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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OpsCenter 概
述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OpsCenter

■

关于 OpsCenter 组件

■

关于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

■

关于启动 OpsCenter 控制台

■

关于 OpsCenter 控制台组件

■

OpsCenter 中的常见任务

■

关于使用 Web 浏览器书签

■

关于 OpsCenter 文档

关于 OpsCenter
OpsCenter 是一个基于 Web 的软件应用程序，通过提供数据保护环境的可见性来
为组织提供帮助。 使用 OpsCenter，您可以通过生成全面的报告来跟踪备份操作的
有效性。
OpsCenter 是 NetBackup Operations Manager (NOM) 和 Veritas Backup Reporter
(VBR) 的汇总，提供了以下两个版本：
OpsCenter

此 OpsCenter 版本不需要任何许可证。
OpsCenter 提供了单一部署配置和用于监视、警报和报告功能的用户界
面。

NetBackup OpsCenter 概述
关于 OpsCenter

OpsCenter
Analytics

OpsCenter Analytics 是 OpsCenter 的授权版本。
除了 OpsCenter 的非授权版本中提供的功能外，Analytics 还提供了报告
自定义和成本分摊报告。

关于 OpsCenter 功能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的非授权版本称为 OpsCenter。
OpsCenter 可以执行下列功能：
■

监视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的设置。

■

监视或管理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的设置。
请注意，OpsCenter 只能监视和管理 NetBackup 或 NetBackup 设备。而不能监
视或管理其他产品，如 NetBackup PureDisk、Deduplication Appliance 等。

■

根据已定义的条件生成警报。

■

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以前称为 Java View Builder）创建和自定义视
图。

■

我们提供了有关以下 Veritas 产品的操作报告：
■

Veritas NetBackup

■

Veritas NetBackup 设备

■

Veritas NetBackup PureDisk

■

Veritas Backup Exec

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功能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的授权版本称为 OpsCenter Analytics。
OpsCenter Analytics 可以执行下列功能：
■

监视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的设置。

■

监视或管理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的设置。
请参见第 20 页的“ 关于监视和管理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
请注意，OpsCenter Analytics 只能监视和管理 NetBackup 或 NetBackup 设备。
而不能监视或管理其他产品，如 NetBackup PureDisk、Backup Exec、
Deduplication Appliance 等。

■

根据已定义的条件生成警报。
请参见第 21 页的“关于 OpsCenter 中的警报”。

■

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创建和自定义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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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提供了有关以下 Veritas 产品的操作报告和业务级报告：
■

Veritas NetBackup

■

Veritas NetBackup 设备

■

Veritas NetBackup PureDisk

■

Veritas Backup Exec

提供成本分摊、自定义和自定义 SQL 报告

OpsCenter Analytics 显示可自定义的备份资源多级视图，以及可自定义的用于跟踪
服务使用情况和开支的报告。它还包含用于定义成本量度值和成本分摊公式或处理
警报的工具。
各种受众都能从 OpsCenter Analytics 的报告能力和管理能力中受益。受众包括 IT
（信息技术）管理员、应用程序所有者、IT 财务小组、外部合规审核员、法律小
组、业务经理、外部客户、IT 架构师和容量规划小组。
OpsCenter Analytics 的主要目的如下所述：
■

■

通过让组织完成以下事项帮助组织评估业务标准遵从性：
■

通过生成服务级别协议的报告帮助组织建立这些协议。

■

向法律部门、审核员、IT 经理和管理员报告。

■

检查对内部和外部的业务级法规的遵从性。

■

识别备份资源短缺方面的风险。

■

评估客户端和应用程序的恢复。

通过使组织能够执行以下工作协助组织进行有效的业务规划：
■

借助备份趋势分析评估将来的备份要求。

■

计算数据保护管理成本与分摊给客户和业务单位的成本。

关于监视和管理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
OpsCenter 可以管理和监视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客户端、策略以
及设备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它最多可以管理分布在多个位置的 100 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它不需要您分别登录到每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
通过 OpsCenter，可以查看分布式数据保护环境的操作状态和运行状况。
OpsCenter 关注的是在完成 NetBackup 配置后如何维护备份环境。您需要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和命令行界面执行核心 NetBackup 管理功能，如配置介质、
存储单元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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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OpsCenter 中的警报
OpsCenter 提供了一个基于策略的警报系统，可以监视备份环境，并在该环境出现
严重问题前通知您。您可以使用预定义的警报条件来创建警报策略，以监视
NetBackup、NetBackup Appliance 或其他产品中的典型问题或阈值。可以发送电
子邮件或 SNMP 通知以响应实际的警报，使管理员可以将工作重点放在其他工作职
责上。而不必一直登录到终端上，不间断地监视系统。
请参见第 375 页的“关于管理警报策略”。

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报告
这些主题介绍了 OpsCenter Analytics 报告可以为您带来哪些益处。
请参见第 482 页的“关于 OpsCenter 报告”。
请参见第 21 页的“关于遵从性报告”。
请参见第 21 页的“关于业务规划”。

关于遵从性报告
OpsCenter Analytics 通过提供准确且可自定义的报告来帮助组织评估对内部和外部
业务标准的遵从性。通过使用内部遵从性报告，可以根据服务级别协议 (SLA) 评测
系统性能。然后，根据结果来优化数据保护管理。报告（如历史或趋势分析报告）
可确保您遵从 SLA。通过使用这些报告，可以跟踪备份资源的使用情况并识别涉及
的风险。例如，可以基于当前的备份趋势来生成报告，预测未来资源短缺情况。然
后，使用此报告来确定何时需要购买新的磁带驱动器、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
外部遵从性报告可帮助您遵从各种联邦法规制定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萨班斯-奥
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SOX）和《健康保险便携与责任法案》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
除跟踪备份信息以外，OpsCenter 报告还确保关键信息资产的恢复。报告可帮助您
确保数据恢复满足恢复时间目标和恢复点目标。
OpsCenter 可生成按视图过滤的报告。一个视图显示在逻辑组中组织的一组企业资
产（主机或文件系统）。例如，可以创建视图根据资产在组织中的位置、代表的业
务行业，或安装的应用程序来显示资产。OpsCenter 可根据创建的视图生成报告。
这些报告可帮助您识别包含关键数据资产的位置或部门。然后，可以将这些报告用
于资源规划。

关于业务规划
OpsCenter Analytics 是帮助您通过进行有效的业务规划来优化数据保护环境的管理
工具。它为组织提供备份服务，包括对备份和恢复趋势进行报告以及对数据中心进
行管理。该产品支持许多备份和恢复解决方案，包括 NetBackup 和 Backup Ex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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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备份产品无缝集成，并为它们提供一致的报告。它可以从以下目标产品收集数
据：
■

Veritas NetBackup

■

Veritas NetBackup 设备

■

Veritas Backup Exec

■

Veritas NetBackup PureDisk

OpsCenter 具有预测备份资源需求的功能，可帮助数据中心经理确定是否维持现有
资源还是增加新容量。详细的向下钻取 OpsCenter 报告帮助您确定哪些应用程序、
数据库或业务部门是备份资源最大的使用者。例如，在运行有 20 个 Oracle 应用程
序实例的环境中，您可以生成报告来按部门、服务器或位置显示资源的使用情况。
组织可以根据此信息提前制定合适的资源规划。
OpsCenter Analytics 提供一组详细描述备份服务开支的成本分摊报告。通过使用这
些报告，可以跟踪备份使用情况和恢复使用情况以及关联成本。通过使用成本分摊
功能，可以为备份服务交付定义定价模型，并基于这些模型为客户分配成本。例
如，可以创建根据一段时间所备份数据的千字节数确定收费的公式。使用此成本分
摊数据，可以向内部客户提供包含明细条目的发票，将成本分摊表导出到第三方帐
务系统，或者使用该数据分析和证明开支。

关于 OpsCenter 组件
本节介绍了以下 OpsCenter 组件：

关于 OpsCenter 服务器
OpsCenter 服务器（体系结构的核心）是对从各种应用程序收集的备份数据进行标
准化的 Web 应用程序。此标准化数据用于报告与备份相关的信息。
Windows 和 UNIX 平台支持 OpsCenter 服务器。
注意：必须安装相同版本的 OpsCenter 服务器、OpsCenter 代理和 View Builder。
例如，Server 7.7 只与 Agent 7.7 和 View Builder 7.7 兼容。
OpsCenter 服务器包括以下组件：
OpsCenter 数据库

Sybase SQL Anywhere 数据库管理系统，包含与备份服务使用情况和开支、
成本衡量标准和成本分摊公式以及警报有关的数据。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 OpsCenter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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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通用的身份验证运行时库和进程，使得用户登录一次即可访问多个产
品。

OpsCenter AT

OpsCenter AT 基于外部名称空间验证身份。名称空间示例有 Active Directory
或其他 LDAP 服务器、基于密码文件和 NIS/NIS+ 存储库的 UNIX 身份或可
通过 PAM（可插拔验证模块）验证的任何身份。它还为服务身份提供了专用
用户存储库。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 OpsCenter AT”。
警报管理器

提供基于策略的警报管理的组件，包括通知、自定义操作和 SNMP 管理功
能。

Web Server 和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为 OpsCenter 控制台提供服务的通用 Web 服务器（使用 Java Server
Pages）和 JRE。

Veritas Licensing Manager

用于添加、更改和删除 Veritas 产品许可证密钥的通用 Veritas 许可模块和
API。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一个通用组件，它使用套接字传输来减少防火墙需要打开的端口数。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使用与电话交换机模式类似的模式。打入交换机
的电话被重定向到已知的分机中。在 PBX 交换机中，发送至交换机端口的
客户端连接被重定向至与 OpsCenter 服务器关联的分机。

图 1-1 介绍了 OpsCenter 服务器的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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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OpsCenter 服务器体系结构

OpsCenter Web Server
View Builder Console

OpsCenter Console

OpsCenter Server

OpsCenter AT
CORBA
Service

Reporting
Service

Alert
Service

View Builder
Service

Licensing
Service

Security
Service

Database Access Layer

OpsCenter
Database
(Sybase DBMS)

Server Communication Layer

NBSL
Communication
(CORBA)

PureDisk
(Web
Services)

OpsCenter Agent

Backup Exec

CLI

NetBackup

关于 OpsCenter 数据库
OpsCenter 使用 Sybase SQL Anywhere 数据库管理系统作为备份数据的存储库，
这类数据包括备份服务的使用情况报告和开支报告、成本衡量标准、成本分摊公式
和警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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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使用独立于 NetBackup 数据库的 Sybase SQL Anywhere 数据库安装。
除极少数系统设置以外，Web 用户界面中的所有信息均包含在 OpsCenter 数据库
中，其中包含单一的跨平台数据库文件。
OpsCenter 数据库已完全嵌入，不需要其他安装步骤。Sybase 数据库还可自我调
优，不需要数据库管理员进行维护。
OpsCenter 不支持从 NOM 和 VBR 进行升级。

关于 OpsCenter AT
由根代理和身份验证代理构成的 Authentication Service (AT) 嵌入了 OpsCenter 服
务器软件。 此 AT 服务是特定于 OpsCenter 的，因此称为 OpsCenter AT。
注意：其他任何 Veritas 产品都不能使用 OpsCenter AT 进行用户身份验证。
在群集 OpsCenter 设置中，每个群集节点都有嵌入式 AT 二进制文件。所有群集节
点共享相同的 AT 配置，身份验证数据位于共享磁盘上。
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的名称为 opsatd。

关于 OpsCenter 代理
OpsCenter 代理从 Backup Exec 收集数据。OpsCenter 代理依靠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执行其功能。它还需要嵌入式 A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来向
OpsCenter 服务器证明其自己的身份。JRE 和 AT 库均随代理安装而自动安装。
OpsCenter 代理在 Windows 中受支持。
注意：必须安装相同版本的 OpsCenter 服务器、代理和 View Builder。例如，Server
7.7 只与 Agent 7.7 和 View Builder 7.7 兼容。
OpsCenter 格式化从以下目标产品收集的信息，并通过 OpsCenter 控制台进行显
示：
■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设备
注意：您无需安装和配置 OpsCenter 代理以从 NetBackup 收集数据。OpsCenter
使用 NetBackup 的 NBSL 组件或 bpjava 协议从 NetBackup 收集数据。

■

Backup Exec（仅 Windows）

OpsCenter 服务器在以下情况下使用 NBSL 收集 NetBackup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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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从任何受支持版本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收集磁带驱动器信息、介质、
策略和日程表、作业或跳过的文件数据。

■

如果要从 NetBackup 7.6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收集任何数据类型（传统许可
和容量许可的数据除外）。

OpsCenter 代理的核心是其中运行有不同数据收集器的 Java 虚拟机 (JVM)。
OpsCenter 代理与 OpsCenter 服务器通信，调度备份数据收集类型，并接收通过
CORBA API 传输的命令。
因为 OpsCenter 服务器依靠 AT 验证 OpsCenter 代理与 OpsCenter 服务器之间的
连接，因此 AT 客户端库驻留在该代理主机上。
OpsCenter 代理包括调度程序、CORBA 客户端/服务器，以及从所有可用备份应用
程序收集备份数据的数据收集器。调度程序和 CORBA 构成了代理的核心。
下列主题中介绍了代理的这些部件：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调度程序”。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 CORBA 客户端/服务器”。
请参见第 26 页的“关于数据收集器”。

关于调度程序
调度程序为 OpsCenter 代理执行三个基本功能：
■

检查所有正在运行的数据收集器的数据收集日程表并将其进行排队。

■

定期向 OpsCenter 服务器发送心跳消息，以确保代理与服务器之间通信的可靠
性。

■

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监视对代理配置（存储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上）所做的
修改。

关于 CORBA 客户端/服务器
OpsCenter 代理实施了一个在可配置端口上进行侦听的 CORBA 服务器，该端口允
许 OpsCenter 控制台获得该代理的运行时状态（默认端口为 7806）。当您通过
OpsCenter 用户界面发送请求来获取代理状态时，OpsCenter 服务器将该请求发送
到 CORBA 服务器以接收所请求的信息。
在向 OpsCenter 服务器发送数据或警报时，代理充当 CORBA 客户端。

关于数据收集器
数据收集器将特定于备份产品的数据转换成 OpsCenter 服务器可以使用的格式。每
个数据收集器必须符合对其与 OpsCenter 代理的互动进行定义的接口。数据收集器
是以一种适合基础备份产品的方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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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收集器配置包括常规参数（如由所有数据收集器共享的日志配置和数据收集事
件定义）和产品特定值。
您必须在从备份产品主机上收集数据的 OpsCenter 代理主机上配置数据收集器。

关于代理配置和日志记录
代理配置设置存储在 OpsCenter 数据库中。OpsCenter 代理还将配置设置的最新版
本缓存在 agent.conf 文件中。当代理进程启动时，代理会将本地 agent.conf 文
件与数据库中存储的文件进行比较。如果代理进程已经启动，则只有重新启动代
理，对本地 agent.conf 文件所做的更改才会生效。
注意：您不应该修改 agent.conf 文件。应使用 OpsCenter 代理配置用户界面来更
改代理配置设置。
对代理配置设置所做的任何更改都会在发送下一个心跳后反映出来。
心跳信号是 OpsCenter 代理发送到 OpsCenter 服务器以检查配置设置是否有任何
新更改的请求。默认情况下，心跳信号每分钟发送一次。
代理核心和单个数据收集器的日志记录以同一种方式管理，但写入到不同的日志文
件中。

关于 OpsCenter OpsCenter View Builder
OpsCenter View Builder 是管理员用来创建、修改及管理用户在控制台中看到的
OpsCenter 视图的访问权限的应用程序。
OpsCenter View Builder 依靠自动安装的 AT 客户端库来与 OpsCenter 服务器正确
通信。 与登录 OpsCenter 控制台时相同，要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需要
提供登录凭据。
请参见第 38 页的“以默认 admin 用户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在运行 OpsCenter View Builder .exe 文件时，它会直接连接到 OpsCenter 服务
器。View Builder 从 OpsCenter 数据库获取现有对象视图定义，然后将其显示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使用 View Builder 控制台执行的操作随后存储在 OpsCenter
数据库中。
注意：必须安装相同版本的 OpsCenter 服务器、OpsCenter 代理和 View Builder。
例如，Server 7.7 只与 Agent 7.7 和 View Builder 7.7 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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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
以下各节介绍了如何访问和使用 OpsCenter。包括如何登录、注销以及控制台的工
作原理。
有关如何了解和使用各种 OpsCenter 视图和相关任务的信息，请参见 OpsCenter
联机帮助。所有控制台视图、任务对话框和向导任务屏幕都有上下文相关的帮助。
要访问联机帮助，请使用大多数对话框和向导屏幕中提供的“帮助”选项。还可以
使用 OpsCenter 视图标题栏上的“帮助”选项。
OpsCenter 联机文档假定用户熟悉 NetBackup 及其概念和组件。
联机帮助的各部分可能会指示用户参考其他 NetBackup 文档来获取 NetBackup 字
段和组件的描述信息。
OpsCenter 联机帮助中引用了以下 NetBackup 文档：
■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

■

《NetBackup 管理指南 - UNIX、Windows 和 Linux，第 I 卷》

■

《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 UNIX、Windows 和 Linux》

关于启动 OpsCenter 控制台
OpsCenter 服务器是对备份环境中的 NetBackup 服务器（7.0 和更高版本）进行集
中管理的中心。
当安装 OpsCenter 时，选择用作 OpsCenter 服务器的计算机。当您启动 OpsCenter
控制台以管理和监视 NetBackup 环境时，即会与 OpsCenter Web 界面建立连接。

关于 Web 浏览器注意事项
为了使 Web 浏览器能够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请考虑以下建议和要求。
对于要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的 Web 浏览器，应考虑以下要求和建议：
■

OpsCenter 控制台使用弹出菜单。如果 Web 浏览器使用了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则其中某些菜单可能无法正确显示。必须禁用弹出窗口阻止功能，或者将
OpsCenter Web 地址添加到浏览器中的可接受站点列表。

■

应针对所有浏览器启用 JavaScript。

■

如果 Win2000、WinXP SP3、Win2003 或 WinCE 客户端需要使用具备 128 位
密码配置的 Internet Explorer 版本 6、7 或 8 连接到 OpsCenter 服务器，则需
要遵循以下步骤：
■

在以下位置查找 server.xml 文件：
Windows 服务器：OpsCenter\gui\webserver\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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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X/Linux 服务器：/opt/SYMCOpsCenterGUI/gui/webserver/conf。
■

在 server.xml 文件中查找以下密码配置。
<Connector SSLEnabled="True" URIEncoding="UTF-8"
acceptCount="100" ciphers="SSL_RSA_WITH_RC4_128_MD5,
SSL_RSA_WITH_RC4_128_SHA, TLS_RSA_WITH_AES_128_CBC_SHA,
TLS_DHE_RSA_WITH_AES_128_CBC_SHA,
TLS_DHE_DSS_WITH_AES_128_CBC_SHA, SSL_RSA_WITH_3DES_EDE_CBC_SHA,
SSL_DHE_RSA_WITH_3DES_EDE_CBC_SHA,
SSL_DHE_DSS_WITH_3DES_EDE_CBC_SHA"
compressableMimeType="text/html,text/xml,text/javascript,text/css"
compression="on" compressionMinSize="10"
connectionTimeout="20000" disableUploadTimeout="true"
enableLookups="false"
keystoreFile="C:\PROGRA~1\Symantec\OpsCenter\gui\Security\Keystore"
keystorePass="opscenter" maxHttpHeaderSize="8192"
maxThreads="150" minSpareThreads="25"
noCompressionUserAgents="gozilla, traviata" port="443"
protocol="HTTP/1.1" scheme="https" secure="true"
sslProtocol="TLS" useBodyEncodingForURI="true"/>

■

在 ciphers 属性中追加以下密码列表。
SSL_RSA_WITH_RC4_128_MD5,
SSL_RSA_WITH_RC4_128_SHA,
SSL_RSA_WITH_3DES_EDE_CBC_SHA,
SSL_DHE_RSA_WITH_3DES_EDE_CBC_SHA,
SSL_DHE_DSS_WITH_3DES_EDE_CBC_SHA

■

重新启动 OpsCenter WebServer 服务。

■

对于 Internet Explorer 7.0，应启用 ActiveX。这是因为 Internet Explorer 7.0 通
过 ActiveX 来支持 Ajax。

■

在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之前，确保浏览器的字符编码是 Unicode (UTF 8)。
打开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并选择“查看”>“编码”> Unicode (UTF-8)。
打开 Mozilla Firefox 浏览器，并选择“查看”>“字符编码”> Unicode (UTF
8)。

■

在某些服务器系统中，当您尝试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7.0 和更高版本访问
OpsCenter 时，可能会看到一个空白页面。此问题是由服务器系统中的高安全
级别所导致。如果遇到此问题，请打开 Internet Explorer，然后单击“工
具”>“Internet 选项”。单击“安全”选项卡并将 Internet 图标选作为区域。
单击“自定义级别...”。在“安全设置”对话框中，浏览到“其他”>“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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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 REFRESH”并选择“启用”。单击“是”确认您要更改该区域的安全设
置，然后单击“确定”。
注意：如果不希望更改安全设置，则必须手动将 /opscenter 追加到 OpsCenter
URL。每次访问 OpsCenter 并遇到此问题时都必须执行此操作。

■

在某些服务器类系统上，增强的安全配置会导致某些页面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
无法正确显示。如果遇到此问题，请将 OpsCenter URL 添加到可信站点列表并
降低安全设置。要解决此问题，请打开 Internet Explorer，然后选择“工
具”>“Internet 选项”>“安全”配置可信站点列表并降低安全级别。

■

如果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8.0 或 9.0 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则在访问弹出菜
单时会出现安全证书警告。选择“继续浏览此网站 (不推荐)”打开弹出菜单。选
择此选项后，在弹出菜单上就不会出现安全证书警告了。

■

如果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9.0 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从 OpsCenter 导出报
告、作业或审核跟踪数据时，可能无法下载或查看它。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解
决此问题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3 页的“通过 IE 9.0 导出 OpsCenter 报告或数据”。

■

如果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8.0 或 9.0 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请确保选择 IE
的标准版本（8.0 或 9.0），而非其兼容模式。
要在 IE 8.0 或 9.0 窗口中选择标准版本，请按 F12。此时会打开 F12 窗口。从
菜单栏单击“浏览器模式:”，您可以查看不同的 IE 版本 - Internet Explorer
7、Internet Explorer 8、Internet Explorer 9、Internet Explorer 9 兼容性视
图。选择 Internet Explorer 8 或 Internet Explorer 9 以访问 OpsCenter 控制
台。

■

如果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10 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则必须将默认的浏览器
模式从“Internet Explorer 10 兼容性视图”更改为“Internet Explorer 10”。
要更改浏览器兼容性视图模式，请从浏览器按 F12，以便打开“开发人员工具”
窗口。从菜单栏单击“浏览器模式: Internet Explorer 兼容性视图”，然后选择
Internet Explorer 10。

■

Firefox 8.x 中的一个已知问题会导致下载的附件被命名为
ExportReportAction.do，或某些其他无法打开的文件名和类型。如果您使用
Firefox 8.x 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这一问题会对您有一定影响，这种情况通
常会发生在导出报告或导出作业和审核日志时。由于 Firefox 8.x 的问题，比如
说当您导出 OpsCenter 报告时，报告会以 ExportReportAction.do 为名保存，
但却无法打开。
要解决这一问题，Veritas 建议您升级到 Firefox 9.0。
要继续使用 Firefox 8.x，则在使用 Firefox 8.x 导出报告或作业日志时，如果系
统提示您是要打开还是保存导出的文件，请单击“保存文件”。在“输入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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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文件名”对话框中，选择“所有文件”作为“保存类型”，然后以正确的
扩展名对文件进行重命名（例如，将默认名称 ExportReportAction.do 替换为
filecount.pdf），然后单击“保存”，然后就可以打开该报告了。

注意：如果没有看到“输入要保存的文件名”对话框，请单击 Firefox >“选
项”>“常规”并选中“总是询问文件保存位置”选项。

■

必须清除 Web 浏览器缓存。

注意：有关 OpsCenter 支持的浏览器的最新信息，请参考 Veritas 支持网站上发布
的兼容性列表。此文档发布在下列 URL 上：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关于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
在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之前，请认真阅读下面一节。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 Web 浏览器注意事项”。
在通过网络连接到 OpsCenter 服务器的系统上，启动 Web 浏览器。
在 Web 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以下网址：https://host.domain/opscenter
host.domain 是 OpsCenter 服务器的完全限定的域名，它也可以是 IP 地址。

注意：默认情况下，OpsCenter 尝试在端口 443 (HTTPS) 上运行。如果端口 443
不可用，OpsCenter 可使用其他端口。要了解有关 OpsCenter 使用的 HTTPS 端口
的更多信息，请运行 configurePorts 实用程序。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OpsCenter\gui\bin\goodies\configurePorts.bat -status

在 UNIX 上：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WebGUI/bin/goodies/configurePorts.sh
-status

如果 OpsCenter 使用 HTTPS 端口 8443，则使用
https://host.domain:8443/opscenter。
您也可使用在 OpsCenter 服务器安装结束时提供的 URL 访问 OpsCenter。
必须在 OpsCenter 登录屏幕上提供登录凭据。管理员初次登录时，用户名是 admin，
密码是 password 或在安装过程中所选的任何自定义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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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域”下拉列表中选择 OpsCenterUsers(vx) 并单击“登录”。
请参见第 38 页的“以默认 admin 用户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在 Mozilla Firefox 中禁用“不可信连接”页面
通过 Mozilla Firefox 访问 OpsCenter 时，可能会看到以下“不可信连接”页面。
-------------------------------------------------------------This Connection is Untrusted
You have asked Firefox to connect
securely to <OpsCenterhost.domain>, but we can't confirm
that your connection is secure.
Normally, when you try to connect securely,
sites will present trusted identification to prove that you are
going to the right place. However, this site's identity can't be
verified.
What Should I do?
If you usually connect to
this site without problems, this error could mean that someone is
trying to impersonate the site, and you shouldn't continue.
Technical DetailsI Understand the Risks
--------------------------------------------------------------

您可以选择单击“退出”（将转到 Mozilla Firefox 起始页面），也可以单击“添加
例外”（展开“我了解相关风险”部分后）并永久禁用该页面。
在 Mozilla Firefox 中禁用“不可信连接”页面

1

在“不可信连接”页面上，展开“我了解风险”部分并单击“添加例外”。

2

在“添加安全例外”对话框中，单击“索取证书”。

3

要使此特例永久存在，请确保选中“请永久存储此特例”选项。默认情况下，
将选中此选项。

4

单击“确认安全例外”。

5

重新启动浏览器，以使更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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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IE 9.0 导出 OpsCenter 报告或数据
如果您使用 IE 9.0，当通过 HTTPS 从 OpsCenter 导出报告、审核跟踪或作业数据
时，可能无法下载或查看这些内容。
在 Internet Explorer 中选中“不将加密的页存盘”选项时会发生此问题。以下网站
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说明：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2549423
要从 Internet Explorer 中成功下载文件，需要使用缓存或临时文件。在 IE9 中，如
果通过 HTTPS 传送文件，并将所有响应头设置为阻止缓存，同时设置了“不将加
密的页存盘”选项，那么，将不会创建缓存文件。下载因而会失败。
要解决此问题，请执行以下任一过程。
取消选中“不将加密的页存盘”

1

打开 Internet Explorer。 转到“工具”>“Internet 选项”>“高级”。

2

取消选中“不将加密的页存盘”选项。

在 IE 9 中绕过缓存检查

1

启动注册表编辑器。

2

针对具体用户的设置，找到以下注册表项：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
针对具体计算机的设置，找到以下注册表项：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Internet
Settings

3

在“编辑”菜单上，单击“添加值”并添加以下值：
"BypassSSLNoCacheCheck"=Dword:00000001

4

退出注册表编辑器。

可能的 OpsCenter 控制台访问问题
表 1-1 介绍了可能的 OpsCenter 控制台访问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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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OpsCenter 控制台访问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案

问题和原因

解决方法

无法连接到 Web 界面。Web 浏览器显示“无法 连接到 Web 界面
显示页面”或“连接被拒绝”message.

1

当 OpsCenter Web 界面（OpsCenter 控制台）
没有运行或无法通过网络访问时，会发生此问
题。

验证 OpsCenter Web 服务器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可以通过输入以下命令来检查 UNIX 上所有 OpsCenter 进程的
状态：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monitor

2

验证 OpsCenter 服务器上的 Web 浏览器是否可使用以下地址连
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
https://localhost/opscenter

注意：默认情况下，OpsCenter 尝试在端口 443 (HTTPS) 上运
行。如果端口 443 不可用，OpsCenter 可使用其他端口。要了
解有关 OpsCenter 使用的 HTTPS 端口的更多信息，请运行
configurePorts 实用程序。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OpsCenter\gui\bin\goodies\configurePorts.bat
-status
在 UNIX 上：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WebGUI/bin/goodies/configurePorts.s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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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原因

解决方法

OpsCenter Web 界面正在运行，但 OpsCenter 解决 Windows 上的 HTTP STATUS 404 错误
控制台不可用。Web 浏览器显示 HTTP STATUS
1 在以下目录中查找 opscenter.war 文件，以验证是否安装了
404 错误。
OpsCenter 应用程序：
当未加载 OpsCenter 控制台应用程序时，会发
INSTALL_PATH\OpsCenter\gui\webserver\webapps
生此问题。
2 检验是否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都正在运行。

3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解决 UNIX 上的 HTTP STATUS 404 错误：
1

在以下目录中查找 opscenter.war 文件，以验证是否安装了
OpsCenter 应用程序：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GUI

2

要验证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进程是否正在运行，请使用以下
命令：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
monitor

3

使用以下命令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进程：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7.0 和更高版本尝试访问 解决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7.0 和更高版本时出现的空白页面
OpsCenter 时，将看到一个空白页面。
问题

1

打开 Internet Explorer。在“工具”菜单上，单击“Internet 选
项”。

2

单击“安全”选项卡。

3

在“请为不同区域的 Web 内容指定安全设置”下，单击 Internet
图标，然后单击“自定义级别”。

4

在“安全设置”对话框中，浏览到“其他”>“允许 META
REFRESH”并选择“启用”。

5

单击“是”确认您要更改该区域的安全设置，然后单击“确
定”。

注意：如果不希望更改安全设置，则必须手动将 /opscenter 追加
到 OpsCenter URL。如果不更改安全设置，则每次您访问 OpsCenter
时，都会重复发生此问题，此时必须将 /opscenter 添加到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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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原因
在 Windows 上单击“开始”>“程序”>
OpsCenter >“WebUI 登录”访问 OpsCenter
时，会遇到下列错误：
Windows 找不到文件
https://<MACHINE_NAME>:<PORT_NUMBER>/opscenter。
请确定文件名是否正确后，再试一次。要搜索
文件，请单击“开始”按钮，然后单击“搜
索”。

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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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原因

解决方法
修复 Windows XP 的 Web 用户界面登录错误
1

打开 Windows 资源管理器（或“我的电脑”）。

2

转至“工具”>“文件夹选项”>“文件类型”。

3

选择“扩展名”：“(无)”和“文件类型”：“URL:超文本传
送协议”

4

单击“高级”。在“编辑文件类型”窗口中，选择 Open，并单
击“编辑”。

5

取消选中“使用 DDE”（对话框随后应隐藏下半部分）。

6

在该对话框以及下一个对话框中单击“确定”（此后，仍然会选
中“使用 DDE”框，但会清除“DDE 消息”框）。

7

为扩展名：“(无)”文件类型：“URL:带隐私设置的超文本传
送协议”（以及任何其他要修复的协议）重复上述操作。

8

为扩展名：“(无)”文件类型：Firefox URL 重复上述操作。

9

为扩展名：HTM（或 HTML）文件类型：“Firefox 文档”重复
上述操作。

请注意，允许取消选中“使用 DDE”选项的“文件类型”用户界面
（如上所述）在 Windows Vista 中不可用。因此您需要编辑注册表以
删除 ddeexec 项。
在使用 Windows Vista 的情况下或“文件类型”列表中缺少某些条目
（如 URL: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with Privacy
(HTTPS)）的情况下，您需要手动编辑注册表。

注意：错误地编辑注册表可能会损坏系统。如果您不能熟练地或安
心地使用注册表编辑器，请勿尝试这些步骤。
在使用 Windows Vista 的情况下或“文件类型”列表中缺少某些条目
（如 URL: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with Privacy
(HTTPS)）的情况下，请使用以下解决方案：

1

转至“开始”>“运行”，然后键入 regedit 并单击“确定”。

2

使用目录树层次结构导航到
HKEY_CLASSES_ROOT\HTTP\shell\open\ddeexec。

3

删除 ddeexec 注册表项。

4

为 HKEY_CLASSES_ROOT\HTTPS\shell\open\ddeexec（或
任何其他要修复的协议）重复上述操作。

5

为 HKEY_CLASSES_ROOT\FirefoxURL\shell\open\ddeex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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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原因

解决方法
重复此操作。

6

为 HKEY_CLASSES_ROOT\FirefoxHTML\shell\open\ddeexec
重复此操作。

以默认 admin 用户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本节提供了登录到 OpsCenter 的过程。成功安装后，可以使用默认 admin 用户帐
户凭据登录到 OpsCenter 用户界面。
以默认 admin 用户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1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然后从“域”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域。管理员初次登录
时，用户名是 admin，密码是 password 或在安装过程中所选的任何自定义密
码。

2

在“域”下拉列表中选择 OpsCenterUsers(vx)。
“域”下拉列表中显示的域包括 OpsCenterUsers(vx) 域和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用户的域。

3

单击“登录”。将显示“更改密码”页面，提示您出于安全考虑更改默认密
码。
注意：新的 OpsCenter 用户（包括默认 admin 用户）需要在登录到 OpsCenter
用户界面之前更改密码。新用户输入默认用户凭据后，将显示“更改密码”页
面，提示用户出于安全考虑更改默认密码。但是，帐户存在于早期 OpsCenter
版本中并且已升级的用户可以使用旧密码登录到 OpsCenter 用户界面。
“更改密码”页面上还提供了密码规则。

4

在“更改密码”页面上，输入旧密码和新密码。重新输入新密码进行确认，然
后单击“确定”。
请参见第 193 页的“更改 OpsCenter 密码”。

成功更改密码后，就可以登录到 OpsCenter 用户界面。第一次登录时，将显示“主
页”>“入门”页面，您可在其中进行初始 OpsCenter 配置。
下次登录时，OpsCenter 用户界面上将显示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监视情况概览。
从控制台注销时，OpsCenter 将保存您的设置和首选项；当您再次重新启动控制台
时，将使用这些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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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首次登录时，OpsCenter 将使用 Web 浏览器的默认语言。如果 OpsCenter
不支持此语言，则使用英语。
初次登录后，可从“设置”>“用户首选项”>“常规”指定默认语言或区域设置。
如果不设置默认语言，OpsCenter 将使用 Web 浏览器语言（或英语）。
请参见第 190 页的“设置用户首选项”。

可能存在的 OpsCenter 控制台登录问题
表 1-2 介绍了在登录控制台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表 1-2
问题

OpsCenter 控制台登录问题
原因

您遇到用户身份验证错误。登录屏幕显示消息 所选域的用户
“用户身份验证失败。请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 名和密码无法
密码。如果问题依然存在，请与系统管理员联 通过
OpsCenter
系。”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的验
证。

解决方法
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密码和域。
确保 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已启动且运行
正常。可通过运行 net start opsatd（在 Windows
上）或 <INSTALL_PATH
SYMCOpsCenterServer/bin（在 UNIX 上）来启
动身份验证服务。

输入的用户名不是注册的 OpsCenter 用户。登 用户名和域有 以 OpsCenter 管理员用户身份登录，然后将用户添加
效，但未将用 到 OpsCenter 用户列表中。
录屏幕显示消息“此用户无权使用
OpsCenter。请联系 OpsCenter 管理员以添加 户添加到
OpsCenter 用
此用户。”
户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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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原因

解决方法

无法连接到 OpsCenter 服务器。登录屏幕显示 发生此问题的 启动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并验证该服务是否正常
消息“连接到 OpsCenter 服务器时出错。请确 原因可能是以 运行。
下任意一个：
保该服务器正在运行。”
请参见《 OpsCenter 管理指南》的“管理”一章中的
■ OpsCenter “控制 OpsCenter 服务和进程”一节。
服务器未
检查网络配置。验证 hosts 文件是否包含从 IP 地址
运行。
到主机名的正确映射。hosts 文件位于 Windows 上
■ 正在运行
OpsCenter 的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目录下。
服务时，
PBX 服务
器关闭或
重新启
动。

如果正在运行 OpsCenter 服务时 PBX 服务器重新启
动，您必须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
可按照以下过程来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
■

■

未输入用户名和/或密码。登录屏幕显示消息
“请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身份验证服务已关闭，显示消息“连接到
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AT) 时出
错。请确保 AT 服务正在运行。”

先使用以下分别适用于 Windows 和 UNIX 的命令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再使用以下分别适用于 Windows 和 UNIX 的命令
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未指定用户名 请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和/或密码。
验证服务已关 验证 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是否正在运
闭
行。可通过运行 net start vrtsat（在 Windows
上）或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td
（在 UNIX 上）来启动身份验证服务。

自定义 OpsCenter 登录页面
OpsCenter 提供了根据各人需求自定义登录页面的方法。您可以定义自定义登录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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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 OpsCenter 登录页面

1

使用文本编辑器，在以下位置创建一个名为 customerpreferences.conf 的文
件：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config
install_path 是 OpsCenter 的安装位置。

UNIX

2

/opt/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

在 customerpreferences.conf 文件中添加以下内容：
SHOW_MESSAGE_IN_LOGIN_DIALOG=true
LOGIN_DIALOG_MESSAGE_TEXT=Login dialog message
SHOW_LOGIN_MESSAGE=true
IS_LOGIN_MESSAGE_TYPE_CONFIRM=false
LOGIN_MESSAGE=Login message
SHOW_MESSAGE_IN_HEADER_AND_FOOTER=true
HEADER_FOOTER_MESSAGE_TEXT=Header footer message
SHOW_CUSTOMIZED_INVALID_CREDENTIAL_MESSAGE=true
INVALID_CREDENTIAL_MESSAGE=Invalid credential message

3

保存 customerpreferences.conf 文件。

4

停止并重新启动 OpsCenter 服务。

从 OpsCenter 控制台注销
从控制台注销时，OpsCenter 将保存在 OpsCenter 会话中所做的大多数设置和更
改。
从 OpsCenter 注销
◆

单击标题栏右侧的“注销”。

配置 OpsCenter 会话超时间隔
如果超时间隔保留其默认值，并且会话在 30 分钟内一直处于不活动状态，用户将
自动退出 OpsCenter 控制台。不过，可以重新配置会话超时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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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会话超时间隔

1

2

从以下位置在文本编辑器中打开 web.xml 配置文件：
对于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gui\webserver\conf\web.xml

对于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GUI/webserver/conf/web.xml

在 web.xml 文件中，找到会话超时参数：
<session-config>
<session-timeout>30</session-timeout>
</session-config>

3

通过更改会话超时 XML 标记中的数字，将会话超时参数值更改为需要的长度
（在上例中，将 30 更改为需要的值）。
此值以分钟为单位。

4

5

停止 OpsCenter 服务。输入以下命令：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重新启动 OpsCenter 服务。输入以下命令：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可能的 OpsCenter 控制台问题
表 1-3 介绍了在使用控制台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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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问题

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时出现的问题
原因

OpsCenter 控制台会话超时。尝试更改 如果 OpsCenter 用户在 30 分钟内一直
视图或刷新当前视图时显示登录屏幕。 处于不活动状态，则会自动从控制台注
销。因此，每次用户尝试使用
OpsCenter 时，都会显示 OpsCenter 登
录屏幕。
OpsCenter 控制台发生内部错误。
OpsCenter 控制台中显示异常错误消

解决方法
再次登录。成功登录后，您将返回
上次访问的 OpsCenter 视图。
您也可以配置会话超时间隔。
请参见第 41 页的“配置 OpsCenter
会话超时间隔”。

该错误是由 OpsCenter 控制台应用程序 单击消息中的链接并尝试再次登
中的内部问题引起的。
录。

息。收到消息“发生未知错误。请单击
此处登录并重试。”
显示消息“使用该应用程序需要活动脚

在 Web 浏览器中禁用了活动脚本。

本。请在浏览器中启用活动脚本。”

在 Web 浏览器中启用活动脚本。
必须启用它才能使用 OpsCenter。

关于 OpsCenter 控制台组件
本节介绍了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可用的窗格和导航功能。可使用 Web 浏览器查看
控制台。
当您初次登录时，将显示“监视”>“概览”视图。
更改的设置和首选项将被保存起来，当您注销并重新登录时，将使用这些设置。
下面是显示 OpsCenter 控制台组件的示例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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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OpsCenter 控制台组件

以下各节更详细地介绍了控制台的主要组成部分。
表 1-4 列出的主题更详细地介绍了控制台的主要组成部分。
表 1-4

本节中介绍的主题

主题描述

链接

使用标题栏中提供的链接，例如“注销”和“帮

请参见第 45 页的“有关使用标题栏上的链接”。

助”。
有关控制台中可用的选项卡和子选项卡的概述。

请参见第 45 页的“关于使用选项卡和子选项卡”。

控制 OpsCenter 控制台为反映备份环境中的更改而 请参见第 46 页的“关于刷新 OpsCenter 控制台”。
进行刷新的频率。
有关“任务”窗格的概述。

请参见第 46 页的“更改“任务”窗格”。

有关“视图”窗格的概述。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视图”窗格”。

有关任务窗格中快速链接的概述。

请参见第 50 页的“使用“任务”窗格中的快速链接”。

使用显示所有当前警报的快速直观摘要的窗格。

请参见第 51 页的“从“警报摘要”窗格查看警报”。

使用 OpsCenter 所用的主数据显示窗格。

请参见第 51 页的“调整“内容”窗格大小”。

使用位于 OpsCenter 控制台底部的状态栏。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 OpsCenter 状态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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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描述

链接

使用 OpsCenter 所用的视觉提示，以帮助您了解所 请参见第 54 页的“控制台中的状态图标和颜色”。
显示的信息。
使用表、选择行和使用过滤器。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使用表”。

有关使用标题栏上的链接
在 OpsCenter 控制台的标题栏上，“登录身份”值显示登录到 OpsCenter 服务器
的用户名。
要调整选项卡和子选项卡使用的屏幕空间，请单击“自定义选项卡”下拉列表。可
以选择以下选项：
小

仅选定的选项卡和子选项卡显示在单个行中。要显示下拉列表中剩余的选
项卡，请单击所选选项卡旁边的箭头。要显示下拉列表中剩余的子选项
卡，请单击所选子选项卡旁边的箭头。

中等

选项卡和子选项卡显示在两个单独的行中。选项卡之上没有任何图标。

大

选项卡和子选项卡显示在两个单独的行中。选项卡之上放置有图标。

使用控制台顶部标题栏中的链接可以执行以下任务：
■

要访问文档、产品信息、操作方法链接、支持链接和其他信息，请单击“工
具”。

■

要查看 OpsCenter 产品版本和版权信息，请单击“关于”。

■

要访问 OpsCenter 帮助，请单击“帮助”。我们为所有视图、向导和对话框提
供了上下文相关的帮助。
我们提供了有关联机帮助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2 页的“关于 OpsCenter 文档”。

■

要断开与 OpsCenter 服务器的连接以结束会话，请单击“注销”。

关于使用选项卡和子选项卡
表 1-5 介绍了用于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的主要区域的主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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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OpsCenter 控制台中的选项卡和子选项卡

选项卡

描述

监视

通过此选项卡，可以监视 NetBackup 或 NetBackup Appliance
作业、服务、策略、介质、设备和主机的状态。还可以显示
和响应任何 OpsCenter 警报。

管理

通过此选项卡，可以管理警报策略、NetBackup 作业策略、
存储单元和设备。还可以还原数据。

报告

通过此选项卡，可以查看标准 OpsCenter 报告，创建和运行
自定义报告以及预定报告。

注意：自定义报告功能只能在获得许可的 OpsCenter 版本
(OpsCenter Analytics) 中使用。
设置

通过此选项卡，可以自定义 OpsCenter 服务器，添加
OpsCenter 用户，定义用户首选项，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
服务器，添加和配置视图，设置电子邮件和 SNMP 收件人以
及查看成本分摊设置，等等。

每个主选项卡均包含一系列子选项卡。这些子选项卡的内容因当前视图而异，它们
代表可以从每个主选项卡访问的视图。例如，“监视”选项卡包括“概览”、“作
业”、“服务”和“策略”等子选项卡。
您在“视图”窗格中所做的选择决定了 OpsCenter 视图中显示的数据。
我们提供了有关“视图”窗格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47 页的“关于“视图”窗格”。

关于刷新 OpsCenter 控制台
使用 OpsCenter 时，备份环境的状态可能会更改。如设备联机和脱机、OpsCenter
生成警报、介质使用情况发生波动等。您可以控制何时刷新控制台中的信息以反映
备份环境中的这些变化。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可通过“设置”>“用户首选项”>“常规”视图更改刷
新设置。
请参见第 190 页的“设置用户首选项”。

更改“任务”窗格
控制台的许多视图中都有一个“任务”窗格。
“任务”窗格位于控制台的左侧，它包含“视图”窗格和底部的“快速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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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任务”窗格

1

要放大“任务”窗格，请单击“任务”窗格和“内容”窗格之间的“折叠任务
面板”图标。

2

要在放大“任务”窗格后显示所有窗格，请再次单击“折叠任务面板”图标。

3

要调整“任务”窗格的大小，请拖动“任务”窗格和“内容”窗格的分隔线。
最小化或最大化设置仅适用于当前会话。
无法从“监视”>“概览”页面调整“任务”窗格的大小。

关于“视图”窗格
“视图”窗格是 OpsCenter 中关键的导航和配置工具。使用此窗格可以选择视图以
控制控制台视图的范围。
使用 OpsCenter 视图，可以查看整个管理域（使用“所有主服务器”视图）、特定
视图类型、单个服务器或者 NetBackup 设备的 NetBackup 信息。
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可通过“设置”>“视图”或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 来
创建视图。例如，管理员可以创建一个名为“地理位置”的视图，用于显示有关位
于特定区域（如欧洲）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也可以创建客户端或策略视图。
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从“设置”>“视图”创建视图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OpsCenter 视图”。
有关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创建视图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帮助。
“视图”窗格具有以下功能：
■

它在可以在其中更改视图的任何 OpsCenter 视图中都可用。

■

它使用独特的图标和颜色来表示运行状态。
例如，带红色虚线圈的图标表示“未连接”的受控服务器。同样，灰色图标表
示禁用的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54 页的“控制台中的状态图标和颜色”。

■

它允许您访问和更改所监视或管理的视图。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导航时，您选择的视图会应用于所有后续屏幕，直到选
择了其他视图为止。
使用“视图”窗格是确定所查看信息的范围的方法之一。
请参见第 48 页的“关于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多项选择或单击式选择”。
请参见第 49 页的“关于选中多个选择选项时从“视图”窗格中选择视图”。

图 1-3 显示了一个示例“视图”窗格，其中选择了“所有主服务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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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视图”窗格描述

关于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多项选择或单击式选择
可以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多项选择，也可以进行单击式选择。“允许在‘视图’窗
格中进行多项选择”选项控制了您在“视图”窗格中以何种方式进行选择。要查看
“允许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多项选择”选项，请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
置”>“用户首选项”>“常规”。
根据您是否选中了多项选择选项，您可以在“视图”窗格中按以下方式进行选择：
选中“允许在‘视图’窗格中进行 选中多项选择选项之后，可从“视图”窗格中选择多个节点
或视图对象。默认情况下，多项选择选项处于选中状态。
多项选择”选项
还可以在“视图”窗格中看到每个主服务器或节点旁边的复
选框。要查看多个主服务器和节点的数据，请选中对应的复
选框，然后单击“应用选定内容”。
清除“允许在‘视图’窗格中进行 清除多项选择选项之后，从“视图”窗格中只能选择单个节
点或视图对象。
多项选择”选项
每个节点或视图对象都是链接。可以单击节点或视图对象以
查看相应节点或视图对象的数据。例如，可以在“视图”窗
格中单击某个主服务器以查看该特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注意：如果清除多项选择选项，则单击“监视”>“作
业”>“摘要视图”后，会显示“组组件摘要”表。
请参见第 308 页的“关于“组组件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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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显示了如何选中“允许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多项选择”选项，以及如何进行
多项选择。默认情况下，“允许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多项选择”选项处于选中状态。
图 1-4

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多项选择

您可以通过选择复
选框来选择多个服
务器

图 1-5 显示了如何清除“允许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多项选择”选项，以及如何进行
单项选择。
图 1-5

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单击式选择

您只能选择一
个主服务器.
每个主服务器
都是一个链接
.

