup 本身造成。除非有
明确指出的错误或故障消息，否则操作的第一步最好是在 NetBackup 控制台上进行
尝试并手动执行操作。如果该操作失败，则表明存在 NetBackup 问题。排除
NetBackup 问题后，在 Self Service 上继续进行诊断。

故障排除
查找故障排除信息的位置

查找故障排除信息的位置
检查连接性
在“位置”选项卡上，“检查连接性”图标可测试到系统中每个主服务器的连接。
任何故障均以红色叉号显示，可单击以显示错误信息。

请求工作流程
Self Service 中的部分操作，可在系统中创建请求。在“请求”顶部菜单中，您可
以找到可作为故障排除信息的理想来源的请求：
表 7-1

选项卡信息

选项卡名称

详细信息

“完成”选项卡

任何失败的步骤均为红色且包含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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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名称

详细信息

“审核”选项卡

将按操作显示进度，并且还可提供 NetBackup 作业 ID。

Self Service 错误日志
可在“管理”>“支持”>“错误日志”中找到
错误可包含系统引用，该系统引用可用来将其重新绑定到特定请求，从而进行操
作。
如果尝试查找失败的 NetBackup 命令，搜索文本 /bin 或 \bin 可能会有帮助。

其他活动报告
可在“管理员”主页的“支持”类别中找到活动报告的其他源。此类别包含集成日
志、审核日志和电子邮件日志以及任务队列和电子邮件队列的访问权限。“任务队
列”是特别有用的信息源。不同的选项卡显示“任务队列”活动的不同状态。可过
滤“历史记录”选项卡以显示具有“完成但出现错误”的任务。带有错误的任务以
红色突出显示。

NetBackup 命令行错误
通过在主服务器的命令行上运行 NetBackup 命令，Self Service 即可开始工作。如
果运行命令出现问题，它将包含在 Self Service 错误中。查找这些错误很有帮助。
一旦出现 NetBackup 命令行错误，您可以复制命令并尝试在主服务器上手动运行该
命令。此技巧有助于进行故障排除。

NetBackup 控制台中错误的作业
检查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上的任何错误，特别是按识别的作业 ID 进行检查。

检查模板策略
必须用某些方法配置模板策略才能使其正常运行。检查策略模板时，请参考“管理
员”中的“保护级别”选项卡。选择与保护级别对应的绿色对勾时，确保模板符合
显示的所有条件。

同步错误
可在计算机详细信息弹出消息中以 MSP 管理员用户身份查看。

计算机的详细信息不正确
在计算机映像或保护详细信息似乎不正确的情况下，运行计算机的“刷新 NetBackup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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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
可配置跟踪以更详细地分析问题。此方法属于更加高级的故障排除方法。请勿在没
有支持帮助的情况下尝试此方法。查看 Services Site\Logs 和 Panels Site\Logs
中的 ReadMe.txt。

租户用户模拟
您可以模拟租户用户来查看其主页视图，并代表他们执行操作。
在主页上，当您的鼠标悬停在登录的用户名上时，将显示选项“以另一用户身份操
作”。如果选择该选项，将显示用户列表。选择需要的租户用户，并显示其主页视
图。

远程 PowerShell 到 Windows 主服务器相关的问题
并行远程 PowerShell 连接限制
NetBackup 主服务器限制远程连接的数量。服务器默认数量通常不足。
在高使用率的安装中，可能需要增加此限制。如果超过限制，可能会发生以下错
误：
NetBackup server name Connecting to remote server NetBackup server
name failed with the following error message : The WS-Management
service cannot process the request. The maximum number of concurrent
shells for this user has been exceeded. Close existing shells or
raise the quota for this user.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about_Remote_Troubleshooting Help topic.

要增加此限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运行显示的 PowerShell 命令以确定允许的连接数
量：
Get-Item WSMan:\localhost\Shell\MaxShellsPerUser

2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运行显示的 PowerShell 命令以增加允许的连接数
量：
Set-Item WSMan:\localhost\Shell\MaxShellsPerUser interger_value

并行用户操作限制
达到该限制的症状为类似以下内容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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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Command failed.
"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bin\admincmd\bpimagelist"
"-d" "03/02/2015 09:58:11" "-e" "03/02/2015 11:58:11"
"-json_compact"
Run-Process script threw exception:
Starting a command on the remote server failed with the following
error message : The WS- Management service cannot process the
request. This user is allowed a maximum number of 15 concurrent
operations, which has been exceeded. Close existing operations for
this user, or raise the quota for this user.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about_Remote_Troubleshooting Help topic.

Windows 2012 默认值为 1500，Windows 2008 R2 默认值为 15。在主服务器上，
运行显示的命令以增加此限制：
winrm set winrm/config/Service
@{MaxConcurrentOperationsPerUser="1500"}

PowerShell 连接池
默认情况下，Windows 位置使用 PowerShell 连接池。在主服务器上调用 PowerShell
时，该选项允许更高的吞吐量。由于每次调用不需要创建计算机并销毁新的运行空
间，因此可实现更高吞吐量。

设置
表 7-2

用于 PowerShell 连接池的位置集成设置

名称

详细信息

NetBackup 使用池连接

如果连接池出现问题，可通过将此设置更改
为 False 以关闭连接池。

NetBackup 最小池大小

保留在池中的运行空间的最小数量。

NetBackup 最大池大小

保留在池中的运行空间的最大数量。

诊断
诊断跟踪捕获大量关于 PowerShell 连接创建、使用和处理的信息。
以下 PowerShell 脚本可用来查找关于到主服务器的连接的信息：
$machineName = 'master_server_machine_name'
$userName = 'user_name_-_same_as_the_location_integration_setting'
$password = '<password>'
$connectionURI = ('http://{0}:5985/wsman' -f $machin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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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ePassword = ConvertTo-SecureString $password -AsPlainText -Force
$credential = New-Object System.Management.Automation.PSCredential
($userName, $securePassword)
$connections = Get-WSManInstance -ConnectionURI $connectionURI
-Credential $credential -ResourceURI shell -Enumerate #| where
{ $_.Owner -eq $userName }

if($connections.length -eq 0) { "There are no remote PowerShell
connections" }
$connections | ForEach-Object {
# To remove the connection,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 Remove-WSManInstance -ConnectionURI $connectionURI shell
@{ShellID=$_.ShellID}
$_
"Owner: {0}" -f $_.Owner
"HostName: {0}" -f (Resolve-DnsName $_.ClientIP | select
-expand NameHost)
"-------------------------------------------------------"
}

监视调度的任务
Self Service 在后台运行大量调度的任务。这些调度的任务在外部系统之间同步数
据，并尽可能保持用户界面最新。以非租户管理员用户身份登录时，在主页“监
视”选项卡的左侧显示这些任务的状态和计时。
如果运行特定任务时出现问题，操作轮齿为红色。如果单击任务名称，将显示“调
度的任务详细信息”窗口。此窗口显示所有帮助故障排除进程的错误消息。您可以
解析错误，然后单击下拉列表中的“立即运行”以重试任务。
“监视”选项卡的“活动”区域显示排队等待操作的任务。如果该队列中的项目超
过十个，并且在几分钟内无任何更改迹象，可能是 Self Service 的主要任务引擎出
现问题。确保 Windows Service 正在运行，并在“管理”>“支持”>“错误日志”
中检查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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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后台任务和描述

后台任务

描述

System Sync

自上次运行起，导入所有主服务器的备份映
像。该任务终止旧备份映像并计算使用情况。
该任务每天按调度运行一次。

System Update

执行系统更新，如同步备份映像和更新活动
请求。该任务每分钟按调度运行一次。

VCloud Director Import

根据配置的导入同步 vCloud Director 的计算
机。该任务每天按调度运行一次，但是可以
手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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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tBackup 策略类型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NetBackup 策略类型列表