关于选中多个选择选项时从“视图”窗格中选择视图
在“视图”窗格中，可以选择包含一组主服务器和特定对象的视图和节点。例如，
可以选择默认视图“所有主服务器”。当选择“所有主服务器”这样的视图或包含
一组主服务器的节点时，将自动选择当前在该视图或节点中的所有主服务器。还会
自动选择稍后可能添加到此视图或节点的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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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仅选择特定视图或节点的特定对象。例如，可以仅选择默认视图“所有主服
务器”下的特定主服务器。要选择特定的主服务器，首先要取消选定包含主服务器
的视图或节点，然后选择该主服务器。
您还可以通过选择视图然后取消选定特定主服务器来从视图取消选定该特定主服务
器。
例如，特定视图（例如“所有主服务器”）中存在 server A 和 server B。假设您选
择“所有主服务器”视图，然后特意取消选定 server B。然后，选择也包含 server
B 的节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 server B 属于选定视图或节点，也会忽略它。忽
略它是因为您已经特意从“所有主服务器”视图中排除 server B。如果从视图中特意
取消选定某主服务器时，而该主服务器同时又属于另一选定视图，则排除（取消选
定）具有更高的优先级。因此，建议同一主服务器不要同时属于不同的组。

使用“任务”窗格中的快速链接
控制台的许多视图中都有一个“任务”窗格。在“任务”窗格的底部，提供了用于
访问 OpsCenter 中最常见任务的快速链接。
表 1-6 显示了 OpsCenter 中提供的快速链接以及单击这些链接后定向到的位置。
表 1-6

快速链接及其目标

快速链接

目标

还原文件和目录或 Oracle 克
隆

“管理”>“还原”

警报策略

“管理”>“警报策略”

NetBackup 数据收集

“设置”>“配置”> NetBackup

视图

“设置”>“视图”

用户

“设置”>“用户”>“用户”

云

“监视”>“云”

设备硬件

“监视”>“设备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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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任务”窗格中的快速链接

1

单击位于快速链接顶部的最小化图标（向下箭头）。当快速链接最小化时，仅
快速链接任务图标可见。

2

再次单击最大化图标（向上箭头）以查看快速链接。
注意：默认情况下，快速链接以最大化状态显示。最小化或最大化设置仅适用
于当前会话。

从“警报摘要”窗格查看警报
通过“警报摘要”窗格，可以直观地了解所连接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出现的严
重警报、重度警报、警告和提示性警报的摘要。OpsCenter 控制台的“监视”和
“管理”视图中提供了此窗格。
“警报摘要”窗格显示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全部警报。
从“警报摘要”窗格查看警报
◆

单击提供的四个警报计数中的任何一个。
将显示针对该警报类别的过滤的详细信息视图。该视图是“监视”>“警报”
视图的快捷方式。

调整“内容”窗格大小
初次登录到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时，“内容”窗格会显示 OpsCenter 控
制台中所有主服务器的信息摘要。
最初会显示监视情况概览（“监视”>“概览”）。“内容”窗格中显示的信息会
根据不同时段在“视图”窗格、选项卡和子选项卡中当前选定内容的不同而变化，
并且与这些选定内容是上下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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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内容”窗格大小

1

要放大“内容”窗格，请单击“任务”窗格和“内容”窗格之间的“折叠任务
面板”图标。

2

要在放大“内容”窗格后显示所有窗格，请再次单击“折叠任务面板”图标。

3

要调整“内容”窗格大小，请拖动“任务”窗格和“内容”窗格之间的分割
线。
最小化或最大化设置仅适用于当前会话。
注意：无法从“监视”>“概览”页面来调整“内容”窗格的大小。

使用“列表”视图、“摘要”视图、“层级”视图和“详细信
息”视图
大多数 OpsCenter“监视”和“管理”视图以三种主要查看模式显示信息：“列表
视图”、“摘要视图”和“层级视图”。可通过任何可用视图查看有关 NetBackup
环境的信息。通过 OpsCenter 控制台右上角的下拉列表可在这些视图间进行切换。
注意：并非所有的查看模式对所有的“监视”视图和“管理”视图都可用。如果查
看模式可用，则会显示下拉列表。

列表视图

下拉列表

“摘要视图”以图形格式（饼图）显示信息。“列表视图”和“层级视图”以表格
式显示信息。
例如，您可以在“监视”>“作业”页面中显示以下任意视图：
■

要以表格形式查看有关主服务器的所有 NetBackup 作业的详细信息，请单击“列
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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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以饼图形式查看主服务器的所有 NetBackup 作业的摘要，请单击“摘要视
图”。

■

要以表格形式查看有关主服务器的所有 NetBackup 作业以及作业间关系的详细
信息，请单击“层级视图”。

“详细信息”视图在某些“监视”视图、“管理”视图和“设置”视图上可用。下
图显示了“详细信息”视图。

“最大化”图标

“详细信息”视图上的选项卡

“详细信息”
视图

“最小化”图标

特定作业 ID
的所有列的内容都显示在“详细信息”
视图中.

“详细信息”视图呈现关于实体的详细信息并显示特定实体的所有表格列的内容。
该视图呈现有关已显示信息以及特定实体的可用信息的详细信息。例如，“监
视”>“作业”页面（“列表视图”）上的“详细信息”视图显示关于特定作业 ID
的详细信息。“详细信息”视图中信息可通过该视图中提供的选项卡来查看。
更改“详细信息”视图

1

要最小化“详细信息”视图，请单击“详细信息”视图与“内容”窗格的上部
之间的图标（向下箭头）。

2

要最大化“详细信息”视图，请单击“详细信息”视图与“内容”窗格的上部
之间的图标（向上箭头）。
最小化或最大化设置仅适用于当前会话。

3

要调整“详细信息”视图的大小，请拖动“内容”窗格上部和“详细信息”视
图之间的分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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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OpsCenter 状态栏
位于 OpsCenter 控制台底部的状态栏显示“页面生成时间”值。“页面生成时间”
值显示您登录到的 OpsCenter 服务器上的日期和时间。该日期和时间已经过调整，
与您的时区相符。此值会在更改或刷新视图时更新。
还提供了有关如何指定您的时区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190 页的“设置用户首选项”。

控制台中的状态图标和颜色
为帮助您理解显示的信息，OpsCenter 使用了不同的状态图标和颜色。工具提示为
OpsCenter 视图中显示的工具和状态图标提供简短描述。当鼠标悬停于图标上方时
会出现工具提示。
当 OpsCenter 检测到受控 NetBackup 服务器、作业、驱动器或驱动器路径出现某
种状况时，您就可以看到相应的状态图标。图标使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严重、警告
或提示性的状况。总之，这些图标和颜色可让您快速判断 NetBackup 环境中特定区
域的状态。例如，“监视”>“作业”视图包含表示正在运行的作业的绿色图标。
NetBackup Shared Storage Option (SSO) 提供的共享驱动器详细信息视图中也显
示了独特的图标。这些图标表示在共享驱动器的所有服务器上运行的共享驱动器。
还有一些图标表示处于混合状态（即在一些共享驱动器的服务器上处于运行状态，
而在另一些共享驱动器的服务器上处于未运行状态）的共享驱动器。
表 1-7 列出了“视图”窗格中用于表示受控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图标。
表 1-7
图标

用于表示受控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图标
描述
带绿色向上箭头的蓝色服务器图标表示该主服务器已连接。
带红色向下箭头的蓝色服务器图标表示与主服务器的连接已断
开。OpsCenter 将在 10 分钟后重试连接。
带删除线的灰色服务器图标表示用户已禁用对主服务器的数据收
集。
带红叉的灰色服务器图标表示主服务器已报废。
带蓝色问号的灰色服务器图标表示主服务器状态为未知。
带绿色向上箭头的蓝色服务器图标表示 NetBackup 设备主服务器
已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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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描述
带红色向下箭头的蓝色服务器图标表示与 NetBackup 设备主服务
器的连接已断开。OpsCenter 将在 10 分钟后重试连接。
带删除线的灰色服务器图标表示用户已禁用对 NetBackup 设备主
服务器的数据收集。
带红叉的灰色服务器图标表示 NetBackup 设备主服务器已报废。
带蓝色问号的灰色服务器图标表示 NetBackup 设备主服务器状态
为未知。

OpsCenter 在界面中使用下列颜色：
■

红色表示严重情况。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系统无法执行重要的功能。请立即检查
严重情况。

■

绿色表示正常情况、结果或操作。

■

蓝灰色通常表示“已启用”或“已分配”状态，而灰色表示“已禁用”或“未
分配”状态。

关于使用表
OpsCenter 收集有关 NetBackup 环境的多方面信息，并将许多此类信息显示在表
中。本节介绍了如何更改表以显示想要查看的信息。下面是一个显示任务图标的示
例表。
图 1-6 显示了表的任务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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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显示表的任务选项的屏幕示例

“创建过滤器”、“编辑过滤
器”和“删除过滤器”图标

“表设置”图标

表页控件

根据您的需要自定义表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自定义表。
可对表执行以下操作：
添加或删除列

请参见第 57 页的“指定在表中显示哪些列”。

根据个人需要对各列进行重新排序

请参见第 57 页的“移动列”。

选择要显示的行数和列数

请参见第 57 页的“选择每页显示的表行数”。

按升序或降序对列进行排序

请参见第 57 页的“对表列内容进行排序”。

更改列宽

请参见第 58 页的“更改列宽”。

配置分页

请参见第 58 页的“访问表中的多页数据”。

选择表中的行

请参见第 58 页的“选择表中的行”。

表会在操作完成后刷新，并显示您所做的更改。
对于这些操作，OpsCenter 将保存您的自定义设置，并在您再次登录到 OpsCenter
服务器时重新加载这些设置。每个用户都可以有不同的自定义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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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在表中显示哪些列
使用以下过程可指定在表中显示哪些列。
指定在表中显示哪些列

1

单击位于表右上角的“更改表设置”图标。

2

某些 OpsCenter 表最初并不显示所有可用的列。要查看这些列中的任何一个，
可能必须先从表中删除一个或多个列，然后添加缺少的列。
要删除不希望显示的列，请在“所选列”中选择相关的列，然后单击“删除”。
要添加当前未显示的任何列，请在“可用列”列表中选择这些列，然后单击
“添加”。添加的列将显示为表中的最后一列。

移动列
使用以下过程在表中移动列。
移动列

1

单击位于表顶部的“更改表设置”图标。

2

在“所选列”中选择列的名称。

3

单击“上移”可将列移到表的左侧。
单击“下移”可将列移到表的右侧。

选择每页显示的表行数
使用以下过程可选择每页显示的表行数。
选择每页显示的表行数

1

单击位于表顶部的“更改表设置”图标。

2

从“每页行数”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数。

3

如果希望将“每页行数”设置应用于 OpsCenter 中的所有表，请选择“应用到
所有表”。此设置也应用于报告。

对表列内容进行排序
使用以下过程对一列或多列的内容进行排序。
为一列或多列内容排序
◆

在表中，单击列名。默认情况下，列是按升序排序的。
要按降序排序，请再次单击列名。

57

NetBackup OpsCenter 概述
关于 OpsCenter 控制台组件

更改列宽
使用以下过程更改列宽。
更改列宽

1

选择列标题的边缘，然后按住鼠标左键。

2

向右或向左拖动列标题的边缘。

访问表中的多页数据
许多监视信息以表格形式显示。默认情况下，OpsCenter 表一次显示 10 行。要更
改显示的行数，请使用“更改表设置”图标。
当要显示的数据超出表中可以容纳的范围时，表将包含多页。使用位于表下方的表
页控件可帮助您对各页进行导航。
要显示大表中的下 10 行或返回到上一组行，请使用表页控件。
访问表中的特定页
◆

单击页码。

访问表中的上一页或下一页
◆

单击向左箭头或向右箭头。

访问表中的第一页或最后一页
◆

单击向左双箭头或向右双箭头。

选择表中的行
对于 OpsCenter 中许多表格，必须选择行才可启用任务。
选择表行
◆

单击该行对应的复选框。再次单击该复选框可取消对所选行的选择。

选择当前表页上的所有行
◆

单击表标题行中的复选框。再次单击该复选框可取消对全部所选行的选择。

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在 OpsCenter 中的很多表中，可以通过创建和使用自定义过滤器或使用预定义（现
成）过滤器来显示部分可用信息。过滤器根据您定义的一组条件筛选信息。创建过
滤器后，您可以对其进行保存、编辑或删除。
在允许过滤的视图中，过滤图标显示在表的上方。
下列过程介绍了如何创建、应用、编辑或删除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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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自定义过滤器

1

选择“创建过滤器”图标。

2

在“名称”字段中键入过滤器的名称。

3

对于“列”，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过滤的列名称。
对于“运算符”，选择一个运算符。如果不需要匹配某个特定值，请使用 !=。
对于“值”，输入或选择一个值。
如果为“列”选择“开始时间”或“结束时间”，将会为“值”显示日历图
标。单击该日历图标以选择日期和时间，然后单击“确定”。

4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和”或“或”以构建过滤器查询。
对于“链接”，请单击“添加”以向查询添加另一个子句。如果该子句不是您
所需的，请单击“删除”将其从查询中删除。

5

要继续生成过滤器，请另选一列。
重复 3 和 4。

6

过滤器生成完毕后，单击“确定”。新过滤器将出现在下拉列表中。

应用过滤器
◆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自定义过滤器或 OpsCenter 内置过滤器。
OpsCenter 根据您指定的条件来过滤表。在通过选择另一个过滤器更改视图之
前，该视图一直保持有效。

编辑自定义过滤器

1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自定义过滤器。
注意：无法修改预定义的 OpsCenter 过滤器。只能修改自定义过滤器。

2

单击“编辑过滤器”图标。

3

请参见第 59 页的“创建自定义过滤器”。
此部分列出了使用对话框编辑过滤器的说明。

4

进行更改，然后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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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自定义过滤器

1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自定义过滤器。
注意：无法删除预定义的过滤器。

2

单击“删除过滤器”图标。

3

单击“确定”以删除该过滤器。

OpsCenter 中的常见任务
表 1-8列出了常见任务和对应的指向相关文档的链接。
表 1-8

OpsCenter 文档的快速链接

OpsCenter 任务
功能

转到此主题

用户管理

创建、更新、删除用户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用户 ”。

创建、更新、删除用户组

请参见第 190 页的“设置用户首选项”。

向用户组添加用户、从用户
组删除用户
为用户和用户组分配角色、
删除用户和用户组的角色
OpsCenter 管 添加、更新或删除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25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主服务
理
器或设备”。
添加、更新或删除
OpsCenter 代理
请参见第 26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编辑主服务
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设置默认货币、SNMP、
SMT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26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删除主服务
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代理”。
请参见第 226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Analytics 的成本分析和成本分摊”。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收
件人”。
请参见第 197 页的“配置 OpsCenter 的 SMTP 服
务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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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任务
功能

转到此主题

NetBackup 操 更改 NetBackup 实体的状
作
态，如下所示：

请参见第 321 页的“激活或停用作业策略”。
请参见第 303 页的“控制 NetBackup 作业”。

策略（激活或停用）

请参见第 328 页的“控制介质”。
作业（停止、启动、暂停或
请参见第 337 页的“控制驱动器”。
继续）
介质（分配、冻结、解冻）
驱动器（启动或关闭）
备份和恢复

执行手动备份

请参见第 321 页的“启动手动备份”。

搜索和还原文件、目录或应 请参见第 409 页的“关于从 OpsCenter 执行可操
用程序 (Oracle)
作还原”。
视图管理

创建、更新、删除
OpsCenter 视图和节点

请参见第 278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视图”。

请参见第 210 页的“OpsCenter 用户界面中的用
为用户分配对 OpsCenter 户访问权限和功能”。
视图和节点的读取或写入权
请参见第 215 页的“ 向 OpsCenter 添加新用户”。
限
报告执行

执行报告模板和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488 页的“使用报告模板创建 OpsCenter
报告”。
日程表固有报告和自定义报
告
请参见第 49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自定义
报告”。
创建、更新仪表板
请参见第 515 页的“关于管理“我的仪表板””。
预定希望报告运行的时间
请参见第 522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
告日程表”。

监视

查看实体（仪表板、摘要、 请参见第 292 页的“关于使用“概览”选项卡监视
详细信息）：作业、策略、 NetBackup”。
服务等。
请参见第 297 页的“关于监视 NetBackup 作业”。
请参见第 315 页的“关于监视 NetBackup 策略”。
请参见第 313 页的““监视”>“服务”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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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任务
功能
警报管理

转到此主题

创建、更新、删除警报策略 请参见第 377 页的“关于创建（或更改）警报策
略”。
分配、应答和清除警报
请参见第 392 页的“管理警报策略 ”。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收
件人”。
请参见第 197 页的“配置 OpsCenter 的 SMTP 服
务器设置”。

关于使用 Web 浏览器书签
使用 Web 浏览器可以为 OpsCenter 控制台中的任一视图添加书签，并根据需要返
回该视图。
当您再次登录控制台时，可以使用书签返回同一视图。

关于 OpsCenter 文档
NetBackup OpsCenter 文档集包括以下内容：
■

《OpsCenter 管理指南》(NetBackup_AdminGuide_OpsCenter.pdf) 提供关于
如何使用 OpsCenter 的信息。它包括有关如何监视和管理 NetBackup、如何从
Veritas 产品收集数据、如何生成警报以及如何创建各种报告的信息。此外，它
还提供了有关其中新的增强功能以及如何安装 OpsCenter 的详细信息。
《OpsCenter 管理指南》的联机版本可在如下网址找到：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

《OpsCenter 报告指南》(NetBackup_OpsCenter_Reporting.pdf) 提供有关所
有 OpsCenter 报告的信息。《OpsCenter 报告指南》OpsCenter 的联机版本可
在如下网址找到：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

新的 OpsCenter Performance and Tuning Guide（《OpsCenter 性能和优化指
南》）提供有关如何优化 OpsCenter 以提高性能的信息。OpsCenter Performance
and Tuning Guide（《OpsCenter 性能和优化指南》）的联机版本可在如下网
址找到：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

有关 OpsCenter 支持的备份产品、操作系统和 Web 浏览器的最新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矩阵。此文档发布在下列 URL 上：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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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NetBackup 版本说明》中找到有关 OpsCenter 的更多信息。有关对
本文档中提供的信息进行的任何最新更改，请始终参考本文档中的 OpsCenter
部分。该版本说明还介绍了 OpsCenter 的所有限制。《NetBackup 版本说明》
的联机版本可在如下网址找到：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214

除 PDF 以外，OpsCenter 还附带以下联机帮助文档：
OpsCenter 上下文相关帮助

此帮助提供有关 OpsCenter 用户界面的信息。它提供所有屏
幕的上下文相关帮助页面。

OpsCenter Analytics View
Builder 上下文相关帮助

此帮助提供有关所有 OpsCenter Analytics View Builder 过程
和对话框的信息。要访问此帮助，请单击 OpsCenter Analytics
View Builder 控制台中某个对话框中的“帮助”。

NetBackup 状态码帮助

此帮助介绍了 NetBackup 状态码以及显示代码时可能要采取
的操作。
要访问此帮助，请单击“监视”>“作业”。单击作业表中的
状态码链接，可查看其详细信息。

OpsCenter 表设置帮助

此帮助提供有关如何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更改表设置的信
息。要访问此帮助，请单击“表设置”弹出对话框中的“帮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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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OpsCenter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计划 OpsCenter 安装

■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安装 OpsCenter

■

关于 Windows 和 UNIX 上的 OpsCenter 升级

■

关于 OpsCenter 升级期间保护的文件和文件夹

■

关于 OpsCenter 升级失败情形

■

关于安装后任务

■

关于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卸载 OpsCenter

■

关于群集 OpsCenter

关于计划 OpsCenter 安装
以下主题提供了有关安装或升级 OpsCenter 之前要了解的概念以及要执行的步骤的
信息。
请参见第 65 页的“OpsCenter 使用的软件组件”。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 OpsCenter 授权模型”。
请参见第 68 页的“ OpsCenter DVD”。
请参见第 69 页的“受控 NetBackup 主服务器注意事项”。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设计 OpsCenter 服务器”。
请参见第 71 页的“OpsCenter 中支持的升级路径”。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规划 OpsCenter 代理部署”。
请参见第 74 页的“安装或升级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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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大小调整准则，请参考新的 OpsCenter Performance and Tuning Guide
（《OpsCenter 性能和优化指南》），位置如下：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有关 OpsCenter 支持的备份产品、操作系统和 Web 浏览器的最新信息，请参考
NetBackup 硬件和软件兼容性矩阵。此文档发布在下列 URL 上：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OpsCenter 使用的软件组件
除使用特定于 OpsCenter 的组件外，OpsCenter 还使用一些共享的 Veritas 组件。
与其他 Veritas 应用程序共享 OpsCenter 使用以下同时与其他 Veritas 应用程序共享的组件：
的组件
■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
通过 PBX，应用程序可以共享通用 TCP/IP 端口，从而减少防火墙中所需的开放端
口数量。PBX 还与 Veritas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集成，从而支持经身份
验证和未经身份验证的连接。
由于 PBX 是独立组件，因此可以使用 PBX 配置文件来更改其端口号。

注意：如果更改 OpsCenter 服务器上的 PBX 端口号，OpsCenter 可能会失败。
■

JRE (Java Run Time Environment)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Web 服务器和 OpsCenter 应用程序需要此组件。

注意：不需要在受控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有关 NBAC 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安全和加密指南》。
OpsCenter 组件

OpsCenter 使用以下不与其他 Veritas 应用程序共享的组件：
■

■

■

Apache Tomcat Web 服务器
OpsCenter 用户界面在 Apache Tomcat Web 服务器下运行。
Veritas 统一日志记录 (VxUL)
VxUL 随 OpsCenter 服务器和代理一同安装。OpsCenter 使用 VxUL 配置和查看日
志。
有关 VxUL 日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214
Sybase 数据库
OpsCenter 使用独立于 NetBackup 数据库的 Sybase SQL Anywhere 数据库安装。
可从以下位置获取有关 Sybase 组件的更多信息：
http://www.sybase.com/support/manuals

关于 OpsCenter 授权模型
OpsCenter 不需要许可证。 需要许可证密钥才能启用 OpsCenter Analytics 以提供
附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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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的授权版本称为 OpsCenter Analytics。OpsCenter 的未授权版本称为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产品名称可从 OpsCenter 控制台的标题栏和登录
页面看到。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许可证的收费基于报告的实体数量。
对于备份环境，按备份客户端数量收费。

OpsCenter Analytics 许可证密钥
OpsCenter Analytics 有两种类型的许可证密钥：
演示密钥

该演示密钥从密钥生成之日起 60 天内有效。使用演示密钥可以在购
买前先试用产品。

永久密钥

永久密钥没有截止日期。
■

■

NetBackup ENT Capacity 密钥可启用 OpsCenter Analytics 的全
部功能，如业务报告、 等。
GOLD 密钥支持 OpsCenter Analytics 的所有功能。

使用演示密钥和永久密钥均可访问授权的功能。 借助 OpsCenter Analytics，您可
以执行高级报告并创建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67 页的“OpsCenter Analytics 许可功能”。
还可在安装后从 OpsCenter 控制台添加、删除或查看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关于管理许可证”。

OpsCenter 与 OpsCenter Analytics 的差异
表 2-1 列出了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与 OpsCenter Analytics Analytics 的
差异。
表 2-1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与 OpsCenter Analytics 的差异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OpsCenter Analytics

可从 OpsCenter 控制台的标题栏和 可从 OpsCenter 控制台的标题栏和登录页面看到
登录页面看到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Analytics。
Ops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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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OpsCenter Analytics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可
使您执行可操作的报告。

OpsCenter Analytics 允许您执行高级的业务级报告。
在 OpsCenter Analytics 中可以使用更多的报告功能，
包括（但不限于）：
■

创建自定义报告

■

使用 SQL 查询创建报告

■

运行或配置成本分摊报告

■

查看以前任何日期的报告数据

我们提供了有关授权功能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7 页的“OpsCenter Analytics 许可功能”。

OpsCenter Analytics 许可功能
表 2-2 显示了授权功能列表、它们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的位置，及其在未授权版
本中的显示方式。
表 2-2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授权功能

授权的功能

访问 OpsCenter Analytics 控制 访问未授权的 Veritas NetBackup
台
OpsCenter 控制台

创建自定义报告

报告 > 报告模板 > 创建新报告 > 创建 “创建自定义报告”选项被禁用。
自定义报告
报告 > 我的报告 > 创建新报告 > 创建
自定义报告

使用 SQL 查询创建报告

报告 > 报告模板 > 创建新报告 > 使用 “使用 SQL 查询创建报告”选项被禁
SQL 查询创建报告
用。
报告 > 我的报告 > 创建新报告 > 使用
SQL 查询创建报告

运行或查看成本分摊报告

报告 > 报告模板 > 成本分摊报告

“成本分摊报告”被禁用。

控制成本分摊设置

设置 > 成本分摊

“成本分摊”设置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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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的功能

访问 OpsCenter Analytics 控制 访问未授权的 Veritas NetBackup
台
OpsCenter 控制台

完全控制报告时段选择。可查看以前
任何日期的报告数据。

报告 > 报告模板 > 创建新报告（“选 不能查看 60 天之前的数据。
择参数”页面上的“相对时段和绝对
时段”窗口。）
报告 > 我的报告 > 创建新报告（“选
择参数”页上的“相对时段和绝对时
段”窗口。）
报告 > 报告模板（运行一个报告，单
击“编辑报告”，然后单击“相对时
段和绝对时段”窗口。）
报告 > 我的模板 （运行一个报告，单
击“编辑报告”，然后单击“相对时
段和绝对时段”窗口。）

协调任务

监视 > 作业。 “更多”下拉列表下的 “使一致”选项被禁用。
“使一致”选项被禁用。

“编辑视图级别别名”选项卡

设置 > 编辑视图级别别名

“编辑视图级别别名”选项卡被禁用。

对象类型

设置 > 配置 > 对象类型

“对象类型”选项卡被禁用。

OpsCenter DVD
OpsCenter 软件应用程序随附两张属于 NetBackup 介质工具包的 DVD。 NetBackup
介质工具包由 NetBackup DVD 和 OpsCenter DVD 组成。
表 2-3 描述了每张 DVD 的内容。
表 2-3
DVD

OpsCenter DVD 内容
平台操作系统

OpsCenter（第 1 张，共 Windows（32 位和 64
2 张）
位）

OpsCenter（第 2 张，共 UNIX
2 张）

内容
■

32 位 Windows 平台 (x86)

■

64 位 Windows 平台 (x64)

■

OpsCenter 文档

■

RedHat

■

SUSE

■

OpsCenter 文档

68

安装 OpsCenter
关于计划 OpsCenter 安装

可以安装未授权的 OpsCenter 版本、演示版本，也可以购买 OpsCenter Analytics
许可证密钥并安装授权版本。 使用演示版本可以在 60 天内（自安装演示密钥之日
起）访问 OpsCenter Analytics 功能。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 OpsCenter 授权模型”。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导出身份验证设置”。

受控 NetBackup 主服务器注意事项
对于受控 NetBackup 主服务器，请考虑下列建议和要求。
对于受控主服务器，应考虑以下建议和要求：
■

如果只想监视一台主服务器，可以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 例如，在主服务器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
要监视多台主服务器，Veritas 建议在单独的独立服务器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
器软件。
有关大小调整准则的更多信息，请参考新的 OpsCenter Performance and Tuning
Guide（《OpsCenter 性能和优化指南》），位置如下：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

OpsCenter 不会从网络地址转换 (NAT) 网络内配置的受控服务器收集数据。

■

应将 OpsCenter 服务器配置为拥有静态 IP 地址的固定主机。

■

Veritas 建议只由一个 OpsCenter 服务器来监视所有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OpsCenter 服务器的版本必须与其监视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版本相同或更
高。 例如，OpsCenter 7.7 可以监视 7.0 和 7.7 之间的所有 NetBackup 主服务
器版本。

■

如果将 OpsCenter 中添加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升级到新版本，则应在
OpsCenter UI 中先禁用主服务器，然后再将其启用。

■

如果您计划升级 NetBackup、Backup Exec 或 PureDisk 等备份产品以及
OpsCenter 组件，我们建议您首先升级 OpsCenter 组件。 通过在升级备份产品
之前升级 OpsCenter 组件，备份产品将可以在添加到控制台后由 OpsCenter 从
中收集数据。
必须按照以下顺序执行升级：
序列号

升级步骤

参考信息

1.

升级 OpsCenter 代理

请参见第 93 页的“升级 OpsCenter”。

2.

升级 OpsCenter 服务器

请参见第 95 页的“静默升级 OpsCenter
代理”。

3.

升级 OpsCenter View Builder

请参见第 96 页的“静默升级 OpsCenter
View 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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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号

升级步骤

参考信息

4.

升级您使用的备份产品，如
NetBackup。

请参见适用的产品手册。

如果您计划只升级 OpsCenter 而不升级备份产品，该顺序也适用。请始终先升
级 OpsCenter 代理，然后升级服务器和 View Builder。
■

OpsCenter 可用于监视 NetBackup 群集。
有关设置 NetBackup 群集环境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高可用性
管理指南》。

我们还提供了有关在 OpsCenter 中添加受控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64 页的“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关于使用 NBSL 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收集数据
OpsCenter 服务器使用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收集大
多数数据类型。
要从 NetBackup 收集容量许可和传统许可等类型的数据，OpsCenter 使用 bpjava
协议。
从 NetBackup 6.0 版本开始，NBSL 组件将作为 NetBackup 的一部分包括在主服务
器和介质服务器上。
OpsCenter 需要使用 NBSL 来实现所有的 NetBackup 监视、管理和控制功能。如
果 NBSL 在受控 NetBackup 服务器上停止运行，OpsCenter 将受到影响。
如果 NBSL 停止，OpsCenter 可能不会捕获对 NetBackup 配置所做的任何更改。
NBSL 重新启动后，OpsCenter 会正确地重新捕获最新状态。

关于设计 OpsCenter 服务器
设置 OpsCenter 服务器之前，请查看前几节中列出的建议和要求。
请参见第 69 页的“受控 NetBackup 主服务器注意事项”。

关于 OpsCenter 数据库要求
OpsCenter 使用的 Sybase 数据库与 NetBackup 使用的数据库相似。该数据库是作
为 OpsCenter 服务器安装的一部分安装的。
请注意以下几点：
■

配置 OpsCenter 之后，OpsCenter 磁盘空间取决于最初从受控 NetBackup 服务
器加载到 OpsCenter 服务器上的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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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OpsCenter 服务器上的初始数据加载又取决于受控主服务器中存在的以下数
据：

■

■

策略数据记录数

■

作业数据记录数

■

介质数据记录数

OpsCenter 数据库的增长速率取决于受控数据的数量。这些数据可以是策略数
据、作业数据或介质数据。

有关如何调整数据库值以实现更好的 OpsCenter 性能的相关信息，请参考以下位置
的 OpsCenter Performance and Tuning Guide（《OpsCenter 性能和优化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OpsCenter 中支持的升级路径
OpsCenter 支持从以下版本直接升级：
■

OpsCenter 7.0 到 OpsCenter 7.7

■

OpsCenter 7.0.1 到 OpsCenter 7.7

■

OpsCenter 7.1 到 OpsCenter 7.7

■

OpsCenter 7.1.0.x 到 OpsCenter 7.7

■

OpsCenter 7.5 到 OpsCenter 7.7

■

OpsCenter 7.5.0.x 到 OpsCenter 7.7

■

OpsCenter 7.6.0.x 到 OpsCenter 7.7

■

OpsCenter 7.6.1 到 OpsCenter 7.7

■

OpsCenter 7.6.1.x 到 OpsCenter 7.7

注意：如果您有 NOM 或 VBR，请先升级到 OpsCenter 7.0 或 7.1，然后升级到
7.7。

关于规划 OpsCenter 代理部署
在部署 OpsCenter 代理之前，必须决定您是否需要 OpsCenter 代理。要做出此决
定，必须检查以下参数：
注意：从 OpsCenter 7.6.1 开始，无需安装用于收集 NetBackup 数据的 OpsCenter
代理。 在 OpsCenter 7.6.1 之前，OpsCenter 需要该代理从 NetBackup 收集容量
许可数据和传统许可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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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需要代理？

请参见第 72 页的“何时需要代理？”。

单个代理是否可以监视多个不同的产品版本？ 请参见第 72 页的“单个代理是否可以监视多
个不同的产品版本？”。
我是否应该将代理安装在产品主机上？

请参见第 72 页的“应该将代理安装在何处？”。

我是否应该将代理安装在不同的平台上？
快速浏览代理部署矩阵

请参见第 73 页的“关于 OpsCenter 代理部署
矩阵”。

何时需要代理？
从 Backup Exec 收集数据需要 OpsCenter 代理。从 PureDisk 或 NetBackup 收集
数据不需要 OpsCenter 代理。
PureDisk

从 PureDisk 收集数据不需要 OpsCenter 代理。

Backup Exec

从 Backup Exec 收集数据需要 OpsCenter 代理。

单个代理是否可以监视多个不同的产品版本？
单个代理可以监视 Backup Exec 的多个版本。
注意： PureDisk 数据收集不需要单独的代理。可以使用 OpsCenter 服务器的集成
代理进行数据收集。要创建或配置数据收集器，请选择作为集成代理安装的代理。
请参见第 270 页的“配置 PureDisk 数据收集器”。
Backup Exec

可以使用相同的代理从不同版本的 Backup Exec 服务器收集
数据。

注意：要从 Backup Exec 服务器主机收集数据，您需要在
兼容的 Windows 主机上安装代理。

应该将代理安装在何处？
安装 OpsCenter 代理对备份环境有影响。OpsCenter 代理必须与备份应用程序主机
的操作系统兼容。
可以在以下任一主机部署 OpsCenter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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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主机

产品主机是安装有备份产品的主机。例如，产品主机可以为 Backup Exec
主机。
将 OpsCenter 代理安装在产品主机上的优点如下：
■

升级维护非常方便，因为您只需维护一台主机。

■

对备份主机的干扰最少，因为备份主机上只安装了一个代理。

将 OpsCenter 代理安装在产品主机上的缺点如下：
■

代理可能会使用大量的系统资源，从而影响产品主机的性能。

OpsCenter 服务 OpsCenter 代理可以安装在产品主机以外的其他主机上；这有时候称为远
器主机或单独的 程代理。其他主机可以是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或单独的主机。
主机
在以下情况下，应该部署远程代理：
■

OpsCenter 代理与产品的操作系统（如 HP-UX）不兼容时。

■

产品主机系统没有足够的资源可支持同时安装 OpsCenter 代理和备份
应用程序。

在这些情况下，代理应该与备份产品进行远程通信。
将 OpsCenter 代理安装在服务器主机或单独的主机上的优点如下：
■

■

由于备份数据是远程收集的，因此不必在备份应用程序主机上安装其他
软件。
如果将代理安装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上，则仅需要针对 OpsCenter
代理和服务器维护一个主机，从而避免了在升级代理时可能涉及的维
护。

将 OpsCenter 代理安装在服务器主机上的缺点如下：
■

必须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上安装备份应用程序的组件。

■

某些情况下，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上安装组件需要有备份应用程
序许可证密钥。

请注意有关安装 OpsCenter 代理的以下要点：
■

在任一主机上只能安装一个 OpsCenter 代理。

■

可以为从各自的产品主机收集数据的多个数据收集器配置单个代理。

关于 OpsCenter 代理部署矩阵
表 2-4 汇集了每个备份产品的代理相关信息。代理部署矩阵可帮助您部署 OpsCenter
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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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部署矩阵

表 2-4
产品

代理是否为必 单个代理是否
需的？
可以监视多个
不同的产品版
本？

代理是否应该
部署在产品主
机上？

代理是否可以
安装在任何平
台上？

PureDisk

非必需的

无

无

Windows

Backup Exec

必需

单个代理

任何位置

Windows

安装或升级的准备工作
在安装 OpsCenter 之前，请查看以下清单。
表 2-5 列出了您在 Windows 服务器上安装 OpsCenter 前必须检查的事项。
适用于 Windows 的 OpsCenter 安装和升级清单

表 2-5
项目

任务

1.

确保将 OpsCenter 软件安装在兼容的平台上。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2.

确保安装 OpsCenter 时没有执行其他安装。
此外，Veritas 建议您在 OpsCenter 升级时不要强行停止安装程序。

3.

如果在 Windows 主机上禁用了 8.3 文件名创建，则建议先启用它并重新启动
Windows 主机，然后再安装或升级到 OpsCenter 组件。
如果您在禁用了 8.3 名称创建的 Windows 主机上安装或升级到 OpsCenter 组件，
则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

在一个自定义（非默认）位置（例如 D:\Favorites）上安装 OpsCenter 组
件。OpsCenter 组件的默认安装位置是 C:\Program Files\Symantec。

■

您提供的自定义位置不应包含空格或特殊字符（例如 (、% 等）。

4.

确保在安装 OpsCenter 之前已禁用防病毒软件。

5.

确保 OpsCenter 服务器配置为使用静态 IP 地址的固定主机。

6.

确保 OpsCenter 服务器的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最多为 44 个字符。

7.

对于全新 OpsCenter 安装，请确保数据库目录至少有 20 MB 的可用空间。请注
意，在安装并开始使用 OpsCenter 后，数据库的大小会逐渐增加，将需要更多空
间。
请参见第 71 页的“OpsCenter 中支持的升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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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任务

8.

如果您有 Veritas Backup Reporter (VBR) 或 NetBackup Operations Manager
(NOM) 并且要升级到 OpsCenter 的最新版本，必须首先升级到 OpsCenter 7.0.x
或 7.1.x。您不能从 VBR 或 NOM 直接升级到 OpsCenter 的最新版本。

9.

如果计划升级 OpsCenter，请确保以下几点：
■

在备份位置，可用磁盘空间是数据库大小的两倍

■

在数据库位置，可用磁盘空间等于数据库大小

在升级之前，应注意以上磁盘空间要求。
10.

在升级到 OpsCenter 之前，Veritas 建议您使用 dbbackup 实用程序对 OpsCenter
数据库进行热备份（无需停止 OpsCenter）。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

11.

如果您计划升级到 OpsCenter 且已更改数据库密码，Veritas 建议您在执行升级前
将数据库密码重置为初始密码。
请参见第 155 页的“更改 OpsCenter 数据库管理员密码”。

12.

如果您计划升级 NetBackup、Backup Exec 或 PureDisk 等备份产品以及 OpsCenter
组件，我们建议您首先升级 OpsCenter 组件。 通过在升级备份产品之前升级
OpsCenter 组件，备份产品将可以在添加到控制台后由 OpsCenter 从中收集数据。
必须按照以下顺序执行升级：
■

升级 OpsCenter 代理（对于 Backup Exec）

■

升级 OpsCenter 服务器

■

升级 OpsCenter View Builder

■

升级您使用的备份产品，如 NetBackup。

如果您计划只升级 OpsCenter 而不升级备份产品，以上顺序也适用。请始终先升
级 OpsCenter 代理，然后升级服务器和 View 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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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任务

13.

如果您计划升级 OpsCenter 且 OpsCenter 数据库安装在自定义位置，请确保安装
操作系统的驱动器上可用空间大于或等于当前 OpsCenter 数据库的大小。
如果安装操作系统的驱动器上的可用空间小于当前 OpsCenter 数据库的大小，升
级前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4.

1

创建安装 OpsCenter 数据库的目录（如 temp）：
<OpsCenterDatabaseCustomLocation>\temp。

2

在“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中，使用变量名 SATMP
创建一个新的系统变量，其值为：
<OpsCenterDatabaseCustomLocation>\temp。

3

运行 OpsCenter 安装程序。

4

升级成功后，从 <OpsCenterDatabaseCustomLocation> 删除环境变量
SATMP 和目录 temp。

确保在强化服务器上安装 OpsCenter 之前打开必要的端口。
请参见第 172 页的“关于通信和防火墙注意事项”。

15.

确保要安装 OpsCenter 的文件夹名称不包含 %、~、!、@、$、&、^ 或 # 等特殊
字符。

16.

如果 OpsCenter 服务器的 C: 文件夹中存在一个名为 program 的文件，请在安装
OpsCenter 之前重命名或删除该文件。

18.

确保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的系统具有下列操作系统参数的有效值：
■

显示语言

■

位置

有关这些参数的更多信息，请查阅各自的操作系统文档。
19.

安装相同版本的 OpsCenter 服务器、代理和 View Builder。 例如，Server 7.7 只
与 Agent 7.7 和 View Builder 7.7 兼容。

20.

另外，如果 OpsCenter 组件安装在双堆栈 IPv4 和 IPv6 主机上，默认 IP 必须是
IPv4，系统的主机名也必须相应配置。

21.

在群集环境中，请首先升级主动节点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然后再升级被动节
点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

22.

要在已启用 UAC 的 Windows 2008/Vista/2008 R2/7 环境中安装 OpsCenter，必
须以正式管理员身份登录。 在已启用 UAC 的环境中，已分配到管理员组但不是正
式管理员的用户不能安装 OpsCenter。 要允许管理员组中的用户安装 OpsCenter，
请禁用 UAC。

表 2-6 列出了您在 UNIX 服务器上安装 OpsCenter 前必须检查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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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 UNIX 的 OpsCenter 安装和升级清单

表 2-6
项目

任务

1.

确保将 OpsCenter 软件安装在支持的平台上。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2.

确保安装 OpsCenter 时没有执行其他安装。
此外，Veritas 建议您在 OpsCenter 升级时不要强行停止安装程序。

3.

确保 OpsCenter 服务器配置为使用静态 IP 地址的固定主机。

4.

确保 OpsCenter 服务器没有指向 /opt 目录的符号链接。

5.

确保 OpsCenter 服务器的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最多为 44 个字符。

6.

确保将 ksh (Korn shell) 安装在要安装或升级 OpsCenter 服务器的主机上。

警告：如果无法在进行安装或升级之前安装 ksh，则可能无法登录到 OpsCenter
用户界面。
7.

如果在 UNIX 上安装 OpsCenter，则在启动安装过程之前，根文件夹至少需要约
2.5 GB 的空间。 此空间是安装组件（如 PBX、Perl 和 VRTSvlic）所必需的。此
外，在根位置复制与安装相关的日志也需要该空间。如果根位置未提供该空间，则
安装无法继续。

8.

对于全新 OpsCenter 安装，请确保数据库目录至少有 20 MB 的可用空间。请注意，
一旦安装并开始使用 OpsCenter，数据库的大小会逐渐增加，将需要更多空间。
请参见第 70 页的“关于设计 OpsCenter 服务器”。

9.

确保在强化服务器上安装 OpsCenter 之前打开必要的端口。
请参见第 172 页的“关于通信和防火墙注意事项”。

10.

如果需要监视单个主服务器，请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上安装
OpsCenter（推荐）。

11.

确保要安装 OpsCenter 的文件夹名称不包含 %、~、!、@、$、&、^ 或 # 等特殊
字符。

12.

确保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的系统具有下列操作系统参数的有效值：
■

显示语言

■

位置

有关这些参数的更多信息，请查阅各自的操作系统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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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任务

13.

如果您有 Veritas Backup Reporter (VBR) 或 NetBackup Operations Manager (NOM)
并且要升级到 OpsCenter 的最新版本，必须首先升级到 OpsCenter 7.0.x 或 7.1.x。
您不能从 VBR 或 NOM 直接升级到 OpsCenter 的最新版本。
请参见第 71 页的“OpsCenter 中支持的升级路径”。

14.

确保至少有三倍于数据库大小的可用磁盘空间。升级到 OpsCenter 前应完成这一工
作。

15.

如果您计划升级 OpsCenter 且已更改数据库密码，Veritas 建议您在执行升级前将
数据库密码重置为初始密码。
请参见第 155 页的“更改 OpsCenter 数据库管理员密码”。

16.

在升级 OpsCenter 之前，Veritas 建议您使用 dbbackup 实用程序对 OpsCenter
数据库进行热备份（无需停止 OpsCenter）。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

17.

如果您计划升级 NetBackup、Backup Exec 或 PureDisk 和 OpsCenter 等备份产
品，建议您先升级 OpsCenter 组件。 通过在升级备份产品之前升级 OpsCenter 组
件，备份产品将可以在添加到控制台后由 OpsCenter 从中收集数据。
必须按照以下顺序执行升级：

18.

■

升级 OpsCenter 服务器

■

升级您使用的备份产品，如 NetBackup。

如果您计划升级到 OpsCenter 且 OpsCenter 数据库安装在自定义位置，请确保
/tmp 上的可用空间大于或等于当前 OpsCenter 数据库的大小。
如果 /tmp 上的可用空间小于当前 OpsCenter 数据库的大小，升级前请按照以下步
骤操作：

1

创建安装 OpsCenter 数据库的目录（如 temp）：
<OpsCenterDatabaseCustomLocation>\temp。

2

导出名为 SATMP 的变量及其值 <OpsCenterDatabaseCustomLocation>/temp。
使用以下命令：
export SATMP=<OpsCenterDatabaseCustomLocation>/temp

3

运行 OpsCenter 安装程序。

4

升级成功后，取消设置环境变量 SATMP 并从
<OpsCenterDatabaseCustomLocation> 中删除 temp 目录。
使用以下命令可取消设置 SATMP 变量：
unset SA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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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任务

19.

如果 OpsCenter 组件安装在双堆栈 IPv4 和 IPv6 主机上，默认 IP 必须是 IPv4，系
统的主机名也必须相应配置。

20.

在群集环境中，请首先升级主动节点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然后再升级被动节点
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安装 OpsCenter
本节介绍了在 Windows 和 UNIX 主机上全新安装 OpsCenter 的过程。
注意：安装 OpsCenter 后，在安装语言包时，请勿停止 OpsCenter 服务。 要验证
是否已成功安装语言包，请转到“设置”>“用户首选项”>“常规”>“默认语言
环境”，然后检查是否看到所安装的区域设置。
OpsCenter 7.7 不支持从 NOM 和 VBR 进行升级。
请参见第 102 页的“关于 Windows 和 UNIX 上的 OpsCenter 升级”。
请参见第 125 页的“关于群集 OpsCenter”。
表 2-7 提供了安装 OpsCenter 组件的步骤。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时，可将此表作为清单使用。
表 2-7
步骤编号

步骤

1

■

■
■

■
■

2

安装、升级和群集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的步骤

请仔细查看 OpsCenter 服务器
和代理主机的硬件要求和软件
要求。
请确保符合操作系统要求。
通读防火墙设置和端口号信
息。
通读代理部署章节。

参考主题
■

请参见第 64 页的“关于计划 OpsCenter 安装”。

■

http://www.netbackup.com/compatibility

■

请参见第 172 页的“关于通信和防火墙注意事项”。

■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规划 OpsCenter 代理部署”。

■

请参见第 74 页的“安装或升级的准备工作”。

安装 OpsCenter 之前，请查看
安装/升级清单。

通读相应的安装章节。

请参见第 80 页的“关于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提供了有关全新安装、升级和群
集的不同章节。

请参见第 84 页的“关于在 UNIX 上安装 OpsCenter”。

注意：安装后，请验证
OpsCenter 是否能够正确运行。

请参见第 102 页的“关于 Windows 和 UNIX 上的 OpsCenter
升级”。
请参见第 125 页的“关于群集 Ops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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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使用安装向导在 Windows 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两张 OpsCenter DVD 包含适用
于所有可用平台的 OpsCenter 软件。
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组件之前，请查看以下注意事项：
■

Veritas 建议您在安装 OpsCenter 组件之前启用 8.3 文件名创建。 如果禁用了
8.3 文件名创建，请先启用它并重新启动 Windows 主机，然后再安装或升级到
OpsCenter 组件。

■

当安装 OpsCenter 组件时，不得运行其他任何安装。另外，在安装完成后，应
在安装其他 OpsCenter 组件之前等待一段时间。

注意：Veritas 建议您在开始安装后不要取消或中断它。
请参见第 80 页的“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请参见第 82 页的“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代理”。
请参见第 83 页的“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Windows 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注意：如果在已经安装相同 OpsCenter 版本的系统上安装 OpsCenter 组件，则安
装程序将在维护模式下运行。 在维护模式下，可以修复或删除系统上已安装的
OpsCenter 组件。
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1

在要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的 Windows 主机上，将 OpsCenter 产品 DVD 插
入 DVD 驱动器中。

2

■

如果已启用自动运行，将显示 Veritas DVD 浏览器。

■

如果没有启用自动运行，请单击“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的
“打开”文本框中，键入 D:\Browser.exe，然后按 Enter：
其中 D 为 DVD 驱动器。
将显示 Veritas DVD 浏览器。

3

在 Veritas DVD 浏览器上，单击“安装”链接。

4

单击“OpsCenter 服务器安装”链接以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服
务器。

5

此时将显示 OpsCenter 安装向导。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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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该项，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上
载到 Veritas。 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的开发方向以及分析相关问
题。

7

“安装选项”屏幕上显示以下选项：
仅安装到此计算机

选择此选项将在此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安装群集 OpsCenter 服务器

选择此选项将以群集模式在所有选定节点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您需要在群集的每个节点上手动安
装 OpsCenter 服务器。
如果已安装 Cluster Server，则此选项处于启用状态。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在 Windows 上构建 OpsCenter 群
集”。

选择“仅安装到此计算机”。
在“安装方法”部分，单击“典型”以使用默认的设置、安装位置或端口号。
将安装所需空间与安装目录中的实际可用空间进行比较。
如果要更改默认的设置、位置或端口号，请单击“自定义”。
单击“下一步”。

8

在“许可证密钥”面板上，输入购买 OpsCenter 时收到的演示密钥或永久密
钥，然后单击“添加密钥”。
请参见第 66 页的“OpsCenter Analytics 许可证密钥”。
您也可以在以后从 OpsCenter 控制台添加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关于管理许可证”。

9

单击“下一步”。安装程序会显示已针对安装选择的设置摘要。
选中“保存摘要至”字段以保存安装摘要。单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
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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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击“安装”。
安装程序开始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
注意：在 Windows 上，默认的 OpsCenter 数据库位置是：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server\db\data

11 成功安装后，可以查看 OpsCenter 控制台或安装日志。
在以下位置生成安装日志：%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
INSTALLLOGS\OpsCenterServerInstallLog.htm。
如果稍后在维护模式下运行安装程序，也将在同一位置生成
OpsCenterServerMaintenanceInstallLog.htm。

12 单击“完成”。

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代理
使用以下过程在 Windows 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 代理。
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代理

1

可以将 OpsCenter 代理安装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产品主机或独立的主
机上。要确定要在何处安装 OpsCenter 代理，请查看有关代理部署的信息。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规划 OpsCenter 代理部署”。

2

在要安装 OpsCenter 代理的 Windows 主机上，将 OpsCenter 产品 DVD 插入
DVD 驱动器中。

3

■

如果已启用自动运行，将显示 Veritas DVD 浏览器。

■

如果没有启用自动运行，请单击“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的
“打开”文本框中，键入 D:\Browser.exe，然后按 Enter：
其中 D 为 DVD 驱动器。
将显示 Veritas DVD 浏览器。

4

在 Veritas DVD 浏览器上，单击“安装”链接。

5

单击“OpsCenter 代理安装”链接以安装 OpsCenter 代理。

6

此时将显示 OpsCenter 安装向导。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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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该项，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上
载到 Veritas。 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的开发方向以及分析相关问
题。

8

默认安装位置是 C:\Program Files\Symantec。要将 OpsCenter 安装到不同
的目录，请单击“浏览”。
单击“下一步”。

9

安装程序将显示您为代理安装选择的设置的摘要。
选中“保存摘要至”字段以保存安装摘要。单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
选位置。

10 单击“安装”。
安装程序将开始安装 OpsCenter 代理。

11 成功安装后，可以查看代理安装日志或打开自述文件。
在以下位置生成安装日
志：%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OpsCenterAgentInstallLog.htm。
如果稍后在维护模式下运行安装程序，也将在同一位置生成
OpsCenterAgentMaintenanceInstallLog.htm。

12 单击“完成”。

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View Builder
使用以下过程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View Builder

1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上，将 OpsCenter 产品 DVD 插入 DVD 驱动器中。

2

■

如果已启用自动运行，将显示 Veritas DVD 浏览器。

■

如果没有启用自动运行，请单击“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的
“打开”文本框中，键入 D:\Browser.exe，然后按 Enter：
其中 D 为 DVD 驱动器。
将显示 Veritas DVD 浏览器。

3

在 Veritas DVD 浏览器上，单击“安装”链接。

4

单击“OpsCenter View Builder 安装”链接以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View 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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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时将显示 OpsCenter 安装向导。单击“下一步”。

6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该项，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上
载到 Veritas。 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的开发方向以及分析相关问
题。

7

如果要更改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安装的默认位置，请
在“安装位置”屏幕上，单击“浏览”。
注意：在 Windows 64 位计算机上的默认安装位置是 C:\Program Files
(x86)\Symantec。

8

选择新位置，然后单击“下一步”。

9

安装程序将显示为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安装选择的设
置的摘要。
选中“保存摘要至”字段以保存安装摘要。单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
选位置。

10 单击“安装”。
安装程序开始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View Builder。

11 成功安装后，可以查看安装日志或打开自述文件。
在以下位置生成安装日志：%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
INSTALLLOGS\OpsCenterViewBuilderInstallLog.htm。
如果稍后在维护模式下运行安装程序，也将在同一位置生成
OpsCenterViewBuilderMaintenanceInstallLog.htm。

12 单击“完成”。

关于在 UNIX 上安装 OpsCenter
此部分提供在 UNIX 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 的过程。
您可以通过 OpsCenter DVD 安装 OpsCenter 组件。有三张 OpsCenter DVD 可用
- 一张适用于 Windows，两张适用于 UNIX。请根据计划安装的平台选择相应的
OpsCenter 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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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Veritas 建议您在开始安装后不要取消或中断它。
请参见第 85 页的“在 UNIX 上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Server ”。

在 UNIX 上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Server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UNIX 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软件。
在 UNIX 上安装 OpsCenter Server

1

打开 UNIX 控制台，并在目标主机上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2

在要安装 OpsCenter 的计算机上装入相应的 OpsCenter 产品 DVD。

3

键入以下命令：。/install. 按 Enter。

4

将显示“欢迎”消息。按 Enter 继续操作。

5

然后，安装程序将检查系统上是否已安装有 OpsCenter 服务器。如果 OpsCenter
服务器已安装，系统将会提示您。安装程序还会检查系统中的现有软件包。

6

安装程序将显示即将安装的组件（如 PBX、AT、OpsCenter 服务器、OpsCenter
GUI 等）列表。查看此列表，然后按 Enter 继续。

7

安装程序将提示您回答以下问题：
Where do you want to install Veritas OpsCenter? </opt>

键入要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包的目录路径，然后按 Enter。
要接受默认路径 (/opt)，请按 Enter 而不键入目录路径。

8

键入 y 确认目录路径，然后按 Enter。

9

安装程序将提示您回答以下问题：
Participate in the NetBackup Product Improvement Program? [y,n,q]
(y)

如果键入 y 并按下 Enter，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
用信息上载到 Veritas。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的开发方向以及分
析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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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在系统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安装程序将提示以下信息：
Specify a local directory for the Veritas OpsCenter database.
A directory named 'OpsCenterServer' will be created within the
directory that you specify. (/var/symantec/)

键入要安装 OpsCenter 数据库的目录路径，然后按 Enter。
如果创建备用数据库目录，脚本将在该目录下创建 OpsCenterServer 文件夹。
要接受默认数据库安装目录 (/var/Symantec)，请按 Enter 而不键入目录路
径。
如果主机上不存在数据库安装目录 (/var/symantec)，将会显示以下信息：
Directory "/var/symantec" does not exist. Do
you want to create the directory? [y,n,q] y

键入 y 确认并按 Enter。
将显示以下信息：
The OpsCenter database server may require up to
1 GB of temporary space at runtime. By default, temporary files
will be created in the database installation directory
/var/Symantec/OpsCenterServer

11 将提示您以下消息：
Would you like to use an alternate directory for
database server temporary space? [y,n,q] (n)

要将数据库安装目录用于数据库服务器临时空间，请按 Enter 而不键入目录路
径。
要指定一个其他目录，请键入 y，然后按 Enter。
键入数据库服务器临时空间的目录路径，然后按 Enter。

12 查看选择的安装选项。也会显示数据库目录和数据库临时目录的位置。

86

安装 OpsCenter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安装 OpsCenter

13 键入 y，然后按 Enter 可以确认选择并继续。
键入 n，然后按 Enter 可以重复配置步骤并修改您的选择。
已对系统的配置进行了更改。

14 系统将提示您提供许可证信息。安装程序将通过以下信息对您进行提示：
Please enter a Veritas OpsCenter Analytics license key
or press <Return>:

请输入在购买 OpsCenter 时收到的有效的演示密钥或永久密钥，然后按 Enter。
如果不输入密钥，获得的将是未授权版本。如果使用未授权版本 (OpsCenter)，
则将无法访问授权的功能。
请参见第 66 页的“OpsCenter Analytics 许可证密钥”。
您也可以在以后从 OpsCenter 控制台添加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关于管理许可证”。

关于在 Windows 上静默安装 OpsCenter
本节介绍如何在 Windows 平台上静默安装 OpsCenter 组件，还涵盖了跟踪静默安
装进度的方式和一些故障排除提示。
请参见第 87 页的“静默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
请参见第 98 页的“关于编辑响应文件”。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跟踪静默安装的进度”。

静默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
静默安装不需要交互式输入。静默安装使用响应文件自动安装 OpsCenter。 当您需
要在多个服务器上执行相同的安装时，请使用静默安装。
必须先创建响应文件，然后再使用该文件执行静默安装。 创建响应文件的过程要求
您运行安装向导。 您在向导页中指定的值将保存到响应文件中。
如果需要，也可以编辑响应文件。
请参见第 98 页的“关于编辑响应文件”。
关于静默安装，请注意以下几点：
■

仅 Windows 平台支持 OpsCenter 的静默安装。

■

群集上不支持 OpsCenter 静默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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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默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要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的系统。

2

将相应的 OpsCenter 产品 DVD 插入 DVD 驱动器中。

3

在系统上打开命令提示符。
导航到 <DVD Drive>\<Architecture>\Server 目录。

4

输入以下命令：
SETUP.EXE -NoInstall

请注意，开关 -NoInstall 区分大小写。
此命令启动安装向导，从中可以指定首选项。请注意，安装向导将根据您输入
的内容创建响应文件，而不会安装产品。

5

此时将显示 OpsCenter 安装向导的“欢迎使用”面板。单击“下一步”。

6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该项，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上
载到 Veritas。 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的开发方向以及分析相关问
题。

7

在“安装选项”面板中，选择“仅安装到此计算机”。
在“安装方法”部分，单击“典型”以使用默认的设置、安装位置或端口号。
同时将安装所需空间与安装目录中的实际可用空间进行比较。
注意：如果要更改默认的设置、位置或端口号，请单击“自定义”。
单击“下一步”。

8

在“许可证密钥”面板上，输入购买 OpsCenter 时收到的演示密钥或永久密
钥，然后单击“添加密钥”。
如果不输入密钥，获得的将是未授权版本。如果使用未授权版本 (OpsCenter)，
则将无法访问授权的功能。
有关授权许可的详细信息，请参见《OpsCenter 管理指南》。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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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装程序会显示已针对安装选择的设置摘要。选中“保存摘要至”字段以保存
安装摘要。单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选位置。
单击“安装”。请注意，单击“安装”不会安装该产品。

10 将显示“安装状态”面板。单击“完成”。
11 将在以下位置创建名为 Server-<DD-MM-YY-HH-MIN-SS>.XML 的响应文件：
驱动器:\windows\temp\Symantec\OpsCenter

例如：C:\windows\temp\Symantec
可使用此 XML 文件在多台计算机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

12 在命令提示符中，请确保您位于 SETUP.EXE 所在的目录。
13 输入以下命令以运行静默安装：
SETUP -Silent -RespFile <path of the response file>

示例： Setup -Silent -RespFile C:\Server-07-12-09-06-11-31.xml
请注意，开关 -Silent 和 -RespFile 区分大小写。

14 在以下位置生成安装日志：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
INSTALLLOGS\OpsCenterServerInstallLog.htm.

如果稍后在维护模式下运行安装程序，也将在同一位置生成
OpsCenterServerMaintenanceInstallLog.htm。
要跟踪安装进度，请参见下一节。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跟踪静默安装的进度”。
成功完成安装后，可以在“添加/删除程序”中看到 OpsCenter 服务器。
静默安装 OpsCenter 代理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要安装 OpsCenter 代理软件的系统。

2

将相应的 OpsCenter 产品 DVD 插入 DVD 驱动器中。

3

在系统上打开命令提示符。
导航到 <DVD Drive>\<Architecture>\Agent 目录。
示例： D:\x86\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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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以下命令：
SETUP.EXE -NoInstall

请注意，开关 -NoInstall 区分大小写。
此命令启动安装向导，从中可以指定首选项。请注意，安装向导将根据您输入
的内容创建响应文件，而不会安装产品。

5

此时将显示 OpsCenter 安装向导。单击“下一步”。

6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此选项，则安装程序会以安全方式自动上载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
息。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的开发方向以及分析相关问题。

7

默认安装位置是 C:\Program Files\Symantec。要将 OpsCenter 安装到其他
目录，请单击“浏览”。
单击“下一步”。

8

安装程序将显示您为代理安装选择的设置的摘要。选中“保存摘要至”字段以
保存安装摘要。单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选位置。

9

单击“安装”。请注意，单击“安装”不会安装该产品。

10 将显示“安装状态”面板。单击“完成”。
11 将在以下位置创建名为 Agent-<DD-MM-YY-HH-MIN-SS>.XML 的响应文件：
C:\windows\temp\Symantec\OpsCenter

可使用此 XML 文件在多台计算机上安装 OpsCenter 代理软件。

12 在命令提示符中，请确保您位于 SETUP.EXE 所在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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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输入以下命令以运行静默安装：
SETUP -Silent -RespFile <path of the response file>

示例：Setup -Silent -RespFile C:\Agent-07-12-09-06-11-31.xml
请注意，开关 -Silent 和 -RespFile 区分大小写。

14 在以下位置生成安装日志：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OpsCenterAgentInstallLog.htm.

如果稍后在维护模式下运行安装程序，也将在同一位置生成
OpsCenterAgentMaintenanceInstallLog.htm。
要跟踪安装进度，请参见下一节。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跟踪静默安装的进度”。
成功完成安装后，可以在“添加/删除程序”中看到 OpsCenter 代理。
静默安装 View Builder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要安装 OpsCenter View Builder 软件的系统。

2

将相应的 OpsCenter 产品 DVD 插入 DVD 驱动器中。

3

在系统上打开命令提示符。
导航到 <DVD Drive>\<Architecture>\ViewBuilder 目录。
示例： D:\x86\ViewBuilder

4

输入以下命令：
SETUP.EXE -NoInstall

请注意，-NoInstall 开关区分大小写。
此命令启动安装向导，从中可以指定首选项。请注意，安装向导将根据您输入
的内容创建响应文件，而不会安装产品。

5

此时将显示 OpsCenter 安装向导。单击“下一步”。

6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此选项，则安装程序会以安全方式自动上载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
息。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的开发方向以及分析相关问题。

91

安装 OpsCenter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安装 OpsCenter

7

默认安装位置是 C:\Program Files\Symantec。要将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安装到其他目录，请单击“浏览”。
注意：在 Windows 64 位计算机上的默认安装位置是 C:\Program Files
(x86)\Symantec。
单击“下一步”。

8

安装程序将显示为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安装选择的设置的摘要。
选中“保存摘要至”字段以保存安装摘要。单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
选位置。

9

单击“安装”。请注意，单击“安装”不会安装该产品。

10 将显示“安装状态”面板。单击“完成”。
11 将在以下位置创建名为 ViewBuilder-<DD-MM-YY-HH-MIN-SS>.XML 的响应文
件：
C:\windows\temp\Symantec\OpsCenter

可使用此 XML 文件在多台计算机上安装 OpsCenter View Builder 软件。

12 在命令提示符中，请确保您位于 SETUP.EXE 所在的目录。
13 输入以下命令以运行静默安装：
SETUP -Silent -RespFile <path of the response file>

示例： Setup -Silent -RespFile C:\ViewBuilder-07-12-09-06-11-31.xml
请注意，开关 -Silent 和 -RespFile 区分大小写。

14 在以下位置生成安装日志：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
INSTALLLOGS\OpsCenterViewBuilderInstallLog.htm.

如果稍后在维护模式下运行安装程序，也将在同一位置生成
OpsCenterViewBuilderMaintenanceInstallLog.htm。
要跟踪安装进度，请参见下一节。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跟踪静默安装的进度”。
成功完成安装后，可以在“添加/删除程序”中看到 OpsCenter View Builder。

静默升级 OpsCenter
使用以下过程可静默升级到 OpsCenter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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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OpsCenter

1

如果您使用 OpsCenter 监视 NetBackup，请确保在升级 NetBackup 之前升级
OpsCenter。

2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要升级的 OpsCenter 系统。

3

将相应的 OpsCenter DVD 插入 DVD 驱动器。

4

在系统上打开命令提示符。
导航到 <DVD Drive>\<Architecture>\Server 目录。

5

输入以下命令：
SETUP.EXE -NoInstall

请注意，-NoInstall 开关区分大小写。
此命令启动安装向导，从中可以指定首选项。请注意，安装向导将根据您输入
的内容创建响应文件，而不会安装产品。

6

安装向导将检测系统上的现有 OpsCenter 安装。例如，“欢迎使用”屏幕上可
能会显示下列消息：
The installer has detected that Veritas OpsCenter Server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that will now be upgraded to
version.

单击“下一步”。

7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 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该项，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上
载到 Veritas。 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开发的方向以及分析问题。

8

在“安装方法”部分，单击“典型”以使用默认的设置、安装位置或端口号。
默认情况下，将选择“典型”。
另请比较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所需的空间和实际可用的空间。
单击“下一步”。
注意：升级到 OpsCenter 时，将禁用“自定义”选项。 升级到 OpsCenter 时
无法自定义默认设置、位置或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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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指定保存旧 OpsCenter 数据库的位置。默认位置是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_SavedData。
警告：如果按顺序升级 OpsCenter（例如 7.1 > 7.5 > 7.6 > 7.7），则旧的
OpsCenter_SavedData 文件夹可能已存在。 如果在升级期间
OpsCenter_SavedData 文件夹被重写，则 OpsCenter GUI 可能不会正常启动。
为避免这一问题，应在升级到 OpsCenter 前先重命名旧的
OpsCenter_SavedData 文件夹。
单击“浏览”指定其他位置。
如果目录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_SavedData 不存在，系
统将提示您创建该目录。单击“是”创建目录。
注意：通过检查此页面上的“磁盘空间要求”部分，确保数据库位置有足够的
空间。如果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将会在“必需”列中显示一个绿色复选标记。

10 在“许可证密钥”面板上，输入购买 OpsCenter 时收到的演示密钥或永久密
钥，然后单击“添加密钥”。
请参见第 66 页的“OpsCenter Analytics 许可证密钥”。
单击“下一步”。

11 安装程序将显示安装设置摘要。
选中“保存摘要至”选项以保存安装摘要。单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
选位置。
单击“安装”。请注意，单击“安装”不会安装该产品。

12 将显示“安装状态”面板。单击“完成”。
13 将在以下位置创建名为 Server-<DD-MM-YY-HH-MIN-SS>.XML 的响应文件：
C:\windows\temp\Symantec\OpsCenter

可使用此 XML 文件在多台计算机上升级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

14 在命令提示符中，请确保您位于 SETUP.EXE 所在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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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输入以下命令以运行静默安装：
SETUP -Silent -RespFile <path of the response file>

示例： Setup -Silent -RespFile C:\Server-07-12-10-06-11-31.xml
请注意，开关 -Silent 和 -RespFile 区分大小写。

16 在以下位置生成安装日志：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
INSTALLLOGS\OpsCenterServerInstallLog.htm.

如果稍后在维护模式下运行安装程序，也将在同一位置生成
OpsCenterServerMaintenanceInstallLog.htm。
要跟踪安装进度，请参见下一节。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跟踪静默安装的进度”。
成功完成安装后，可以在“添加/删除程序”中看到 OpsCenter 服务器条目。
静默升级 OpsCenter 代理

1

如果您使用 OpsCenter 监视 NetBackup，请确保在升级 NetBackup 之前首先
升级 OpsCenter。

2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要升级的 OpsCenter 代理系统。

3

将相应的 OpsCenter DVD 插入 DVD 驱动器。

4

在系统上打开命令提示符。
导航到 <<DVD Drive>\Architecture>\Agent 目录。
示例： D:\x86\Agent

5

输入以下命令：
SETUP.EXE -NoInstall

请注意，-NoInstall 开关区分大小写。
此命令启动安装向导，从中可以指定首选项。请注意，安装向导将根据您输入
的内容创建响应文件，而不会安装产品。

6

将显示 OpsCenter 安装向导。 安装向导将检测系统上的现有 OpsCenter 代理
安装。根据您所安装的 OpsCenter 代理版本，“欢迎使用”屏幕上可能会显示
以下消息：
The installer has detected that Veritas OpsCenter Agent
old_version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that will now be
upgraded to current_version.

单击“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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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该项，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上
载到 Veritas。 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开发的方向以及分析问题。

8

安装程序将显示您为 OpsCenter 代理安装选择的设置的摘要。 选中“保存摘
要至”字段以保存安装摘要。单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选位置。
单击“安装”。请注意，单击“安装”不会安装该产品。

9

将显示“安装状态”面板。单击“完成”。

10 将在以下位置创建名为 Agent-<DD-MM-YY-HH-MIN-SS>.XML 的响应文件：
C:\windows\temp\Symantec\OpsCenter

可使用此 XML 文件在多台计算机上升级 OpsCenter 代理软件。

11 在命令提示符中，请确保您位于 SETUP.EXE 所在的目录。
12 输入以下命令以运行静默安装：
SETUP -Silent -RespFile <path of the response file>

示例：Setup -Silent -RespFile C:\Agent-07-12-09-06-11-31.xml
请注意，开关 -Silent 和 -RespFile 区分大小写。

13 在以下位置生成安装日志：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OpsCenterAgentInstallLog.htm.

如果稍后在维护模式下运行安装程序，也将在同一位置生成
OpsCenterAgentMaintenanceInstallLog.htm。
要跟踪安装进度，请参见下一节。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跟踪静默安装的进度”。
成功完成安装后，可以在“添加/删除程序”中看到 OpsCenter 代理条目。
静默升级 OpsCenter View Builder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要升级的 OpsCenter View Builder 系统。

2

将相应的 OpsCenter DVD 插入 DVD 驱动器。

3

在系统上打开命令提示符。
导航到 <DVD Drive>\<Architecture>\ViewBuilder 目录。
示例： D:\x86\View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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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输入以下命令：
SETUP.EXE -NoInstall

请注意，-NoInstall 开关区分大小写。
此命令启动安装向导，从中可以指定首选项。请注意，安装向导将根据您输入
的内容创建响应文件，而不会安装产品。

5

将显示 OpsCenter 安装向导。 此安装向导会检测现有的 OpsCenter View
Builder，并在“欢迎使用”面板上显示以下消息：
The installer has detected that Veritas OpsCenter View Builder
old_version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that will now be
upgraded to current_version.

单击“下一步”继续。

6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 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该项，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上
载到 Veritas。 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开发的方向以及分析问题。

7

安装程序会显示已针对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安装选择的设置摘要。 选中
“保存摘要至”字段以保存安装摘要。单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选位
置。
单击“安装”。

8

将在以下位置创建名为 ViewBuilder-<DD-MM-YY-HH-MIN-SS>.XML 的响应文
件：
C:\windows\temp\Symantec\OpsCenter

可使用此 XML 文件在多台计算机上升级 OpsCenter View Builder 软件。

9

在命令提示符中，请确保您位于 SETUP.EXE 所在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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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输入以下命令以运行静默安装：
Setup -Silent -RespFile <path of the response file>

示例：Setup -Silent -RespFile C:\ViewBuilder-07-12-10-06-11-31.xml
请注意，开关 -Silent 和 -RespFile 区分大小写。

11 在以下位置生成安装日志：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
INSTALLLOGS\OpsCenterViewBuilderInstallLog.htm.

如果稍后在维护模式下运行安装程序，也将在同一位置生成
OpsCenterViewBuilderMaintenanceInstallLog.htm。
要跟踪安装进度，请参见下一节。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跟踪静默安装的进度”。
成功完成安装后，可以在“添加/删除程序”中看到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关于编辑响应文件
您可以编辑响应文件，以修改为安装向导提供的任何输入。静默安装基于这些输
入。要编辑响应文件，请从 C:\Windows\Temp\Symantec\OpsCenter 打开此文件
并修改相应安装属性的 Value 字段。例如，您可以编辑响应文件，修改 OpsCenter
安装位置、许可证密钥信息或数据库目录。
以下是示例响应文件的内容：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
- <XML_Install>
- HYPERLINK \l ""- <OpsCenter_Server>
<InstallProperty Name="RAN_SETUP" Value="1" />
<InstallProperty Name="SYMTMPPATH"
Valu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
1\Symantec\OpsCenter\" />
<InstallProperty Name="TELEMETRY_UPLOAD" Value="YES" />
<InstallProperty Name="INSTALLHTMLLOGPATH" Value="C:\Documents and
Settings\
All
Users\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OpsCenterServerInstallLog.htm"
/>
<InstallProperty Name="BUSINESS_REP_LIC_KEYS" Value="0" />
<InstallProperty Name="SCMSTARTTYPE" Value="auto" />
<Installproperty Name="INSTALLPBX" Value="YES" />
<Installproperty Name="STARTSERVICE" Value="YES" />
<InstallProperty Name="INSTALLDIR" Value="C:\Program Files\Syman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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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allproperty Name="DATABASE_DATA_DIR" Value="C:\Program
Files\Symantec\
OpsCenter\DB\Data" />
</OpsCenter_Server>
</XML_Install>

例如，可以将 INSTALLDIR 属性的值从 C:\Program Files\Symantec 更改为
D:\Symantec，从而在此响应文件中修改 OpsCenter 的安装位置。 还可以通过修
改 DATABASE_DATA_DIR 属性的值来修改数据库目录。
同样，可以通过更改 BUSINESS_REP_LIC_KEYS 安装属性下的 <TagValue>
LicenseKey </TagValue> 元素值来修改许可证密钥。
如果您没有许可证密钥，必须输入 0（零）作为 BUSINESS_REP_LIC_KEYS 安装
属性的值。例如，<InstallProperty Name="BUSINESS_REP_LIC_KEYS" Value="0"
/>
零表示安装期间未提供许可证密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使用免费或未授权的
OpsCenter 版本提供的功能。
有关 OpsCenter 功能（未授权版本）的更多信息，请参见《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管理指南》中的“关于 OpsCenter 功能”部分。
如果有用于安装的许可证密钥，必须使用 BUSINESS_REP_LIC_KEYS 安装属性
下的 <TagValue>LicenseKey </TagValue> 元素将其传递到响应文件中。
还可以在响应文件中添加多个许可证密钥。要在响应文件中添加多个许可证密钥，
可在不同行的 BUSINESS_REP_LIC_KEYS 安装属性下的 <TagValue>LicenseKey
</TagValue> 元素中添加许可证密钥。可以按任意顺序输入许可证密钥。
例如，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standalone="no" ?>
- <XML_Install>
- HYPERLINK \l ""- <OpsCenter_Server>
<InstallProperty Name="RAN_SETUP" Value="1" />
<InstallProperty Name="SYMTMPPATH"
Value="C:\DOCUME~1\ADMINI~1\LOCALS~1\
Temp\1\Symantec\OpsCenter\" />
<InstallProperty Name="TELEMETRY_UPLOAD" Value="YES" />
<InstallProperty Name="INSTALLHTMLLOGPATH" Value="C:\Documents and
Settings\
All
Users\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OpsCenterServerInstallLog.htm"
/>
<InstallProperty Name="BUSINESS_REP_LIC_K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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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Value>ORZDD-XYZU-BBBB-CCCC-TTTT-DRTR-UPUP-ININ-HJHJ-P</TagValue>

<TagValue>XYZU-ORZF-UPUP-YHYH-KIOP-BUSA-LIIP-UBSI-VNGR-K</TagValue>
<TagValue>SDHA-JNRA-UJUJ-BRDR-DEWS-HPYL-NINC-MBRI-AVXO-W</TagValue>
<InstallProperty Name="SCMSTARTTYPE" Value="auto" />
<Installproperty Name="INSTALLPBX" Value="YES" />
<Installproperty Name="STARTSERVICE" Value="YES" />
<InstallProperty Name="INSTALLDIR" Value="C:\Program Files\Symantec\"
/>
<Installproperty Name="DATABASE_DATA_DIR" Value="C:\Program
Files\Symantec\
OpsCenter\DB\Data" />
</OpsCenter_Server>
</XML_Install>

有关 OpsCenter Analytics 功能（已授权版本）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管理指南》中的“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功能”部分。
■

Veritas 建议您不要更改 RAN_SETUP、SCMSTARTTYPE、INSTALLPBX 和
STARTSERVICE 安装属性的值。
修改后，必须保存响应文件。
在响应文件中输入或修改的文本区分大小写。

注意：默认情况下，在 OpsCenter 中，数据库将在开始时进行升级。 如果您希望
在静默安装时首先升级 OpsCenter 软件，需要在响应文件中添加下列内容：
<InstallProperty Name="ENABLEPREDBUPGRADE" Value="FALSE" />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 OpsCenter 升级失败情形”。

关于跟踪静默安装的进度
执行静默安装时，可以在 Windows 任务管理器的“进程”选项卡中看到 SETUP.EXE
进程正在运行。此外，还将可以在任务管理器中看到多个 msiexec.exe 进程正在运
行。
还可以通过检查 Vxinst.log 文件的大小来跟踪静默安装是否正在进行。Vxinst.log
文件的大小会随着静默安装的进度而增加。Vxinst.log 文件在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 中生成。
请参见第 101 页的“对静默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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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静默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使用以下过程可对静默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必须在静默安装结束后再执行该过
程。
对静默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1

静默安装结束后，请导航到以下位置：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

2

检查是否存在名为 OpsCenterInstallLog.htm 的文件。如果
OpsCenterInstallLog.htm 不存在，请参见 7。

3

打开 OpsCenterInstallLog.htm 并检查时间戳和 OpsCenter 组件，以确保其
为正确的日志文件。
必须检查时间戳，因为先前的静默安装可能已经生成了
OpsCenterInstallLog.htm。
此外，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代理或 View Builder 时，也会生成相同的
OpsCenterInstallLog.htm 文件。因此，必须检查与
OpsCenterInstallLog.htm 关联的特定 OpsCenter 组件。

4

可以通过打开 OpsCenterInstallLog.htm 并查看文件中的第一行来检查时间
戳。例如，以下为示例 OpsCenterInstallLog.htm 文件中的第一行：
01-19-2010,13:35:30: -Silent _Resp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gent-19-01-10-13-04-21.xml"

在本示例中，时间戳为 01-19-2010, 13:35:30。

5

要了解与日志文件关联的 OpsCenter 组件，请在 OpsCenterInstallLog.htm
文件中搜索以下关键字：
OpsCenter 服务器

在文件中搜索 OpsCenter Server 时，会
找到多个匹配项。这意味着该日志文件与
OpsCenter 服务器有关。

OpsCenter 代理

在文件中搜索 OpsCenter Agent 时，会找
到多个匹配项。这意味着该日志文件与
OpsCenter 代理有关。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在文件中搜索 OpsCenter View Builder
时，会找到多个匹配项。这意味着该日志
文件与 OpsCenter View Builder 有关。

注意：如果您已经检查了与存在的所有 OpsCenterInstallLog.htm 文件关联
的时间戳和 OpsCenter 组件，但未找到有效的 OpsCenterInstallLog.htm 文
件，请参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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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 OpsCenterInstallLog.htm 文件对静默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打开
OpsCenterInstallLog.htm 文件，以查看安装是否成功，或了解安装失败的
原因。此文件在结尾处显示安装状态。此文件中的安装错误标记为红色。还可
以看到关于错误发生原因的描述，然后进行相应的故障排除。
忽略此过程的后续步骤。

7

如果 OpsCenterInstallLog.htm 不存在或无法找到有效的
OpsCenterInstallLog.htm 文件，请检查
OpsCenter<Product>InstallLog.htm 文件是否存在。在
OpsCenter<Product>InstallLog.htm 中，<Product> 可以是 Server、Agent
或 View Builder，具体取决于所安装的 OpsCenter 组件。

8

通过检查时间戳，确保 OpsCenter<Product>InstallLog.htm 文件是正确的。
可以通过打开 OpsCenter<Product>InstallLog.htm 文件并查看文件中的第
一行来检查时间戳。例如，以下为示例 OpsCenter<Product>InstallLog.htm
文件中的第一行：
01-19-2010,13:35:30: -Silent _Resp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gent-19-01-10-13-04-21.xml"

在本示例中，时间戳为 01-19-2010, 13:35:30。

9

使用 OpsCenter<Product>InstallLog.htm 文件对静默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
除。可以打开 OpsCenter<Product>InstallLog.htm 文件，以查看安装是否
成功，或了解安装失败的原因。此文件在结尾处显示安装状态。此文件中的安
装错误标记为红色。还可以看到关于错误发生原因的描述，然后进行相应的故
障排除。

请参见第 100 页的“关于跟踪静默安装的进度”。

关于 Windows 和 UNIX 上的 OpsCenter 升级
本节介绍您可如何在 Windows 和 UNIX 平台上升级 OpsCenter。
注意：从 7.7 版开始，NetBackup OpsCenter 不再支持“搜索和保留”功能。 但
是，OpsCenter 会继续显示与保留相关的特定信息。 升级到 NetBackup OpsCenter
7.7 时，无法对备份映像执行搜索。 系统将删除备份映像的现有已保存搜索以及对
应的结果。 合法保留转换为用户保留。 可以通过使用 NetBackup 的 nbholdutil
命令管理这些保留。 有关该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命令参考指南》。
升级到版本 7.7 后，将删除“保留报告”。如果已保存的自定义报告包含与索引编
制相关的过滤器，则这些过滤器会从报告中自动删除。
请参见第 114 页的“在 UNIX 上升级 Ops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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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升级到 OpsCenter 之前，请查看以下过程：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升级期间导入身份验证设置”。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关于与 OpsCenter AT 相关的 OpsCenter 升级方案”。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导出身份验证设置”。
请参见第 107 页的“关于 OpsCenter 升级的重要说明 ”。

关于在 OpsCenter 升级期间导入身份验证设置
本节提供了升级 OpsCenter 之前您可能需要了解的信息。 从低于 7.6 的版本升级
到 OpsCenter 的最新版本时，由于 AT（Veritas 产品验证服务）服务略有变化，因
此您需完成几个任务。
AT 用于用户身份验证。例如，从先前的 OpsCenter 设置中导入身份验证设置时，
需使用 AT。
从 OpsCenter 7.6 开始，身份验证服务（以前称为 Veritas 产品验证服务或 AT）嵌
入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中。 每个 OpsCenter 7.6 设置都有其自己的 AT 配置，称
为 OpsCenter AT。 根据不同的安装和升级方案，在安装前后需要执行的任务也有
所不同。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 OpsCenter AT”。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关于与 OpsCenter AT 相关的 OpsCenter 升级方案”。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导出身份验证设置”。
请参见第 107 页的“关于 OpsCenter 升级的重要说明 ”。

关于与 OpsCenter AT 相关的 OpsCenter 升级方案
表 2-8 描述了各种 OpsCenter 升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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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升级方案

表 2-8
安装方案

需要执行的其他任务

安装后出现的情况

全新 OpsCenter 安装

无

安装程序在 OpsCenter 服务
器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 AT
OpsCenter 使用自己的
OpsCenter AT 进行用户身份
验证

注意：如果在群集模式下部
署 OpsCenter，则每个
OpsCenter 节点都有自己的
OpsCenter AT 配置。 每个群
集节点都有嵌入式 AT 二进制
文件，并且所有节点共享相
同的 AT 配置，身份验证数据
位于共享磁盘上。
升级到 OpsCenter：早期
OpsCenter 版本中使用非群集设置
和共享

无

安装程序在 OpsCenter 服务
器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 AT
OpsCenter 使用自己的
OpsCenter AT 进行用户身份
验证
共享 AT 代理的数据存储导入
OpsCenter AT 代理的数据存
储
仅 OpsCenterUsers (vx) 域用
户导入 OpsCenter AT
PureDisk 和启用了 NBAC 的
NetBackup 的所有凭据都从
远程 AT 导入 OpsCenter AT
在安装后，导入的所有
OpsCenterUsers (vx) 用户都
可以登录到 Ops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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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方案

需要执行的其他任务

安装后出现的情况

升级到 OpsCenter：早期
OpsCenter 版本中使用非群集设置
和远程 AT

升级前任务： 使用 atutil 实用程序将共享 AT 代理 安装程序在 OpsCenter 服务
的数据导出到 XML 文件
器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 AT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导出身份验证设置”。

OpsCenter 使用自己的
注意：当复制已导入的 xml 文件时，DOS 到 UNIX OpsCenter AT 进行用户身份
验证
的转换可能会不正确，在 xml 文件中可能会产生
垃圾字符。这可能会导致导入失败。要避免此问 PureDisk 和启用了 NBAC 的
题，请通过 FTP 并使用二进制格式复制 xml 文件。 NetBackup 的所有凭据都从
远程 AT 导入 OpsCenter AT
升级任务：在 OpsCenter 升级期间，出现提示时，
导入此 XML 文件以将身份验证设置从共享 AT 添 仅 OpsCenterUsers (vx) 域用
户导入 OpsCenter AT
加到 OpsCenter AT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升级期间导 在安装后，导入的所有
OpsCenterUsers (vx) 用户都
入身份验证设置”。
可以登录到 OpsCenter。
升级后任务：
如果导入不成功，默认 OpsCenter 用户需要重置
从 OpsCenter 早期版本导入的 OpsCenterUsers
(vx) 域用户的密码。
需要在启用了 NBAC 的 NetBackup/PureDisk 服
务器和 OpsCenter 服务器之间重新建立信任。
请参见第 121 页的“在 OpsCenter 和启用了 NBAC
的 NetBackup 或 PureDisk 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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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方案

需要执行的其他任务

安装后出现的情况

升级到 OpsCenter：早期
OpsCenter 版本中使用群集设置和
远程 AT

升级前任务： 使用 atutil 实用程序将共享 AT 代理 安装程序在 OpsCenter 服务
的数据导出到 XML 文件
器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 AT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导出身份验证设置”。

OpsCenter 使用自己的
注意：当复制已导入的 xml 文件时，DOS 到 UNIX OpsCenter AT 进行用户身份
验证
的转换可能会不正确，在 xml 文件中可能会产生
垃圾字符。这可能会导致导入失败。要避免此问 PureDisk 和启用了 NBAC 的
题，请通过 FTP 并使用二进制格式复制 xml 文件。 NetBackup 的所有凭据都从
远程 AT 导入 OpsCenter AT
升级任务：在 OpsCenter 升级期间，出现提示时，
导入此 XML 文件以将身份验证设置从共享 AT 添 仅 OpsCenterUsers (vx) 域用
户导入 OpsCenter AT
加到 OpsCenter AT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升级期间导 在安装后，导入的所有
OpsCenterUsers (vx) 用户都
入身份验证设置”。
可以登录到 OpsCenter。
升级后任务：
如果导入不成功，默认 OpsCenter 用户需要重置
从 OpsCenter 早期版本导入的 OpsCenterUsers
(vx) 域用户的密码。
需要在启用了 NBAC 的 NetBackup/PureDisk 服
务器和 OpsCenter 服务器之间重新建立信任。
请参见第 121 页的“在 OpsCenter 和启用了 NBAC
的 NetBackup 或 PureDisk 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导出身份验证设置
可使用 atutil 实用程序导出 OpsCenterUsers (vx) 用户和证书。
请参考以下过程，从 OpsCenter 早期版本中导出身份验证设置：
在 Windows 上导出身份验证设置

1

登录到远程 AT 主机。

2

将 atutil.exe 从 DVD 复制到本地计算机（即远程 AT 主机）。
Windows 上 atutil 的 OpsCenter_version_Win/bin/atutil
DVD 位置

3

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以下命令：
■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set
EAT_DATA_DIR=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data

INSTALL_PATH 是已安装 OpsCenter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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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l atutil location\atutil.exe export -f filename.xml -p
password -b

例如：atutil.exe export -f E:\userdata.xml -p pass -b
在 Unix 上导出身份验证设置

1

登录到远程 AT 主机。

2

将 atutil 从 DVD 复制到本地计算机（即远程 AT 主机）。
UNIX 上 atutil 的 DVD 位置

3

OpsCenter_version_Unix/bin/atutil

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以下命令：
local atutil location/atutil export -f filename.xml -p password
-b

例如：atutil export -f /temp/userdata.xml -p pass -b

关于 OpsCenter 升级的重要说明
由于 OpsCenter 7.6 和更高版本中已嵌入 AT 配置，因此在从早于 7.6 版本的
OpsCenter 升级期间将略有变化。请在升级之前查看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

在 OpsCenter 升级期间，早期 OpsCenter 版本的 NT 用户（在 Windows 上）
和 PWD、NIS 或 NIS+ 用户（在 UNIX 上）将传输到 LDAP 用户。 只有在配置
LDAP 之后，才能使用 LDAP 用户凭据登录 OpsCenter。
请参见第 20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 AD/LDAP 域”。

■

OpsCenter 升级不会保留您在 OpsCenter 7.5 或更高版本中执行的 LDAP 配置。
升级到 OpsCenter 后，您需重新配置 LDAP。
请参见第 20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 AD/LDAP 域”。

■

升级到 OpsCenter 后，将无法从安装在 Windows 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访问
PWD、NIS 或 NIS+ 用户（在 UNIX 上）。 这是因为在 OpsCenter 中，7.6 和
更高版本不支持远程 AT， 也不支持多代理。

在 Windows 上升级 OpsCenter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Windows 主机上升级 OpsCenter 组件。
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组件之前，请查看以下注意事项：
■

如果您计划升级 NetBackup、Backup Exec 或 PureDisk 等备份产品以及
OpsCenter 组件，我们建议您首先升级 OpsCenter 组件。 通过在升级备份产品
之前升级 OpsCenter 组件，备份产品将可以在添加到控制台后由 OpsCenter 从
中收集数据。
必须按照以下顺序执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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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号

升级步骤

参考信息

1.