NetBackup 策略类型列表
表 A-1 为 NetBackup 中提供的策略类型的列表及其相关联的 ID。创建策略类型集
成设置时，必须使用这些内容。
表 A-1

策略类型和相关联的 ID

ID 名称

NetBackup Self
Service

备份选择

0

标准

保护；文件还原

在策略模板中定义并应用于策略中
的所有客户端。

2

FlashBackup-Windows

保护

在策略模板中定义并应用于策略中
的所有客户端。

4

Oracle

保护（仅基于客户端）； 由驻留在客户端上的脚本定义。
数据库还原

6

Informix-On-BAR

不支持

7

Sybase

保护

由驻留在客户端上的脚本定义。

8

MS-SharePoint

保护

在策略模板中定义并应用于策略中
的所有客户端。

10 NetWare

不支持

11 DataTools-SQL-BackTrack 不支持
12 Auspex-FastBackup

不支持

NetBackup 策略类型
NetBackup 策略类型列表

ID 名称

NetBackup Self
Service

备份选择

13 MS-Windows-NT

保护；文件还原

在策略模板中定义，适用于所有客
户端

14 OS/2

不支持

15 MS-SQL-Server

保护（仅基于客户端）； 由驻留在客户端上的脚本定义。
数据库还原

16 MS-Exchange-Server

保护

在策略模板中定义并应用于策略中
的所有客户端。

17 SAP

保护

由驻留在客户端上的脚本定义。

18 DB2

保护

由驻留在客户端上的脚本定义。

19 NDMP

保护

在策略模板中定义并应用于策略中
的所有客户端。

20 FlashBackup

保护

在策略模板中定义并应用于策略中
的所有客户端。

21 Split-Mirror

不支持

22 AFS

不支持

24 DataStore

不支持

25 Lotus-Notes

不支持

27 OpenVMS

不支持

31 BE-MS-SQL-Server

不支持

32 BE-MS-Exchange-Server 不支持
34 磁盘分段作业

不支持

35 NBU-Catalog

不支持

37 CMS_DB

不支持

38 PureDisk 导出

不支持

39 Enterprise Vault

不支持

40 VMware

保护（智能策略）；还原
VM；还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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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名称

NetBackup Self
Service

41 Hyper-V

保护（基于客户端）；还
原 VM；还原文件

42 NBU-Search

不支持

备份选择

此时，无法使用启用快照的策略保护计算机。此问题为已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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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控制板信号灯状态和使用
情况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控制板信号灯状态和使用情况

■

具有保护类型的计算机

■

无保护类型的计算机

■

使用情况

关于控制板信号灯状态和使用情况
控制板状态面板显示了处于给定保护状态的计算机数：红色、琥珀色或绿色。此颜
色计算取决于具有保护类型的计算机。
已用容量作为整体按月显示。
如果您是租户用户，则会为租户显示总计。如果您是服务提供商，则会看到反映整
套房地产的总计。

具有保护类型的计算机
用户从可用于保护类型的计算机中选择保护级别时，此操作会将计算机添加到一个
或多个 NetBackup 策略。Self Service 为发现的每个策略保留阈值（小时）。评估
计算机所在的所有已知策略的阈值可确定其红色、琥珀色或绿色状态。

控制板信号灯状态和使用情况
无保护类型的计算机

具有保护类型的计算机

表 B-1
颜色

计算机状态

绿色

保护级别已应用，并且所有策略在其阈值内
都具有备份

琥珀色

保护级别尚未应用于计算机

红色

保护级别已应用，但一个或多个策略没有备
份，或最新备份不在其阈值范围内

注意：如果计算机在 NetBackup 策略中，但未找到任何保护级别，则在已确定颜色
状态时不会考虑该策略。
仅使用“立即备份”进程保护的计算机不会包括在计数内且不会显示为“已保护”。

无保护类型的计算机
计算机没有保护类型时，状态始终显示为琥珀色。

使用情况
“使用情况”面板分为以下两个部分：作为整体显示的已用容量以及作为图表按月
显示的已用容量。
已用容量从属于租户的所有未失效映像中进行计算。可表示为绝对数字 (GB) 或相
对于租户的合同空间量。相对于合同空间显示已用容量时，该值将显示为相对于总
计的百分比和绝对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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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同步 NetBackup 数据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同步 NetBackup 数据

关于同步 NetBackup 数据
两种不同的进程负责将 NetBackup 数据同步到 Self Service。对这些进程进行了说
明。

表 C-1

同步进程和关联的详细信息

同步进程

详细信息

同步保护

■

■

仅在配置保护级别时进行同步。例如，Self Service 管理
策略。
在 NetBackup 上搜索客户端计算机的策略。

■

按计算机或容器显示保护级别（彩色对勾图标）。

■

Self Service 通过添加和删除保护请求保持本地缓存最新。

■

可在“管理”面板中手动启动。

同步 NetBackup 数据
关于同步 NetBackup 数据

同步进程

详细信息

同步编录

■

■
■

■
■

■

同步备份编录并将所有活动映像的详细信息传输至 Self
Service。
在可配置的批处理大小中执行的初始安装后完全同步。
常规任务通过每日增量式同步保持 Self Service 的记录最
新。
映像记录根据 Self Service 清单中的计算机进行匹配。
Self Service 每晚汇总摘要控制板中每台计算机和每个租
户的映像大小数据。
完成立即备份请求或管理员在管理面板中手动启动时，重
新同步个别计算机的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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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NetBackup Self Service 数
据缓存进程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Self Service 数据缓存过程

■

NetBackup 数据同步

■

立即备份

■

保护计算机

■

取消保护计算机

关于 NetBackup Self Service 数据缓存过程
NetBackup 适配器缓存有关计算机、保护和备份映像的数据，以提高性能。
定期运行预定任务以保持数据最新。预定任务包括：
■

■

System Sync
■

自上次运行后从所有主服务器导入备份映像。

■

使旧备份映像失效。

■

计算使用量。

■

计算信号灯状态。

■

默认情况下，每日的中午 12:15 (UTC) 运行一次。

System Update
此任务将处理标记用于 NetBackup 数据同步的计算机。导入保护级别和备份映
像，然后重新计算信号灯状态。默认情况下，每分钟运行一次。

NetBackup Self Service 数据缓存进程
NetBackup 数据同步

■

vCloud Director 导入
根据配置的导入同步 vCloud Director 的计算机。默认情况下，此任务将在每日
的中午 12:30 (UTC) 运行一次，但可以手动启动。

系统同步
■

为所有联机位置导入前一天的映像。该导入包括 24 小时重叠，以获取在进行上
次系统同步时已启动但未完成的备份。

■

标记已失效的映像。

■

更新上次备份时间并计算信号灯状态。

注意：添加新位置不会触发系统中的任何独立操作。任何新同步或正在进行的同步
（如获取备份映像或导入策略）现在包括此新位置。在没有手动干预的情况下不会
导入较旧的映像。单击“刷新 NetBackup 数据”或调用 API 以导入较旧的映像。
可能具有备份的每台计算机均需要执行这些操作。

集成设置
列出的集成设置与系统同步相关：
■

利用率保留期限 (月) (NetBackup 适配器集成部分)
保留使用情况数据和已失效备份映像的时间段以及显示在图表中的月份数。此
期限后，将在“系统同步”中删除使用情况数据和已失效映像。

NetBackup 数据同步
导入计算机，单击“刷新 NetBackup 数据”，或在 API 中调用 SyncNetBackupData
后，将标记用于同步的计算机。这会将计算机标记为同步就绪，且计算机由系统更
新选取。此过程会导入保护和映像，然后重新计算信号灯状态。
该任务批处理 100 台计算机需要 5 分钟时间（默认情况下），或直到没有计算机需
要导入。将首先处理最早添加的计算机。最初，所有计算机都具有相同的优先级，
但如果已执行“立即备份”，该计算机将标记为高优先级。
如果同步失败，将锁定同步一段时间。在没有要处理的错误的情况下，此锁定允许
使用其他计算机。