升级 OpsCenter 代理

2.

升级 OpsCenter 服务器

请参见第 108 页的“在 Windows 上升级
OpsCenter 代理”。

3.

升级 OpsCenter View Builder

请参见第 110 页的“在 Windows 上升级
OpsCenter 服务器”。
请参见第 113 页的“在 Windows 上升级
OpsCenter View Builder”。

4.

升级您使用的备份产品，如
NetBackup、Backup Exec 或
PureDisk。

请参见适用的产品手册。

如果您计划只升级 OpsCenter 而不升级备份产品，以上顺序也适用。请始终先
升级 OpsCenter 代理，然后升级服务器和 View Builder。
■

Veritas 建议您在安装 OpsCenter 组件之前启用 8.3 文件名创建。 如果禁用了
8.3 文件名创建，请先启用它并重新启动 Windows 主机，然后再安装或升级到
OpsCenter 组件。

■

当安装 OpsCenter 组件时，不得运行其他任何安装。另外，在安装完成后，应
在安装其他 OpsCenter 组件之前等待一段时间。

■

Veritas 建议您在开始安装后不要取消或中断它。

■

如果尝试在已经安装 OpsCenter 的系统上安装 OpsCenter 组件，安装程序将在
维护模式下运行。 在维护模式下，可以修复或删除系统上已安装的 OpsCenter
组件。

在 Windows 上升级 OpsCenter 代理

1

如果您计划升级您的备份产品和 OpsCenter，确保您首先升级 OpsCenter。升
级 OpsCenter 时，请始终先升级 OpsCenter 代理，然后是 OpsCenter 服务器
和 View Builder。

2

在要安装 OpsCenter 代理的 Windows 主机上，将 OpsCenter 产品 DVD 插入
DVD 驱动器中。

3

■

如果已启用自动运行，将显示 Veritas DVD 浏览器。

■

如果没有启用自动运行，请单击“开始”>“运行”。 在“运行”对话框的
“打开”文本框中，键入 D:\Browser.exe，然后按 Enter：
其中 D 为 DVD 驱动器。
将显示 Veritas DVD 浏览器。

4

在 Veritas DVD 浏览器上，单击“安装”链接。

5

单击“OpsCenter 代理安装”链接以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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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随后将显示安装向导的“欢迎使用”面板。安装向导将检测系统上的现有
OpsCenter 代理安装。根据所安装的版本，“欢迎使用”屏幕上可能会显示以
下消息：
The installer has detected that Veritas OpsCenter Agent
old_version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that will now be
upgraded to new_version.

单击“下一步”继续。
注意：安装向导会进行自动检测，在 32 位 Windows 平台上安装 32 位代理软
件，在 64 位 Windows 平台上安装 64 位代理软件。64 位 Windows 平台上不
支持 32 位代理软件。
如果您的 64 位系统上已有 32 位代理安装，且您安装了 OpsCenter 代理 ，安
装程序会自动卸载旧版的 32 位软件并安装 64 位代理软件。 升级到 64 位
OpsCenter 代理后，您需要执行下列任务：

7

■

如果 32 位代理软件升级到 64 位，您之前在 OpsCenterAgentService.xml
文件中的所有代理优化配置都应重新手动执行。
OpsCenterAgentService.xml 文件用于指定将多少内存分配给代理 Java
进程，并且可以位于 <INSTALL_PATH>\agent\bin。

■

如果 32 位代理软件升级到 64 位软件且 OpsCenter 服务器上未安装代理，
那么您之前在 log.conf 文件中的所有代理配置都必须在升级后再次手动执
行。log.conf 中的代理配置可能会更改代理日志记录级别等。log.conf
文件位于 <INSTALL_PATH>\agent。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 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该项，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上
载到 Veritas。 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的开发方向以及分析相关问
题。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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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装程序将显示安装设置摘要。选中“保存摘要至”选项以保存安装摘要。单
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选位置。
单击“安装”以开始安装。 安装程序将安装 OpsCenter 代理软件。

9

成功安装后，可以查看安装日志或自述文件。
单击“完成”。
在以下位置生成安装日志：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OpsCenterAgentInstallLog.htm

注意：如果稍后在维护模式下运行安装程序，也将在同一位置生成
OpsCenterAgentMaintenanceInstallLog.htm。
在 Windows 上升级 OpsCenter 服务器

1

如果您计划升级您的备份产品和 OpsCenter，确保您首先升级 OpsCenter。升
级 OpsCenter 时，请始终先升级 OpsCenter 代理，然后是服务器和 View
Builder。

2

在要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的 Windows 主机上，将相应 OpsCenter 产品 DVD
放入 DVD 驱动器中。

3

■

如果已启用自动运行，将显示 Veritas DVD 浏览器。

■

如果没有启用自动运行，请单击“开始”>“运行”。 在“运行”对话框的
“打开”文本框中，键入 D:\Browser.exe，然后按 Enter：
其中 D 为 DVD 驱动器。
将显示 Veritas DVD 浏览器。

4

在 Veritas DVD 浏览器上，单击“安装”链接。

5

单击“OpsCenter 服务器安装”链接以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服
务器。

6

随后将显示安装向导的“欢迎使用”面板。安装向导将检测系统上的现有
OpsCenter 服务器安装。根据所安装的版本，“欢迎使用”面板上可能会显示
以下消息：
The installer has detected that Veritas OpsCenter Server current
version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that will now be
upgraded to new version.

单击“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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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 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该项，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上
载到 Veritas。 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的开发方向以及分析相关问
题。
单击“下一步”。

8

在“安装选项”面板上，单击“典型”以使用默认的设置、安装位置或端口
号。默认情况下，将选择“典型”。
另请比较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所需的空间和实际可用的空间。
注意：升级到 OpsCenter 时，将禁用“自定义”选项。升级到 OpsCenter 时，
不能自定义默认设置、位置或端口号。
单击“下一步”。

9

指定保存旧 OpsCenter 数据库的位置。默认位置是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_SavedData。
警告：如果按顺序 OpsCenter 升级（例如 7.1 > 7.5 > 7.6.1 > 7.7），则旧的
OpsCenter_SavedData 文件夹可能已存在。 如果在升级期间
OpsCenter_SavedData 文件夹被重写，则 OpsCenter 用户界面可能不会正常
启动。 为避免这一问题，应在升级到 OpsCenter 前先重命名旧的
OpsCenter_SavedData 文件夹。
单击“浏览”指定其他位置。
如果目录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_SavedData 不存在，系
统将提示您创建该目录。单击“是”创建目录。
注意：通过检查此页面上的“磁盘空间要求”部分，确保数据库位置有足够的
空间。如果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将会在“必需”列中显示一个绿色复选标记。

10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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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导入身份验证设置”面板上，选择下列选项之一：
不导入用户

如果不希望将用户从旧版 OpsCeOpsCenter 导入 OpsCenter 数据
库，请选择此选项。 只会创建默认 OpsCenter 用户，此类用户可
以登录 OpsCenter 并对其他所有现有密码进行重置。

注意：自 OpsCenter 7.6 起，Veritas 产品服务不再是共享组件，
而是每个 Veritas 产品的本地组件。 随 OpsCenter 安装的身份验证
服务（根代理和身份验证根代理）称为 OpsCenter AT。
导入用户

如果希望将用户从旧版 OpsCenter 导入 OpsCenter 数据库，请选
择此选项。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关于导入身份验证设置”一节。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升级期间导入身份验证设置”。
如果从旧版 OpsCenter 导入身份验证设置和用户失败，您需要使用默认
OpsCenter 用户凭据重置所有 OpsCenter(vx) 用户的密码。
请参见第 216 页的“重置 OpsCenter 用户密码”。

12 在“许可证密钥”面板上，输入购买 OpsCenter 时收到的演示密钥或永久密
钥，然后单击“添加密钥”。
请参见第 66 页的“OpsCenter Analytics 许可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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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装程序将显示安装设置摘要。选中“保存摘要至”选项以保存安装摘要。单
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选位置。
单击“安装”以开始安装。 安装程序将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还会将
数据迁移到 OpsCenter 数据库。 数据库迁移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
数据库的大小。

14 成功安装后，可以查看安装日志或自述文件。
单击“完成”。
在以下位置生成安装日志：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
INSTALLLOGS\OpsCenterServerInstallLog.htm

注意：如果稍后在维护模式下运行安装程序，也将在同一位置生成
OpsCenterServerMaintenanceInstallLog.htm。

注意：在 OpsCenter 中，数据库升级日志存储在以下位置：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pre-install-config\db\log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 OpsCenter 升级失败情形”。
在 Windows 上升级 OpsCenter View Builder

1

如果您计划升级您的备份产品和 OpsCenter，确保您首先升级 OpsCenter。升
级 OpsCenter 时，请始终先升级 OpsCenter 代理，然后是服务器和 View
Builder。

2

在要安装 OpsCenter View Builder 的 Windows 主机上，将 OpsCenter 产品
DVD 放入 DVD 驱动器中。

3

■

如果已启用自动运行，将显示 Veritas DVD 浏览器。

■

如果没有启用自动运行，请单击“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的
“打开”文本框中，键入 D:\Browser.exe，然后按 Enter：
其中 D 为 DVD 驱动器。
将显示 Veritas DVD 浏览器。

4

在 Veritas DVD 浏览器上，单击“安装”链接。

5

单击“OpsCenter View Builder 安装”链接以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View Bui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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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随后将显示安装向导的“欢迎使用”面板。安装向导将检测系统上的现有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安装。根据所安装的版本，“欢迎使用”面板上会显
示以下消息：
The installer has detected that Veritas OpsCenter View Builder
old_version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that will now be
upgraded to new_version.

单击“下一步”继续。

7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 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该项，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上
载到 Veritas。 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的开发方向以及分析相关问
题。
单击“下一步”。

8

安装程序将显示安装设置摘要。选中“保存摘要至”选项以保存安装摘要。单
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选位置。
单击“安装”以开始安装。 安装程序将安装 OpsCenter View Builder 软件。

9

成功安装后，可以查看安装日志或自述文件。
单击“完成”。
在以下位置生成安装日志：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
INSTALLLOGS\OpsCenterViewBuilderInstallLog.htm

注意：如果稍后在维护模式下运行安装程序，也将在同一位置生成
OpsCenterViewBuilderMaintenanceInstallLog.htm。

在 UNIX 上升级 OpsCenter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UNIX 主机上升级到 OpsCenter 软件。
注意：Veritas 建议您在开始安装后不要取消或中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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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NIX 上升级 OpsCenter 服务器

1

如果您计划升级您的备份产品和 OpsCenter，确保您首先升级 OpsCenter。升
级 OpsCenter 时，请始终先升级 OpsCenter 代理，然后是服务器和 View
Builder。

2

打开 UNIX 控制台，并在目标主机上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3

在要升级的 OpsCenter 服务器上装入 OpsCenter 产品 DVD。

4

键入以下命令：。/install. 按 Enter。

5

将显示“欢迎”消息。按 Enter 继续操作。

6

然后，安装程序将检查系统上是否已安装有 OpsCenter 服务器。如果 OpsCenter
服务器已安装，系统将会提示您。安装程序还会检查系统中的现有软件包。

7

随即显示以下提示：
Where should the existing OpsCenter
database and configuration files be backed up?
An 'OpsCenterServer_backup' directory will be created within
the directory that you specify to store these
files. (/var/symantec/)

键入可以保存现有 OpsCenter 数据库和配置文件的目录名称，然后按 Enter。
要接受默认目录路径 (/var/symantec)，请按 Enter。

8

安装程序显示将安装或升级的组件列表，如 PBX、OpsCenter 服务器、
OpsCenter 用户界面等。 查看此列表并按 Enter 继续。

9

安装程序将提示您回答以下问题：
installOpsCenterServer is now ready to
upgrade OPSCENTERSERVER.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upgrade OPSCENTERSERVER? [y,n,q] (y)

按 Enter 继续升级 OpsCenter。

10 安装程序将提示您回答以下问题：
Participate in the NetBackup Product Improvement program? [y,n,q]
(y)

如果您想参与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请按 Enter；如果不想参与，请按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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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装程序将提示您回答以下问题：
Do you want to import users from <remote AT host name> to
OpsCenter AT?

按 Enter 从 OpsCenter 的早期版本导入用户。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关于导入身份验证设置”一节。
如果导入失败，则需要重置所有 OpsCenter(vx) 用户的密码。
请参见第 216 页的“重置 OpsCenter 用户密码”。

12 默认情况下，在 OpsCenter 中，数据库将在开始时进行升级。 但是，您可以
选择先升级 OpsCenter 软件。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 OpsCenter 升级失败情形”。
数据库升级进程启动。 在此过程中，OpsCenter 数据迁移到新的 OpsCenter
数据库版本。 该数据库进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具体取决于数据库的大小。
显示以下消息：
The database upgrade is in progress.
This may take some time based on the database size.
You can see the progress and current status in
/var/tmp/(directory)/db/log/dbManager_<timestamp>_.log file.

完全安装后，这些日志将复制到以下位
置：/var/VRTS/install/logs/LogDirectory/db/log
升级过程中将生成 Log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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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装程序将显示已安装的 OpsCenter 软件包。 根据已安装的软件包，可能会
显示以下消息：
The following packages were found on the system. However the
package
versions are older than the ones required by OpsCenter.
SYMCOpsCenterServer 7.0 was found on the system, but OpsCenter
requires
SYMCOpsCenterServer 7.7.0.0
SYMCOpsCenterGUI 7.0 was found on the system, but OpsCenter
requires
SYMCOpsCenterGUI 7.7.0.0
VRTSOpsCenterLegacyServer 7.0 was found on the system, but
OpsCenter
requires VRTSOpsCenterLegacyServer 7.7.0.0

然后，安装程序将卸载旧版本的软件包并安装新版本的 OpsCenter 服务器。

14 OpsCenter 服务器完成安装。 已对系统的配置进行了更改。
15 所有 OpsCenter 进程均启动。同时也显示以下消息：
■

用于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的 Web URL

■

安装日志和摘要文件的位置。

关于 OpsCenter 升级期间保护的文件和文件夹
本节提供了 OpsCenter 升级期间保护的文件和文件夹的列表。
注意：此处列出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的位置均为默认位置。
对于 UNIX，以下是升级期间保护的文件和文件夹的列表：
对于 OpsCenter 服务器
■

/opt/SYMCOpsCenterGUI/webserver/conf/server.xml

■

/opt/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vxpmdb.log

■

/opt/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vxpmdb.db

■

/opt/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symcOpscache.db

■

/opt/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symcopsscratchdb.db

■

/opt/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symcsearchdb.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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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t/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

■

/opt/SYMCOpsCenterServer/bin/startserver

■

/opt/SYMCOpsCenterServer/db/conf

■

/opt/SYMCOpsCenterGUI/config/

■

/opt/SYMC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data/

对于 Windows，以下是升级期间保护的文件和文件夹的列表：
对于 OpsCenter 服务器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gui\webserver\conf\server.xml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gui\bin\WebUI_Login.url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gui\bin\OpsCenterGUIService.xml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server\bin\OpsCenterServerService.xml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server\db\data\vxpmdb.db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server\db\data\symcOpscache.db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server\db\data\symcopsscratchdb.db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server\db\data\symcsearchdb.db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server\db\data\vxpmdb.log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gui\config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server\db\CONF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data

对于 OpsCenter 代理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agent\bin\OpsCenterAgentService.xml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agent\config

对于 OpsCenter View Builder
■

C:\Program Files\OpsCenter\jvb\bin\OpsCenterViewBuilder.xml

关于 OpsCenter 升级失败情形
在 OpsCenter 7.6 以前的版本中，升级流程首先升级 OpsCenter 软件，然后升级数
据库。 如果升级失败，数据库会变得不一致，并且您无法使其回到原始状态。
从 OpsCenter 7.6 起，在预安装过程中首先升级数据库。 如果升级失败，之前的
OpsCenter 设置仍然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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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OpsCenter 数据库将在开始时进行升级。 如果想先升级 OpsCenter
软件，则需要执行以下操作：
更改默认升级顺序以便最后升级数据库
◆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上设置以下 ENABLEPREDBUPGRADE 注册表项：
Windows

■

在以下位置创建注册表值 ENABLEPREDBUPGRADE=FALSE：
HKLM\\SOFTWARE\\Symantec\\OpsCenter\\Server

UNIX

■

开始升级前，运行以下命令：EXPORT
ENABLEPREDBUPGRADE=FALSE

注意：在 Windows 静默安装的情况下，您需要在响应文件中添加以下内容：
<InstallProperty Name="ENABLEPREDBUPGRADE" Value="FALSE" />

请参见第 98 页的“关于编辑响应文件”。
表 2-9 描述可能发生的升级失败情形以及您如何能够在升级失败时恢复 OpsCenter
中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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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失败情形

表 2-9
数据库升级

OpsCenter 软件
升级

所需的操作

成功

失败

使用升级的数据库
1

删除失败安装。

2

重新安装 OpsCenter。

3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

4

复制将数据库升级到新设置的过程中保存在以下位置的已升级 OpsCenter
数据库：
在 Windows 上 OpsCenter_SavedData\OpsCenter\server\db\data\new_version
例如：OpsDBBackup\OpsCenter\server\db\data\7.7
在 UNIX 上 OpsCenterServer_backup/new_version/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例如：OpsDBBackup/7.7/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5

启动所有服务。

软件升级失败后恢复到先前的 OpsCenter 设置
1

删除失败安装。

2

安装升级之前的基本 OpsCenter 版本和 Maintenance Pack。

3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

4

复制数据库升级过程中保存在以下位置的之前 OpsCenter 数据库。
在 Windows 上 OpsCenter_SavedData\OpsCenter\server\db\data
在 Unix 上 OpsCenterServer_backup/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5
失败

因数据库升级失败而 ■
失败
■

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
使用完好无损的先前 OpsCenter 设置。
在以下位置的数据库升级日志中查找错误，更多地了解数据库升级失败的
根源：
在 Windows 上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pre-install-config\db\log
在 UNIX 上 - /var/VRTS/install/logs/LogDirectory/db/log
LogDirectory 是在升级过程中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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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装后任务
下列各节说明如何开始使用 OpsCenter，并介绍了一些 OpsCenter 的性能优化技
巧。
请参见第 121 页的“在 OpsCenter 和启用了 NBAC 的 NetBackup 或 PureDisk 之间
建立信任关系”。
请参见第 121 页的“验证 OpsCenter 是否正确运行”。
请参见第 122 页的“关于开始使用 OpsCenter”。
请参见第 123 页的“关于 OpsCenter 执行的启动任务”。
有关性能和优化的信息，请参考以下位置的新 OpsCenter Performance and Tuning
Guide（《OpsCenter 性能和优化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在 OpsCenter 和启用了 NBAC 的 NetBackup 或 PureDisk 之间建立
信任关系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OpsCenter 服务器和启用了 NBAC 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
PureDisk 服务器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建立信任关系

1

登录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 PureDisk 服务器主机。

2

vssat setuptrust --broker OpsCenter
hostname:1556:OPSCENTER_PBXSSLServiceID --securitylevel high

验证 OpsCenter 是否正确运行
在 Windows 或 UNIX 上安装 OpsCenter 后，执行检查来验证 OpsCenter 是否正确
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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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OpsCenter 是否正确运行

1

使用 OpsCenter 服务器安装结束时出现的 URL 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
或者，在 Web 浏览器地址栏中键入以下网址：https://<server-host>/opscenter
注意：默认情况下，OpsCenter 尝试在端口 443 (HTTPS) 上运行。如果端口
443 不可用，OpsCenter 可使用其他端口。要了解有关 OpsCenter 使用的
HTTPS 端口的更多信息，请运行 configurePorts 实用程序。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
<INSTALL_PATH>\OpsCenter\gui\bin\goodies\configurePorts.bat
-status

在 UNIX 上：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WebGUI/bin/goodies/configurePorts.sh
-status

如果 OpsCenter 使用 HTTPS 端口 8443，则使用
https://host.domain:8443/opscenter。
如果出现 OpsCenter 登录屏幕，则表明 OpsCenter 服务器、Web 服务器和身
份验证服务正在运行。
首次登录时，加载 GUI 所需的时间比通常情况要长。

2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选择以下专用域：OpsCenterUsers(vx)

关于开始使用 OpsCenter
完成 OpsCenter 的安装之后，就可以开始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了。
表 2-10 列出了 OpsCenter 中的常见任务，并包含指向相关主题和描述的链接。
表 2-10

开始使用 OpsCenter 的链接

任务

主题

主题描述

访问及登录 OpsCenter 控
制台。

请参见第 31 页的“关于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

本主题说明如何访问和登录控制台，并为可能发生的
问题提供解决方法。

更改管理员登录密码。

请参见第 193 页的“更改 OpsCenter 如果在安装过程选择保留默认密码，则管理员初次登
密码”。
录时，用户名是 admin，密码是 password。初次
登录后，建议您更改用户名和密码。

了解 OpsCenter 控制台组
件。

请参见第 43 页的“关于 OpsCenter 本主题提供控制台组件的概述。
控制台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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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主题

主题描述

详细了解如何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

请参见第 28 页的“关于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

有关了解和使用各种 OpsCenter 监视视图、管理视
图、报告视图和设置视图以及相关任务的说明，请使
用 OpsCenter 联机帮助。

关于 OpsCenter 执行的启动任务
OpsCenter 首次启动时，执行以下任务。
当 OpsCenter 启动时，它执行以下任务：
■

创建并初始化身份验证代理需要的安全域。如果这些安全域存在，OpsCenter
即会使用它们。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时，会创建下列域：OpsCenterUsers、
OpsCenterServices 和 NOM_MACHINES。

■

在 OpsCenterUsers 域中创建 OpsCenter admin 用户，并将 password 作为默
认密码。

关于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卸载 OpsCenter
此部分介绍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卸载 OpsCenter 的过程。
注意：回滚之后，不会重新创建注册表项，因而不会在“添加或删除程序”对话框
中显示相应条目。如果在卸载 OpsCenter 期间发生回滚，则不会从“添加或删除程
序”对话框中删除注册表项。必须手动删除 OpsCenter。可使用 setup.exe 删除
OpsCenter。
请参见第 123 页的“卸载 Windows 上的 OpsCenter”。
请参见第 124 页的“卸载 UNIX 上的 OpsCenter ”。

卸载 Windows 上的 OpsCenter
卸载 OpsCenter 组件之前，确保 NetBackup Windows GUI 未运行。卸载 OpsCenter
组件之前，关闭打开的任何 NetBackup Windows GUI 控制台。
使用 Windows“添加或删除程序”实用程序可在 Windows 主机上卸载 OpsCenter。
注意：要从已启用 UAC 的 Windows 2008/Vista/2008 R2/7 环境中卸载 OpsCenter，
必须以正式管理员身份登录。已分配到管理员组但不是正式管理员的用户不能从已
启用 UAC 的环境中卸载 OpsCenter。要允许管理员组中的用户卸载 OpsCenter，
请禁用 U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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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上卸载 OpsCenter 服务器

1

以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到目标主机。

2

从 Windows“控制面板”中，单击“添加/删除程序”。

3

单击“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并单击“删除”。
对于 Windows 64 位系统，单击“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64 位）”，然
后单击“删除”。

4

单击“下一步”继续，然后从计算机删除 OpsCenter 服务器。

在 Windows 上卸载 OpsCenter 代理

1

以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到目标主机。

2

从 Windows“控制面板”中，单击“添加/删除程序”。

3

单击“Veritas OpsCenter 代理”并单击“删除”。

4

单击“下一步”继续，然后从计算机删除 OpsCenter 代理。

在 Windows 上卸载 OpsCenter View Builder

1

以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到目标主机。

2

从 Windows“控制面板”中，单击“添加/删除程序”。

3

单击“Veritas OpsCenter View Builder”并单击“删除”。

4

单击“下一步”继续，然后从计算机删除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卸载 UNIX 上的 OpsCenter
可使用卸载脚本（位于产品 DVD 的根目录中，同时也在 /opt/VRTS/install 目录
中提供）在 UNIX 主机上卸载 OpsCenter。
注意：如果需要重新安装 OpsCenter 组件，请使用该产品 DVD。无法使用
opt/VRTS/install 目录中的 install 脚本重新安装 OpsCenter 组件。

注意：Veritas 建议您在开始卸载后不要取消或中断它。
在 UNIX 上卸载 OpsCenter 服务器

1

打开 UNIX 控制台，并在目标主机上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2

更改到以下目录：
opt/VRTS/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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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键入以下命令，然后按 Enter：
./uninstallOpsCenterServer

卸载脚本会检查系统上安装的组件。

4

当系统要求您确认是否要卸载 OpsCenter 服务器时，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键入 y。
按 Enter 启动卸载过程。
卸载脚本将停止所有进程，然后卸载组件包。卸载完成后，将显示卸载摘
要，其中包括卸载日志文件的位置。

■

键入 n。
按 Enter 取消卸载过程。

关于群集 OpsCenter
下面几节介绍了如何群集 OpsCenter。

关于 OpsCenter 群集
群集可为用户提供应用程序和数据的高可用性。在群集中，两个或多个节点在网络
中链接，并以单一系统的形式共同运行。每个节点均可借助于群集软件访问共享磁
盘。群集中的所有节点始终可以了解其他节点上资源的状态。如果某个节点变得不
可用，在该节点上运行的资源将迁移到可用节点。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OpsCenter) 在主动或被动故障转移配置中运行。
OpsCenter 服务器必须安装在主动节点和被动节点（或称故障转移节点）上。
OpsCenter 群集中发生故障转移时，OpsCenter 将在活动节点上关闭，然后在该群
集中的某个故障转移节点上启动。在故障转移过程中，用户仅经历一次时间很短的
服务中断。此故障转移为 OpsCenter 提供高可用性。只能将 OpsCenter 服务器构
成群集。在群集环境中安装 OpsCenter 会使 OpsCenter 成为具有高可用性的应用
程序。

支持的操作系统和群集解决方案
Windows 平台支持 OpsCenter 群集。 可将 OpsCenter 群集安装在下列平台上：
■

Windows 2008 R2 x64

■

Windows 2008 x64

■

Windows 2003 SP2 x64

对于要构建群集的 OpsCenter，必须安装 Cluster Server (VCS)。
表 2-11 列出了支持的 Cluster Server (VCS)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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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OpsCenter 群集支持列表

平台

最新的支持版本

自以下版本起支持

VCS Windows

5.1

4.2 RP2

Cluster Server (VCS) 是适合于群集配置的高可用性解决方案。使用 VCS，可以监
视系统和应用程序服务，并且可以在出现硬件或软件故障时在其他系统中重新启动
服务。
有关 VCS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Veritas Cluster Server User's Guide（《Veritas
Cluster Server 用户指南》）。
注意：Windows Server 故障转移群集 (WSFC) 不支持群集 OpsCenter。 WSFC 以
前称为 MSCS（Microsoft 群集服务器）。

关于在活动节点上运行命令
对于群集 OpsCenter 服务器，必须在活动节点上运行命令。如果在非活动节点上运
行命令，可能会出现意外的结果。命令可能无法运行，有时可能会导致产生意外的
行为。
例如，在非活动节点运行 dbbackup 命令可能会导致出现以下意外结果：
命令：E:\OpsCenter\server\bin>dbbackup.bat E:\temp
结果："Could not find Z:\OpsCenter\server\config\db.conf file"
此外，如果命令要求重新启动 OpsCenter 服务，OpsCenter 服务组可能会故障转
移。有些 OpsCenter 命令或实用程序（如支持实用程序）要求重新启动服务。

连接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和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OpsCenter 群集要求已连接安装在远程主机上的身份验证服务 (OpsCenter AT) 和
PBX 组件。 要检查是否已连接 AT 和 PBX，请验证是否已设置身份验证服务的
pbxexchflag。如果已设置 pbxexchflag 且其值等于 1，则意味着已连接 PBX 和
AT。
注意：本节中的信息当前仅适用于 OpsCenter 群集。

注意：自 OpsCenter 7.6 起，Veritas 产品服务不再是共享组件，而是每个 Veritas
产品的本地组件。 随 OpsCenter 安装的身份验证服务（根代理和身份验证根代理）
称为 OpsCenter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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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pbxexchflag 的值之前，必须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Authentication
Service 和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将 pbxexchflag 的值设置为 1 之
后，必须重新启动这些服务。
使用以下过程可连接身份验证服务和 PBX 组件。
在 Windows 上连接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和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1

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Security\Authentication\bin\vssat.exe showispbxexchflag

通过此命令可以为 pbxexchflag 赋值。如果 pbxexchflag 的值为 0，则需要将
其设置为 1。
如果 pbxexchflag 的值为 1，则无需执行以下其余步骤。

2

导航到 <INSTALL_PATH>\Security\Authentication\bin 目录。在 bin 目录
下输入以下命令以设置 pbxexchflag 的值：
vssat.exe setispbxexchflag --enable

将 pbxexchflag 的值设置为 1。
验证 pbxexchflag 的值是否为 1。
请参见步骤 1。

3

通过执行以下命令来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4

通过执行以下任一步骤来停止 Authentication Service：
■

使用“Windows 服务”窗格中的停止选项，或

■

在命令控制台中执行以下命令：
net stop opsatd

5

通过执行以下任一步骤来重新启动 Authentication Service：
■

使用“Windows 服务”窗格中的启动选项，或

■

在命令控制台中执行以下命令：
net start opsatd

6

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

导航到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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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执行以下命令来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opsadmin.bat start

在 Windows 上构建 OpsCenter 群集
本节提供了有关在 Windows 主机上以群集模式安装 OpsCenter 的信息。
表 2-12 提供了 Windows 的群集构建步骤。
表 2-12

OpsCenter 群集构建步骤

步骤

描述

参考主题

1

了解 OpsCenter 群集的限制。

请参见第 128 页的“Windows 上的
OpsCenter 群集的限制”。

2

确保满足所有前提条件。

请参见第 128 页的“在 Windows 上
构建 OpsCenter 群集的前提条
件”。

3

安装 OpsCenter。

请参见第 80 页的“关于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Windows 上的 OpsCenter 群集的限制
OpsCenter 群集有以下限制：
■

只能对 OpsCenter 服务器构建群集。OpsCenter 代理和 OpsCenter View Builder
不能构建群集。

■

不支持从 NOM 或 VBR 的早期版本升级到群集的 OpsCenter 服务器。

■

OpsCenter 群集不能与任何其他使用 Veritas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以
安全模式运行的 Veritas 产品共存。

■

OpsCenter 不支持群集 AT。

在 Windows 上构建 OpsCenter 群集的前提条件
本节包含了有关在 Windows 主机上以群集模式安装和配置 OpsCenter 前必须满足
的要求的信息。
前提条件：
■

验证 VCS 和 OpsCenter 是否支持您的硬件。有关支持的存储设备列表，请访问
下列网站：
http://www.veritas.com/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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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证是否正确安装和配置了 VCS 的受支持版本。请按照 Veritas Cluster Server
Installation Guide（《Veritas Cluster Server 安装指南》）中的步骤进行操作。

■

对于 VCS Windows 4.2 版本，确保在安装 OpsCenter 之前，先安装修补程序。
从 VCS 4.2 RP2 版本开始，OpsCenter 为其提供支持。
可从以下 URL 获取该修补程序：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29739
此技术说明适用于 OpsCenter。

■

确保不存在与打算使用的 OpsCenter 名称同名的 VCS 资源组和资源。

■

必须已对 SharedDisk 加以配置，并且要安装 OpsCenter 的所有群集节点均可
对其进行访问。

■

验证您是否拥有要分配给 VCS 中的 OpsCenter 资源的 IP 地址和主机名（虚拟
主机名）。只将这些地址和名称用于 OpsCenter 资源。虚拟主机名必须是短名
称，少于 15 个字符。
并且，ping IP 地址并验证是否未检测 IP 地址。

■

验证您是否可以装入磁盘。

■

确认您拥有 OpsCenter 安装程序和有效的许可证密钥。

■

对于 Windows 群集，请验证是否在共享存储上为 OpsCenter 创建了群集磁盘组
和动态卷。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Administrator’s
Guide（《Veritas Storage Foundation 管理指南》）。

■

验证是否在群集中的所有节点上都已启动并正在运行所有的 VCS 服务。

■

验证是否是使用域管理帐户执行的 OpsCenter 安装。

■

PBX 会在安装 OpsCenter 代理时一同安装。

■

验证远程主机上的 PBX 是否已连接。
请参见第 126 页的“连接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和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在 Windows 群集上安装 OpsCenter Server
要对 OpsCenter 构建群集并使其高度可用，必须以群集模式安装并配置 OpsCenter。
注意：要以群集模式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请首先在主动节点然后在被动节点上
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此外，还需要在所有节点上手动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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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群集上安装 OpsCenter Server

1

在要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的主动群集节点上，将 OpsCenter DVD 插入 DVD
驱动器中。

2

■

如果已启用自动运行，将显示 Veritas OpsCenter 安装向导。

■

如果没有启用自动运行，请单击“开始”>“运行”。 在“运行”对话框的
“打开”文本框中，键入 D:\Browser.exe，然后按 Enter：
其中 D 为 DVD 驱动器。
将显示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安装向导。

3

在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安装向导上，单击“安装”链接。

4

单击“OpsCenter 服务器安装”链接以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服
务器。

5

单击“下一步”。

6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该项，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上
载到 Veritas。 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的开发方向以及分析相关问
题。

7

选择“安装群集 OpsCenter 服务器”，以群集模式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您需要在群集的每个节点上手动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如果已安装 VCS，则此选项将处于启用状态。

8

在“安装方法”部分中，单击“典型”以使用默认的设置和安装位置。
同时将安装所需空间与安装目录中的实际可用空间进行比较。
注意：如果要更改默认的设置和位置，请单击“自定义”。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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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许可证密钥”屏幕上，输入购买 OpsCenter 时收到的演示密钥或永久密
钥，然后单击“添加密钥”。
注意：您也可以从 OpsCenter 控制台添加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关于管理许可证”。
系统上已安装的许可证密钥也显示在此面板上显示的框中。随密钥一起还显示
许可证类型信息。
我们提供了关于许可证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 OpsCenter 授权模型”。

10 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群集设置”面板。
11 在“群集设置”面板上输入以下信息：
群集组名称

输入 OpsCenter 群集的名称。例如：OpsCenter_Server

虚拟主机名

输入分配给 OpsCenter 群集的虚拟主机名称。例如：
Oc_cluster。虚拟主机名必须是短名称，少于 15 个字
符。

虚拟 IP 地址

输入分配给 OpsCenter 群集的 IP 地址。

子网掩码

输入子网掩码。例如：255.255.252.0

共享数据的路径

选择您在 VxVM 中配置的共享驱动器路径。例如，Z:\

公用网络

选择 LAN 作为公用网络。
可以为被动节点选择不同的公用网络。

注意：在被动节点上安装 OpsCenter 时，仅启用“公用网络”选项。

12 单击“下一步”。安装程序将显示您为 OpsCenter 服务器安装选择的设置的摘
要。
选中“保存摘要至”字段以保存安装摘要。单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
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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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单击“安装”。
安装程序开始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
在群集模式下，Windows 上的默认 OpsCenter 数据库位置在共享驱动器上为
以下位置：
OpsCenter\Server\db

14 成功安装后，可以查看 OpsCenter 控制台或安装日志。
15 单击“完成”。对所有群集节点重复此过程。
注意：在 Windows 2008 R2 x64 系统上安装 OpsCenter 群集之后，您需要手
动使 NetBackupOpsCenterVCS 资源联机。您可以从 CLI 或通过使用群集 GUI
使 NetBackupOpsCenterVCS 资源联机。使用以下命令：
hares -online <resource name> -sys <Name of the active node>

示例：hares -online newonelatest-OpsCenter -sys OPS-CLUSTER-1

在 Windows 上升级 OpsCenter 群集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Windows 上升级 OpsCenter 群集。
注意：要以群集模式升级到 OpsCenter 服务器，请首先在主动节点然后在被动节点
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此外，还需要在所有节点上手动安装 OpsCenter 服务
器。
在 Windows 上升级 OpsCenter 群集

1

在要升级的 OpsCenter 群集的主动节点上，将 OpsCenter DVD 插入 DVD 驱
动器中。

2

■

如果已启用自动运行，将显示 Veritas OpsCenter 安装向导。

■

如果没有启用自动运行，请单击“开始”>“运行”。 在“运行”对话框的
“打开”文本框中，键入 D:\Browser.exe，然后按 Enter：
其中 D 为 DVD 驱动器。
将显示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安装向导。

3

在 OpsCenter 安装向导上，单击“安装”链接。

4

单击“OpsCenter 服务器安装”链接以安装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服
务器。

5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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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随后将显示安装向导的“欢迎使用”面板。安装向导将检测系统上的现有
OpsCenter 服务器安装。根据所安装的版本，“欢迎使用”面板上可能会显示
以下消息：
The installer has detected that Veritas OpsCenter Server
old_version is already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that will now be
upgraded to new_version.

单击“下一步”继续。

7

阅读授权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
您可以选中或取消选中“参加 NetBackup 产品改进计划”。默认情况下，将
选中此选项。
如果您选中该项，安装程序将会以安全方式自动将安装部署和产品使用信息上
载到 Veritas。 此数据有助于 Veritas 确定未来产品开发的方向以及分析问题。

8

选择“安装群集 OpsCenter 服务器”，以群集模式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您需要在群集的每个节点上手动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如果已安装 VCS，则此选项将处于启用状态。

9

在“安装方法”部分中，单击“典型”以使用默认的设置和安装位置。默认情
况下，将选择“典型”。
同时将安装所需空间与安装目录中的实际可用空间进行比较。
注意：升级 OpsCenter 时，将禁用“自定义”选项。 从 OpsCenter 升级时无
法自定义默认设置、位置或端口号。
单击“下一步”。

10 指定保存旧 OpsCenter 数据库的位置。默认位置是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_SavedData。单击“浏览”指定其他位置。

如果目录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_SavedData 不存在，系
统将提示您创建该目录。单击“是”创建目录。
注意：通过检查此页面上的“磁盘空间要求”部分，确保数据库位置有足够的
空间。如果有足够的磁盘空间，将会在“必需”列中显示一个绿色复选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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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许可证密钥”屏幕上，输入购买 OpsCenter 时收到的演示密钥或永久密
钥，然后单击“添加密钥”。
注意：您也可以从 OpsCenter 控制台添加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194 页的“关于管理许可证”。
系统上已安装的许可证密钥也显示在此面板上显示的框中。随密钥一起还显示
许可证类型信息。
我们提供了关于许可证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65 页的“关于 OpsCenter 授权模型”。

12 单击“下一步”。将显示“导入身份验证设置”面板。
13 在“导入身份验证设置”面板上。
不导入用户

如果不希望将用户从旧版 OpsCenter 导入
OpsCenter 数据库，请选择此选项。 只会
创建默认 OpsCenter 用户，此类用户可以
登录 OpsCenter 并对其他所有现有密码进
行重置。

注意：自 OpsCenter 7.6 起，Veritas 产品
服务不再是共享组件，而是每个 Veritas 产
品的本地组件。 随 OpsCenter 安装的身份
验证服务（根代理和身份验证根代理）称
为 OpsCenter AT。
导入用户

如果希望将用户从旧版 OpsCenter 导入
OpsCenter 数据库，请选择此选项。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03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升级期间导入身份验
证设置”。

14 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群集设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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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群集设置”面板上输入以下信息：
群集组名称

已禁用此选项。

虚拟主机名

已禁用此选项。

虚拟 IP 地址

已禁用此选项。

子网掩码

已禁用此选项。

共享数据的路径

已禁用此选项。

公用网络

选择 LAN 作为公用网络。
可以为主动节点和被动节点选择不同的公用网络。

16 单击“下一步”。安装程序将显示您为 OpsCenter 服务器安装选择的设置的摘
要。
选中“保存摘要至”字段以保存安装摘要。单击“浏览”将安装摘要保存到首
选位置。

17 单击“安装”。
安装程序开始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
注意：在群集模式下，Windows 上的 OpsCenter 默认数据库位置在共享驱动
器上为下列位置：
OpsCenter\Server\db

18 成功安装后，可以查看 OpsCenter 控制台或安装日志。
19 单击“完成”。对被动节点重复此过程。
升级 OpsCenter 群集设置时的已知问题
从 OpsCenter 群集进行升级时，在安装或升级期间访问共享驱动器可能存在问题。
由于配置问题，安装程序可能无法访问共享驱动器，因而导致创建域时出现问题。
在群集中再次创建域

1

冻结群集设置。

2

停止 OpsCenter 服务。

3

打开 Shared_Drive\OpsCenter\Server\config 路径下的 security.conf 文件。

4

将参数 vxss.initialized 的值从 False 更改为 True (vxss.initialized = True)。

5

再次重新启动 OpsCent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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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解冻群集设置。

7

访问 OpsCenter。

从 Windows 群集中卸载 OpsCenter
使用 Windows“添加/删除程序”实用程序可从 Windows 群集中卸载 OpsCenter
服务器。 请按照以下过程从所有群集节点中卸载 OpsCenter。
从群集中完全卸载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服务器

1

以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身份登录到活动节点。

2

登录到群集 Web 用户界面。

3

右键单击所选的群集监视器面板，然后从菜单中单击“资源管理器视图”以访
问 Cluster Explorer。

4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单击“服务组”选项卡。

5

右键单击 OpsCenter 资源组，然后选择“脱机”>“所有系统”。

6

单击“是”强制使资源组脱机。

7

从 Windows“控制面板”中，单击“添加/删除程序”。

8

单击“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并单击“删除”。

9

单击“下一步”继续，从计算机删除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

10 从所有节点中卸载 OpsCenter 软件。对所有被动节点重复步骤 7 到步骤 9。
11 手动删除 OpsCenter 资源组。请注意，安装程序不会删除 OpsCenter 资源组。
必须手动删除这些资源组。
请参见第 136 页的“从群集删除 OpsCenter 资源组”。

从群集删除 OpsCenter 资源组
按照以下过程从群集删除 OpsCenter 资源组。
从群集删除 OpsCenter 资源组

1

登录到群集 Web 用户界面。

2

右键单击所选的群集监视器面板，然后从菜单中单击“资源管理器视图”以访
问 Cluster Explorer。

3

在 Cluster Explorer 配置树中单击“服务组”选项卡。

4

右键单击 OpsCenter 资源组，然后选择“脱机”>“所有系统”。

5

单击“是”强制使资源组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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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右键单击 OpsCenter 资源组，然后选择“删除”。

7

单击“是”删除 OpsCenter 资源组。

请参见第 136 页的“从 Windows 群集中卸载 Ops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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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入门功能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OpsCenter 入门功能

■

OpsCenter 用户角色

■

详细了解添加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详细了解 OpsCenter 视图

■

添加用户

■

编辑用户

■

重置密码

■

添加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添加 OpsCenter 代理

■

添加 OpsCenter 视图/组

■

配置 SMTP 服务器

关于 OpsCenter 入门功能
OpsCenter 提供了帮助您执行初始 OpsCenter 配置的入门功能。首次登录到
OpsCenter 时，您需要按以下建议的顺序完成一些初始配置以开始监视 NetBackup：

OpsCenter 入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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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任务

详细信息

步骤 1

添加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
NetBackup 主服务器是 NetBackup
数据收集的第一步。
您可以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
多个 NetBackup 主服务器。

步骤 2

添加 OpsCenter 视图/组

添加 NetBackup 主服务器后，您可
以根据其位置或应用将它们（或者
NetBackup 策略或客户端）分组为
称为 OpsCenter 视图的逻辑组。您
可以组合主服务器、策略或客户
端，以限制 OpsCenter 用户对它们
的访问。

步骤 3

将用户添加到 OpsCenter 中

一旦对主服务器、策略或客户端进
行分组，您可以在 OpsCenter 中添
加用户，用户可根据其角色访问
OpsCenter 视图。OpsCenter 实现
了与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AD) 和 LDAP 的集成。您可以在
OpsCenter 中添加 AD/LDAP 用户
和用户组。

步骤 4

配置电子邮件设置

OpsCenter 提供了警报和报告功
能。一旦您配置 SMTP 电子邮件服
务器，OpsCenter 即可自动发送有
关警报的电子邮件通知和导出报
告。

您可以使用 OpsCenter 用户界面中的其他选项卡和屏幕执行这些任务。但是，
OpsCenter 入门功能提供四组简单的向导和用户界面屏幕，可帮助您一次完成所需
的所有配置。执行所有这些配置后，NetBackup 数据收集将开始。您然后可以使用
“报告”选项卡生成所需的报告。
在完成初始配置后，如果您要访问 OpsCenter 入门功能，请在 OpsCenter 用户界
面中单击“主页”。
图 3-1 将显示 OpsCenter 入门功能 G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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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OpsCenter 入门 GUI

OpsCenter 用户角色
OpsCenter 用户分类如下：
表 3-1
用户

描述

安全管理员

安全管理员是可执行所有 OpsCenter 功能（包括用户管理）的超级
管理员用户。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可以创建、编辑或删除用户。