集成设置
列出的集成设置与 NetBackup 数据同步相关：
■

映像导入批处理 (分钟) (NetBackup 适配器集成部分)
有计算机标记为同步时，系统更新将在一段时间内获取数据。此值默认为 5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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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像导入锁定延迟 (分钟) (NetBackup 适配器集成部分)
此值定义在映像检索失败时锁定计算机映像同步的时长。此值默认为 60 分钟。

立即备份
“立即备份”请求完成后，计算机将标记用于同步且具有高优先级，以便计算机尽
快同步新映像。

保护计算机
“保护计算机”请求完成后，任务会排队以将保护级别添加到数据库并更新信号灯
状态。

取消保护计算机
“取消保护计算机”请求完成后，任务会排队以从数据库中删除保护级别并更新信
号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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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集成设置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集成设置

■

NetBackup 适配器

■

NetBackup 适配器使用情况

■

NetBackup 适配器访问权限

■

操作请求类型

■

NetBackup 位置

■

vCloud Director 导入

关于集成设置
集成设置用于配置 NetBackup Self Service 和 NetBackup 之间的集成。可以对各个
设置进行分组以组成不同部分，也可以通过“管理”>“设置”>“更多”>“集成
设置”访问各个设置。本部分包括与 NetBackup Self Service 解决方案相关的集成
设置的完整列表。各个部分或设置在整个文档的适当功能区域中进行了引用。
某些设置将“允许租户覆盖”设置为“是”。这些设置通常需要基于每位租户进行
配置，而不应该以正常方式在顶级集成设置中完成。应该根据特定租户的详细信息
配置这些设置。NetBackup 适配器访问权限设置也具有用户覆盖选项（“系统范
围”>“租户”>“用户”）。我们还提供了有关访问权限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3 页的“访问权限”。
如果通过更改自动为系统范围集成设置创建的值来手动更改覆盖设置，该新值将被
忽略。

集成设置
NetBackup 适配器

大多数租户级别集成设置都是通过主页创建的，但这些设置需要通过每个租户记录
内的单独选项卡上的“管理”>“组织”>“租户”进行编辑。如果从租户内进行访
问，则只能访问在租户级别可以编辑的设置。
预先传送的集成设置部分如下：
表 E-1
设置

预设集成设置
详细信息

NetBackup 适配器 本部分包含影响整个解决方案的设置。只应有一个这样的部分。
NetBackup 适配器 本部分控制主页上的“使用情况”面板中的数据和计算。只应有一个这
使用情况
样的部分。
NetBackup 适配器 本部分确定解决方案中允许的备份和还原操作。只应有一个这样的部
访问权限
分。
操作请求类型

本部分支持覆盖特定已传送请求类型。只应有一个这样的部分。

通过完成“添加位置”或“添加 vCloud Director 导入”表单生成的集成设置部分
如下：
表 E-2

生成的集成设置

设置

详细信息

NetBackup 位置
location

本部分类型包含连接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可以有多个
NetBackup 位置部分：每个主服务器一个。

vCloud 导入 import 本部分类型包含 vCloud Director 实例的详细信息。计算机从此处导入，
本部分确定与导入的计算机关联的 Self Service 位置。针对每位租户指
定各个租户凭据。可以有多个 vCloud Director 导入部分。有更多信息
可供查看。
请参见第 24 页的“注册计算机”。

NetBackup 适配器
本部分包含影响整个解决方案的设置。只应有一个这样的部分。
表 E-3

NetBackup 适配器设置

设置

租户覆盖 详细信息

报告客户根

是

Web 服务器上用于存储此租户报告的文件夹路径。

报告文件扩展名

否

可以指定分号分隔的文件扩展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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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租户覆盖 详细信息

合同空间 (TB)

是

同意使用的总空间量，以 TB 为单位。
这是一个可选值；如果已设置，通常在租户级别进行配
置

使用情况保留期限 (月) 否

保留历史汇总数据以在主页上的“使用情况”图形和表
格中显示的月数。

面板 URL

否

NetBackup 适配器面板的 URL，最初由安装程序设置
该值。

服务 URL

否

NetBackup 适配器 Web 服务的 URL。最初由安装程
序设置该值。

映像导入批处理 (分钟) 否

虽然计算机标记为同步，但是在加载计算机映像时，仍
需要一段时间来检索映像。默认值为 5 分钟。

映像导入锁定延迟 (分
钟)

此设置确定当映像检索出错时，要锁定计算机同步多长
时间。默认值为 60 分钟。

否

NetBackup 适配器使用情况
本部分控制主页上的“使用情况”面板中的数据和计算。只应有一个这样的部分。
表 E-4

适配器设置

设置名称

租户覆盖 详细信息

货币代码

是

在主页上的“使用情况”列表中使用的短货币代码，用
于限定“费用”列数字。

成本（每 GB）

是

每 GB 的成本，用于计算“费用”。

费用类型

是

确定费用是表示新备份或已用空间还是不进行计算的基
本参数。
选项：“新备份”、“消耗容量”或“无”。

NetBackup 适配器访问权限
确定可从所列任意计算机的主页执行的操作。这些操作是系统范围操作，针对特定
租户或单个租户用户。这些操作为：
■

立即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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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计算机

■

还原文件

■

还原 VM

■

取消保护计算机

■

注册文件还原

■

注册保护

■

还原 SQL

■

还原 Oracle

本部分还允许控制主页上的“使用情况”图形和“使用情况”列表。
只应有一个这样的部分。
表 E-5

NetBackup 适配器访问权限

设置名称

租户覆盖 详细信息

允许立即备份

是

要在用户级别覆盖该值，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针对用
户”。请查看此表下方的注意事项。

允许保护计算机

是

要在用户级别覆盖该值，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针对用
户”。请查看此表下方的注意事项。

允许还原文件

是

要在用户级别覆盖该值，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针对用
户”。请查看此表下方的注意事项。

允许还原 VM

是

要在用户级别覆盖该值，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针对用
户”。请查看此表下方的注意事项。

允许取消保护计算机

是

要在用户级别覆盖该值，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针对用
户”。请查看此表下方的注意事项。

支持使用情况报告

是

要在用户级别覆盖该值，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针对用
户”。请查看此表下方的注意事项。

支持注册文件还原

是

要在用户级别覆盖该值，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针对用
户”。请查看此表下方的注意事项。

支持注册保护

是

要在用户级别覆盖该值，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针对用
户”。请查看此表下方的注意事项。

支持还原 SQL

是

要在用户级别覆盖该值，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针对用
户”。请查看此表下方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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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名称

租户覆盖 详细信息

支持还原 Oracle

是

要在用户级别覆盖该值，请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针对用
户”。请查看此表下方的注意事项。

注意：建议只设置系统范围或租户级别标志。仅当系统范围设置设为“已启用”
时，才应考虑租户用户级别的覆盖。
我们还提供了有关租户配置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1 页的“配置租户”。

操作请求类型
本部分支持覆盖特定已传送请求类型。只应有一个这样的部分。
如果您选择更改已传送请求类型详细信息，请先创建已传送请求类型的副本。然后
根据需要修改新的请求类型。此操作完成后，可以激活新的请求类型；本部分已更
新，提供新的请求类型代码。然后，可以停用已传送请求类型。
表 E-6

操作请求类型

设置名称

租户覆盖 详细信息

数据库还原 VM

否

与“还原 VM”控制板选项关联的请求类型代码。默认
值为 DBRESTVM。

数据库还原文件

否

与“还原文件”控制板选项关联的请求类型代码。默认
值为 DBRESTFILE。

数据库取消保护计算机 否

与“取消保护计算机”控制板选项关联的请求类型代
码。默认值为 DBREMBACK。

数据库注册文件还原

否

与“注册文件还原”控制板选项关联的请求类型代码。
默认值为 DBREGDNS。

数据库注册保护

否

与“注册保护”控制板选项关联的请求类型代码。默认
值为 DBREGPROT。

数据库还原 SQL

否

与“还原 SQL 数据库”控制板选项关联的请求类型代
码。默认值为 DBRESTSQL。

数据库还原 Oracle

否

与“还原 Oracle 备份”控制板选项关联的请求类型代
码。默认值为 DBREST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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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位置
本部分类型包含连接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可以有多个 NetBackup
位置部分：每个主服务器一个。
表 E-7