管理员

此用户可以执行除用户管理之外的所有 OpsCenter 功能。

操作员

此用户不参与和管理用户、OpsCenter 服务器以及 NetBackup 配置
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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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描述

还原操作员

此用户的角色主要是执行还原操作。还原操作员可以监视、执行警报
操作以及运行标准或自定义报告。

报告者

此用户的角色主要是生成操作报告和业务级别报告，以供进一步分
析。报告者仅能查看自己创建的那些日程表。而安全管理员、管理员
和操作员可以访问所有日程表。

注意：您可以为授权 AD/LDAP 域的用户组分配用户角色。 会将同一用户角色分配
给授权域组中的每个用户。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添加 AD/LDAP 用户组”。
表 3-2 列出了 OpsCenter 用户角色及其可以执行的 OpsCenter UI 功能。
表 3-2

用户角色

OpsCenter 功能

安全管理员 管理员

操作员

还原操作员 报告者

用户管理

y

n

n

n

n

OpsCenter 管理

y

y

n

n

n

NetBackup 操作

y

y

y

部分（仅对
还原作业执
行操作）

n

备份和恢复

y

y

y

y

n

视图管理

y

y

n

n

n

所有视图读取

y

y

P

P

P

报告执行

y

y

y

y

y

自定义报告

y

y

y

y

y

自定义 SQL 报告

y

y

n

n

n

监视

y

y

y

y

y

警报管理

y

y

y

y

y

Y 表示“是”，意味着此角色的用户可以执行该特定 OpsCenter 功能。
N 表示“否”，意味着此角色的用户不能执行该特定 OpsCenter 功能。
P 表示“基于权限”，意味着此角色的用户需要获得权限才能执行特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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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了解添加 NetBackup 主服务器
OpsCenter 监视和管理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客户端和策略。它还
生成报告。为了执行监视、管理和报告功能，OpsCenter 会从 NetBackup 主服务
器收集数据。NetBackup 主服务器中内置了 OpsCenter 使用的 NetBackup 数据收
集和管理逻辑。这些逻辑包括在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中。从 NetBackup 6.0
版开始，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组件将成为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 NetBackup
的一部分。
OpsCenter 使用 bpjava 协议收集容量许可和传统许可的数据。

详细了解 OpsCenter 视图
OpsCenter 视图是以层级方式进行组织的 IT 资产（主服务器或客户端）的逻辑组。
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可以从 OpsCenter 控制台或 OpsCenter View Builder（以前称
为 Java View Builder）创建视图，并使其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可用。
在 OpsCenter 视图中，分散在整个组织中的 IT 资产可以根据位置、业务单元或应
用进行安排。可以生成按视图过滤的各种 OpsCenter 报告。使用这些报告，可以通
过主机存储业务关键数据来标识位置或部门。安装并运行 OpsCenter 服务器和
OpsCenter 代理后，OpsCenter 将检测到 IT 资产，然后将其存储在数据库中。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在创建视图时，可使这些 IT 资产成为可用资产。

添加用户
您可以将在各种域中发现的现有用户添加到 OpsCenter 或在专用的 OpsCenterUsers
域中创建用户。
您可以将 AD/LDAP 域组添加到 OpsCenter 中，以授予该组中的所有用户访问
OpsCenter 的权限。
已授权域组中的所有用户均能以其 AD/LDAP 凭据登录 OpsCenter。在已授权
AD/LDAP 域组中添加或删除用户等所有更改都会自动反映在 OpsCenter 中。
注意：只有安全管理员才可以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添加或修改用户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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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用户添加到 OpsCenter

1

在“添加用户”屏幕上，选择用户创建类型： “新用户”、“现有域用户”或
“现有域组”。
通过选择“现有域组”创建类型，可以将 AD/LDAP 域组添加到 OpsCenter
中。授予某个域用户组访问 OpsCenter 的权限后，该组中的所有用户均能以其
AD/LDAP 凭据登录 OpsCenter。
如果您选择的是“新用户”选项，则需要指定密码，并再次输入密码进行确
认。
如果选择的是“现有域用户”选项，则需要选择用户所属的域。
如果选择的是“现有域组”选项，则需要提供要添加和授权的 AD/LDAP 组名。
输入用户的下列常规和人口统计详细信息，这些信息根据选定的用户创建类型
而有所变化：

2

用户名、用户角色和域名。
如果您已选择“操作员”、“报告者”或“还原操作员”作为“用户角色”，
则可以看到“已给予的视图”列表框。从“已给予的视图”列表框中选择一个
或多个视图，向特定用户授予访问特定视图的权限。
选择用户或用户组的状态： 启用或禁用

3

如果要暂时撤消用户访问 OpsCenter 的权限，请将用户状态设置为“已禁用”。
处于“已禁用”用户状态的用户无法登录 OpsCenter。 但是，会保留特定于用
户的数据，如报告或日程表。
保存信息。

4

编辑用户
只有安全管理员才可以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添加或修改用户配置文件。
在“编辑用户”屏幕上，您可以查看以下用户信息：
选项

描述

域名

您不能修改用户或用户组的域名。

用户名

您不能修改用户或用户组的名称。

重置密码

如果用户是 OpsCenterUsers (vx) 域的成员，您可以看到“重
置密码”链接。单击该链接可重置此用户帐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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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用户角色

根据需要修改用户角色。
如果您将用户角色更改为操作员、报告者或者还原操作员，
您还需要为此用户分配相应的 OpsCenter 视图。

用户状态

选择用户或用户组的状态： 启用或禁用

注意：如果要暂时撤消用户访问 OpsCenter 的权限，请将用
户状态设置为“已禁用”。 处于“已禁用”用户状态的用户
无法登录 OpsCenter。 但是，会保留特定于用户的数据，如
报告或日程表。
分配视图

如果用户角色为操作员、报告者或者还原操作员，您可以看
到此字段。为此用户分配相应的 OpsCenter 视图。从“可用
视图”列表框中选择一个视图，并单击右箭头按钮。

重置密码
如果您是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则可以在修改 OpsCenterUsers(vx) 域用户的信
息时重置用户的密码。NT 或 LDAP 域用户应联系系统管理员来重置其密码。
为了安全起见，OpsCenter 用户应当在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重置密码后更改此密
码。当您在密码重置后尝试登录时，OpsCenter 将显示“更改密码”页面。
重置 OpsCenterUsers(vx) 域用户密码

1

以安全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用户界面上，单击“设置”>“用户”。

3

选择用户以编辑用户配置文件。

4

单击“编辑”。

5

在“编辑用户”屏幕上，单击“重置密码”。

6

在“重置密码”屏幕上，输入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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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输入相同的密码进行确认。

7

注意：必须根据以下密码规则或准则设置新密码：密码的长度必须至少为 8 个
字符，并且应至少包含一个大写字母、一个小写字母和一个数字。新密码必须
不同于当前密码。
“重置密码”页面中还会提供密码规则。

8

单击“确定”。

添加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在“添加 NetBackup 主服务器”屏幕上，输入以下详细信息：
选项

描述

NetBackup 主服务器名称

输入主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显示名称

输入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的备用名称。
主服务器在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视图上
均使用显示名称。

NetBackup 用户名

输入有效的 NetBackup 用户名。

NetBackup 密码

输入 NetBackup 密码。

注意：OpsCenter 使用 bpjava 协议从
NetBackup 收集一些数据类型。bpjava 协议
需要 NetBackup 凭据。

单击“测试连接”按钮验证 NetBackup 凭据。
单击“保存并添加更多”按钮添加更多主服务器。单击“保存并关闭”按钮保存设
置。单击“取消”按钮取消设置。

添加 OpsCenter 代理
在“代理”屏幕上，指定以下详细信息：
选项

描述

代理主机

输入您要在基本屏幕上添加以供选择的代理
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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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代理操作系统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需要的操作系统。

OpsCenter 服务器网络地址

一台 OpsCenter 服务器可以具有多个网络接
口卡 (NIC)。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首选网络地
址。OpsCenter 会使用所选地址连接到主服
务器。

单击“查找”按钮查找代理。 单击“保存”以创建代理或单击“取消”以退出。

添加 OpsCenter 视图/组
在“添加 OpsCenter 视图”屏幕上，输入以下信息：
选项

描述

视图名称

输入您要创建的视图的名称。

视图类型

选择视图类型： “客户端”、“主服务器”
或“策略”

描述

提供视图描述，如它包含的资产类型。

+（加号）

单击加号 (+) 可添加另一视图。

配置 SMTP 服务器
在“配置 SMTP 服务器”屏幕上，指定以下详细信息：
选项

描述

SMTP 服务器名称

输入 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服务器主
机名。
使用此 SMTP 服务器发送 OpsCenter 中生成
的警报通知。

SMTP 服务器端口

输入 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服务器端
口号。

发件人显示名称

输入与电子邮件 ID 关联的名称。例如，备份
报告部门。

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

指定接收所有警报回复或由 OpsCenter 发送
的报告的电子邮件 ID。

146

OpsCenter 入门功能
配置 SMTP 服务器

选项

描述

SMTP 服务器用户名

某些 SMTP 服务器可能需要有用户名和密码
凭据才能发送电子邮件。
输入用户名。

SMTP 服务器密码

某些 SMTP 服务器可能需要有用户名和密码
凭据才能发送电子邮件。
输入此用户帐户的密码。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存储 SMTP 服务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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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OpsCenter 使用的 OpsCenter 服务和进程

■

Windows 和 UNIX 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脚本

■

关于 OpsCenter 数据库管理

■

关于备份和还原 OpsCenter 和 OpsCenter Analytics

■

关于通信和防火墙注意事项

■

用支持脚本收集故障排除数据

■

关于 OpsCenter 日志文件

关于 OpsCenter 使用的 OpsCenter 服务和进程
本节提供了有关 OpsCenter 服务和进程以及如何控制这些服务的信息。
这些主题假定已在服务器上安装 OpsCenter。
如果尚未安装 OpsCenter，请查看有关安装的一章。
请参见第 148 页的“OpsCenter 在 Windows 上使用的服务”。
请参见第 149 页的“控制 OpsCenter 服务”。
请参见第 149 页的“OpsCenter 在 UNIX 上使用的进程”。

OpsCenter 在 Windows 上使用的服务
在 Windows 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和代理之后，下列服务应该会处于活动状态。
OpsCenter 依赖于这些服务。如果这些服务中的任何一个未能启动，则 OpsCenter
也无法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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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包含有关 OpsCenter 在 Windows 上所使用的服务的信息。
表 4-1

OpsCenter 在 Windows 上使用的服务

服务名

进程

描述

OpsCenter 代理服务

java.exe

这是为 OpsCenter 代理提供的服务。默认情况下，只要引导代
理主机，OpsCenter 代理服务就会启动。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java.exe

OpsCenter 服务器与 OpsCenter GUI 交互，并提供 GUI 从
OpsCenter 数据库请求的数据。此外，它还可通过 NBSL 与
NetBackup 交互，定期获取数据。

OpsCenter 数据库服务器

dbsrv11.exe

此服务用于管理 OpsCenter 数据库。在所有常规操作（如查看
报告、运行报告等）过程中，此进程必须在 OpsCenter 服务器
上运行。

OpsCenter Web 服务器服
务

java.exe

此服务不是 OpsCenter 服务，OpsCenter 使用此服务承载
OpsCenter 控制台。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_exchange.exe

此服务不是 OpsCenter 服务，而是 OpsCenter 使用的组件。
使用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可以通过单一端口
进行所有套接字通信。

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AT)

opsatd.exe

这是一种 OpsCenter 服务。

注意：此表中列出的进程显示了各个 OpsCenter 服务分别占用的实际内存。

控制 OpsCenter 服务
使用以下过程可检验这些服务否正在运行。
控制这些服务

1

使用“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

2

查看每个服务的“状态”列，从“状态”列，可以验证服务是否运行。

3

“服务”面板还可以用于停止、启动和重新启动 OpsCenter 服务和 Veritas 共
享服务。

OpsCenter 在 UNIX 上使用的进程
在 UNIX 上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之后，下列进程应该处于活动状态。
表 4-2 介绍了 OpsCenter 在 UNIX 上使用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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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OpsCenter 在 UNIX 上使用的进程

进程描述

进程

详细描述

OpsCenter 服务器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CenterServerd OpsCenter 服务器与
OpsCenter 用户界面交互，并
提供用户界面从 OpsCenter 数
据库请求的数据。此外，它还
与 NetBackup 交互，从而定
期获取数据。

OpsCenter 数据库服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db/bin/OpsCenterDBd 此进程用于管理 OpsCenter 数
务器
据库。在所有常规操作（如查
看报告、运行报告等）过程
中，此进程必须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上运行。
OpsCenter Web 服
务器

java

此进程不是 OpsCenter 进程。
OpsCenter 使用此进程承载
OpsCenter 控制台。许多
Veritas Web 控制台共享此组
件。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INSTALL_PATH>/VRTSpbx/bin/pbx_exchange

此进程不是 OpsCenter 进程，
而是 OpsCenter 使用的组件。
使用 PBX，可以通过单一端口
进行所有套接字通信。

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AT)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td

这是一项 OpsCenter 进程。

注意：此表列出的进程显示了各个 OpsCenter 进程分别占用的实际内存。

Windows 和 UNIX 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脚本
OpsCenter 中使用了以下脚本。OpsCenter 管理员可能使用其中许多脚本。使用 -h
选项可获得有关这些脚本的帮助。
表 4-3 列出了 Windows 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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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Windows 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脚本

脚本

位置

startserver.bat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 启动或停止名为 OpsCenterServerd 的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和

功能

调用或被调
用
OpsCenter
管理员

stopserver.bat
startat.bat
和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 启动或停止名为 opsatd 的 OpsCenter AT OpsCenter
服务。
管理员

stopat.bat
dbbackup.bat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 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

OpsCenter
管理员

startdb.bat 和
stopdb.bat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 启动或停止 OpsCenter 数据库

OpsCenter
管理员

opsadmin.bat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 启动和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OpsCenter
管理员

dbdefrag.bat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 对 OpsCenter 数据库进行碎片整理

OpsCenter
管理员

changedbpassword.bat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 更改 OpsCenter 数据库密码

OpsCenter
管理员

runStoredQuery.bat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 运行保存的自定义 SQL，并按照所需格
式生成输出。

OpsCenter
管理员

表 4-4 列出了 UNIX 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脚本。
表 4-4

UNIX 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脚本

脚本

位置

startserver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 启动或停止 OpsCenterServerd。

和

功能

调用或被调
用
OpsCenter
服务器

stopserver
startat.sh
和
stopat.sh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 启动或停止名为 opsatd 的 OpsCenter AT OpsCenter
服务。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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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

位置

功能

startdb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 启动或停止 OpsCenter 数据库

OpsCenter
管理员

opsadmin.sh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 启动、停止和监视所有 OpsCenter 服务
器进程

OpsCenter
管理员

dbbackup.sh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 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

OpsCenter
管理员

dbdefrag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 对 OpsCenter 数据库进行碎片整理

OpsCenter
管理员

和

调用或被调
用

stopdb

changeDbPassword.sh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 更改 OpsCenter 数据库密码

runStoredQuery.sh

OpsCenter
管理员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 运行保存的自定义 SQL，并按照所需格式 OpsCenter
生成输出。
管理员

控制 OpsCenter 服务和进程的命令
本节提供了有关如何控制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和 OpsCenter 代理服务的信息。
表 4-5
服务

Windows 上的启动和停止命令

命令或步骤

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 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停止所有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OpsCenter 数据库服务 选择“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启动或停止“Symantec OpsCenter 数据库
器服务
服务器”服务。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选择“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启动或停止“Symantec OpsCenter 服务器
服务”。
OpsCenter Web 服务器 选择“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启动或停止“Symantec OpsCenter Web 服
服务
务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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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命令或步骤

OpsCenter 代理服务

选择“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然后启动或停止“Symantec OpsCenter 代
理服务”。

表 4-6
进程

UNIX 上的启动和停止命令

命令或步骤

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 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进程：
进程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进程：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监视所有进程：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monitor
OpsCenter 数据库服务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startdb
器进程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stopdb
OpsCenter 服务器进程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startserver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stopserver
OpsCenter Web 服务
器进程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GUI/bin/startgui.sh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GUI/bin/stopgui.sh

关于服务依赖性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要求运行以下 OpsCenter 服务（进程）：
■

OpsCenter 数据库服务器

■

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如果停止其中任何一个服务，则 OpsCenter 服务器也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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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 SUSE Linux 系统上，重新启动之后 OpsCenter 进程不会自动启动。Veritas
建议您在执行重新启动之后启动 OpsCenter 进程。
此外，在重新启动 SUSE 11 服务器之后，即使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在运行，尝
试登录也可能会失败。如果使用 SUSE 11 服务器，重新启动后 OpsCenter 服务有
时不会启动，这是因为启动 PBX 需要一些时间。

关于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 nbproxy 进程
OpsCenter 连接到主服务器时，可以查找主服务器上运行的一个或多个 nbproxy 进
程。还可以在 NetBackup-Java GUI 或 NetBackup-Windows GUI 请求 NetBackup
中的某些数据（如 LiveUpdate、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时，看到 nbproxy 进程。
大多数 nbproxy 进程由 NBSL 启动、管理和删除。本节谈论由 NBSL 管理的 nbproxy
进程。
注意：主服务器上的所有 nbproxy 进程并非都由 NBSL 管理。例如，一些 nbproxy
进程由 nbjm 和 nbpem 管理。
运行 nbproxy 进程可检索 OpsCenter 的以下 NetBackup 数据：
■

策略

■

目录库

■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

LiveUpdate

■

客户端详细信息

关于 NBSL 管理的 nbproxy 进程，需注意以下几点：
■

如果禁用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或者要从 OpsCenter 控制台删除主服务器，则
所有 nbproxy 进程均会立即停止。

■

如果 OpsCenter 崩溃（或突然关闭），nbproxy 进程会在 1 小时内删除。

■

如果 NetBackup 已停止（并且 NBSL 已被终止），则所有 nbproxy 进程均会立
即停止。

■

如果 NBSL 崩溃（或突然关闭），则所有 nbproxy 进程均会在 10 分钟内退出。

关于 OpsCenter 数据库管理
OpsCenter 使用的 Sybase 数据库类似于 NetBackup 数据库，并在安装 OpsCenter
的过程中进行安装。该数据库位于 OpsCenter 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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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了有关 Sybase 数据库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 http://www.sybase.com/support/manuals。

OpsCenter 数据库命令
OpsCenter 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命令，可帮助管理 OpsCenter 数据库。
表 4-7 列出了一些可用的命令。
表 4-7

OpsCenter 可用的命令

命令

参考信息

changeDbPassword

请参见第 155 页的“更改 OpsCenter 数据库管理员密
码”。

startdb 和 stopdb

请参见第 157 页的“启动和停止 OpsCenter 数据库”。

dbdefrag

有关 OpsCenter 数据库碎片整理的信息，请参见全
新的 OpsCenter Performance and Tuning Guide
（《OpsCenter 性能和优化指南》），位置如下：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dbbackup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
请参见第 170 页的“还原 OpsCenter 数据库”。

注意：对于群集的 OpsCenter 服务器，必须在活动节点上运行命令。请参
见第 126 页的“关于在活动节点上运行命令”。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更改 OpsCenter 数据库管理员密码
使用 changeDbPassword 实用程序，可以更改用于 OpsCenter 数据库的数据库管理
员密码。
注意：无法使用此实用程序更改 OpsCenter 的登录密码。要更改现有的登录密码，
必须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
请参见第 193 页的“更改 OpsCenter 密码”。
OpsCenter 使用 Sybase SQL Anywhere 存储数据。访问数据库中存储的数据需要
使用用户名和密码。
数据库管理员用户 ID 为 DBA，初始密码为 SQL（密码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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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创建新数据库密码的规则。
OpsCenter 数据库管理员密码不得具有以下特性：
■

超过 30 个字符。

■

含有连续的反斜线字符。

■

含有任何 [ ] 括号字符。

■

含有以下任何字符。这些字符在 Windows 或 shell 脚本中具有特殊含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含小于 32 或大于 127 的 ASCII 字符。

■

以空格或单引号字符开头。

■

以空格字符结尾。

注意：我们提供了有关在 OpsCenter 中基于角色的访问的信息。
请参见第 210 页的“OpsCenter 用户界面中的用户访问权限和功能”。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更改数据库管理员密码

1

在 Windows 上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changeDbPassword.bat

在 UNIX 上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changeDbPassword.sh

2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当前数据库管理员密码。输入当前数据库密码。

3

系统接着提示您输入新的数据库管理员密码。输入新密码。

4

在 Windows 和 UNIX 平台上重新启动 OpsCenter 服务和进程。
Windows

输入以下命令停止再启动 OpsCenter 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UNIX

输入以下命令停止再启动 OpsCenter 进程：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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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和停止 OpsCenter 数据库
startdb 脚本用于启动 OpsCenter 数据库。stopdb 脚本用于停止 OpsCenter 数据

库。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启动数据库服务器
◆

要在 Windows 上启动 OpsCenter 数据库，请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startdb.bat

要在 UNIX 上启动 OpsCenter 数据库，请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startdb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停止数据库服务器
◆

要在 Windows 上停止 OpsCenter 数据库，请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stopdb.bat

要在 UNIX 上停止 OpsCenter 数据库，请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stopdb

将 OpsCenter 数据库和数据库日志移动到不同的硬盘
要提高 OpsCenter 性能，应将 OpsCenter 数据库文件及与 OpsCenter 数据库关联
的日志文件存储在单独的硬盘上。可以将 OpsCenter 数据库文件存储在一个硬盘
上，而将日志文件存储在另一个硬盘上。
Veritas 建议您不要将数据库文件存储在包含操作系统文件的硬盘上。
在 OpsCenter 安装期间，可以为 OpsCenter 数据库指定自定义位置（非默认位
置）。也可以在 OpsCenter 安装完毕后更改 OpsCenter 数据库的默认位置。
使用以下过程可将 OpsCenter 数据库和日志文件移动到不同的硬盘上。前两个步骤
用于移动 Windows 或 UNIX 上的 OpsCenter 数据库文件。最后两个步骤用于移动
数据库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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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上将 OpsCenter 数据库移动到一个不同的硬盘上

1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2

在文本编辑器（如记事本）中打开以下目录中的 databases.conf 文件：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db\conf

此文件包含以下内容：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db\data\vxpmdb.db"

此路径指定了 OpsCenter 数据库的默认位置。

3

要将数据库移动到诸如 E:\Database 的自定义位置，请将文件内容替换为下面
的内容：

"E:\Database\vxpmdb.db"

小心：确保以双引号指定数据库路径。指定路径中的目录及 databases.conf
文件不应包含 %、~、!、@、$、&、^、# 等任何特殊字符。例如，不要指定
类似 E:\Database% 的路径。此外，不得注释掉路径。例如，databases.conf
文件中不允许出现以下字符串：#"E:\Database\vxpmdb.db"
如果要更改数据库路径，应使用新路径替换原始路径，而不是注释掉原始路
径。
如果 databases.conf 文件中包含数据库位置之外的字符或字符串，数据库升
级将不会成功。
如果您需要参考，可以使用其他文件名创建原始 databases.conf 文件的备份
副本。
保存 databases.con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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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数据库文件复制到新位置。将 vxpmdb.db、symcOpscache.db、
symcopsscratchdb.db 和 symcsearchdb.db 从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db\data 复制到其他位置，例如
E:\Database。

5

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要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请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移动数据库后，应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内运行并监视 OpsCenter。如果 OpsCenter
按预期运行，则可以将 vxpmdb.db、symcOpscache.db、symcopsscratchdb.db
和 symcsearchdb.db 从默认位置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db\data)
删除。
将 OpsCenter 数据库移动到 UNIX 上的其他硬盘

1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进程。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2

OpsCenter 数据库的默认位置是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将 OpsCenter 数据库 (<INSTALL_PATH> /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备份到其他位置。输入以下命令：
cp –R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backup/data

3

要将该数据库移动到一个自定义位置（如 /usr/mydata），请始终通过输入以
下命令在 /usr/mydata 中创建名为 OpsCenterServer 的新目录：
mkdir -p /usr/mydata/OpsCenterServer

Veritas 建议您在将 OpsCenter 数据库移动到 UNIX 上的自定义位置时，必须
将该数据库保存在自定义位置中名为 OpsCenterServer 的目录
下：/CUSTOM_LOCATION/OpsCenterServer。

4

要将该数据库移动到自定义位置（如 /usr/mydata/OpsCenterServer），请
输入以下命令：
mv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usr/mydata/OpsCenterServer

5

删除 OpsCenter 数据库的符号链接。输入以下命令：
unlink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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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中创建一个指向
/usr/mydata/OpsCenterServer 的符号链接。要创建符号链接，请输入下列
命令：
ln -s /usr/mydata/OpsCenterServer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7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进程：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移动数据库后，应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内运行并监视 OpsCenter。如果 OpsCenter
按预期运行，则可以将 vxpmdb.db 和 symcOpscache.db 从 /backup/data 中
删除。
在 Windows 上将数据库日志文件移动到一个不同的硬盘上

1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2

分别导航到 32 位和 64 位系统的下列位置：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db\WIN32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db\WIN64

输入下面的命令：
dblog -t directory_path\vxpmdb.log database_path\vxpmdb.db

其中，directory_path 是要存储数据库日志的路径，database_path 是数据库
所在的路径。
此命令将与 OpsCenter 数据库关联的日志文件移动到新目录 (directory_path)
中。建议使用 vxpmdb.log 作为日志文件的名称。

3

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要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请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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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NIX 上将数据库日志文件移动到一个不同的硬盘上

1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进程。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2

用下列方式设置 LD_LIBRARY_PATH 变量的路径：
LD_LIBRARY_PATH=<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db/
lib:$LD_LIBRARY_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

3

导航到下列位置：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db/bin

输入下面的命令：
./dblog -t directory_path/vxpmdb.log database_path/vxpmdb.db

其中，directory_path 是要存储数据库日志文件的路径，database_path 是
OpsCenter 数据库所在的路径。
此命令将与 OpsCenter 数据库关联的日志文件移动到新目录 (directory_path)
中。建议使用 vxpmdb.log 作为日志文件的名称。

4

通过输入以下命令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进程：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将 OpsCenter 服务器移动到其他计算机
本节讨论需要将 OpsCenter 服务器移动到其他计算机的方案。
请考虑下列方案：
■

方案 1：您已设置 OpsCenter 7.5（或 7.5.0.x），并要升级到 OpsCenter 7.7。
如果 OpsCenter 7.5 安装在 OpsCenter 7.7 不支持的平台（例如 AIX）上，则需
要将 OpsCenter 服务器移动到具有支持平台的其他计算机。
请参见第 161 页的“将 OpsCenter 7.5 服务器移动到其他 OpsCenter 7.7 计算机”。

■

方案 2：出于某种原因（例如，现有计算机的硬件有问题），需要将 OpsCenter
7.7 服务器移动到其他计算机。
请参见第 164 页的“将 OpsCenter 服务器移动到其他计算机”。

将 OpsCenter 7.5 服务器移动到其他 OpsCenter 7.7 计算机
本节提供将 OpsCenter 7.5 服务器移动到要安装 OpsCenter 7.7 的其他计算机的过
程。以下示例详细说明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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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设置 OpsCenter 7.5（或 7.5.0.x），并要升级到 OpsCenter 7.7。如果
OpsCenter 7.5 安装在 OpsCenter 7.7 不支持的平台（例如 AIX）上，则需要将
OpsCenter 服务器移动到具有支持平台的其他计算机。
您需要在 OpsCenter 7.5 服务器主机上执行几个步骤，同时在要安装 OpsCenter
7.7 的新主机上执行几个步骤。
将 OpsCenter 7.5（或 7.5.0.x）服务器移动到将安装 OpsCenter 7.7 的其他计算机

1

在 OpsCenter 7.5（或 7.5.0.x）服务器主机上执行的步骤
停止所有 OpsCenter 7.5（或 7.5.0.x）服务。
请参见第 150 页的“Windows 和 UNIX 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脚本”。

2

将所有数据库文件（包括 *.* 的日志文件）从安装位置复制到安装位置之外的
位置。
数据库位置如下：

3

Windows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OpsCenter\server\db\data

UNIX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OpsCenter 7.5 服务器主机可能有要导入到 OpsCenter 7.7 的 AT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数据。您需要先在 OpsCenter 7.5 服务器主机
上导出 AT 数据，然后可以将这些数据导入到 OpsCenter 7.7。
使用 atutil 实用程序将共享或远程 AT 代理的数据导出到 xml 文件。AT 数据
包括 OpsCenterUsers(vx) 用户和证书。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导出身份验证设置”。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 OpsCenter AT”。
请参见第 103 页的“关于与 OpsCenter AT 相关的 OpsCenter 升级方案”。

4

将在前面的步骤中创建的 xml 文件复制到要安装 OpsCenter 7.7 的主机上。
注意：在复制导出的 xml 文件时，DOS 到 UNIX 的转换可能会在 xml 文件中
产生垃圾字符，从而导致导入失败。要避免此问题，请通过 FTP 并使用二进制
格式复制 xml 文件。

5

在要安装 OpsCenter 7.7 的主机上执行的步骤
在新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 7.7。
请参见第 79 页的“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安装 Ops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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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停止所有 OpsCenter 7.7 服务。
请参见第 150 页的“Windows 和 UNIX 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脚本”。

7

执行您以前执行过的性能优化步骤。
新的 OpsCenter Performance and Tuning Guide（《OpsCenter 性能和优化指
南》）提供有关如何优化 OpsCenter 以提高性能的信息。OpsCenter
Performance and Tuning Guide（《OpsCenter 性能和优化指南》）的联机版
本可在如下位置找到：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8

将备份的数据库文件从临时位置复制到 OpsCenter 数据库位置。
数据库位置如下：

9

Windows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OpsCenter\server\db\data

UNIX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使用 dbUpgrade 命令升级数据库。
运行以下命令：
Windows

dbUpgrade.bat install
<old_version_number><new_version_number>
例如：<OpsCenterInstallLocation>\OpsCenter\server\bin\dbUpgrade.bat
install 7.5.0.3 7.7

UNIX

dbUpgrade.sh install
<old_version_number><new_version_number>
例如：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SYMCOpsCenterServer/bin/dbUpgrade.sh
install 7.5.0.3 7.7

10 在以下位置的升级日志中检查数据库升级进度：
Windows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 OpsCenter\server\db\log

Unix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SYMCOpsCenterServer/d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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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将旧的身份验证或 AT 数据导入到 OpsCenter 7.7 服务器主机。
请确保已将在 OpsCenter 7.5 服务器主机上创建的导出 xml 文件复制到
OpsCenter 7.7 服务器主机。
运行以下命令：
Windows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atutil
import -p <password of exported xml file> -f
<location of xml file that contains old AT data> -z
<location of AT data folder> –overwrite
例如：atutil import -p “password” -f
\temp\userdata.xml -z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data
–overwrite

UNIX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SYMC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atutil
import -p <password of exported xml file> -f
<location of xml file that contains old AT data> -z
<location of AT data folder> –overwrite
例如：atutil import -p “password” -f
/temp/userdata.xml -z
/opt/SYMC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data –overwrite

注意：如果导入不成功，默认 OpsCenter 用户需要重置从 OpsCenter 早期版
本导入的 OpsCenterUsers (vx) 域用户的密码需要在启用了 NBAC 的
NetBackup/PureDisk 服务器和 OpsCenter 服务器之间重新建立信任。
请参见第 118 页的“关于 OpsCenter 升级失败情形”。

12 启动 OpsCenter 服务。
请参见第 150 页的“Windows 和 UNIX 上的 OpsCenter 服务器脚本”。

将 OpsCenter 服务器移动到其他计算机
本节提供将 OpsCenter 服务器移动到其他计算机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将
OpsCenter 服务器移动到其他计算机，例如：
■

硬件有问题

■

硬件升级

■

操作系统升级

■

从物理计算机移动到虚拟机（或从虚拟机移动到物理计算机）

164

管理 OpsCenter
关于 OpsCenter 数据库管理

将 OpsCenter 服务器移动到其他计算机

1

在 OpsCenter 源主机上执行的步骤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

2

将所有数据库文件（包括 *.* 的日志文件）从安装位置复制到安装位置之外的
位置。
数据库位置如下：

3

Windows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OpsCenter\server\db\data

UNIX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OpsCenter 源主机可能有要导入到 OpsCenter 目标主机的身份验证 (AT) 数据。
您需要先在 OpsCenter 源主机上导出 AT 数据，然后可以将这些数据导入到
OpsCenter 目标主机。
使用 atutil 实用程序将 AT 数据导出到 xml 文件。AT 数据包括
OpsCenterUsers(vx) 用户和证书。
请参见第 106 页的“导出身份验证设置”。

4

将 xml 文件复制到 OpsCenter 目标主机。
注意：在复制导出的 xml 文件时，DOS 到 UNIX 的转换可能会在 xml 文件中
产生垃圾字符，从而导致导入失败。要避免此问题，请通过 FTP 并使用二进制
格式复制 xml 文件。

5

在 OpsCenter 目标主机上执行的步骤
在作为目标主机的新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
请参见第 79 页的“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安装 OpsCenter”。

6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

7

执行您以前执行过的性能优化步骤。
新的 OpsCenter Performance and Tuning Guide（《OpsCenter 性能和优化指
南》）提供有关如何优化 OpsCenter 以提高性能的信息。OpsCenter
Performance and Tuning Guide（《OpsCenter 性能和优化指南》）的联机版
本可在如下位置找到：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165

管理 OpsCenter
关于 OpsCenter 数据库管理

8

将备份的数据库文件从临时位置复制到 OpsCenter 数据库位置。
数据库位置如下：

9

Windows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OpsCenter\server\db\data

UNIX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将旧的身份验证或 AT 数据导入到 OpsCenter 目标主机。
请确保已将在 OpsCenter 源主机上创建的导出 xml 文件复制到 OpsCenter 目
标主机。
运行以下命令进行导入：
Windows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atutil
import -p <password of exported xml file> -f <location
of xml file that contains old AT data> -z <location
of AT data folder> –overwrite

UNIX

<OpsCenterInstallLocation>/SYMC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atutil
import -p <password of exported xml file> -f <location
of xml file that contains old AT data> -z <location
of AT data folder> –overwrite

注意：如果导入不成功，默认 OpsCenter 用户需要重置从 OpsCenter 早期版
本导入的 OpsCenterUsers (vx) 域用户的密码需要在启用了 NBAC 的
NetBackup/PureDisk 服务器和 OpsCenter 服务器之间重新建立信任。

10 启动 OpsCenter 服务。

关于数据库故障排除
提供了有关 OpsCenter 数据库的安全信息。
请参见第 177 页的“关于 OpsCenter Web GUI/OpsCenter 服务器与 Sybase 数据库
的通信”。
提供了有关 Windows 和 Unix 服务器上的日志文件的信息。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关于 Windows 服务器上的 OpsCenter 日志文件”。
请参见第 185 页的“关于 Unix 服务器上的 OpsCenter 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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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备份和还原 OpsCenter 和 OpsCenter Analytics
本节中的过程将说明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如何备份和还原 OpsCenter 和 OpsCenter
Analytics。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备份 OpsCenter”。
请参见第 169 页的“还原 OpsCenter”。

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备份 OpsCenter
步骤序列提供了备份 OpsCenter 需要遵循的步骤概览。
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备份 OpsCenter

1

使用 dbbackup 脚本对 OpsCenter 数据库（vxpmdb.db、symcOpscache.db、
symcopsscratchdb.db 和 symcsearchdb.db）进行热备份。只要需要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就可运行此脚本。
请参见第 167 页的“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

2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管理的用户信息必须与 OpsCenter
数据库一同保存到目录中，或者使用 NetBackup 备份策略进行保存。
请参见第 168 页的“保存由 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管理的 OpsCenter
用户配置文件”。
注意：此外，也可创建日程表，对数据库和身份验证配置文件进行定期备份。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创建 NetBackup 策略来备份包含 OpsCenter 数据库快照
和身份验证服务用户配置文件的指定目录。
有关如何配置策略和日程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3

如果要更改 OpsCenter 数据库密码，还需要备份数据库密码文件。

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
OpsCenter 附带无需中断数据库的操作即可执行数据库备份（称为热备份）的数据
库备份脚本。在 UNIX 以及 Windows 平台上，脚本在备份或还原数据库之前重写
现有数据库 (db) 文件。数据库文件如下所示：vxpmdb.db、symcOpscache.db 和
vxpmdb.log。 脚本备份或还原 vxpmdb.db、symcOpscache.db 和 vxpmdb.log 文
件（如果存在）。
注意：常规文件系统备份不足以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必须为 OpsCenter 数据
库预定定期热备份，以免丢失任何重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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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

1

通过以下方式之一登录 OpsCenter 数据库服务器主机：
Windows

以管理员或“管理员”组中的用户身份

UNIX

root

2

打开 Windows 命令提示符或 UNIX 控制台。

3

运行适用于您的平台的备份脚本。根据平台指定以下备份目录之一：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dbbackup.batC:\MyDbBackupFolder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dbbackup.sh
/my_db_backup_dir

备份脚本在指定的备份目录中创建 vxpmdb.db、symcOpscache.db 和
vxpmdb.log（如果存在）。

保存由 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管理的 OpsCenter
用户配置文件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Windows 和 Unix 服务器上保存身份验证服务配置文件。
在 Windows 服务器上保存身份验证服务配置文件
◆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来保存用户配置文件：
■

将文件夹
INSTALL_PATH\VERITAS\Security\Authentication\systemprofile 复

制到其他文件夹。
■

创建一个 NetBackup 作业策略来备份身份验证服务 systemprofile 文件
夹。

在 UNIX 服务器上保存身份验证服务配置文件
◆

执行以下操作之一来保存用户配置文件：
■

将 /var/VRTSat 文件夹复制到其他文件夹。

■

创建一个 NetBackup 作业策略来备份身份验证服务 profile 文件夹。

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密码文件
如果希望更改 OpsCenter 数据库密码，您需要备份以下密码文件（以及 OpsCenter
数据库文件和身份验证服务 profile 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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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上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密码文件
◆

备份位于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config 目录中的 db.conf 文
件。

在 UNIX 上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密码文件
◆

备份位于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 目录中的 db.conf
文件。

还原 OpsCenter
还原 OpsCenter 时，新 OpsCenter 服务器的主机名和 IP 地址必须与已崩溃的旧服
务器相同。此限制是由几个原因导致的。以下是其中的一些原因：
■

身份验证服务凭据（主机名和 IP 地址）存储在旧的 OpsCenter 服务器上。

■

要启用数据收集，必须为数据收集配置主服务器。其中包括将 OpsCenter 主机
名添加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服务器列表”中。此后，必须将这些主服务
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请参见第 25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

注意：以下过程假定您已经将 OpsCenter 数据库快照和身份验证服务用户配置文件
保存在文件夹中。
步骤序列提供了还原 OpsCenter 需要遵循的步骤概览。
在发生灾难的情况下还原 OpsCenter

1

在与出现问题的服务器同名的服务器上安装 OpsCenter。

2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3

从备份映像中还原 OpsCenter 数据库快照文件和身份验证服务用户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70 页的“还原 OpsCenter 数据库”。
请参见第 172 页的“还原由 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管理的 OpsCenter
用户配置文件”。

4

如果已保存了 OpsCenter 数据库密码文件的副本，请将该文件复制到新安装的
OpsCenter 服务器上的相应位置。在 Windows 上，将 db.conf 文件复制到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config 目录；在 UNIX 上，将其复制到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 目录。

5

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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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 OpsCenter 数据库
备份数据库后，可将其还原。在 Windows 和 UNIX 主机上，还原操作自动停止数
据库，还原备份数据库文件，并重新启动数据库。 dbbackup 脚本在备份或还原数
据库之前重写现有数据库 (db) 文件。 数据库文件如下所示：vxpmdb.db、
symcOpscache.db 和 vxpmdb.log。 脚本备份或还原 vxpmdb.db、symcOpscache.db
和 vxpmdb.log 文件（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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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备份的 OpsCenter 数据库

1

在要还原其备份数据的 OpsCenter 服务器上，打开 UNIX 控制台或 Windows
命令提示符，然后以 root 用户身份（在 UNIX 上）或管理员或“管理员”组
中的用户身份（在 Windows 上）登录。
Windows

打开 Windows 命令提示符，并以管理员或“管理员”组中的用户
身份登录。

UNIX

打开 UNIX 控制台，然后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

后续步骤中显示的所有路径都是默认数据库安装路径。如果数据库安装在默认
位置以外的任何地方，这些路径可能与您的站点不同。

2

要还原备份的数据库，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Windows

键入以下命令，然后按 Enter 键。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dbbackup.bat
<backupDir> -restore <restoreDir>

UNIX

键入以下命令，然后按 Enter 键。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dbbackup.sh
<backupDir> -restore <restoreDir>

其中 backupDir 是备份数据库驻留的目录，<restoreDir> 是当前 OpsCenter 数
据库的位置。
restoreDir 是可选的。
如果未使用，dbbackup 脚本将还原至默认数据库目录：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db\data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如果指定了非默认目录位置，则必须指定 restoreDir 选项。
脚本会显示一条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提示消息：
WARNING: this operation will overwrite the active
OpsCenter data on this host.
Do you wish to continue ? [y/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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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继续还原，请在 Windows 主机上按 Enter 键。
要继续还原，请在 UNIX 主机上键入 y。
dbbackup 脚本自动停止并重新启动数据库。

还原由 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管理的 OpsCenter
用户配置文件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Windows 和 Unix 服务器上保存身份验证服务配置文件。
在 Windows 上还原身份验证用户配置文件

1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2

将包含身份验证服务用户配置文件的文件夹复制或重写到
INSTALL_PATH\VERITAS\Security\Authentication\systemprofile。

3

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在 UNIX 上还原身份验证用户配置文件

1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进程。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2

将包含身份验证服务用户配置文件的文件夹复制或重写到 /var/VRTSat

3

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进程。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关于通信和防火墙注意事项
图 4-1 显示了关键 OpsCenter 组件和所使用的通信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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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Web Browser

关键 OpsCenter 组件及其通信方式

The following HTTPS ports are checked for availability in the
specified sequence and the first available port is used as the
default HTTPS port - Port 443, Port 8443, and Port 8553.

Possible
Firewall

View Builder
Console

OpsCenter Web
GUI

Default
Port 13786
OpsCenter Database
Possible
Firewall

PBX
default port
1556

OpsCenter Server

SMTP
email
SNMP
traps

Possible
Firewall

Port 162

Possible
Firewall

NetBackup Master
Server with NBAC
Hosts where backup
products like Backup
Exec, PureDisk etc. are
installed

NetBackup Master
Server without NBAC

Hosts where backup
products like Backup
Exec, PureDisk etc..are
installed

请参见第 173 页的“关键 OpsCenter 组件所使用的通信端口”。

关键 OpsCenter 组件所使用的通信端口
下表显示了 OpsCenter 的默认端口设置。

OpsCenter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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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 OpsCenter 控制台配置 SMTP 接收方端口（使用“设置”>“配置”>“SMTP
服务器”）。可以从 OpsCenter 控制台配置 SNMP 陷阱接收方端口（使用“设
置”>“接收方”> SNMP）。
如果这些端口发生了变化，则必须打开相应的硬件端口。
表 4-8 列出了关键 OpsCenter 组件所使用的通信端口。
关键 OpsCenter 组件所使用的通信端口

表 4-8
源主机

目标主机

端口号

用法（进程名称） 端口配置

OpsCenter 服
务器

邮件服务器

25

SMTP

允许从源到目标。

OpsCenter 服
务器

SNMP 服务器

162

SNMP 陷阱接收方

允许从源到目标。

OpsCenter 服
务器

NetBackup 主服务 1556
器

PBX
(pbx_exchange)

允许在源与目标之间进行（双
向）。
不支持 PBX 端口号配置。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
OpsCenter Web GUI 与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的通
信”。

OpsCenter客户 OpsCenter 服务器 1556
端

PBX
(pbx_exchange)

允许在源与目标之间进行。
有些强化的服务器和防火墙
配置可能阻止此端口。
不支持 PBX 端口号配置。
请参见第 176 页的“关于
OpsCenter Web GUI 与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的通
信”。

Web 浏览器

OpsCenter 服务器 按照指定顺序检查以下
HTTPS
HTTPS 端口的可用性。默认
情况下，使用第一个可用端
口：

1

443 (HTTPS)

2

8443 (HTTPS)

3

8553 (HTTPS)

允许从网络上的所有主机进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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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主机

目标主机

端口号

OpsCenter 服
务器

OpsCenter 服务器 13786

OpsCenter 服
务器

OpsCenter 服务器 3652

用法（进程名称） 端口配置
Sybase 数据库
(dbsrv11)

允许在源与目标之间进行。
有些强化的服务器和防火墙
配置可能阻止此端口。

OpsCenter Product 当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启
Authentication
用 NBAC 时，允许在源与目
Service (opsatd) 标之间进行。

与备份产品通信所需的端口
本节介绍了 OpsCenter 代理用于与备份产品（如 Backup Exec 和 PureDisk）进行
通信的端口。
表 4-9 列出了必须在 OpsCenter 代理上打开以从各种备份产品中收集数据的端口。
与其他备份产品通信所需的端口

表 4-9
备份产品

通信

端口号

Backup Exec

OpsCenter（Backup Exec 数据收集器）使用 Backup Exec API 与
Backup Exec 服务器通信。

6106

PureDisk

OpsCenter（PureDisk 数据收集器）使用 atssl 与 PureDisk SPA 通 443 (HTTPS)
信。
2821 (AT)

Web 浏览器与 OpsCenter Web 图形用户界面的连接
Web 浏览器使用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S) 与 OpsCenter Web 图形用户界面
通信。这些协议使用 TCP/IP。
表 4-10 列出了默认 HTTPS 端口的选择方法。
默认 HTTPS 端口

表 4-10

序列号 HTTPS 端口号

描述

1.

检查端口 443 的可用性。

443

■

如果端口 443 可用，则将其用作默认 HTTPS 端口。

■

如果其他某个应用程序（如 Web 服务器）使用此端
口，则将检查下一个端口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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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号 HTTPS 端口号

描述

2.

检查端口 8443 的可用性。

8443

■

■

3.