计算机位置

设置

租户覆盖 详细信息

NetBackup 服务器

否

此位置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联机

否

指示主服务器是否视为联机。系统不使用以任何方式脱
机的位置。阻止用户采取影响位置的操作。在计划维护
或中断情况下使用。

NetBackup 用户名

否

用于连接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用户名。

NetBackup 密码

否

用于连接到 NetBackup 服务器的密码。如果您使用公
钥身份验证，此密码将用作解密用户私钥的密码。

NetBackup 文件夹

否

安装 NetBackup 命令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位
置。默认值是：
对于 Windows：C:\Program
Files\Veritas\NetBackup
对于 UNIX：/usr/openv/netbackup

NetBackup 操作系统

否

NetBackup 服务器的操作系统。

NetBackup 时区

否

如果 NetBackup Self Service 适配器与 NetBackup 主
服务器的服务器时区相同，则无需配置时区。
如果需要编辑时区，则将该值设置为正确的 Microsoft
时区 ID。您可以在主页“添加位置”表格中的“服务
器时区”下拉列表中找到附加到“时区”名称的此 ID。

NetBackup 日期格式

否

指定主服务器希望提供日期的格式。
yyyy\/MM\/dd
请参见第 16 页的“配置位置”。

NetBackup 日期时间格 否
式

指定主服务器希望提供日期和时间的格式。
yyyy\/MM\/dd HH\:mm\:ss
请参见第 16 页的“配置位置”。

NetBackup OpenSSH
密钥

否

用于通过公钥身份验证连接到 UNIX 主服务器。密钥必
须是 OpenSSH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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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租户覆盖 详细信息

NetBackup 交互密码提 否
示

使用密码交互身份验证时连接到 UNIX 主服务器。服务
器需要输入密码时，该值与服务器发送的提示相匹配。
默认值为“密码:”。

NetBackup 使用池连接 否

仅限 Windows 主服务器。默认情况下已启用，要正常
使用必须保持启用。它控制与主服务器连接的
PowerShell 连接池。

NetBackup 最小池大小 否

仅限 Windows 主服务器。仅用于支持目的。

NetBackup 最大池大小 否

仅限 Windows 主服务器。仅用于支持目的。

获取备份片段大小（小 否
时）

Self Service 同步 NetBackup 的计算机备份映像时，
按该大小批量检索这些映像。系统默认值为 25，但是
可能需要减少以适用于具有大量备份活动的繁忙系统。
减少数量会导致更多 NetBackup 调用，以检索指定数
量的映像。检索的总映像数保持相同。

最大备份持续时间（小 否
时）

在 NetBackup 上进行备份所需的最长时间，以小时为
单位。在您同步备份映像时，同步引擎使用它来估计缓
冲期。仅当出现同步问题时才应更改该值。

NetBackup 身份验证机 否
制

Windows 主服务器：设置为“默认”或 Credssp 以启
用凭据安全支持提供程序 (CredSSP) 身份验证。
UNIX 或 Linux 主服务器：设置为“密码”、“键盘交
互”或“公钥”。

注意：我们还提供了有关编辑日期和时间格式的更多信息。
https://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8kb3ddd4%28v=vs.110%29.aspx

vCloud Director 导入
本部分类型包含允许从特定 vCloud Director 实例导入并使用 NetBackup Self Service
注册计算机的 vCloud Director 导入进程的详细信息。使用单独凭据将计算机按租户
逐一导入。可能有多个 vCloud Director 导入部分。
表 E-8
设置名称

租户覆盖 详细信息

vCloud API

否

应该将该值设置为 vCloud Director API 的 URL，格式
为 https://hostname/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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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名称