8553

如果端口 8443 可用，则会将端口 8443 用作默认
HTTPS 端口。
如果其他应用程序（如 VCS 或其他任何产品所安装
的 VRTSWeb）占用了其中一个或两个端口，则将检
查下一个端口组合的可用性。

检查端口 8553 的可用性。

这些 HTTPS 端口仅对输入开放，可以使用命令行进行配置。
请参见第 556 页的configurePorts。

关于 OpsCenter Web GUI 与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的通信
OpsCenter Web GUI 使用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 与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进行通信。默认端口为 1556。该 PBX 端口对输入和输出通信开放。

关于 OpsCenter 服务器与 NetBackup 主服务器 (NBSL) 的通信
OpsCenter 要求所有受控主服务器上都具有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通过下列方法从 NBSL 收集数据：
■

初始数据加载

■

侦听更改通知或事件

在启用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或将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时，只要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启动，OpsCenter 服务器就开始使用 NBSL 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收
集所有可用数据并将其存入 OpsCenter 数据库。依次对每种数据类型进行初始数据
加载。当初始数据加载完成时，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会立即侦听 NBSL 发送的通
知以获得 NetBackup 数据中发生的任何更改。然后 OpsCenter 会更新 OpsCenter
数据库。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 用来进行通信，并要求在 OpsCenter
服务器和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开放一个端口用于输入和输出。使用的默认 PBX
端口是 1556。OpsCenter 7.5 中不支持配置 PBX 端口。

关于 SNMP 陷阱
SNMP 陷阱协议用于出站 UDP 通信，需要一个对输出开放的端口。端口号为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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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OpsCenter Web GUI/OpsCenter 服务器与 Sybase 数据库的通
信
OpsCenter Web GUI 使用默认端口 13786 与 OpsCenter Sybase SQL Anywhere
数据库服务器进行通信。
Sybase 数据库服务器端口对所有入站连接均关闭。只有驻留在 OpsCenter 服务器
上的 OpsCenter 组件可以使用该数据库。

关于 OpsCenter Web GUI 与 OpsCenter 服务器电子邮件的通信
SMTP 电子邮件服务器协议用于传出邮件。用户在指定 SMTP 服务器端口时，也会
定义端口号（要指定此端口，请参见 OpsCenter 控制台中的“设置”>“配
置”>“SMTP 服务器”）。此端口只对输出通信开放。

用支持脚本收集故障排除数据
如果在 UNIX 或 Windows 上运行 OpsCenter，可以使用支持脚本来收集 OpsCenter
服务器和 OpsCenter 代理的故障排除信息。该脚本可收集服务器和代理日志，收集
有关所有数据收集问题的信息，捕获当前代理配置，以及将结果压缩成 zip 文件。
如果 OpsCenter 出现问题，则此文件可以用作支持小组的第一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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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Windows 上收集 OpsCenter 服务器的故障排除数据

1

运行以下命令对 OpsCenter 服务器执行支持脚本：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CenterSupport.bat

注意：以下是 Windows 计算机上的默认目录位置。

2

该脚本稍后会提示下列问题：
Do you want to collect configuration files?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application log files?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OpsCenter GUI <147> log files?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OpsCenter Server <148> log files?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db log files?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WebServer log files?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setEnv file?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database files? [y/n] y
If this is an upgrade scenario, do you want to collect
old database and log files? [y/n] y
If this is an install scenario, do you want to collect
installation lzgs? [y/n] y

请根据您的首选项回答 y 或 n。

3

该脚本会根据您的首选项收集系统信息和 OpsCenter 配置信息。然后将所有这
些信息压缩到一个名为 Support.zip 的文件中。此时，您可以使用 OpsCenter
并在后台运行该支持脚本。
注意：添加日志文件和 OpsCenter 数据库文件会增加生成的 Support.zip 文
件的大小。

4

Support.zip 文件存储在以下目录中：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temp\support

178

管理 OpsCenter
用支持脚本收集故障排除数据

在 Windows 上收集 OpsCenter 代理的故障排除数据

1

运行以下命令对 OpsCenter 代理执行支持脚本：
INSTALL_PATH\OpsCenter\Agent\bin\opsCenterAgentSupport.bat

注意：这是 Windows 计算机上的默认目录位置。

2

该脚本会停止 OpsCenter 代理服务，然后收集 OpsCenter 代理日志，并将这
些信息压缩到 Support.zip 文件中。

3

此 zip 文件存储在以下目录中：
INSTALL_PATH\OpsCenter\Agent\temp\support

4

创建 Support.zip 文件之后，该脚本会启动 OpsCenter 代理服务。

在 UNIX 上收集 OpsCenter 服务器的故障排除数据

1

运行以下命令对 OpsCenter 服务器执行支持脚本：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CenterSupport.sh

2

该脚本稍后会提示下列问题：
Do you want to collect configuration files?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application log files?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OpsCenter GUI <147> log files?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OpsCenter Server <148> log files?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db log files?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WebServer log files?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setEnv file? [y/n] 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database files? [y/n] y
If this is an upgrade scenario, do you want to collect old
database and log files? [y/n] y
If this is an install scenario, do you want to collect
installation logs? [y/n] y

请根据您的首选项回答 y 或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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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脚本会根据您的首选项收集系统信息和 OpsCenter 配置信息。然后它将所有
这些信息压缩到 support.zip 文件中。此时，您可以使用 OpsCenter 并在后
台运行该支持脚本。
注意：添加日志文件和 OpsCenter 数据库文件会增加生成的 support.zip 的
文件大小。

4

support.zip 文件存储在以下目录中：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temp/support

关于 OpsCenter 日志文件
OpsCenter 会创建可用于排除安装、性能等方面故障的日志文件。OpsCenter 使用
Veritas 统一日志记录 (VxUL)、旧式日志格式以及其他日志文件格式来写入日志文
件。
请参见第 183 页的“关于 Windows 服务器上的 OpsCenter 日志文件”。
请参见第 185 页的“关于 Unix 服务器上的 OpsCenter 日志文件”。

VxUL 日志文件
VxUL 日志文件以所有 Veritas 组件通用的标准格式创建日志文件名和消息。这些消
息所使用的 VxUL ID（一个产品 ID 和一个创建者 ID）是标识写入日志消息的组件
的 ID。
OpsCenter 组件使用 VxUL 格式创建大多数日志消息。
表 4-11 显示了 OpsCenter 以及关键共享组件所使用的创建者 ID。
表 4-11

OpsCenter 组件所使用的 VxUL ID

VxUL 创建者 ID

创建者名称

103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服务 (PBX)

132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146

OpsCenter 代理

147

OpsCenter Web GUI

148

OpsCenter 服务器

423

应用程序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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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UL 创建者 ID

创建者名称

18

OpsCenter AT

在 Windows 中，OpsCenter 将 VxUL 日志写入以下目录：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logs

在 UNIX 中，OpsCenter 将 VxUL 日志写入以下目录：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logs

您可以控制 OpsCenter 为 OpsCenter 服务器、OpsCenter 代理和 OpsCenter Web
GUI 写入日志文件和应用程序日志文件的方式。
对于 OpsCenter 服务器、OpsCenter 代理和 OpsCenter Web GUI 和应用程序日志
记录，必须使用下列 OID 值。
OpsCenter 服务器

148

OpsCenter 代理

146

OpsCenter Web GUI

147

应用程序日志记录

423

表 4-12 列出了可以在 Windows 上控制日志记录的命令。
表 4-12

在 Windows 上控制日志记录

控制日志记录

命令

更改日志目录目标（默认值为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vxlogcfg.exe
-a -p 58330 -o <OID> -s LogDirectory="<New log
directory location>"

<INSTALL_PATH>\
OpsCenter\server\logs)

注意：58330 是 OpsCenter 的产品 ID。
配置详细级别（默认值为 1）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vxlogcfg.exe
-a -p 58330 -o <OID> -s DebugLevel=1

配置诊断级别（默认值为 1）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vxlogcfg.exe
-a -p 58330 -o <OID> -s DiagnosticLevel=1

配置创建的日志文件数（默认值为 100）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vxlogcfg.exe
-a -p 58330 -o <OID> -s NumberOfLogFiles=100

表 4-13 列出了可以在 UNIX 上控制日志记录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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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在 UNIX 上控制日志记录

控制日志记录

命令

更改日志目录目标（默认值为
<INSTALL_PATH>/
SYMCOpsCenterServer/logs）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vxlogcfg
-a -p 58330 -o <OID> -s LogDirectory="<New log
directory location>"

注意：58330 是 OpsCenter 的产品 ID。
配置调试级别（默认值为 1）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vxlogcfg
-a -p 58330 -o <OID> -s DebugLevel=<New debug
level>

配置诊断级别（默认值为 1）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vxlogcfg
-a -p 58330 -o <OID> -s DiagnosticLevel=<New
diagnostic level>

配置创建的日志文件数（默认值为 100）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vxlogcfg
-a -p 58330 -o <OID> -s NumberOfLogFiles=<New
number>

OpsCenter 应用程序日志文件
表 4-14 显示了有关 OpsCenter 应用程序日志文件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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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日志文件目录

OpsCenter 应用程序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

故障排除用途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logs 58330-423-*.log 此日志文件包含了有助于了解各用例流的最少信息量。不
同于 *148* 日志，此日志文件无详细的日志信息。 如果特
或者
定用例失败，支持人员主要使用此日志文件来诊断问题。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logs
例如，当您运行某个报告时，如果任一预定义步骤（如获
取报告定义、生成查询、转换结果等）失败，则就会发生
用例失败。每个失败的用例都有相应的错误代码和消息。
目前，数据收集和报告组件有明确定义的错误代码和消息。
此外，此日志文件还包含失败用例的详细堆栈跟踪。
默认情况下会启用应用程序日志记录。您可以通过配置
log.conf 文件将其禁用。
要禁用应用程序日志记录，请使用以下命令将 log.conf
文件中的调试级别设置为 0。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vxlogcfg.exe -a
-p 58330 -o <OID> -s DebugLevel=0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vxlogcfg
-a -p 58330 -o <OID> -s DebugLevel=0
要在以后启用应用程序日志记录，您可以指定大于 0 的任
何值。例如，指定 DebugLevel=1 即可启用应用程序日志
记录。要在以后禁用应用程序日志记录，请将 DebugLevel
的值修改为 0。

关于 Windows 服务器上的 OpsCenter 日志文件
OpsCenter 使用 VxUL 和旧式格式创建以下日志文件。

OpsCenter 安装日志文件
表 4-15 显示了有关 OpsCenter 组件安装日志文件的详细信息。这些日志文件可用
于解决各个 OpsCenter 组件的安装问题。
表 4-15

OpsCenter 安装日志文件

OpsCenter 日志文件
组件
OpsCenter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OpsCenterServerInstallLog.html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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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日志文件
组件
OpsCenter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OpsCenterAgentInstallLog.html
代理
OpsCenter %ALLUSERSPROFILE%\Symantec\OpsCenter\INSTALLLOGS\OpsCenterViewBuilderInstallLog.html
View
Builder

OpsCenter 日志文件
表 4-16 显示了有关 OpsCenter 日志文件的详细信息。
表 4-16

OpsCenter 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目录

日志文件

故障排除用途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logs\

ServerService_timestamp.log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的 system.err 和
system.out 的日志文件。

与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关联的日志文件
表 4-17 列出了与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关联的日志文件。
表 4-17
日志文件目录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的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

对于 Windows 平台：
vxatd.log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

故障排除用途
用户身份验证活动

OpsCenter 数据库日志文件
表 4-18 列出了与 OpsCenter 数据库关联的日志文件。
表 4-18

与 OpsCenter 数据库关联的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目录

日志文件

故障排除用途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db\log\

server.log

OpsCenter Sybase 数据库活动。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db\data\

vxpmdb.log

OpsCenter Sybase 数据库事务文件。

注意：请勿更改此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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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Web 服务器日志文件
与 OpsCenter Web 服务器关联的日志文件位于 INSTALL_PATH\
OpsCenter\gui\webserver\logs 目录中。

OpsCenter 和 OpsCenter 所使用组件的 VxUL 日志文件
表 4-19 列出了与 VxUL 及 OpsCenter 所使用的其他组件关联的日志文件。
表 4-19

与 VxUL 和其他组件关联的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目录

日志文件

故障排除用途

INSTALL_PATH\VERITAS\VxPBX\bin\

50936-103-*.log

PBX 活动

INSTALL_PATH\VERITAS\NetBackup\logs\

51216-132-*.log

NBSL 活动

INSTALL_PATH\OpsCenter\Agent\logs

51216-146-*.log

OpsCenter 代理活
动

INSTALL_PATH\OpsCenter\gui\logs\

51216-147-*.log

OpsCenter Web
GUI 活动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logs

58330-148*.log

OpsCenter 服务器
活动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logs

58330-423-*.log

OpsCenter 应用程
序日志记录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logs

58330-18-*.log

OpsCenter 身份验
证活动

关于 Unix 服务器上的 OpsCenter 日志文件
OpsCenter 使用 VxUL 格式和旧式格式创建以下日志文件。

Unix 服务器上 与 OpsCenter 关联的日志文件
表 4-20 列出了 OpsCenter 的日志文件。
表 4-20

OpsCenter 的日志文件

OpsCenter 日志文件

故障排除用途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logs/OpsCenterServer_out.log OpsCenterServer 后台驻留程序的 stdout
和 stderr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logs/purge-status.log

显示清除操作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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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日志文件

故障排除用途

/var/VRTS/install/logs/（目录）

跟踪所有安装问题

UNIX 服务器上的 Authentication Service 日志文件
表 4-21 列出了与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关联的日志文件。
表 4-21

Authentication Service 的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

故障排除用途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vxatd.log OpsCenter 身份验证活动

UNIX 服务器上与 OpsCenter 数据库关联的日志文件
表 4-22 列出了与 OpsCenter 数据库关联的日志文件。
表 4-22

与 OpsCenter 数据库关联的日志文件

OpsCenter 日志文件

故障排除用途

INSTALL_PATH/
SYMCOpsCenterServer/db/log/
dbserver.log

OpsCenter Sybase 数据库活动。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 OpsCenter Sybase 数据库事务文件。
db/data/vxpmdb.log
注意：请勿更改此日志文件。

UNIX 服务器上与 OpsCenter Web 服务器关联的日志文件
表 4-23 列出了与 OpsCenter Web 服务器关联的日志文件。
表 4-23

与 OpsCenter Web 服务器关联的日志文件

OpsCenter 日志目录

故障排除用途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GUI/webserver/logs

OpsCenter Web GUI 应用程序活动 (stdout)。

UNIX 上与 VxUL 和其他组件关联的日志文件
表 4-24 列出了与 VxUL 和其他组件关联的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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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与 VxUL 和其他组件关联的日志文件

OpsCenter 日志文件

故障排除用途

INSTALL_PATH/VRTSpbx/log/50936-103-*.log

PBX 活动

INSTALL_PATH/openv/logs/51216-132-*.log

NBSL 活动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GUI/logs/
51216-147-*.log

OpsCenter Web GUI 活动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logs/
558330-148*.log

OpsCenter 服务器活动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
logs/58330-423-*.log

OpsCenter 应用程序日志记录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
logs/58330-18-*.log

OpsCenter 身份验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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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OpsCenter 设置

■

设置用户首选项

■

关于管理许可证

■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上配置数据清除期限

■

关于在 OpsCenter 中存储 SMTP 服务器配置

■

配置 OpsCenter 的 SMTP 服务器设置

■

在 OpsCenter 中添加主机别名

■

在 OpsCenter 中合并对象（主机）

■

在 OpsCenter 中修改磁带库信息

■

在 OpsCenter 中复制用户配置文件

■

在 OpsCenter 中设置报告导出位置

■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对象类型

■

关于管理 OpsCenter 用户

■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收件人

■

关于管理 OpsCenter Analytics 的成本分析和成本分摊

了解 OpsCenter 设置
OpsCenter 设置

OpsCenter 设置
本主题介绍了各种 OpsCenter 设置。OpsCenter 管理员可以使用 OpsCenter 控制
台来配置这些设置。普通用户可查看或访问仅与其配置文件相关的信息（由
OpsCenter 管理员设置）。
可以在 OpsCenter 中配置以下设置。
表 5-1

OpsCenter 中的设置

设置

允许执行的操作

参考主题

用户首选项

添加特定用户的详细信息以及创建用户
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90 页的“设置用户
首选项”。

“配置”>
NetBackup

添加 NetBackup 主服务器及其属性以便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关于配置
从中收集数据。
NetBackup 的数据收集”。

“配置”>“代理” 创建从非 NetBackup 产品收集数据的代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关于管理
理和数据收集器。
OpsCenter 代理”。
“配置”>“许可
证”

管理永久许可证密钥或演示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194 页的“ 添加
OpsCenter 许可证密钥”。

“配置”>“数据清 指定何时清除从多种产品收集的数据
除”
配置 > SMTP 服务
器

配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或警报时所
需的 SMTP 服务器详细信息。

“配置”>“主机别 为主机添加别名。
名”

请参见第 195 页的“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上配置数
据清除期限”。
请参见第 197 页的“配置
OpsCenter 的 SMTP 服务器
设置”。
请参见第 19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主机别
名”。

“配置”>“对象合 配置 OpsCenter 以合并代表同一备份客 请参见第 199 页的“在
户端，但注册为不同对象的对象
OpsCenter 中合并对象（主
并”
机）”。
“配置”>“磁带
库”

修改磁带库信息

请参见第 19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合并对象（主
机）”。

“配置”>“复制用 配置 OpsCenter 以将用户的配置文件复 请参见第 202 页的“在
制到其他用户。
OpsCenter 中复制用户配置
户配置文件”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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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允许执行的操作

“配置”>“报告导 指定存储导出的报告的位置。
出位置”
“配置”>“对象类 添加新对象类型和属性。
型”

参考主题
请参见第 203 页的“在
OpsCenter 中设置报告导出
位置”。
请参见第 203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对象类
型”。

视图

创建和管理 OpsCenter 视图。

请参见第 278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视图”。

用户

管理用户和用户组。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用户 ”。

收件人

管理电子邮件和 SNMP 收件人。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收件人”。

“成本分摊”>“货 管理显示在成本报告中的货币设置。可
以从全局货币列表中选择一种货币并将
币设置”
其设置为默认货币。

请参见第 226 页的“设置
OpsCenter 成本报告的默认
货币”。

“成本分摊”>“成 创建成本变量。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成
本分摊”>“成本变量”选项”。

本变量”
“成本分摊”>“成 创建成本公式。
本公式”
“成本分摊”>“成 管理成本估计。
本估计”

请参见第 231 页的““设置”>“成
本分摊”>“成本公式”选项”。
请参见第 233 页的“使用
OpsCenter 公式建模工具估
计成本分摊成本”。

设置用户首选项
在 OpsCenter 中，您可以设置首选项，如默认语言环境或时区以及个人详细信息
（如电子邮件 ID 或名称）。 您还可以使用“用户首选项”选项卡来更改您的密码
（如果您的用户帐户属于 OpsCenterUsers 域）。
设置用户首选项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用户首选项”。 用户首选项的各个
选项组织于“常规”和“我的配置文件”选项卡中。

2

单击“常规”选项卡，设置“默认语言环境”、“数据显示时区”、“开始时
间 (24 小时制)”、“禁用自动刷新”、“自动刷新间隔 (分钟)”和“允许在‘视
图’窗格中进行多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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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保存”。

4

单击“我的配置文件”选项卡，查看或修改“用户名”、“密码”、“用户角
色”和“域名”。

“设置”>“用户首选项”选项
按如下所述使用“常规”选项卡选项：
表 5-2

“常规”选项

选项

描述

默认语言环境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您所需的语言环境。例如，如果您选择“英
语”作为默认语言环境，则所有的 OpsCenter GUI 屏幕都会
使用“英语”作为默认语言。

数据显示时区

从“其他”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首选时区（OpsCenter 服务
器时区或任何其他时区）。OpsCenter 按照选定时区在 GUI
屏幕上显示时间。

开始时间 (24 小时制)

输入在报告中用作一天的开始时间的时间。报告数据根据此
开始时间进行分组。

禁用自动刷新

如果您不想自动刷新 OpsCenter GUI，请选中此复选框。
默认情况下，该自动刷新选项处于启用状态。

自动刷新间隔 (分钟)

输入自动刷新间隔（以分钟为单位）。例如，要使 OpsCenter
GUI 的刷新方式为每隔 5 分钟显示一次更新的数据，请在“自
动刷新间隔”文本框中输入 5。

查看首选项
默认视图

此下拉列表显示您对其有权限的视图。选择这些视图之一作
为 OpsCenter 控制台中“监视”和“管理”选项卡的默认视
图。
默认情况下，所选视图的数据显示在 OpsCenter 控制台的
“监视”和“管理”选项卡中 。

报告模板默认视图

此下拉列表显示您对其有权限的视图。选择这些视图之一作
为报告模板的默认视图。
默认情况下，当您基于任一报告模板运行报告时，会显示所
选视图的数据。

191

了解 OpsCenter 设置
设置用户首选项

选项

描述

允许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多 如果要在“视图”窗格中选择多个节点或视图对象，请选中
项选择
此复选框。选中此选项时，可以在“视图”窗格中每个主服
务器或节点的旁边看到一个复选框。要查看多个主服务器和
节点的数据，请选中对应的复选框，然后单击“应用选定内
容”。
默认情况下，该多项选择选项处于启用状态。
如果取消选中了多项选择选项，只能在给定的时间从“视图”
窗格选择一个节点或视图对象。您可以在“视图”窗格中进
行选择，这类似于在 NetBackup Operations Manager (NOM)
中操作。每个节点或视图对象都是链接。可以单击节点或视
图对象以查看相应节点或视图对象的数据。例如，可以在“视
图”窗格中单击某个主服务器以查看该特定主服务器的数据。
请参见第 48 页的“关于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多项选择或单击
式选择”。
如果取消选中多项选择选项，则单击“监视”>“作业”，并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摘要视图”后，将会显示“组组件摘要”
表。之前在 NOM 中也显示“组组件摘要”表。视图底部的
“组组件摘要”表显示了作业摘要信息。该表显示了“视图”
窗格中选定的视图或节点（组）的直接 NetBackup 组成部
分。例如，如果选择“所有主服务器”视图，则“组组件摘
要”表将显示每个主服务器的作业摘要。
提供了有关“组组件摘要”表的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08 页的“关于“组组件摘要”表”。
报告导出布局
PDF 表格报告导出布局

您可以导出各种 PDF 格式的表格报告。这些首选项仅适用于
标准报告。
选择下列 PDF 格式之一以导出表格报告：
■

■

■

■

纵向
每页最多显示七列数据。
横向
每页最多显示十个数据列。
少于八个标题时采用纵向
最多有七个标题时以纵向格式显示数据，超过七个标题时
以横向格式显示数据。
展开至适合
在单个页面上显示全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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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如下所述浏览并使用“我的配置文件”选项卡选项：
表 5-3

“我的配置文件”选项

选项

描述

用户名

显示用户名。

密码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在创建配置文件时为每位用户都设置
了默认密码。
属于 OpsCenterUsers 域的用户可以在登录后更改其密码。
要更改密码，请单击“更改密码”链接。
请参见第 193 页的“更改 OpsCenter 密码”。
其他域中的用户无法使用此选项更改其密码。

用户角色

此用户的角色。

域名

此用户所属的域的名称。

更改 OpsCenter 密码
请在第一次登录 OpsCenter 控制台时更改管理员分配的密码。此后请定期更改密
码。
为了安全起见，您应当在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重置密码后更改密码。当您在密码
重置后尝试登录时，OpsCenter 将显示“更改密码”页面。
更改 OpsCenter 密码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我的配置文件”。

2

在“我的配置文件”对话框中，单击“更改密码”。

3

在“更改密码”对话框中，执行下列操作：
■

在“旧密码”字段中键入旧密码。

■

在“新密码”字段中键入新密码。

必须根据以下密码规则或准则设置新密码：密码的长度必须至少为 8 个字
符，并且应至少包含一个大写字母、一个小写字母和一个数字。新密码必
须不同于当前密码。
“更改密码”页面上还提供了密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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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确认新密码”文本框中再次键入您的新密码。

单击“保存”。

关于管理许可证
要使用 OpsCenter 中不可用的高级功能，您需要使用许可证密钥并启用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Analytics。
请参见第 18 页的“关于 OpsCenter”。
请参见第 194 页的“ 添加 OpsCenter 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195 页的“ 查看 OpsCenter 许可证密钥”。
请参见第 195 页的“ 删除 OpsCenter 许可证密钥”。

“设置”>“配置”>“许可证”选项卡选项
“许可证”选项卡显示以下选项的当前状态：
表 5-4

“许可证”选项

选项

描述

密钥

与 OpsCenter 关联的许可证密钥。

类型

许可证密钥类型，如 PERMANENT、EVALUATION 等。

截止日期

与许可证密钥关联的截止日期。

许可功能

与密钥关联的许可功能。

已启用

此列显示许可功能是否已启用。

当前使用情况

许可功能的当前实际使用情况。

许可证限制

与特定许可功能关联的总许可值。

添加 OpsCenter 许可证密钥
OpsCenter 管理员可以安装 OpsCenter 许可证密钥，以激活附加产品功能或删除不
再需要的许可证密钥。
您可以添加一个或多个 OpsCenter 许可证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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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 OpsCenter 许可证密钥

1

以管理员 (admin) 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

3

单击“许可证”选项卡。

4

单击“添加”。

5

在“添加许可证密钥”弹出屏幕上，输入许可证密钥并单击“确定”。

查看 OpsCenter 许可证密钥
您可以查看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上安装的许可证密钥。
查看 OpsCenter 许可证密钥

1

以管理员 (admin) 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

3

单击“许可证”选项卡。

删除 OpsCenter 许可证密钥
可从您作为管理员连接的 OpsCenter 服务器删除一个或多个 OpsCenter Analytics
许可证密钥。
删除 OpsCenter Analytics 许可证密钥

1

以管理员 (admin) 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

3

单击“许可证”选项卡。

4

选中要删除的许可证密钥前面的复选框。

5

单击“删除”。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上配置数据清除期限
可以为记录的作业、策略和已跳过文件等数据类型配置 OpsCenter 服务器保留期
限。
注意：已清除数据的详细信息存储在 purge-status.log 文件中，该文件位于
OpsCenter 服务器日志目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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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上配置数据清除期限

1

以管理员 (admin) 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中，单击“设置”>“配置”。

3

单击“数据清除”选项卡。
默认情况下，数据清除处于启用状态。

4

根据需要编辑默认数据清除设置。
请参见第 196 页的““设置”>“配置”>“数据清除”选项”。

5

在“清除时间”文本框中，输入一天中要清除数据的时间（采用 24 小时制）。

6

单击“保存”。

“设置”>“配置”>“数据清除”选项
默认情况下，数据清除处于启用状态。
数据清除设置可帮助您管理从 NetBackup 收集的数据的保留信息。对于每种数据类
型，可以设置以天为单位的数据保留期限。在指定的天数后，相应的数据会从
OpsCenter 数据库中清除。清除数据后，您将无法检索该数据。对于每种数据类
型，可以使用默认设置，也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编辑默认数据清除选项，如下所示：
表 5-5

“数据清除”选项

选项

描述

启用数据清除

要更改默认的数据清除设置，请选择“启用数据清
除”选项。

启用失效映像清除

选择此选项可清除 NetBackup 目录库中已失效的映
像。

备份作业

设置需要在保留多少天之后清除备份作业（默认为
220 天）。
为备份日志设置的天数应少于或等于为备份作业设
置的天数。换句话说，可以在清除作业之前清除各
自对应的日志，也可以同时清除它们。

备份日志

设置需要在保留多少天之后清除备份日志（默认为
3 天）。

磁带驱动器历史记录

设置保留磁带驱动器历史记录日志的天数（默认为
31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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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介质历史记录

设置保留介质历史记录日志的天数（默认为 31
天）。

警报

输入保留警报数据的天数（默认为 31 天）。超过
此保留天数的警报数据将从 OpsCenter 数据库中清
除。

SLP 映像

SLP 数据应该保留的天数（默认为 90 天）。

审核跟踪

希望保留审核跟踪记录的天数。

注意：默认情况下，审核跟踪的数据清除期限设置
为 420 天。
清除时间

输入一天中要清除数据的时间（采用 24 小时制）。

关于在 OpsCenter 中存储 SMTP 服务器配置
SMTP 服务器设置存储在 OpsCenter 数据库的 nm_SmtpSettings 表中。
请注意以下几点：
■

升级 OpsCenter 时，所有与 SMTP 相关的配置详细信息（如果在之前的版本中
这些信息已存在于 nm.conf 文件中）都将保存在 OpsCenter 数据库的
nm_SmtpSettings 表中。 随后会将与 SMTP 相关的配置详细信息从 nm.conf
文件中删除。

■

您应该通过 OpsCenter GUI 指定与 SMTP 相关的配置详细信息，而不在 nm.conf
文件中。 如果在 nm.conf 文件中手动指定任何 SMTP 详细信息，并且这些信息
已存在于 nm_SmtpSettings 数据库表中，则将忽略 nm.conf 文件中的配置详细
信息。在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下次启动时，将从 nm.conf 文件中删除这些
SMTP 详细信息。但是，如果 nm_SmtpSettings 数据库表为空，则在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下次启动时，会将 nm.conf 文件中的 SMTP 详细信息插入到该表
中。随后会将与 SMTP 相关的配置详细信息从 nm.conf 文件中删除。

注意：SNMP 陷阱配置详细信息会继续像以前一样保留在 nm.conf 文件中。

配置 OpsCenter 的 SMTP 服务器设置
本节提供了配置用于发送电子邮件和警报的 SMTP 服务器的过程。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存储 SMTP 服务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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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OpsCenter 的 SMTP 服务器设置

1

以管理员 (admin) 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

3

单击“SMTP 服务器”。
OpsCenter 使用这些全局服务器设置，通过您指定的 SMTP 服务器发送电子邮
件通知。

4

输入必需的信息。
请参见第 198 页的““设置”>“配置”>“SMTP 服务器”选项”。

5

单击“保存”。

“设置”>“配置”>“SMTP 服务器”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配置”>“SMTP 服务器”选项。
表 5-6

“SMTP 服务器”选项

选项

描述

SMTP 服务器名称

输入 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服务器主机名。
使用此 SMTP 服务器发送 OpsCenter 中生成的警报通知。

SMTP 服务器端口

输入 SM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服务器端口号。

发件人显示名称

输入与电子邮件 ID 关联的名称。例如，备份报告部门。

发件人电子邮件地址

指定接收所有警报回复或由 OpsCenter 发送的报告的电子邮
件 ID。

服务器用户名

某些 SMTP 服务器可能需要有用户名和密码凭据才能发送电
子邮件。
输入用户名。

服务器用户密码

某些 SMTP 服务器可能需要有用户名和密码凭据才能发送电
子邮件。
输入此用户帐户的密码。

请参见第 197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存储 SMTP 服务器配置”。

在 OpsCenter 中添加主机别名
本节提供了为主机添加别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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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的主别名会显示在所有控制台功能和报告中。在 OpsCenter 中搜索数据或收集
整理数据时，可使用其他主机别名。
警告：您的别名必须与主机的 DNS 名称或应用程序（如 NetBackup 和 Backup
Exec）可以识别的名称兼容。 例如，如果使用 OpsCenter 无法识别的别名，资源
管理器将停止从 OpsCenter 主机收集信息。 相反，它会尝试从具有该别名的主机
收集数据。
添加主机别名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主机别名”。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主机名或键入主机名，然后单击“显示别名”。
将显示现有的所有别名。

3

单击“添加别名”。

4

为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的主机输入别名。

5

单击“保存”。

“设置”“配置”“主机别名”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配置”>“主机别名”选项。
表 5-7

“主机别名”选项

选项

描述

选择主机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主机名或键入主机名。

显示别名

单击“显示别名”显示与所选主机相关联的别名。

别名 1、2、3 等。

所选主机可以有一个或多个与之关联的别名。
可以清除和保存别名，以便删除特定的别名。

添加别名

单击“添加别名”为所选主机添加别名。

在 OpsCenter 中合并对象（主机）
OpsCenter 提供了一种机制，可以合并代表同一介质服务器和备份客户端，但作为
不同对象（主机）注册的对象（主机）。使用 OpsCenter UI，一次只能将一个对象
合并到其他对象。
在 OpsCenter 中，您可以合并代表同一备份客户端的对象（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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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合并对象操作是不可撤消的。
Veritas 建议不要将作为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的主机（即实体类型为 14
的源主机）与其他任何主机合并。如果将实体类型为 14 的主机与其他主机合并，
将导致从 OpsCenter 删除主服务器及其所有相关数据。此操作仅在您尝试使用
view_exportimport 实用程序或 OpsCenter ViewBuilder 合并对象时才适用。
合并两个对象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对象合并”。

3

选择“主机类型”：“介质服务器”或“客户端”。
请参见第 200 页的““设置”>“配置”>“对象合并”选项”。

4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源主机”。系统提供了自动建议功能。

5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主机”。系统提供了自动建议功能。

6

单击“验证对象合并”。

7

您可以查看之前选择的快照。要修改“源主机”或“目标主机”，请单击“上
一步”。要开始合并，请单击“开始合并”。
如果要合并更多对象，请重复以上步骤。

“设置”>“配置”>“对象合并”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配置”>“对象合并”选项。
表 5-8

“对象合并”选项

选项

描述

主机类型

选择“主服务器”或“客户端”单选按钮以指示“主机类
型”。

源主机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源主机。系统提供了自动建议功能。
源主机为您要合并的主机。

目标主机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目标主机。系统提供了自动建议功能。
目标主机为您要将源主机合并到的主机。目标主机为对象合
并后生成的主机。

验证对象合并

单击“验证对象合并”以查看选择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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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sCenter 中修改磁带库信息
OpsCenter 提供了一种机制，用于监视数据收集器使用的所有磁带。使用 OpsCenter
用户界面，可以编辑数据收集器使用的磁带驱动器的序列号、类型、制造商、别名
和插槽计数。
OpsCenter 从 NBSL 接收有关特定 SCSI 机械手的信息。Veritas 建议不要编辑下
列 SCSI 机械手的“插槽计数”信息：
■

TLD

■

TL4

■

TL8

在 OpsCenter 中修改磁带库信息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

3

单击“磁带库”。

4

可以在 OpsCenter 中查看磁带库列表。选中要编辑其信息的磁带库旁边的复选
框。

5

编辑信息。
请参见第 201 页的““设置”>“配置”>“磁带库”选项”。

6

单击“保存”。

“设置”>“配置”>“磁带库”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配置”>“磁带库”选项。
表 5-9

“磁带库”选项

选项

描述

ID

显示与磁带库关联的唯一 ID。

主机名

显示磁带库所挂接到的介质服务器。

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磁带库类型。

序列号

输入磁带库的序列号。

制造商

输入磁带库的制造商。

别名

输入磁带库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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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插槽计数

输入磁带库的插槽计数。

在 OpsCenter 中复制用户配置文件
大多数可由用户定义的内容（如报告、成本变量及成本公式）只能由创建它们的用
户访问。使用复制用户配置文件功能，可以将信息从一个用户帐户复制到另一个用
户帐户。
复制用户配置文件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复制用户配置文件”。

3

从“来自用户”下拉列表中选择源用户帐户。
请参见第 202 页的““设置”>“配置”>“复制用户配置文件”选项”。

4

从“至用户”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用户帐户。

5

在“复制项”选项中，选择要复制的项，例如报告或成本费率或公式。

6

单击“下一步”。

7

选择要复制到此用户配置文件的报告、成本费率或公式。
如果复制成本公式，则会隐式复制关联的成本变量。
如果复制成本报告，则会隐式复制关联的成本公式和变量。

8

单击“复制”。

“设置”>“配置”>“复制用户配置文件”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配置”>“复制用户配置文件”选项。
表 5-10

“复制用户配置文件”选项

选项

描述

来自用户

从“来自用户”下拉列表中选择源用户帐户。

至用户

从“至用户”下拉列表中选择目标用户帐户。

复制项

选择要复制的项：“报告”或“成本费率和公式”。

报告

选择要复制到此用户配置文件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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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成本费率和公式

选择要复制到此用户配置文件的成本费率和公式。

在 OpsCenter 中设置报告导出位置
在 OpsCenter 中，您可以进行相应配置以便将报告导出到预定义位置。如果尚未定
义任何位置，导出报告的数据将存储在默认目录中。
设置报告导出位置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报告导出位置”。

3

在“报告导出位置”框中，键入要保存报告的目录。

4

单击“保存”。

“设置”>“配置”>“报告导出位置”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配置”>“报告导出位置”选项。
表 5-11

“报告导出位置”选项

选项

描述

报告导出位置

键入要保存报告的目录路径。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对象类型
有关在 OpsCenter 中管理对象类型及其属性的相关过程，请参见以下各节。
请参见第 20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对象类型”。
请参见第 20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修改对象类型”。
请参见第 20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删除对象类型”。
请参见第 20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向对象类型添加属性”。
请参见第 20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从对象类型删除属性”。

“设置”>“配置”>“对象类型”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配置”>“对象类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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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对象类型”选项

选项

描述

对象类型

单击此列表框可选择要配置的对象类型。

添加/编辑/删除

位于“对象类型”下拉列表右侧。单击可添加、
编辑或删除对象类型。

注意：只能编辑或删除用户定义的对象。
添加/删除

位于“属性”复选框上方。单击可添加或删除
属性。

属性

与所选对象类型关联的属性。

在 OpsCenter 中添加对象类型
在 OpsCenter 中，可以添加或编辑预定义对象类型的属性。还可以添加新对象类型
及其属性。
添加对象类型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对象类型”。

3

单击“添加”。

4

在“添加对象类型”对话框中输入名称。

5

单击“确定”。

在 OpsCenter 中删除对象类型
您只能删除您已创建的对象类型。不能删除下拉列表中的预定义对象。
删除对象类型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对象类型”。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对象类型。您可以删除您已创建的对象类型。不能删除预定
义的对象类型。

4

单击“删除”。

请参见第 20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对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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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sCenter 中修改对象类型
您只能修改您已创建的对象类型的名称。不能修改下拉列表中预定义对象的名称。
修改对象类型名称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对象类型”。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对象类型。
可以重命名已创建的对象类型。不能重命名预定义的对象类型。

4

单击“编辑”。

5

在“编辑对象类型”弹出屏幕中，修改对象类型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在 OpsCenter 中向对象类型添加属性
可以为所有对象类型添加属性。
向对象类型添加属性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对象类型”。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对象类型，然后在“属性”部分中单击“添加”。

4

输入属性的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请参见第 20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对象类型”。

在 OpsCenter 中从对象类型删除属性
可以删除添加到对象类型的属性。
从对象类型删除属性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对象类型”。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对象类型。在“属性”部分中，选中要删除的属性前面的复
选框。

4

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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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 OpsCenter 用户
安装 OpsCenter 后，需要创建用户帐户。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AT)
基于 Windows、NIS 或专用域验证 OpsCenter 用户的凭据。
请参见第 210 页的“OpsCenter 用户界面中的用户访问权限和功能”。
请参见第 215 页的“ 向 OpsCenter 添加新用户”。
请参见第 216 页的“重置 OpsCenter 用户密码”。
请参见第 214 页的“ 查看 OpsCenter 用户帐户信息”。
请参见第 215 页的“ 向 OpsCenter 添加新用户”。
请参见第 216 页的“ 编辑 OpsCenter 用户信息”。
请参见第 218 页的“ 删除 OpsCenter 用户”。

关于用户密码管理
本节提供了有关如何使用 OpsCenter GUI 管理密码的信息。
您可以在第一次登录时使用“更改密码”UI 更改默认密码。如果想要在登录后更改
密码，请转到“设置”>“用户首选项”>“我的配置文件”>“更改密码”。
请参见第 193 页的“更改 OpsCenter 密码”。
注意：如果您是 OpsCenter(vx) 域用户，并且忘记了密码，请与 OpsCenter 安全管
理员联系以重置密码。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只能为 OpsCenter(vx) 域用户重置密
码。NT 或 LDAP 域用户应联系系统管理员来重置其密码。
如果您是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并且需要为 OpsCenter(vx) 域用户重置密码，请
转到“设置”>“用户”>“编辑用户”>“重置密码”。
请参见第 216 页的“重置 OpsCenter 用户密码”。
如果您是安全管理员，并且忘记了 OpsCenter 用户帐号密码，您可以手动重置您的
密码。
请参见第 217 页的“重置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密码”。

关于在 OpsCenter 中添加 AD/LDAP 用户组
您可以在 OpsCenter 中添加 AD/LDAP 域用户组并为其分配用户角色。 组中的所有
用户继承同一用户角色，他们可以使用其 AD/LDAP 凭据访问 OpsCenter。通过此
增强功能，您无需在 OpsCenter 中添加组中的每个用户并对其进行身份验证。对用
户组的任何更改（如添加或删除用户）将自动反映在 OpsCenter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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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Directory (AD) 是由 Microsoft 针对 Windows 域网络创建的目录服务。它包
含在大多数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中。
Active Directory 提供了一个中心位置，以用于管理网络和保证安全。运行 Active
Directory 的服务器计算机称为域控制器。AD 域控制器对 Windows 域类型网络中
的所有用户和计算机进行身份验证和授权 - 对所有计算机分配和强制实施安全策略
并安装或更新软件。例如，当用户登录到已加入某个 Windows 域的计算机时，Active
Directory 会检查提交的密码，并确定用户是系统管理员还是普通用户。
Active Directory 使用轻量型目录访问协议 (LDAP)，这是一个应用程序协议，用于
通过 Internet 协议 (IP) 网络访问和维护分布式目录信息服务。
您在 OpsCenter 中添加的 AD/LDAP 用户组在 OpsCenter GUI 的“设置”>“用
户”>“用户”选项卡中列出。
有关在 OpsCenter 中添加 AD/LDAP 用户组的一些重要说明和注意事项
■

在 OpsCenter 中，可以通过“用户”表中的“用户”列来区分 AD/LDAP 用户
组和单个用户。

■

单个用户显示为“个人”，AD/LDAP 用户组显示为“组”。

■

如果单个 OpsCenter 用户是某个 AD/LDAP 用户组的成员，该用户将继承单独
分配的角色，而不考虑用户组的角色。例如： UserA 作为 OpsCenter 单个用户
添加。UserA 还是 AD/LDAP 用户组 GroupA 的成员。UserA 的角色是“管理
员”，GroupA 的角色是“报告者”。在这种情况下，UserA 的用户角色始终是
“管理员”。

■

如果用户是多个 AD/LDAP 用户组的成员，该用户将继承层次结构中所有用户组
角色中的最高角色。例如： UserA 是三个 AD/LDAP 用户组的成员： GroupA、
GroupB 和 GroupC。GroupA 的用户角色是“管理员”，GroupB 是“安全管理
员”，GroupC 是“报告者”。在这种情况下，UserA 继承角色“安全管理员”。

■

已添加到 OpsCenter 中的用户组的子组名称不应包含特殊字符。子组名称不能
包含特殊字符，例如：,、\、&、#、% 或 *
例如：您已创建名为 ValidGroup 和 Invalid%Group 的两个组。Invalid%Group
已添加到 ValidGroup。Invalid%Group 现在就是 ValidGroup 的一个子组。
ValidGroup 已添加到 OpsCenter。由于 Invalid%Group 的名称中包含特殊字符，
因此此组的用户无法登录到 OpsCenter。
但是，如果直接将 Invalid%Group 添加到 OpsCenter，则其所有用户都可以登
录到 OpsCenter。
名称中包含特殊字符的用户组无法用作 OpsCenter 中的子组。

请参见第 215 页的“ 向 OpsCenter 添加新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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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sCenter 中添加 AD/LDAP 域
您可以在 OpsCenter 中添加现有 AD/LDAP 域，并对域组用户进行身份验证以访问
OpsCenter。
添加 AD/LDAP 域

AD

1

登录到 OpsCenter 服务器。

2

在命令提示符下，导航到以下目录：Installation
Directory\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

3

运行以下命令以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上创建 AD 或 LDAP 域：

vssat addldapdomain -d domain_name -s ldap://AD server name -u user
based DN --g group based DN -t msad -m admin user DN -w admin user
password -b BOB | FLAT
例如：
vssat addldapdomain –d OpsADDomain -s ldap://dc.virtual.lab -u
DC=virtual,DC=lab -g DC=virtual,DC=lab -t msad -m
CN=Administrator,CN=Users,DC=virtual,DC=lab -w password -b BOB

LDAP

vssat addldapdomain -d LDAPDomainName -s LADPServerName -u
ou=People,dc=domainName1,dc=domainname2 -g
ou=Group,dc=domainName1,dc=domainName2 -t LDAPSchema
例如：
vssat addldapdomain -d OpsLDAPDomain -s
ldap://opscenter-win.symantec.com -u
ou=People,dc=OpsLDAPDomain,dc=symantec,dc=com -g
ou=Group,dc=OpsLDAPDomain,dc=symantec,dc=com -t rfc2307

4

运行以下命令以将 OpsCenter 服务器添加为身份验证代理：vssat
addbrokerdomain -b OpsCenterServerName:3652 -d ldap:LDAPDomain

“设置”>“用户”>“用户”选项
下表提供了“设置”>“用户”>“用户”选项的说明。
表 5-13

“用户”选项

选项

描述

“添加/编辑/删除”选项

单击“添加/编辑/删除”添加、编辑或删除用户。

名称

用户的登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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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用户角色

与用户关联的角色。
请参见第 210 页的“OpsCenter 用户界面中的用户访问权限和
功能”。

用户

用户的类型： 单个用户或组用户。
您可以将 AD/LDAP 域组添加到 OpsCenter 中，以授予该组
中的所有用户访问 OpsCenter 的权限。
已授权域组中的所有用户均能以其 AD/LDAP 凭据登录
OpsCenter。在已授权 AD/LDAP 域组中添加或删除用户等所
有更改都会自动反映在 OpsCenter 中。

用户状态

用户的状态： 启用或禁用
如果要暂时撤消用户访问 OpsCenter 的权限，请将用户状态
设置为“已禁用”。 处于“已禁用”用户状态的用户无法登
录 OpsCenter。但是，会保留特定于用户的数据，如报告或
日程表。

域类型

用户所属域的类型，也是在添加用户时指定（如 vx）。

域名

用户所属域的名称，也是在添加用户时指定（如
OpsCenterUsers）。

安全管理员可以在底部的“已分配的视图”选项卡下查看每个用户可访问的视图的
列表。只有以安全管理员（如 admin）身份登录时才能看到“已分配的视图”选项
卡。
表中显示以下各列：
名称

此列列出允许用户访问的视图。

类型

此列列出特定视图的类型，如客户端、主服务器或策略。

权限类型

安全管理员可以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将视图直接分配给用户。安
全管理员或管理员也可以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将视图直接
分配给用户组。
此列列出视图是直接分配还是通过用户组分配给选定用户。

创建日期

此列列出了创建视图的日期和时间。

所有者

此列列出拥有特定视图的用户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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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用户界面中的用户访问权限和功能
下表提供有关 OpsCenter 用户及其在 OpsCenter 用户界面中可以执行的功能的信
息。
您可以将 AD/LDAP 域组添加到 OpsCenter 中，以授予该组中的所有用户访问
OpsCenter 的权限。
表 5-14 提供了授权用户或用户组可以执行的 OpsCenter 用户界面功能的详细信息。
表 5-14

OpsCenter 用户界面功能

OpsCenter 功能

任务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功能包括下列任务：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用户 ”。
■ 创建、更新、删除用户。
■

■

■

OpsCenter 管理

转到此主题

创建、更新、删除用户
组。
向用户组添加用户、从用
户组删除用户。
为用户和用户组分配角
色、删除用户和用户组的
角色。

OpsCenter 管理功能包括下列 请参见第 25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
任务：
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
■

■

■

添加、更新、删除主服务
器
添加、更新、删除
OpsCenter 代理
设置默认货币、SNMP、
SMTP 服务器

请参见第 26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
编辑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26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
删除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240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代理”。
请参见第 226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Analytics 的成本分析和成
本分摊”。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收件人”。
请参见第 197 页的“配置 OpsCenter
的 SMTP 服务器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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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功能

任务

转到此主题

NetBackup 操作

NetBackup 操作功能包括下列 请参见第 321 页的“激活或停用作业策
任务：
略”。
更改 NetBackup 实体的状态， 请参见第 303 页的“控制 NetBackup
如下所示：
作业”。
■

策略（激活/取消激活）

请参见第 328 页的“控制介质”。

■

请参见第 337 页的“控制驱动器”。

■

作业（停止/启动/暂停/继
续）
介质（分配、冻结、解
冻）
驱动器（启动/关闭）

■

其他

■

备份和恢复

视图管理

备份和恢复功能包括下列任
务：
■

执行手动备份。

■

搜索和还原文件、文件
夹、应用程序（Oracle、
SQL Server 和 Exchange
Server）

请参见第 321 页的“启动手动备份”。

视图管理功能包括下列任务： 请参见第 278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视图”。
■ 创建、更新或删除
OpsCenter 视图和节点。 请参见第 210 页的“OpsCenter 用户界
面中的用户访问权限和功能”。
无法修改“所有主服务
器”视图。
■

所有视图读取

为用户分配对 OpsCenter
视图和节点的读取权限。

“所有视图读取”功能包括以 请参见第 278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视图”。
下任务：
■

查看 OpsCenter 视图和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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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功能

任务

转到此主题

报告执行

此功能包括下列任务：

请参见第 488 页的“使用报告模板创建
OpsCenter 报告”。

■

■

■

执行报告模板和公共自定
义报告。
预定固有报告和公共自定
义报告。
创建、更新仪表板。

请参见第 49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
创建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522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日程表”。
请参见第 515 页的“关于管理“我的仪表
板””。

自定义报告

此功能包括下列任务：

注意：产品的授权版

■

本 (OpsCenter
Analytics) 可使用此功 ■
能。

创建、更新、删除自定义
报告。
将自定义报告设为公共、
专用或两者。

自定义 SQL 报告

此功能包括下列任务：

注意：产品的授权版

■

本 (OpsCenter
Analytics) 可使用此功
能。
监视

监控功能包括下列任务：
■

警报管理

创建、更新、删除自定义
SQL 报告。

查看实体（仪表板、摘
要、详细信息）：作业、
策略、介质、警报、驱动
器及其他。

请参见第 49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
创建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511 页的“使用 SQL 查询创
建 OpsCenter 报告”。

请参见“使用 OpsCenter 监视
NetBackup”一章

警报管理功能包括下列任务： 请参见第 377 页的“关于创建（或更
改）警报策略”。
■ 创建、更新、删除警报策
略。
请参见第 392 页的“管理警报策略 ”。
■ 分配、应答、清除警报。

OpsCenter 用户分类如下：
表 5-15

用户类别

用户

描述

安全管理员

安全管理员是可执行所有 OpsCenter 功能（包括用户管理）
的超级管理员用户。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可以创建、编辑或删除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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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

描述

管理员

此用户可以执行除用户管理之外的所有 OpsCenter 功能。
OpsCenter 管理员不能创建、编辑或删除用户。

操作员

此用户不参与和管理用户、OpsCenter 服务器以及 NetBackup
配置相关的活动。

还原操作员

此用户的角色主要是执行还原操作。还原操作员可以监视、
执行警报操作以及运行标准或自定义报告。

报告者

此用户的角色主要是生成操作报告和业务级别报告，以供进
一步分析。报告者仅能查看自己创建的那些日程表。而安全
管理员、管理员和操作员可以访问所有日程表。

注意：也可以为授权 AD/LDAP 域的用户组分配用户角色。 会将同一用户角色分配
给授权域组中的每个用户。
表 5-16 列出了 OpsCenter 用户角色及其可以执行的 OpsCenter UI 功能。
用户角色

表 5-16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
功能

管理员

操作员

还原操作员

报告者

用户管理

y

n

n

n

n

OpsCenter 管
理

y

y

n

n

n

NetBackup 操
作

y

y

y

部分（仅对还原作业
执行操作）

n

备份和恢复

y

y

y

y

n

视图管理

y

y

n

n

n

所有视图读取

y

y

P

P

P

报告执行

y

y

y

y

y

自定义报告

y

y

y

y

y

自定义 SQL
报告

y

y

y

n

n

监视

y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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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
功能
警报管理

管理员

y

操作员
y

还原操作员

y

报告者

y

y

Y 表示“是”，意味着此角色的用户可以执行该特定 OpsCenter 功能。
N 表示“否”，意味着此角色的用户不能执行该特定 OpsCenter 功能。
P 表示“基于权限”，意味着此角色的用户需要获得权限才能执行特定功能。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用户 ”。

查看 OpsCenter 用户帐户信息
可以查看 OpsCenter 用户列表以及以表格格式排列的用户信息。可以按用户属性对
表进行排序。
在 OpsCenter 中，除用户名、用户角色、域名和域类型之外，还可以查看以下信
息。
用户

用户的类型： 单个用户或组用户。
已授权域组中的所有用户均能以其 AD/LDAP
凭据登录 OpsCenter。在已授权 AD/LDAP 域
组中添加或删除用户等所有更改都会自动反
映在 OpsCenter 中。

注意：您可以将 AD/LDAP 域组添加到
OpsCenter 中，以授予该组中的所有用户访
问 OpsCenter 的权限。
用户状态

用户的状态： 启用或禁用
如果要暂时撤消用户访问 OpsCenter 的权限，
请将用户状态设置为“已禁用”。 处于“已
禁用”用户状态的用户无法登录 OpsCenter。
但是，会保留特定于用户的数据，如报告或
日程表。

查看 OpsCenter 用户帐户信息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用户”。

3

单击“用户”以查看用户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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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OpsCenter 添加新用户
您可以将在各种域中发现的现有用户添加到 OpsCenter 或在专用的 OpsCenterUsers
域中创建用户。
也可以将 AD/LDAP 域组添加到 OpsCenter 中，以授予该组中的所有用户访问
OpsCenter 的权限。
在 OpsCenter 中添加的单个用户或域用户组将列在“设置”>“用户”>“用户”
选项卡上。
已授权域组中的所有用户均能以其 AD/LDAP 凭据登录 OpsCenter。在已授权
AD/LDAP 域组中添加或删除用户等所有更改都会自动反映在 OpsCenter 中。
注意：只有安全管理员才可以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添加或修改用户配置文件。
将新用户添加到 OpsCenter

1

以安全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用户”。

3

在“用户”选项卡上，单击“添加”。

4

选择用户创建类型： “新用户”、“现有域用户”或“现有域组”。
在 OpsCenter 中，通过选择“现有域组”创建类型，可以将 AD/LDAP 域组添
加到 OpsCenter 中。 授予某个域用户组访问 OpsCenter 的权限后，该组中的
所有用户均能以其 AD/LDAP 凭据登录 OpsCenter。
如果您选择的是“新用户”选项，则需要指定密码，并再次输入密码进行确
认。
如果选择的是“现有域用户”选项，则需要选择用户所属的域。
如果选择的是“现有域组”选项，则需要提供要添加和授权的 AD/LDAP 组名。

5

输入用户的下列常规和人口统计详细信息，这些信息根据选定的用户创建类型
而有所变化：
用户名、用户角色、域名、电子邮件 ID、名、姓、部门、成本中心、工号、手
机号码和联系人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10 页的“OpsCenter 用户界面中的用户访问权限和功能”。
如果您已选择“操作员”、“报告者”或“还原操作员”作为“用户角色”，
则可以看到“已给予的视图”列表框。从“已给予的视图”列表框中选择一个
或多个视图，向特定用户授予访问特定视图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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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用户或用户组的状态： 启用或禁用
如果要暂时撤消用户访问 OpsCenter 的权限，请将用户状态设置为“已禁用”。
处于“已禁用”用户状态的用户无法登录 OpsCenter。但是，会保留特定于用
户的数据，如报告或日程表。

7

单击“保存”。

编辑 OpsCenter 用户信息
只有安全管理员才可以编辑现有用户。
编辑 OpsCenter 中的现有用户

1

以安全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用户”。

3

在“用户”选项卡上，单击要编辑的用户前面的复选框。

4

单击“编辑”。

5

修改用户信息。
不能修改用户的域。
也可以使用此页面重置 OpsCenter 用户的密码。
您可以修改希望用户访问的视图。您可以修改不同用户角色（如操作员、还原
操作员或报告者）的视图。从“已给予的视图”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视图，
向用户授予访问特定视图的权限。
请参见第 216 页的“重置 OpsCenter 用户密码”。

6

单击“保存”。

重置 OpsCenter 用户密码
如果您是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则可以在修改 OpsCenterUsers(vx) 域用户的信
息时重置用户的密码。NT 或 LDAP 域用户应联系系统管理员来重置其密码。
为了安全起见，OpsCenter 用户应当在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重置密码后更改此密
码。当您在密码重置后尝试登录时，OpsCenter 将显示“更改密码”页面。
重置 OpsCenterUsers(vx) 域用户密码

1

以安全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用户”。

3

在“用户”选项卡上，单击要重置其密码的用户前面的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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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编辑”。

5

在“编辑用户”页面上，单击“重置密码”。

6

在“重置密码”页面上，为选择的用户输入新密码，然后确认该密码。
注意：必须根据以下密码规则或准则设置新密码：密码的长度必须至少为 8 个
字符，并且应至少包含一个大写字母、一个小写字母和一个数字。新密码必须
不同于当前密码。
“重置密码”页面中还会提供密码规则。

7

单击“确定”。

请参见第 206 页的“关于管理 OpsCenter 用户 ”。

重置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密码
本节提供了重置 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 (Security Admin) 密码的过程。出于安全考
虑，OpsCenter GUI 上不提供安全管理员密码重置功能。安全管理员可以通过
OpsCenter Authentication Service (OpsCenter AT) 手动重置其密码。
出于安全考虑，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应在密码重置后更改密码。当您在密码重置
后尝试登录时，OpsCenter 将显示“更改密码”页面。
注意：如果 OpsCenter 用户忘记了密码，OpsCenter 安全管理员可以使用 OpsCenter
GUI 上的“重置密码”页面重置密码。导航到“重置密码”页面：“设置”>“用
户”>“编辑用户”>“重置密码”
请参见第 216 页的“重置 OpsCenter 用户密码”。
在 Windows 上重置 Security Admin 密码

1

使用管理员凭据登录到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

2

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以下命令：
OpsCenterInstallPath\Symantec\OpsCenter\server\bin\setEnv.bat。

217

了解 OpsCenter 设置
关于管理 OpsCenter 用户

3

设置环境后，运行如下重置密码命令：
OpsCenterInstallPath\Symantec\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vssat
resetpasswd --pdrtype <root|ab|cluster> --domain <domain name>
--prplname <principal name>

例如：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vssat resetpasswd
--pdrtype ab --domain OpsCenterUsers --prplname admin

4

出现提示时，输入新的密码。

5

重新输入新密码。

在 UNIX 上重置 Security Admin 密码

1

使用管理员凭据登录到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

2

在命令提示符下，运行以下命令：.
/OpsCenterInstall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setEnv.sh

3

设置环境后，运行如下重置密码命令：
OpsCenterInstallPath/SYMC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vssat
resetpasswd -t <root|ab|cluster> -d <domain name> -p <principal
name>

例如：opt/SYMC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vssat resetpasswd
--pdrtype ab --domain OpsCenterUsers --prplname admin

4

出现提示时，输入新的密码。

5

重新输入新密码。

删除 OpsCenter 用户
您可以删除不需要维护的用户帐户。
注意：无法删除默认的 OpsCenter 用户管理员。

警告：不要无意中删除您的所有管理员帐户。
删除 OpsCenter 用户

1

以安全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用户”。

3

单击“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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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中要删除的用户帐户旁边的框。

5

单击“删除”。

查看 OpsCenter 用户组
本节提供了查看现有用户组的过程。
查看用户组

1

以安全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用户”。

3

单击“用户组”可查看用户组列表。

“设置”>“用户”>“用户组”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用户”>“用户组”选项。只有安全管理员才可以访问此视
图。
表 5-17

“用户组”选项

选项

描述

“添加/编辑/删除”选项

单击“添加”添加用户组。单击“编辑”向现有用户组添加
用户或从现有用户组中删除用户。单击“删除”删除用户组。

名称

为添加的用户组输入名称。

描述

为添加的用户组输入描述。

添加 OpsCenter 用户组
如果要将相同的权限授予多个用户，请将其添加到单个用户组中。这样用户组中的
所有用户就对视图具有了相同的访问权限。
创建 OpsCenter 用户组

1

以安全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用户”。

3

单击“用户组”。

4

单击“添加”。

5

在“用户组”选项卡上，输入组名称和描述。

219

了解 OpsCenter 设置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收件人

6

在“用户列表”窗格中，单击“添加”以打开“添加用户”弹出屏幕。

7

在“添加用户”对话框中，选择要添加到此用户组中的用户。

8

单击“确定”。

9

在“用户组”选项卡上，单击“保存”。

编辑 OpsCenter 用户组
您可以修改现有的用户组。
编辑 OpsCenter 用户组

1

以安全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用户”。

3

单击“用户组”。

4

选中要编辑的用户组前面的复选框。

5

单击“编辑”。

6

修改用户组名称或描述。

7

使用“用户列表”窗格和“添加用户”弹出屏幕添加或删除用户。

8

单击“保存”。

删除 OpsCenter 用户组
您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用户组。
删除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用户组

1

以安全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用户”。

3

单击“用户组”。

4

选择要删除的用户组旁边的复选框。

5

单击“删除”。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收件人
可以指定要向其发送警报通知或电子邮件报告的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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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请确保配置邮件服务器以发送电子邮件。
请参见第 197 页的“配置 OpsCenter 的 SMTP 服务器设置”。
以下各节提供查看、创建、修改和删除电子邮件及 SNMP 陷阱收件人信息的过程。
请参见第 221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查看电子邮件收件人”。
请参见第 222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查看 SNMP 陷阱收件人”。
请参见第 222 页的“创建 OpsCenter 电子邮件收件人”。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创建 OpsCenter SNMP 陷阱收件人”。
请参见第 225 页的“修改 OpsCenter 电子邮件或 SNMP 收件人信息”。
请参见第 226 页的“删除 OpsCenter 电子邮件或 SNMP 陷阱收件人”。

在 OpsCenter 中查看电子邮件收件人
本节提供了查看可用电子邮件收件人的过程。
查看电子邮件收件人

1

登录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收件人”。
默认情况下已选择“电子邮件”选项卡。所有电子邮件收件人都会显示在此选
项卡中。

3

根据需要修改收件人和收件人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21 页的““设置”>“收件人”>“电子邮件”选项”。
请参见第 220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收件人”。

“设置”>“收件人”>“电子邮件”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收件人”>“电子邮件”选项。
表 5-18

“电子邮件收件人”选项

选项

描述

收件人名称

电子邮件收件人的名称

电子邮件地址

收件人的电子邮件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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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激活

电子邮件收件人的状态（指示电子邮件收件人是否处于活动
状态）
如果收件人未处于活动状态，则在发送电子邮件时，不能在
“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弹出屏幕上选择该收件人。

描述

有关电子邮件收件人的描述

在 OpsCenter 中查看 SNMP 陷阱收件人
本节提供了查看可用 SNMP 陷阱收件人的过程。
查看 SNMP 陷阱收件人

1

登录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收件人”。

3

单击 SNMP。

4

根据需要修改收件人和收件人详细信息。

“设置”>“收件人”>“SNMP 陷阱收件人”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收件人”>“SNMP 陷阱收件人”选项。
表 5-19

“SNMP 陷阱收件人”选项

选项

描述

收件人名称

SNMP 陷阱收件人的名称

SNMP 主机

SNMP 主机的名称。

端口

SNMP 主机上用于发送陷阱的端口号。

激活

陷阱收件人的状态（指示陷阱收件人是否处于活动状态）。
如果收件人未处于活动状态，则在配置警报策略时，不能在
“添加陷阱收件人”弹出屏幕上选择该收件人。

描述

有关陷阱收件人的描述。

创建 OpsCenter 电子邮件收件人
本节介绍了如何创建电子邮件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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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电子邮件收件人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收件人”。

3

在“电子邮件”选项卡中，单击“添加”创建新电子邮件收件人。

4

输入必需的信息。
请参见第 223 页的“ “设置”>“收件人”>“电子邮件”>“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选项”。

5

单击“保存”。

“设置”>“收件人”>“电子邮件”>“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收件人”>“电子邮件”>“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选项。
表 5-20

“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选项

选项

描述

电子邮件收件人名称

输入要向其发送警报通知或发送报告的职员的名称。

电子邮件地址

输入要向其发送警报通知或报告的职员的电子邮件 ID。

激活

如果希望该收件人通过电子邮件接收警报通知和报告，请选
中此复选框。

描述

输入关于警报或报告的简短描述，以便收件人可以理解。

激活传送限制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警报通知传送限制”设置。如果未选
中此复选框，则发送通知时不会考虑“最多邮件数”、“传
送时间跨度”和“在以下时间后重置邮件计数”。

最多邮件数

输入您要在指定的“传送时间跨度”范围内接收的最大通知
数。

传送时间跨度

输入发送通知的持续时间（以小时、分钟或秒为单位）。邮
件计数达到“最多邮件数”后，通知管理器会在“在以下时
间后重置邮件计数”指定的时间段内阻止将任何新通知传送
到关联的收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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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在以下时间后重置邮件计数

输入邮件计数达到“最多邮件数”时阻止通知的时间段（以
小时、分钟或秒为单位）。此时间段结束后，会重置“最多
邮件数”，通知管理器将开始在指定的“传送时间跨度”内
发送通知。

注意：例如，假定“最多邮件数”= 10，“传送时间跨度”=
30（分钟），“在以下时间后重置邮件计数”= 2（小时）。
在此种情况下，警报管理器会发送邮件，直到邮件计数在 30
分钟内达到 10。发送 10 封邮件后，会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
内阻止传送新邮件。两个小时后，警报管理器会再次开始发
送邮件，直到邮件计数达到 10。

创建 OpsCenter SNMP 陷阱收件人
陷阱或中断是为了告诉程序发生了某个事件而发送的信号。在 OpsCenter 中，陷阱
是满足某个条件时发送到指定 SNMP 主机或主机组的通知。
陷阱收件人是满足警报条件时以 SNMP 陷阱的形式接收通知的主机。例如，由于
OpsCenter 代理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失败导致生成警报后，会发送陷阱。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关于将 SNMP 和 OpsCenter 结合使用”一节。
创建 SNMP 收件人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收件人”。

3

单击 SNMP。

4

单击“添加”。

5

在“SNMP 属性” 页面中，输入所需信息。
请参见第 224 页的““设置”>“收件人”> SNMP >“添加 SNMP 陷阱收件人”选项”。

6

单击“保存”。

“设置”>“收件人”> SNMP >“添加 SNMP 陷阱收件人”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收件人”> SNMP >“添加 SNMP 陷阱收件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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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添加 SNMP 陷阱收件人”选项

选项

描述

收件人名称

输入 SNMP 陷阱收件人的名称。

SNMP 主机

输入要向其发送陷阱的 SNMP 主机。

SNMP 端口

输入 SNMP 主机上用于发送陷阱的端口号。

激活

如果希望收件人通过 SNMP 陷阱接收通知，请选中此复选
框。

描述

输入关于陷阱的简短描述。

激活传送限制

选中此复选框可激活“警报通知传送限制设置”。 如果未选
中此复选框，则发送通知时不会考虑“最多邮件数”、“传
送时间跨度”和“在以下时间后重置邮件计数”。生成警报
后立即发送通知。

最多邮件数

输入在指定的“传送时间跨度”范围内可以发送的最大通知
数。

传送时间跨度

输入发送通知的持续时间（以小时、分钟或秒为单位）。 邮
件计数达到“最多邮件数”后，警报管理器会在“在以下时
间后重置邮件计数”指定的时间段内阻止将任何新通知传送
到关联的收件人。

在以下时间后重置邮件计数

输入邮件计数达到“最多邮件数”时阻止通知的时间段（以
小时、分钟或秒为单位）。 此时间段结束后，会重置“最多
邮件数”，警报管理器将开始在指定的“传送时间跨度”内
发送通知。

修改 OpsCenter 电子邮件或 SNMP 收件人信息
只有 OpsCenter 管理员才能修改电子邮件或陷阱收件人信息。
请参见第 222 页的“创建 OpsCenter 电子邮件收件人”。
请参见第 224 页的“创建 OpsCenter SNMP 陷阱收件人”。
修改电子邮件或 SNMP 陷阱收件人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收件人”。

2

在“电子邮件收件人”选项卡或“SNMP 收件人”选项卡中，选择要编辑的电
子邮件或陷阱收件人。

3

单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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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修改电子邮件或陷阱收件人”页面上，更改“电子邮件收件人”或“SNMP
陷阱收件人”属性和“警报通知传送限制设置”。

5

单击“保存”。

删除 OpsCenter 电子邮件或 SNMP 陷阱收件人
只有 OpsCenter 管理员才能删除电子邮件或陷阱收件人。
请参见第 222 页的“创建 OpsCenter 电子邮件收件人”。
删除电子邮件或 SNMP 陷阱收件人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收件人”。

2

在“电子邮件收件人”选项卡或“SNMP 收件人”选项卡中，从表内选择要删
除的电子邮件或陷阱收件人。

3

单击“删除”。

4

单击“保存”。

关于管理 OpsCenter Analytics 的成本分析和成本分
摊
只有 OpsCenter Analytics 用户可访问此功能。
在 OpsCenter Analytics 中，您可以选择要在成本报告中显示的货币。如果您具有
OpsCenter 管理员权限，则可以设置多种全局货币，其中之一可以设置为默认货
币。您可以设置要用于运行成本报告的成本变量、成本公式和成本估计。
如果您不具备 OpsCenter Analytics，则无法访问“设置 ”>“成本分摊”功能。此
功能对未授权的 OpsCenter 版本是禁用的。
下列各节提供了管理成本分析和成本分摊的过程。
请参见第 226 页的“设置 OpsCenter 成本报告的默认货币”。
请参见第 228 页的“编辑 OpsCenter 全局货币列表”。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成本分摊”>“成本变量”选项”。
请参见第 231 页的““设置”>“成本分摊”>“成本公式”选项”。

设置 OpsCenter 成本报告的默认货币
本节提供了对要在 OpsCenter 成本报告中显示的默认货币进行设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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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通过设置默认货币，您可以灵活地使用选择的货币显示成本报告值。但是，
OpsCenter 不支持货币转换。
设置成本报告的默认货币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成本分摊”。
如果您不具备 OpsCenter Analytics，则无法访问“设置 ”>“成本分摊”功
能。此功能对未授权的 OpsCenter 版本是禁用的。

3

在“货币设置”选项卡上的“默认货币”下拉列表中，提供了由管理员设置的
所有全球货币，以供选择。从此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货币。
请参见第 228 页的“编辑 OpsCenter 全局货币列表”。

4

选择“货币显示模式”： “货币代码”或“货币符号”。 例如，对于美元货
币，您可以选择货币代码 USD，也可以选择货币符号 $，所选内容将显示在成
本分摊报告上。

5

选中“在成本报告中显示货币选项”复选框可以在成本报告中显示默认货币。

6

单击“保存”。

“设置”>“成本分摊”>“货币设置”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成本分摊”>“货币设置”选项。
表 5-22

“货币设置”选项

选项

描述

默认货币

从此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货币。 提供了由管理员设置的所有
全球货币以供选择。

编辑货币列表

单击此选项可更改可供选择的货币列表。

货币显示模式

选择“货币显示模式”： “货币代码”或“货币符号”。 例
如，对于美元货币，您可以选择货币代码 USD，也可以选择
货币符号 $，所选内容将显示在成本分摊报告上。

在成本报告中显示货币选项

选中“在成本报告中显示货币选项”复选框可以在成本报告
中显示默认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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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OpsCenter 全局货币列表
本节提供了编辑全局货币列表的过程。选择在 OpsCenter 成本报告中显示默认货币
时，该列表可用。
编辑全局货币列表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成本分摊”。
如果尚未输入 OpsCenter Analytics 许可证密钥，则无法访问“设置”>“成本
分摊”功能。此功能对未授权的 OpsCenter 版本是禁用的。

3

在“货币设置”选项卡上，单击“编辑货币列表”。

4

在“编辑货币列表”弹出屏幕上，从“全局货币”列表中选择要使其在“货币
设置”>“默认货币”下拉列表中可供选择的货币。
请参见第 226 页的“设置 OpsCenter 成本报告的默认货币”。

5

单击“添加”，将所选货币添加到“用户货币”列表中。
可以使用“添加”、“删除”、“全部添加”和“全部删除”选项来更改“用
户货币”列表。

6

单击“确定”。

“设置”>“成本分摊”>“货币设置”>“编辑货币列表”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成本分摊”>“货币设置”>“编辑货币列表”选项。
表 5-23

“编辑货币列表”选项

选项

描述

全球货币

列出了可用的全球货币。

用户货币

它是默认的货币列表，其中列出了您选择的货币。

添加/删除/添加全部/删除全部 可使用这些选项更改“用户货币”列表。

“设置”>“成本分摊”>“成本变量”选项
可根据确定不同服务成本的各种参数创建成本变量。
下表中介绍了“设置”>“成本分摊”>“成本变量”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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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成本变量”选项

选项

描述

名称

显示所添加的成本变量的名称。

量度值

显示为成本变量所选的量度值。

总日期范围和费率

显示所选日期范围的日期范围和费率数。

另外，如果您单击“添加”选项，将显示一个具有以下设置的页面。
表 5-25

“添加成本变量”选项

选项

描述

变量名称

输入要添加的成本变量的名称。

变量度量

从下拉列表中为所添加的成本变量选择变量度量。

作业类型

度量特定类型作业的成本，例如备份或还原。默认选项为“所
有”。

作业策略类型

度量使用特定策略类型的作业的成本。在 NetBackup 中，策
略类型可确定可以是策略组成部分的客户端的类型，在有些
情况下，也可以确定可在客户端上执行的备份类型。示例包
括 DB2、Sybase 和 MS Exchange Server。默认策略类型是
“所有”。

作业传输类型

度量特定传输类型的成本，例如，LAN（局域网）或 FT（光
纤传输）。默认选项为“所有”。

作业存储类型

度量特定存储类型的成本，如磁带或磁盘。OpsCenter 支持
NetBackup 的基于磁盘的数据保护功能，这样您可在创建成
本变量时选择磁盘作为存储类型。默认选项为“所有”。

日期范围开始

选择此选项可将一个开始日期添加到成本变量中。

日期范围结束

选择此选项可将一个结束日期添加到成本变量中。也可以选
择“从不”作为结束日期。

费率

用于将关联费率添加到成本变量中。

添加新范围

选择此选项可添加更多日期范围。

在 OpsCenter 中创建成本变量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成本报告基于用户定义的变量（定义不同服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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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每种服务由一个反映该服务成本的变量表示，例如，每个备份作业 $1.00。
但是，您可通过下列两种方法之一计算费率更改：为同一服务创建两个变量（稍后
可包含在一个成本公式中）或者将两种费率合为一个变量。例如，一个变量可以合
并每个备份作业 $1.00 的费率（到 2004 年 12 月 31 日）和每个备份作业 $1.25 的
费率（2005 年 1 月 1 日开始）。
注意：要生成重复数据删除节省量报告，必须使用受保护的作业大小 (GB) 量度值
创建成本变量。
要设置 OpsCenter 以运行成本报告，需要创建定义不同服务成本的变量。
创建成本变量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成本分摊”。
单击“成本变量”。

3

在“成本变量”选项卡上，单击“添加”。

4

输入变量名称。

5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任一变量度量：

6

■

每日占用量

■

作业计数

■

作业大小

■

受保护的作业大小

■

存储大小

如有必要，请选择其他参数完善选择的量度值。 对于“作业计数”、“作业大
小”和“受保护的作业大小”，选择“作业类型”、“作业策略类型”、“作
业传输类型”和“作业存储类型”。
注意：这些字段不适用于“每日占用量”和“存储大小”变量度量。对于存储
大小，“云提供商”字段是可用的。
请参见第 228 页的““设置”>“成本分摊”>“成本变量”选项”。

7

使用“月”、“日”、“年”和“时间”下拉列表添加一个或多个日期范围。
通过在“费率”字段中键入每个服务单元（如备份作业或备份的 GB）的成本，
添加一个相关费率。
至少添加一个日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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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或者，单击“添加新范围”以添加多个日期范围。
该选项非常适用于通过定义多个日期范围来表示服务成本的历史或未来变化。
也可在随后对变量进行修改，以根据成本更改添加或删除日期范围。

9

单击“确定”。
现在，您可以使用创建的变量生成公式，这些公式是构成成本报告的基础。
请参见第 232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成本公式”。

在 OpsCenter 中修改成本变量
您可以更新成本变量和公式，而不必重新创建依赖这些变量和公式的报告。例如，
您可以修改变量的名称、日期范围和费率以反映企业内的变化情况。
修改成本变量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成本分摊”。
单击“成本变量”。

3

选中要修改的变量名称前面的复选框。

4

单击“编辑”。

5

修改成本变量详细信息。

6

单击“确定”。

在 OpsCenter 中删除成本变量
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变量。删除成本变量会将其从数据库中永久删除，并且必须更
新使用该变量的所有公式。要还原删除的变量，必须手动重新创建该变量。
删除成本变量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成本分摊”。

3

单击“成本变量”。

4

选择要删除的成本变量前面的复选框。

5

单击“删除”。

“设置”>“成本分摊”>“成本公式”选项
根据成本变量，可以创建成本公式，您可以使用它们来生成成本报告。

231

了解 OpsCenter 设置
关于管理 OpsCenter Analytics 的成本分析和成本分摊

下表中介绍了“设置”>“成本分摊”>“成本公式”选项。
表 5-26

“成本公式”选项

选项

描述

名称

显示已添加的成本公式的名称。

总成本变量数

显示已添加到成本公式的成本变量的数目。

在 OpsCenter 中创建成本公式
创建成本变量后，创建定义不同服务成本的公式以运行成本报告。
创建成本公式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成本分摊”。
单击“成本公式”。

3

在“成本公式”选项卡上，单击“添加”。

4

输入公式的名称。

5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成本变量。
您需要至少选择一个成本变量。

6

或者，要定义包含多个变量的公式，请单击“添加新的成本变量”。 从下拉列
表中选择其他变量。
也可在随后对公式进行修改，以添加或删除变量。

7

单击“确定”。
现在，可以使用此公式创建成本报告。 借助于这些报告，您可以评估服务成
本，并就执行这些服务需要的收费金额制定决策。

在 OpsCenter 中修改成本公式
您可以对创建的成本公式的名称和变量进行修改。
您可以更新成本分摊公式，而不必重新创建依赖这些公式的报告。例如，您可能需
要更新名为 RecoveryRate 的公式，以反映对恢复操作收取的每小时费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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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成本公式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成本分摊”。
单击“成本公式”。

3

在“成本公式”选项卡上，选择要修改的成本公式。

4

单击“编辑”。

5

修改成本公式的详细信息。

6

单击“确定”。

在 OpsCenter 中删除成本公式
您也可以删除不再需要的公式。删除成本公式会将其从数据库中永久删除。
删除成本公式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成本分摊”。
单击“成本公式”。

3

在“成本公式”选项卡上，选择要删除的成本公式。

4

单击“删除”。

5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使用 OpsCenter 公式建模工具估计成本分摊成本
“公式建模工具”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法，可帮助估计您所提供 IT 服务的基线率。
使用历史数据，它可估计贵组织提供特定种类的服务所需的花费。
例如，假设预算在来年将花费 $500,000 来为您的整个企业提供备份服务。通过在
此工具中插入量度值“每日占用量”以及金额 $500,000，您可获得一个每千字节的
估计值，该值基于去年执行的备份活动。
请参见第 22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成本变量”。
请参见第 232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成本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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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公式建模工具”估计基线（成本分摊）成本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成本分摊”。
单击“成本估计”。

3

选择“报告分组”参数以定义模型的范围。

4

使用“量度值选择”参数指定要对其费率进行估计的量度值：
请参见第 234 页的““设置”>“成本分摊”>“成本估计”选项”。

5

使用下列“时段”参数定义对数据进行建模的时间间隔。

6

单击“运行模式”，在模型中输入不同的值或运行新的模型。

“设置”>“成本分摊”>“成本估计”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成本分摊”>“成本估计”选项。
表 5-27

“成本估计”选项

选项

描述

报告分组

选择一个报告分组参数可定义模型的范围。
示例： “所有主服务器”或“用户”

量度值

选择量度值或服务类别。
示例：每日占用量

金额

指定在给定时段内希望对该类别内的服务收费总金额（以美
元为单位）。
示例：$50000、$10000 或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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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时段

定义估计必须涵盖的时间间隔的起点和终点。 可以选择绝对
日期或相对日期。 如果希望在显示估计内容时一直保持静
态，请选择绝对日期。 如果希望估计内容反映最近时间间隔
内收集的数据，则选择相对日期。
选择以下选项之一：
■

单击“绝对”配置绝对时段。 使用“从”下拉列表选择
开始时间（年、月、天、和一天中的时间），使用“到”
下拉列表选择停止时间。此估计反映开始日期到结束日期
这一时间段的数据。
示例：从 2004 年 3 月 1 日午夜 12:00 到 2004 年 4 月
30 日午夜 12:00。

■

单击“相对”配置相对时段。然后使用“最后一个”下拉
列表选择时间间隔。此估计反映指定时间段内（截止到当
前时间）收集的数据。
示例：过去的 21 天或过去的两个季度
“相对”设置特别适用于计划定期生成的估计。此类估计
始终反映在最近时间间隔内收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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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数据收集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OpsCenter 中的数据收集

■

关于管理 OpsCenter 代理

■

关于管理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

■

关于配置 NetBackup 的数据收集

■

配置 Backup Exec 数据收集器

■

从 PureDisk 收集数据

关于 OpsCenter 中的数据收集
OpsCenter 提供了有关从备份产品中收集的数据的广泛报告。OpsCenter 代理包括
特定于产品的数据收集器，用于从单点产品中收集数据并将其返回 OpsCenter 服务
器。
注意：一个主机上只能安装一个 OpsCenter 代理。
OpsCenter 代理包括可以从以下备份产品中收集数据的数据收集器：
■

Backup Exec（仅 Windows）
注意：要从 Backup Exec 服务器主机收集数据，您需要在 Windows 主机上安装
OpsCenter 代理。

■

NetBackup PureDisk

请参见第 247 页的“关于配置 NetBackup 的数据收集”。

了解数据收集
关于 OpsCenter 中的数据收集

请参见第 237 页的“关于 OpsCenter 代理”。
请参见第 237 页的“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类型”。

关于 OpsCenter 代理
OpsCenter 代理从各种 Veritas 备份产品中收集数据。这些产品可能驻留在
OpsCenter 代理主机或远程主机上。
有关 OpsCenter 代理的安装和部署方案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安装 OpsCenter”
一章。
注意：在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时，还会安装和配置 OpsCenter 集成代理，该代
理可用于仅收集 PureDisk 数据。要收集 PureDisk 数据，则不需要手动安装或配置
OpsCenter 代理。
无法删除集成代理。
仅通过 OpsCenter 集成代理即可收集 PureDisk 数据。

关于 OpsCenter 代理日志
OpsCenter 代理日志存储在下列位置：
InstallPath\Symantec\OpsCenter\Agent\logs

其中，InstallPath 是已安装 OpsCenter 代理的位置。
默认情况下 InstallPath 为： C:\Program Files
OpsCenter 代理日志文件的命名约定：
5*-146-*.log

OpsCenter 代理日志文件名示例：
58330-146-2567491850-091129-0000000000.log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类型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用于从备份产品主机中收集数据。每个数据收集器从一台产
品主机收集数据。可以在一台 OpsCenter 代理主机上配置多个数据收集器。
可以创建数据收集器来与各种产品进行通信，如 Backup Exec。这些数据收集器将
收集在配置中指定的数据类型。您可以指定收集该产品的全部数据类型，也可以指
定仅收集部分数据类型。例如，Backup Exec 数据收集器可收集磁带驱动器信息、
介质、策略和日程表、作业或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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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错误日志和跳过的文件作为作业数据的一部分来收集。
您可以启用或禁用数据收集器。
表 6-1 列出了可以在 OpsCenter 中配置的数据收集器。
数据收集器类型

表 6-1
数据收集器类型

描述

Veritas Backup Exec 数据收
集器（仅限 Windows）

创建此数据收集器可从 Backup Exec 收集数据。

NetBackup PureDisk 数据收
集器

创建此数据收集器可从 NetBackup PureDisk 收集数据。

请参见第 266 页的“配置 Backup Exec 数据收集器”。

请参见第 268 页的“从 PureDisk 收集数据”。

注意：只能通过与 OpsCenter 服务器一起安装的 OpsCenter
集成代理来收集 PureDisk 数据。要收集 PureDisk 数据，需
要为集成代理创建一个数据收集器。

表 6-2 列出了 OpsCenter 从不同的 NetBackup 版本（包括 NetBackup 设备）收集
的数据类型。
为不同的 NetBackup 版本收集的数据类型

表 6-2
数据类型

NetBackup 7.1.x
7.5、7.6、
7.6.1 和 7.7
版

7.0.1

7.0

NetBackup 设
备

（设备 2.0、
2.0.1 或 2.0.2 主
服务器，或者
NetBackup
7.1.0.3 及更高版
本的主服务器）
设备硬件

y

仅针对
N.A.
7.1.0.3 及更
高版本收集

N.A.

y

审核

y

y

N.A.

N.A.

y

Bmr、已跳过 y
的文件数和作
业吞吐量

y

y

y

y

目录库

N.A.

N.A.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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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NetBackup 7.1.x
7.5、7.6、
7.6.1 和 7.7
版

7.0.1

7.0

NetBackup 设
备

客户端

y

y

y

y

y

磁盘

y

y

y

y

y

错误日志

y

y

y

y

y

FT

y

y

y

y

y

主机属性

y

y

N.A.

N.A.

y

映像

y

y

y

y

y

作业

y

y

y

y

y

介质服务器

y

y

y

y

y

策略和日程表 y

y

y

y

y

保留级别

y

y

y

y

y

机械手

y

y

y

y

y

预定作业

y

y

y

y

y

服务

y

y

y

y

y

SLP 映像

y

y

N.A.

N.A.

y

存储服务

y

y

y

y

y

存储单元

y

y

y

y

y

存储单元组

y

y

y

y

y

子作业

y

y

bpjava 协议

bpjava 协议

y

磁带驱动器信 y
息

y

y

y

y

吞吐量

N.A.

N.A.

N.A.

N.A.

N.A.