租户覆盖 详细信息

位置

否

计算机注册到的 NetBackup 位置的名称

联机

否

指示 vCloud Director 实例是否视为联机。Self Service
不使用脱机的实例。

忽略 SSL 证书错误

否

此选项允许 Self Service 连接到 SSL 证书无效的 vCloud
Director 实例中。

vCloud username

是

租户用于连接到 vCloud Director API 的用户名。每个
租户必须具有自己的凭据。必须采用格式
userid@vOrg。必须仅在租户级别设置。

vCloud password

是

租户对应的 vCloud Director 密码。必须仅在租户级别
设置。

保护类型代码

否

应用于导入的计算机的保护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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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REST API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REST API

关于 REST API
REST API 支持针对系统的管理操作和运行操作，如添加、保护和还原计算机。
已在安装目录的 SDK 文件夹中找到 API 的文档。还会联机提供 API 的文档。URL
包含在 SDK 目录的 ReadMe.txt 文件中。

附录

G

术语表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术语表

术语表
表 G-1

术语表

术语

定义

立即备份

Self Service 中的用户操作，可在主服务器上创建临时策略并将其
调度用于即时备份。之后删除模板策略。

计算机

解决方案发现的任何物理计算机或虚拟计算机。

客户代码

用于识别 NetBackup Self Service 中的租户的唯一代码。此代码用
于 NetBackup 中的策略命名。

映像同步

Self Service 收集 NetBackup 计算机备份信息的进程。

集成设置

集成设置是带有保留在 Self Service 门户中的值的命名设置的灵活
存储。所有集成设置可通过“管理”>“设置”>“集成设置”以管
理员用户身份进行访问。如果这些设置配置为租户级别异常，可以
通过“管理”>“组织”>“租户”>“集成”对其进行访问。

位置

位置表示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连接。

计算机

解决方案发现的任何物理计算机或虚拟机。

NetBackup Self Service 用于描述整个解决方案的术语。
NetBackup Self Service Self Service system; 的第二个部分，负责与 NetBackup 通信。
适配器

术语表
术语表

术语

定义

NetBackup Self Service Self Service 系统的第一个部分，即解决方案的主要网站。
门户
面板

Self Service 门户主页的子区域。有时称为主页小组件。

保护（计算机）

Self Service 中的用户操作，可导致通过将计算机添加到 NetBackup
策略来调度该计算机以进行常规备份。

保护级别

保护级别表示可应用于计算机的保护级别。配置保护级别意味着用
户可以根据 NetBackup 策略维护他们的调度备份。可映射到每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模板策略。

保护类型

保护类型定义可以保护计算机的所有方式。此保护可能按单个保护
级别或按多个保护级别，例如用来覆盖物理计算机和虚拟计算机的
混合。调度的保护和一次性备份需要不同的保护级别。

刷新 NetBackup 数据

重建映像数据、保护数据和信号灯的计算机级别手动或自动化进
程。

注册计算机

用于更新包含租户计算机信息的 Self Service 系统的进程。

还原文件/文件夹

Self Service 中的用户操作，可创建作业来还原 NetBackup 中的文
件或文件夹。

还原 VM

Self Service 中的用户操作，可创建作业来还原 NetBackup 中的虚
拟机。

服务编录

向 Self Service 门户的用户展示的主页。可通过“管理”>“服务
编录和声明”>“服务编录”进行编辑。

服务提供商

请参考管理 Self Service 系统的最高级别组织。

模板策略

主服务器上系统用于为用户创建活动策略的非活动 NetBackup 策
略。

租户

用户的组织组。可能在企业方案内用作业务单元，或用作服务提供
商的客户。所有用户必须在一个租户中。

取消保护（计算机）

Self Service 中的用户操作，导致从 NetBackup 策略中删除计算
机。

vCloud Director 导入

允许从 vCloud Director 中自动导入的计算机源。

Web 服务

门户的 API，可用于自动添加租户、用户等。有时称为 D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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