虚拟机

y

y

y

y

y

卷/介质

y

y

y

y

y

卷组

y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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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类型

NetBackup 7.1.x
7.5、7.6、
7.6.1 和 7.7
版

7.0.1

7.0

NetBackup 设
备

卷池

y

y

y

y

y

表 6-3 列出了 OpsCenter 从不同的 Veritas 备份产品（NetBackup 除外）收集的数
据类型。
表 6-3
数据类型

从其他备份产品中收集的数据类型
Backup Exec

PureDisk

（11.x、12.x、2010、2010
R2、2010 R3）

（6.2.x、6.5.x、6.6、
6.6.0.1、6.6.0.2、6.6.0.3、
6.6.1、6.6.1.2）

作业

y

y

策略和日程表

y

y

磁带驱动器信息

y

n

介质

y

n

关于管理 OpsCenter 代理
以下主题提供了有关查看、修改、创建和删除 OpsCenter 代理配置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 OpsCenter 代理”。
请参见第 241 页的“查看 OpsCenter 代理状态”。
请参见第 242 页的“配置 OpsCenter 代理”。
请参见第 243 页的“修改 OpsCenter 代理”。
请参见第 243 页的“删除 OpsCenter 代理”。

“设置”>“配置”>“代理”选项卡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配置”>“代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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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设置”>“配置”>“代理”选项卡选项

选项

描述

创建/编辑/删除代理

选择“创建代理”或“编辑代理”选项，可以创建
代理或修改代理的详细信息。
选择“删除代理”可删除选定的代理。
请参见第 242 页的““设置”>“配置”>“代理”>“创建代
理”或“编辑代理”选项”。

创建/编辑/删除数据收集器

选择“创建数据收集器”或“编辑数据收集器”选
项，可以使用“数据收集器向导”创建代理或修改
代理的详细信息。
选择“删除数据收集器”可删除选定的代理。
请参见第 245 页的““数据收集器向导”设置”。

名称

代理主机的名称。

产品主机

代理从其上收集数据的主机（如 Backup Exec 服
务器、PureDisk 服务器等）。

策略和日程表

产品主机上策略和日程表的数据收集状态。

磁带驱动器信息

产品主机上磁带的数据收集状态。

介质

产品主机上介质的数据收集状态。

作业

产品主机上作业的数据收集状态。

设备硬件

与 NetBackup 设备主服务器关联的设备硬件详细
信息。

查看 OpsCenter 代理状态
通过本节可查看您在 OpsCenter 中配置的 OpsCenter 代理的常规详细信息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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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代理状态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代理”。

2

在“代理”列表上，选择一个代理，可在页面底部查看其状态。
默认情况下会选择“常规”选项卡。该选项卡会显示您在创建此代理时所指定
的参数。
请参见第 240 页的““设置”>“配置”>“代理”选项卡选项”。
请参见第 242 页的“配置 OpsCenter 代理”。

3

单击“代理摘要 (按数据收集器状态)”选项卡、“代理摘要 (按数据类型状态)”
选项卡或“代理摘要 (按数据收集器计数)”选项卡可查看相关的详细信息。

配置 OpsCenter 代理
本节提供了配置 OpsCenter 代理的过程。
配置 OpsCenter 代理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代理”。

2

单击“创建代理”，然后填写各字段。
请参见第 242 页的““设置”>“配置”>“代理”>“创建代理”或“编辑代理”选项”。

3

单击“保存”。

“设置”>“配置”>“代理”>“创建代理”或“编辑代理”选项
要创建代理，必须按照以下所述完成“创建代理”窗格选项：
表 6-5

“设置”>“配置”>“代理”>“创建代理”或“编辑代理”选
项

选项

描述

代理主机

输入要配置代理的主机名

代理操作系统类型

选择要安装代理的主机的操作系统。例如：Windows
对于 Windows 主机，可以为所有支持的备份产品配置代理。

OpsCenter 服务器网络地址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用于连接 OpsCenter 服务器的网络地址

“定位”选项

单击“定位”可以检查 OpsCenter 是否可以连接到您输入的
代理主机，验证操作系统和网络地址。如果 OpsCenter 不能
连接到代理，将会显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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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 OpsCenter 7.5 中，不支持更改 OpsCenter 代理连接到 OpsCenter 服务
器上的 PBX 所需的端口号。如果添加或编辑新的 OpsCenter 代理，则 PBX 端口的
默认值为 1556。如果配置的 PBX 端口值不是 1556，且升级到 OpsCenter 7.5，则
在 OpsCenter 7.5 中编辑并保存该代理时，PBX 端口值将更改为 1556。

修改 OpsCenter 代理
本节提供了修改 OpsCenter 代理信息的过程。
修改 OpsCenter 代理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代理”。

2

从代理列表中，选中要修改的代理前面的复选框。

3

单击“编辑代理”。

4

在“编辑代理”页面上，修改“OpsCenter 服务器网络地址”。

5

单击“保存”。

删除 OpsCenter 代理
本节提供了删除 OpsCenter 代理的过程。
删除 OpsCenter 代理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代理”。

2

从代理列表中，选中要删除的代理前面的复选框。

3

单击“删除”。

关于管理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
以下主题提供了有关查看、配置、修改或删除数据收集器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43 页的“查看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状态”。
请参见第 244 页的“ 配置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
请参见第 246 页的“ 修改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配置”。
请参见第 247 页的“ 删除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

查看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状态
通过本节可查看您在代理中配置的数据收集器的常规详细信息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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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数据收集器状态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代理”。

2

在“代理”列表上，展开一个代理可查看为此代理配置的数据收集器。

3

选择一个数据收集器，可在页面底部查看其详细信息和状态。
默认情况下，“常规”选项卡处于选中状态，其中显示了以下数据收集器详细
信息，这些信息是您在创建此数据收集器时指定的。
请参见第 244 页的“ 配置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
产品

显示配置此数据收集器时所针对的产品类型的名称。
例如：Veritas Backup Exec

产品主机

显示此数据收集器从中收集数据的目标主机的名称。

状态

显示已设置的数据收集器的状态（“已启用”或“已禁用”）。
如果数据收集器处于“已禁用”状态，则不会从目标主机收集数据。

4

选择“数据收集状态”选项卡。
我们提供了有关此选项卡上所显示参数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57 页的“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状态”。

配置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
OpsCenter 旨在对从备份产品收集的数据提供广泛的报告。OpsCenter 由服务器、
代理、OpsCenter View Builder 和控制台组成。OpsCenter 代理包含产品特定的数
据收集器，可以从产品中收集数据并将数据返回给 OpsCenter 服务器。可以生成有
关这些备份数据的多种业务报告。
在安装和配置 OpsCenter 代理之后，请配置数据收集器。
请参见第 242 页的“配置 OpsCenter 代理”。
配置数据收集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代理”。

2

在“代理”列表上，选中要为其配置数据收集器的代理前面的复选框。

3

单击“创建数据收集器”。

4

填写“创建数据收集器: 产品选择”页面上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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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下一步”。
在“创建数据收集器: 详细信息”页面上，将显示“目标详细信息”、“配置
设置”和“数据收集设置”。

6

验证或修改默认的“目标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45 页的““数据收集器向导”设置”。

7

输入数据收集器的“配置设置”。这些设置视配置的数据收集器类型而有所不
同。对于产品特定的配置设置，请参见其各自的数据收集器设置。
请参见第 266 页的“配置 Backup Exec 数据收集器”。

8

输入“数据收集设置”。

9

单击“保存”。

“数据收集器向导”设置
完成“产品选择”字段，如下所示：
表 6-6

“产品选择”设置

设置

描述

选择产品

选择要从其中收集数据的产品的名称。例如 Veritas Backup
Exec。
“选择产品”下拉列表中提供的选项取决于在创建各自代理
时选择的代理操作系统系列。
对于 Backup Exec，由于仅支持 Windows 操作系统，因此仅
提供 Windows 选项。

目标主机名称

输入要从其中收集备份数据的产品主机的名称。

完成“数据收集器: 详细信息”字段，如下所示：
表 6-7

数据收集器：“详细信息”设置

设置

描述

选择产品

显示此数据收集器从中收集数据的产品的名称。创建数据收
集器时需指定产品名称。例如：Veritas Backup Exec。

目标主机名称

显示此数据收集器从中收集数据的产品主机的名称。创建数
据收集器时需指定产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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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数据收集状态

默认情况下，数据收集器处于“已启用”状态。您可以通过
更改状态来禁用数据收集。

用户名

输入用户名。

密码

输入用户密码。

产品版本

选择产品版本。

中断时段开始时间

选择中断时段的开始时间。在“中断时段开始时间”和“中
断时段结束时间”指定的时间段内不收集数据。

中断时段结束时间

选择中断时段的结束时间。在“中断时段开始时间”和“中
断时段结束时间”指定的时间段内不收集数据。

配置状态

选择此复选框可收集关联的数据类型。

可收集的数据类型

列出可从产品主机收集的数据类型。数据类型视从中收集数
据的产品而有所不同。
请参见第 237 页的“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类型”。

收集间隔（秒）

输入“收集间隔”（以分钟、小时和天为单位）。“收集间
隔”是在连续两次数据收集之间设置的时间间隔。
例如：您已经将“收集间隔”设置为 15 分钟。第一个数据收
集于上午 9 点开始，直到已收集所有备份记录，于上午 11
点结束，则下一个数据收集将在间隔 15 分钟之后，即上午
11:15 开始。

上次成功的数据加载

说明上次数据加载是否成功。
请参见第 241 页的“查看 OpsCenter 代理状态”。

修改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配置
本节提供了修改数据收集器配置的过程。
修改数据收集器配置

1

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代理”。

3

在“代理”列表上，展开一个代理可查看为此代理配置的数据收集器。

4

选中要修改的数据收集器前面的复选框。

5

单击“编辑数据收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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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编辑数据收集器: 详细信息”页面上，修改“目标详细信息”。

7

修改数据收集或配置设置。这些设置视此数据收集器从中收集数据的产品而有
所不同。

8

修改中断时段设置。

9

修改收集间隔。

10 单击“保存”。

删除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
本节提供了从代理删除数据收集器配置的过程。
删除数据收集器配置

1

登录到 OpsCenter 服务器。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配置”>“代理”。

3

在“代理”列表上，展开一个代理可查看为此代理配置的数据收集器。

4

选中要删除的数据收集器前面的复选框。

5

单击“删除数据收集器”。

关于配置 NetBackup 的数据收集
本节介绍了 OpsCenter 如何从 NetBackup 收集数据，还介绍了如何添加、编辑、
删除和控制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
以下各节详细介绍了 NetBackup 数据收集：
■

请参见第 249 页的“NetBackup 数据收集视图”。

■

请参见第 249 页的“OpsCenter 如何从 NetBackup 收集数据”。

■

请参见第 251 页的“关于“分解作业”选项”。

■

请参见第 255 页的“查看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和数据收集状态”。

■

请参见第 25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

■

请参见第 26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编辑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

请参见第 26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删除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

请参见第 266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控制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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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配置”> NetBackup 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配置”> NetBackup 选项。
表 6-8

NetBackup 选项

选项

描述

添加/编辑/删除

选择“添加”可将 NetBackup 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注意，必须首先配置主服务器，以允许 OpsCenter 访问服务
器并进行数据收集。配置主服务器后，必须将此服务器添加
到 OpsCenter 控制台，以便可以对其进行监视。
请参见第 25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
选择“编辑”可编辑主服务器的属性。无法编辑主服务器的
名称。
选择“删除”可从 OpsCenter 控制台删除一台或多台主服务
器。删除主服务器即会从 OpsCenter 数据库删除与该主服务
器关联的所有数据。

禁用/启用数据收集

选择“禁用数据收集”或“启用数据收集”可禁用或启用一
台或多台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

主服务器名称

配置的主服务器的名称或 IP 地址。

显示名称

您为主服务器选择的显示名称。

操作系统

主服务器的操作系统。

产品

从中收集数据的备份产品和版本。

服务器状态

主服务器可能显示以下任何一种状态：
■

已连接

■

未连接

■

已禁用

如果服务器状态为“已连接”，则会显示 OpsCenter 服务器
和主服务器的连接时间。这不一定表示 OpsCenter 上次从主
服务器收集信息的时间。
请参见第 258 页的“OpsCenter 中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状
态”。
原因

当前服务器状态的原因（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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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数据收集视图
从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设置”>“配置”> NetBackup 时，会显示此视图。
此视图显示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此视图中显示的表显示以下列：
主服务器名称

配置的主服务器的名称或 IP 地址。

显示名称

您为主服务器选择的显示名称。

操作系统

主服务器的操作系统。

产品

从中收集数据的备份产品和版本。

服务器状态

主服务器可能显示以下任何一种状态：
■

已连接

■

未连接

■

已禁用

如果服务器状态为“已连接”，则还会显示 OpsCenter 服务器和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连接时间。这不一定表示 OpsCenter 上次
从主服务器收集信息的时间。
请参见第 258 页的“OpsCenter 中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状态”。
原因

当前状态的原因（如有）。

OpsCenter 如何从 NetBackup 收集数据
OpsCenter 用于对 NetBackup 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客户端和策略进行监视、
管理和报告。为了执行监视、管理和报告功能，OpsCenter 会从 NetBackup 主服
务器收集数据。NetBackup 主服务器中内置了 OpsCenter 使用的 NetBackup 数据
收集和管理逻辑。这些逻辑包括在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中。从 NetBackup
6.0 版开始，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组件将成为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上
NetBackup 的一部分。
注意：OpsCenter 仅使用主服务器上的 NBSL 进行数据收集。尽管介质服务器上也
有 NBSL，但 OpsCenter 不使用它。必须仅将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不得将任何介质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NBSL 提供了对重要的 NetBackup 数据、对象和更改事件的单一访问点。NetBackup
UI 还使用 NBSL。NBSL 作为服务或后台驻留程序运行，并且具有本地配置信息，
但没有本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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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 使用 NBSL 来执行所有 NetBackup 监视、管理和控制功能。如果 NBSL
服务停止在受控 NetBackup 服务器上运行，将会对 OpsCenter 产生影响。
如果 NBSL 停止，OpsCenter 可能不会捕获对 NetBackup 配置所做的任何更改。
NBSL 重新启动后，OpsCenter 会正确地重新捕获最新状态。
请参见第 257 页的“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状态”。
注意：对于 7.0.x 主服务器，仅当要收集分解作业、容量或传统许可证数据时，才
使用 bpjava 协议。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通过下列方法从 NBSL 收集数据：
■

初始数据加载

■

侦听更改通知

在启用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或将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时，只要 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启动，OpsCenter 服务器就开始使用 NBSL 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收
集所有可用数据并将其存入 OpsCenter 数据库。依次对每种数据类型进行初始数据
加载。当初始数据加载完成时，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会立即侦听来自 NBSL 的通
知以获得 NetBackup 数据中发生的更改，并更新 OpsCenter 数据库。
注意：假设要添加主服务器、OpsCenter 服务器软件在很长时间后才启动或者在很
长时间后才启用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在这种情况下，OpsCenter 服务器可能需要
一些时间来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收集所有数据（例如介质、作业、图像、驱动器
等）并将其插入到 OpsCenter 数据库中。
假设已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上添加主服务器，并在主服务器上卸载然后重新安装了
NetBackup。在这种情况下，卸载 NetBackup 前，应当禁用数据收集（“设
置”>“配置”> NetBackup）。一旦 NetBackup 安装完成，必须启用主服务器。
启用主服务器后，会将现有主服务器标记为报废，同时将创建新安装了 NetBackup
的新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264 页的“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注意：完成 NetBackup 主服务器安装后，应在 NetBackup“主机属性”中输入
OpsCenter 服务器名称。
请参见第 262 页的“配置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以允许 OpsCenter 访问服务器并进
行数据收集”。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 用来进行通信，并要求在 OpsCenter 服务
器和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开放一个端口以用于输入和输出。所用的默认 PBX 端
口是 1556。在 OpsCenter 中，无法配置 PBX 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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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分解作业”选项
本节介绍了添加主服务器时可在 OpsCenter 中设置的特定于 NetBackup 的“分解
作业”选项。Veritas Backup Reporter (VBR) 很早就已经提供了分解作业功能。通
过“分解作业”选项，可收集文件级别的详细信息（如与 NetBackup 作业相关联的
每个备份选择的大小和备份文件计数），并在 OpsCenter 中将其显示为自定义报告
的一部分。如果在 NetBackup 策略中有多个备份选择列表，则分解作业功能非常有
效。
可以对主服务器启用或禁用“分解作业”选项。当启用“分解作业”选项时，
OpsCenter 会在文件系统级别收集更高级别的作业详细信息。除其他作业属性以
外，OpsCenter 还从主服务器收集诸如大小、文件计数及目录名称之类的作业属
性。例如，启用“分解作业”选项后，可以看见每个文件系统备份了多少数据。
可以为 7.1 版之前的主服务器启用或禁用分解作业功能。从“设置”>“配
置”>“NetBackup”添加主服务器时，可以启用或禁用“分解作业”选项。要对
7.1 版之前的主服务器启用分解作业功能，请从“高级数据收集属性”部分选择“启
用分解作业数据收集”选项。
提供了有关如何对 7.1 版之前的主服务器启用或禁用分解作业功能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63 页的““设置”>“配置”> NetBackup >“添加主服务器”选项”。
对于 7.1 及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分解作业功能默认情况下处于禁用状态。要对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启用分解作业功能，必须配置 scl.conf 文件。
提供了有关如何对 7.1 主服务器启用分解作业功能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52 页的“为主服务器配置“分解作业”选项”。
注意：启用“分解作业”选项会增加主服务器和代理（适用于 7.1 版之前的主服务
器）的负载，以及在 OpsCenter 中收集和加载数据所花费的时间。
您还可以配置要收集其分解作业信息的作业。根据作业备份的最多文件数选择作
业。默认情况下，对于文件计数大于 1000000 的作业，不会收集其分解作业的信
息。这一点适用于主服务器的所有版本。
请参见第 252 页的“为主服务器配置“分解作业”选项”。
请查看以下关于分解作业功能的注意事项：
■

分解作业功能仅特定于 NetBackup，不能用于任何其他产品。

■

分解作业数据收集仅对升级至 OpsCenter Analytics 7.1 版后收集的作业有效。
对于 OpsCenter 数据库中已经存在的作业，不会收集其分解作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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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映像 ID 来执行分解作业数据收集。如果要收集分解作业数据，Veritas 建议
对主服务器启用映像数据收集。对于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映像数据收集
可通过 NBSL 自动执行。
对于 7.1 之前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可以在添加主服务器时启用映像数据收
集。
请参见第 264 页的“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

“分解作业”选项仅对作业状态为“结束”的备份作业有效。

■

对于 NetBackup 7.1 和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可通过 NBSL 直接从主服务器收
集分解作业数据。
如果您的主服务器版本低于 7.1（如 7.0、7.0.1 等） 并且您要收集主服务器的
分解作业数据，则需要 OpsCenter 代理。OpsCenter 代理使用 bplist 命令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收集数据。
我们提供了关于部署 OpsCenter 代理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71 页的“关于规划 OpsCenter 代理部署”。

■

每隔 15 分钟从 NetBackup 收集一次分解作业数据。

■

分解作业功能仅适用于 OpsCenter Analytics。分解作业功能无法用于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免费版）。

■

如果您使用了 OpsCenter 并对授权版本 (OpsCenter Analytics) 应用了适当的许
可证密钥，分解作业可能仍然不会显示。要显示分解作业，您必须从“设
置”>“配置”先禁用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然后再将其启用。
请参见第 266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控制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

■

如果从 VBR 升级到 OpsCenter Analytics 7.1，VBR 中的分解作业信息会迁移至
OpsCenter 数据库。

为主服务器配置“分解作业”选项
您可以在 scl.conf 文件中为主服务器配置“分解作业”选项。可以通过配置 scl.conf
文件为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启用“分解作业”选项（默认为禁用）。请注意，
使用 scl.conf 启用或禁用“分解作业”选项仅适用于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
注意：启用“分解作业”选项会增大主服务器的负载，在 OpsCenter 中收集和加载
数据所需要的时间也会更长。
您还可以配置要收集其分解作业信息的作业。根据作业备份的最多文件数选择作
业。默认情况下，对于文件计数大于 1000000 的作业，不会收集其分解作业的信
息。这一点适用于主服务器的所有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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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启用“分解作业”选项

1

登录到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UNIX

2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打开以下目录中的 scl.conf 文件：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config\scl.conf
UNIX

3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

默认情况下，“分解作业”选项处于禁用状态。要对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
器启用“分解作业”选项，请将以下文本添加到 scl.conf 文件：
nbu.scl.collector.enableBreakupJobDataCollection=true

注意：要对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禁用“分解作业”选项，请将以下文本
添加到 scl.conf 文件：
nbu.scl.collector.enableBreakupJobDataCollection=false

4

保存 scl.conf 文件。

5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253

了解数据收集
关于配置 NetBackup 的数据收集

为分解作业数据收集指定作业备份的最大文件数

1

转到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
务器服务：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UNIX

2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打开以下目录中的 scl.conf 文件：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config\scl.conf
UNIX

3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

默认情况下，不会为备份超过 1000000 个文件的作业收集分解作业信息。但
是，您可以根据一个作业可备份的文件的最大数目，配置要为其收集分解作业
信息的作业。此功能适用于所有主服务器版本。
例如，如果您不想为备份超过 20,000 个文件的作业收集分解作业信息，请将
以下文本添加到 scl.conf 文件：
nbu.scl.collector.breakupJobMaxFileCountPerJob=20000
完成此过程后，将不会为文件数超过 20000 的作业收集分解作业信息。这适用
于所有主服务器。

4

保存 scl.conf 文件。

5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查看分解作业的数据收集状态
您还可以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分解作业数据收集状态。
查看主服务器的分解作业数据收集状态

1

转至 OpsCenter 控制台中的“设置”>“配置”> NetBackup 视图。

2

单击“主服务器名称”列中的主服务器，然后单击“数据收集状态”选项卡。

3

要查看分解作业数据收集状态，请检查“子作业”数据类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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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自定义报告中查看分解作业数据
“分解作业”选项提供由 NetBackup 备份的较高粒度级文件报告。可通过在
OpsCenter Analytics 中创建自定义报告来查看分解作业数据。
要在 OpsCenter Analytics 中查看分解作业数据，请确保在 OpsCenter 中启用“分
解作业”选项，然后以表格形式创建类别为“备份/恢复”、子类别为“作业/映像/
介质/磁盘”的自定义报告。
自定义报告还显示以下几列：
■

备份子作业文件计数

■

备份子作业大小

在此示例中，您可能注意到除了来自 NetBackup 的实际作业目录外，还有名为 Other
的一些作业目录。当从主要作业获取的总备份大小与文件列表中各个文件的大小总
和不同时，会存在 Other 作业目录。为了保持总备份大小一致，会显示名为 Other
的新作业目录来补足差额。因此，在 OpsCenter 中，除了来自 NetBackup 的实际
列表外，您还会看到一些名为 Other 的其他文件系统对象。

关于分解作业注意事项
请查看以下关于分解作业功能的注意事项：
■

与 VBR 不同，OpsCenter 不会提供清除分解作业的选项。在 OpsCenter 中，
分解作业与作业紧紧绑在一起，并且会随作业一起清除。

■

对于 OpsCenter 自定义报告中的特定作业 ID，分解作业数据（如“备份子作业
文件计数”、“备份子作业大小”）仅适用于 50 个作业目录。如果 NetBackup
策略或作业的备份选择超过 50 个，NetBackup 只能使用前 50 个备份选择的分
解作业数据。NetBackup GUI 会截断后续备份选择（超过 50 的部分）的数据。
使用 VBR，可以查看作业或策略的所有作业目录的分解作业信息。之所以会显
示此信息，是因为通过使用 CLI 而非 NBSL 来收集数据。

■

OpsCenter Analytics 不会在自定义报告中显示特定作业目录的重复数据删除或
快照复制数据。OpsCenter Analytics 不会显示重复数据删除或快照复制数据，
因为 NetBackup 无法使用备份选择的重复数据删除或快照复制数据。

查看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和数据收集状态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显示在“设置”>“配
置”> NetBackup 视图底部的下列选项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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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

此选项卡显示在表中显示的多个列的内容。
请参见第 256 页的“关于主服务器的常规详细
信息”。

数据收集状态

此选项卡显示每个数据类型的收集状态，默
认情况下，在选择“设置”>“配置”>
NetBackup 时，会显示“数据收集状态”选
项卡。
还列出上次成功加载数据的时间、上次发生
数据收集的时间以及任何数据类型的数据收
集失败所引发的异常消息等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57 页的“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状态”。

查看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和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状态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设置”>“配置”> NetBackup。

2

在“主服务器名称”列中单击主服务器的名称（链接）。
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将显示在此视图的底部。

关于主服务器的常规详细信息
本节介绍了 NetBackup 数据收集 UI 上显示的常规详细信息。
表 6-9 提供了有关所选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的常规详细信息。
表 6-9
列

描述

主服务器名称

您要查看其收集状态的主服务器的名称

显示名称

您要查看其数据收集状态的主服务器的显示名称

操作系统

所选主服务器的操作系统

产品

NetBackup 软件版本
例如：Veritas NetBackup 7.7

服务器状态

主服务器的状态
例如：“已连接”、“未连接”或“已禁用”

当主服务器状态为“未连接”时，会显示以下其他字段。
上次连接尝试

上次尝试建立 OpsCenter 服务器与主服务器的连接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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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描述

下次连接尝试（估计）

计划建立 OpsCenter 服务器与主服务器的连接的时间。

注意：这是估计时间。 实际时间可能会因 OpsCenter 服务器
上的现有负载而异。
尝试连接的次数

尝试建立 OpsCenter 服务器与主服务器的连接的次数。

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状态
本节介绍了 OpsCenter 收集的 NetBackup 数据类型以及受控服务器的不同状态。
表 6-10 介绍了“数据收集状态”选项卡中的内容。
表 6-10

“数据收集状态”视图

列

描述

数据类型

从 NetBackup 收集的数据的类型。
请参见第 257 页的“NetBackup 数据类型和收集状态”。

上次成功的数据加载

此列列出了上次成功加载特定数据类型的数据的日期和时间。

上次运行时间

此列列出了尝试进行数据收集的日期和时间。

下次运行时间

此列列出了下次尝试收集各种数据类型的数据的日期和时间。这是
估计时间。实际时间可能会因 OpsCenter 服务器上的现有负载而
异。

收集状态

此列提供了 OpsCenter 请求的每个数据加载活动的状态。

上次异常消息

此列列出了某个数据类型上次数据收集失败时引发的异常消息。

NetBackup 数据类型和收集状态
OpsCenter 通过使用 NBSL 来收集多种 NetBackup 数据类型（例如设备硬件、作
业、策略、介质服务器、服务、存储单元等）的数据。
对于 NetBackup 中的大多数操作和更改，NBSL 会向 OpsCenter 发送通知。对于
作业、策略、服务和设备等更改，通知中还会包含更改后的数据。此数据存储在
OpsCenter 数据库中。
以下是不同数据类型的收集状态及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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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收集状态

收集状态

描述

不适用

当主服务器版本不支持特定的数据类型时，可能会出现此状
态。例如，NetBackup 6.0 不支持磁盘、FT 数据类型。
如果主服务器版本低于 7.1，并且未配置以下数据类型的数据
收集，也会出现此状态：
■

错误日志

■

映像

■

分解作业

在“高级数据收集属性”部分下添加或编辑主服务器时，可
以启用这些数据类型的数据收集。
请参见第 264 页的“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
备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26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编辑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
务器”。
请参见第 258 页的“OpsCenter 中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状
态”。
未启动

该特定数据类型的数据收集尚未启动。如果是最初添加主服
务器或启动 OpsCenter 服务器，会出现此状态。

排队

该特定数据类型的数据收集已排队。

运行

正在处理特定数据类型的数据收集。

已完成

该特定数据类型的数据收集已完成。

失败

该特定数据类型的数据收集已失败。当数据收集失败时，可
以从上次异常消息列中查看异常消息。

注意：数据收集可能会失败，过一段时间后再启动。这是正
常的行为。如果特定数据类型的数据收集失败，它应在 10 分
钟内自动重新启动。当某种数据类型的收集失败时，除失败
的数据类型的功能外，所有功能均可正常使用。
未获得许可

当 FT 等特定数据类型未获准用于 NetBackup 时，会显示此
状态。

请参见第 257 页的“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状态”。

OpsCenter 中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状态
本节列出了主服务器存在的不同状态及其含义。
主服务器可以具有下列任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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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主服务器状态

主服务器状态

描述

已连接

如果所有数据类型的数据收集状态均非“失败”，主服务器
为“已连接”状态。这意味着所有数据类型的收集状态必须
是除“失败”以外的其他任何状态。

未连接

当所有数据类型的数据收集均失败时，主服务器为“未连接”
状态。这可能是因为存在网络问题，致使 OpsCenter 无法连
接 NetBackup 并从中收集数据。

注意：数据收集可能会失败，过一段时间后再启动。这是正
常的行为。如果特定数据类型的数据收集失败，它应在 10 分
钟内自动重新启动。当某种数据类型的收集失败时，除失败
的数据类型的功能外，所有功能均可正常使用。
已禁用

当所选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禁用时，主服务器为“已禁用”
状态。

在 OpsCenter 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
要允许 OpsCenter 与受控 NetBackup 服务器进行通信并收集数据，需要进行一些
安全配置。OpsCenter 可监视已配置 NetBackup Access Control (NBAC) 的主服务
器以及那些未配置 NBAC 的服务器。
注意：Veritas 建议所有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只由一个 OpsCenter
服务器监视。
使用以下步骤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注意，必须首先配置主服务器，以允
许 OpsCenter 访问服务器并进行数据收集。配置主服务器后，必须将此服务器添加
到 OpsCenter 控制台，以便可以对其进行监视。
注意：您不能将设备介质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要监视设备介质服务
器，可以添加它所连接到的主设备或常规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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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1

配置受控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以允许 OpsCenter 访问服务器并进行数据
收集。
请参见第 262 页的“配置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以允许 OpsCenter 访问服务器
并进行数据收集”。

2

配置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后，必须将该主服务器或设备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以便可以对其进行监视。
请参见第 264 页的“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注意：可以使用备用过程将 NetBackup 7.0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可针对 NBAC 和非 NBAC 服务器使用此过程。
请参见第 260 页的“添加 NetBackup 7.0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

添加 NetBackup 7.0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将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者 NetBackup 设备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可针对 NBAC 和非 NBAC 服务器使用此过程。
对于群集 NetBackup 设置，请对群集中的每个节点执行此过程。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将 NetBackup 7.0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1

以 Administrator 或 root 身份分别登录到 Windows 和 UNIX 的受控主服务
器或 NetBackup 52xx 设备 2.0 主服务器。

2

浏览到以下 NetBackup 安装目录：

3

Windows

INSTALL_PATH/bin/admincmd

UNIX

INSTALL_PATH/bin/admincmd

在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上运行以下命令：
nbregopsc -add <OpsCenter 服务器的名称>

名为 nbregopsc 的命令已作为可用性增强的一部分添加到 NetBackup 7.0 和更
高版本。另外，名为 OPS_CENTER_SERVER_NAME 的新条目已添加到 bp.conf
文件中。 nbregopsc 命令可向当前主服务器注册 OpsCenter 并将此主服务器
添加到 OpsCenter。 此命令还可建立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身份验证代理到
OpsCenter 服务器身份验证代理的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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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未配置 NBAC 的主服务器可忽略此步骤。
如果是 OpsCenter ，此步骤即使对于启用 NBAC 的主服务器也是可选的。
但是，如果是早期的 OpsCenter 版本且主服务器启用了 NBAC，就必须在
OpsCenter 服务器的身份验证代理与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身份验证代理 (AB)
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如果未在 OpsCenter 与 NetBackup 服务器之间建立信任
关系，则 OpsCenter 无法监视 NetBackup 服务器。
要建立信任关系，请以 Administrator 或 root 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服务
器主机，然后导航到下列 OpsCenter 安装目录：
Windows

INSTALL_PATH\server\authbroker\bin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上，根据您的特定主服务器版本运行以下命令：
7.0 和 7.0.1 主服务器

vssat setuptrust --broker
<MasterServerhost:2821> --securitylevel high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 vssat setuptrust --broker
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MasterServerhost:13783> --securitylevel high
7.6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 vssat setuptrust --broker
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MasterServerhost:2821> --securitylevel high
这是针对 OpsCenter 7.6 及更高版本的一个可选步骤。

请注意，<MasterServerhost> 是主服务器的名称。

5

重新启动所有 NetBackup 服务（进程）。
如果添加设备 2.0 主服务器，请检查 OpsCenter 是否可以连接到设备主服务
器。仅当 OpsCenter 无法连接到设备主服务器时，重新启动所有设备服务或进
程。
注意：如果运行 nbregopsc 命令失败，则必须手动将该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
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请参见第 264 页的“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6

执行此过程后，该主服务器会自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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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以允许 OpsCenter 访问服务器并进行
数据收集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Windows 和 UNIX 上配置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以便
OpsCenter 进行数据收集。此过程同时适用于 NBAC 和非 NBAC 主服务器。
对于群集 NetBackup 设置，请对群集中的每个节点执行此过程。
注意：此过程适用于所有主服务器版本（包括 7.0.x、7.1、7.5）。但是，建议对
NetBackup 7.0 和更高版本的服务器使用以下过程。
请参见第 264 页的“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可以使用备用过程配置设备主服务器，以允许 OpsCenter 进行数据收集。以 admin
身份登录到设备控制台，并转到“管理”>“设备”>“添加附加服务器”。单击
“添加”，并在“服务器名称”字段中输入 OpsCenter 服务器的主机名。现在，可
以将此设备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如果尚未添加）。
请参见第 264 页的“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配置用于服务器访问和数据收集的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
器

1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分别以 Administrator 身份或 root 身份登录到受控
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2

启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3

展开“NetBackup 管理”>“主机属性”>“主服务器”。

4

双击主服务器名称以查看属性。将出现“主服务器属性”对话框。

5

对于 NetBackup 服务器，请从“主服务器属性”对话框中依次选择“服务器”
选项卡和“OpsCenter 服务器”选项卡。“OpsCenter 服务器”选项卡显示
可以访问当前选定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
对于 7.6 以前的 NetBackup 服务器，请从“主服务器属性”对话框中选择“服
务器”选项卡以显示服务器列表。

6

要将 OpsCenter 服务器添加到服务器列表中，请单击“添加”。将出现“添加
新服务器条目”对话框。

7

在字段中键入 OpsCenter 服务器名称，然后单击“添加”以将该服务器添加到
列表中。
确保可以从 NetBackup 服务器访问所添加的 OpsCenter 服务器名称。

8

单击“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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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主服务器属性”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10 未配置 NBAC 的主服务器可忽略此步骤。
但是，如果主服务器已启用 NBAC，则必须建立 OpsCenter 服务器身份验证代
理和每台受控 NetBackup 服务器身份代理 (AB) 之间的双向信任关系。如果未
设置 OpsCenter 和 NetBackup 服务器（已启用 NBAC）间的信任关系，
OpsCenter 将无法监视 NetBackup 服务器。
要建立信任关系，请使用 Veritas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中的 vssat
命令。从 Windows 中的 %Program
Files%\Veritas\Security\Authentication\bin 目录或 UNIX 中的
INSTALL_PATH/VRTSat/bin 运行此命令。
在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主机上，运行以下命令：
vssat setuptrust --broker OpsCenter
hostname:1556:OPSCENTER_PBXSSLServiceID --securitylevel high

其中，<OpsCenterABhost> 与已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的主机为同一主机。
但是，如果 OpsCenter 是以群集模式安装的，则 <OpscenterAB> 为在
OpsCenter 安装期间作为远程身份验证代理主机提供的主机的名称。
同样，以 Administrator 或 root 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然后
根据您的特定主服务器版本运行以下命令：
如果是 NetBackup 7.6 主服务器及更高版本，这是一个可选步骤。
7.0 和 7.0.1 主服务器

vssat setuptrust --broker
<MasterServerhost:2821> --securitylevel high

7.1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 vssat setuptrust --broker
务器
<MasterServerhost:13783> --securitylevel high

其中，<MasterServerhost> 为主服务器的名称。

11 重新启动所有 NetBackup 服务。
12 将此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以便可以对其进行监视。
请参见第 264 页的“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设置”>“配置”> NetBackup >“添加主服务器”选项
在“添加 NetBackup 主服务器”页面上，输入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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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

NetBackup 主服务器选项

选项

描述

主服务器名称

输入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此字段为
必填字段。
如果主服务器处于群集环境，请输入主服务器的虚拟名称。

注意：您不能将设备介质服务器直接添加到 OpsCenter 控
制台。
显示名称

输入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的备用名称。主服务器在
OpsCenter 控制台的所有视图上均使用显示名称。

NetBackup 用户名

输入有效的 NetBackup 用户名。

NetBackup 密码

输入 NetBackup 密码。

注意：OpsCenter 使用 NetBackup bpjava 协议从 NetBackup
中收集部分数据类型。bpjava 协议需要 NetBackup 凭据。

单击“测试连接”按钮验证 NetBackup 凭据。
单击“保存并添加更多”按钮添加更多主服务器。单击“保存并关闭”按钮保存设
置。单击“取消”按钮取消设置。
注意：在 OpsCenter 7.5 中，不支持更改 NetBackup 主服务器连接到 OpsCenter
服务器上的 PBX 所需的 PBX 端口。如果添加或编辑新的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
器，则 PBX 端口的默认值为 1556。如果配置的 PBX 端口值不是 1556，且升级到
OpsCenter 7.5，则在 OpsCenter 7.5 中编辑并保存该主服务器时，PBX 端口值将
更改为 1556。

注意：映像、错误日志、容量许可、传统许可和分解作业的数据用于 OpsCenter 报
告。
从 OpsCenter 7.7 开始，使用 NBSL 和 bpjava 协议自动收集 NetBackup 数据。无
需安装 OpsCenter 代理来收集任何 NetBackup 数据类型。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您必须将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以便可以对其进行监
视。使用以下过程可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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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设置”>“配置”> NetBackup。

2

单击“添加”。

3

输入主服务器的必需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63 页的““设置”>“配置”> NetBackup >“添加主服务器”选项”。

4

单击“测试连接”按钮，验证您输入的信息。这将验证主服务器的凭据。

5

单击“保存并添加更多”，保存主服务器并添加更多主服务器。

6

单击“保存并关闭”，保存主服务器。
或者，单击“取消”退出。

7

如果添加设备 2.0 主服务器，则仅当 OpsCenter 无法连接到设备主服务器时重
新启动所有设备服务。有关如何重新启动服务的详细信息，请参见设备文档。

在 OpsCenter 中编辑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更改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的配置信息。
编辑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设置”>“配置”> NetBackup。

2

使用复选框从“主服务器名”列中选择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3

单击“编辑”。

4

编辑“编辑主服务器”页面上显示的信息。
提供了对这些部分中字段的描述。
请参见第 264 页的“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请注意，无法编辑主服务器的“主服务器名称”。“主服务器名称”字段属于
“NetBackup 主服务器详细信息”部分。

5

单击“保存”。

在 OpsCenter 中删除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
可以使用以下过程删除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请注意，删除主服务
器会删除与该主服务器关联的所有数据。
注意：删除主服务器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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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主服务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设置”>“配置”> NetBackup。

2

使用复选框从“主服务器名称”列中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

3

单击“删除”。

4

将出现以下警告消息：
Deletion of the selected master server(s)
will delete all related data. Do you want to proceed?

单击“确定”。

在 OpsCenter 中控制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
根据需要，可以为特定受控 NetBackup 主服务器或设备主服务器禁用或启用
OpsCenter 数据收集。
注意：如果禁用数据收集，可能会导致 OpsCenter 中的数据丢失。例如，除非再次
启用 OpsCenter 数据收集，否则驱动器的状态可能会保持不变。
为主服务器禁用数据收集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设置”>“配置”> NetBackup。

2

使用复选框从“主服务器名称”列中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

3

单击“禁用数据收集”。

为主服务器启用数据收集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设置”>“配置”> NetBackup。

2

使用复选框从“主服务器名称”列中选择一个或多个主服务器。

3

单击“启用数据收集”。

配置 Backup Exec 数据收集器
本节介绍了如何从 Backup Exec 收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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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Backup Exec 数据收集器要求在 OpsCenter 代理主机上安装以下组件才能正
确收集数据。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SP1 Redistributable Package (x86)，即 vcredist_x86.exe
以下位置提供了 VC Redistributable Package：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familyid=200B2FD9-AE1A-4A14-984D-389C36F85647&displaylang=en
将此组件安装在代理主机上后，请按照下一节所述来配置 Backup Exec 数据收集
器。
配置 Backup Exec 数据收集器

1

单击“设置”>“配置”>“代理”。

2

在“代理”列表上，选中要为其配置数据收集器的代理前面的复选框。

3

单击“创建数据收集器”。

4

在“创建数据收集器: 产品选择”页面上，从“选择产品”下拉列表中选择
Veritas Backup Exec。

5

在“目标主机名称”文本框中，输入要从中收集数据的 Backup Exec 服务器主
机名称。

6

单击“下一步”。

7

在“创建数据收集器: 详细信息”页面上，指定以下 Backup Exec 数据收集器
配置设置：

8

用户名

输入连接 Backup Exec 数据库所需的用户帐户的名称。

密码

输入此用户帐户的密码。

版本

选择要从中收集数据的 Veritas Backup Exec 服务器的
版本（11.x 或 12.x）。

选择中断时段详细信息、要收集的数据类型和收集间隔。
有关收集间隔和其他数据收集器设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章节：
请参见第 244 页的“ 配置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

9

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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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PureDisk 收集数据
OpsCenter 支持从 Veritas NetBackup PureDisk 中收集数据。收集的数据存储在
OpsCenter 数据库中，可基于这些数据生成报告。OpsCenter 可以从 PureDisk
Storage Pool Authority (PureDisk SPA) 中收集“策略和日程表”以及“作业”数
据类型的数据。
有关 PureDisk 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PureDisk documentation
（《Symantec NetBackup PureDisk 文档》）。
在 PureDisk 操作系统 (PDOS) 上运行的 PureDisk SPA 及其组件。NetBackup
PureDisk 的单一实例存储 (SIS) 技术或重复数据删除技术在存储和备份行业中是独
一无二的。PureDisk 会标识包含相同数据的文件和数据段，并将其视为文件的单一
实例，仅对该实例进行一次备份。这样可以节省存储空间。相同文件的属性（如名
称和修改日期）可能不同。
在备份文件时，PureDisk 会确定网络中的主机（包括远程主机）上是否存在该文件
的多个实例。通过使用重复数据删除技术，PureDisk 仅存储文件的一个实例。
表 6-14 描述了从 PureDisk 收集数据需要执行的步骤。
表 6-14

从 PureDisk 收集数据的步骤

步骤编号

步骤

参考主题

步骤 1

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请参见第 79 页的“在

注意：在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时，也安装和配 Windows 和 UNIX 上安
置了 OpsCenter 集成代理，该代理用于仅收集
PureDisk 数据。要收集 PureDisk 数据，则不需要
手动安装或配置 OpsCenter 代理。

装 OpsCenter”。

无法删除集成代理。

注意：仅通过 OpsCenter 集成代理即可收集
PureDisk 数据。
步骤 2

需要在 OpsCenter 的身份验证代理和 PureDisk
SPA 之间建立用于安全通信的信任关系。

请参见第 269 页的“在
PureDisk SPA 主机和
OpsCenter OpsCenter
建立信任是从 OpsCenter 中收集 PureDisk 数据的
主机之间设置信任”。
前提条件。

步骤 3

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为集成代理配置 PureDisk 请参见第 270 页的“配置
数据收集器。
PureDisk 数据收集
器”。

请参见第 269 页的“在 PureDisk SPA 主机和 OpsCenter OpsCenter 主机之间设置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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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70 页的“配置 PureDisk 数据收集器”。

在 PureDisk SPA 主机和 OpsCenter OpsCenter 主机之间设置信任
您需要在 PureDisk SPA 主机和 OpsCenter 主机之间设置信任。建立信任是从
OpsCenter 中进行 PureDisk 数据收集的前提条件。
注意：OpsCenter 主机是安装了 OpsCenter 服务器的主机。但是，如果以群集模式
安装 OpsCenter，则 OpsCenter 主机是在 OpsCenter 安装期间作为远程身份验证
代理主机提供的主机名。
OpsCenter 主机名存储在以下文件中的 vxss.hostname 参数中：
在 Windows 上：INSTALL_PATH\server\config\security.conf
在 UNIX 上：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security.conf
本节提供为了在 PureDisk SPA 主机和 OpsCenter 身份验证代理主机之间设置信任
而需要在 PureDisk SPA 主机上执行的手动步骤。
在 PureDisk SPA 主机和 OpsCenter 主机之间设置信任

1

在 PureDisk SPA 主机上，以 root 用户身份登录并运行以下命令：
su www-data

2

以 www-data 用户身份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VRTSat/bin/vssat setuptrust --broker
OpsCenterhost:3652 --securitylevel low

成功在 PureDisk SPA 主机和 OpsCenter 主机之间设置信任后，将显示以下消
息：
setuptrust
------------------------------------------Setup Trust With Broker: OpsCenterhost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和 PureDisk SPA 主机之间设置信任后，登录到 OpsCenter
GUI 并配置 PureDisk 数据收集器，以开始收集 PureDisk 数据。
请参见第 270 页的“配置 PureDisk 数据收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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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PureDisk 数据收集器
本节提供了在 OpsCenter GUI 上配置 NetBackup PureDisk 数据收集器的过程。
配置 NetBackup PureDisk 数据收集器

1

单击“设置”>“配置”>“代理”。

2

在“代理” 列表上，选择“集成代理”前面的复选框。
在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时，也安装和配置了 OpsCenter 集成代理，该代理
用于仅收集 PureDisk 数据。要收集 PureDisk 数据，则不需要手动安装或配置
OpsCenter 代理。
仅通过 OpsCenter 集成代理即可收集 PureDisk 数据。

3

单击“创建数据收集器”。

4

在“创建数据收集器: 产品选择”页面上，从“选择产品”下拉列表中选择
NetBackup PureDisk。

5

在“目标主机名称”文本框中，输入要从中收集数据的 PureDisk SPA 服务器
主机的名称。

6

单击“下一步”。

7

在“创建数据收集器: 详细信息”页面上，指定下列 PureDisk 配置设置：
产品版本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下列任一 NetBackup PureDisk 版本：
6.2、6.2.1、6.2.2、6.5、6.5.0.1、6.5.1、6.6、6.6.0.1、
6.6.0.2、6.6.0.3

有关收集间隔和其他数据收集器设置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章节：
请参见第 244 页的“ 配置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

8

单击“保存”。
在配置 PureDisk 数据收集器后，将自动完成对 OpsCenter 身份验证代理主机
和 PureDisk SPA 主机之间的信任关系的设置。如果自动设置失败，则需要手
动进行设置。
请参考“OpsCenter 管理指南”中的“设置 OpsCenter AB 主机和 PureDisk
SPA 主机之间的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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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OpsCenter 视图

■

关于管理 OpsCenter 视图

■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节点和对象

■

在 OpsCenter 中向视图添加节点

■

在 OpsCenter 中修改节点详细信息

■

在 OpsCenter 中删除节点

■

在 OpsCenter 中将对象添加到视图节点

■

在 OpsCenter 中从视图节点删除对象

■

OpsCenter 中的视图过滤器

关于 OpsCenter 视图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视图是以层级方式进行组织的 IT 资产（主服务器或
客户端）的逻辑组。 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可以从 OpsCenter 控制台或 OpsCenter
View Builder（以前称为 Java View Builder）创建视图，并使其在 OpsCenter 控制
台中可用。
图 7-1 显示了 OpsCenter 控制台中的“视图”选项卡上显示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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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视图”选项卡

注意：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创建或修改视图。
请参见第 210 页的“OpsCenter 用户界面中的用户访问权限和功能”。
在 OpsCenter 视图中，分散在整个组织中的 IT 资产可以根据位置、业务单元或应
用进行安排。可以生成按视图过滤的各种 OpsCenter 报告。使用这些报告，可以通
过主机存储业务关键数据来标识位置或部门。
安装并运行 OpsCenter 服务器和 OpsCenter 代理后，OpsCenter 将检测到 IT 资
产，然后将其存储在数据库中。OpsCenter View Builder 在创建视图时，可使这些
IT 资产成为可用资产。
注意：要运行 OpsCenter View Builder，需要在主机上安装 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JRE)。
在视图层次结构的最高级别与最低级别之间，可以创建多个用户定义的级别。
OpsCenter 视图是同构视图，它不能含有同一个树中的主机和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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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视图”选项
OpsCenter 可在“设置”>“视图”窗格中显示 OpsCenter View Builder 支持的所
有视图类型（如“文件系统”）。 但是，您不能从 OpsCenter GUI 对视图类型（如
“文件系统”）执行添加、编辑、删除以及管理节点和对象等操作。需要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 来添加、编辑、删除或管理这些视图类型。
使用 OpsCenter GUI 时，仅可管理“主服务器”、“客户端”和“策略”视图类
型。
下表介绍了“视图”选项卡中的选项。
表 7-1

“视图”选项卡选项

选项

描述

视图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视图的类型。选项有“所有视图”、“客
户端”、“主服务器”和“策略”。
请参见第 274 页的“OpsCenter 视图类型”。

添加/编辑/删除

选择此选项可添加新视图或者编辑和删除可用视图。仅当您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时，这些选项才可用。
此外，使用 OpsCenter GUI 时，仅可添加、编辑或删除“主
服务器”、“客户端”和“策略”视图类型。只能删除文件
系统视图类型。但是，不能在 OpsCenter GUI 添加新的文件
系统视图或编辑现有的文件系统视图

编辑视图级别别名

选择此选项可编辑视图级别别名。仅当您以安全管理员或管
理员身份登录时，此选项才可用。
该选项仅适用于“主服务器”、“客户端”和“策略”视图
类型。如果您选择“文件系统”等其他视图类型，“编辑视
图级别别名”选项会被禁用。

管理节点和对象

选择以查看节点上的对象和不在选定视图上的对象。仅当您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时，此选项才可用。
该选项仅适用于“主服务器”、“客户端”和“策略”视图
类型。如果您选择“文件系统”等其他视图类型，“管理节
点和对象”选项会被禁用。

名称

显示您可以访问的视图的名称。

类型

显示视图类型。 OpsCenter 可在“设置”>“视图”窗格中
显示 OpsCenter View Builder 支持的所有视图类型（如“文
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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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创建日期

显示视图的创建日期和时间。

所有者

显示创建该视图的用户的角色。

“设置”>“视图”页面的“详细信息”窗格中显示以下两个选项卡。
表 7-2

“设置”>“视图”详细信息窗格中的选项卡

选项

描述

“视图级别别名”选项卡

此选项卡显示选定视图的视图级别别名的详细信息。默认的
视图级别别名如下所示：级别 1，级别 2，依此类推。
如果未向选定视图添加任何节点或对象，则“视图级别别名”
选项卡不包含任何数据。
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修改视图级别别名。
请参见第 281 页的“在 OpsCenter 中修改视图级别的别名”。

“常规”选项卡

“常规”选项卡显示以下详细信息：
■

选定视图的名称

■

视图的描述

■

视图的创建日期和时间

■

创建视图的用户的名称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OpsCenter 视图”。

OpsCenter 视图类型
在 OpsCenter 中，每个视图都与一种视图类型相关联。根据视图的类型，可以为该
视图分配对象。
可以从 OpsCenter 控制台创建下列类型的视图：
客户端

如果创建“客户端”类型的视图，则只能将
备份客户端分配到该视图。

主服务器

如果创建“主服务器”类型的视图，则只能
将主服务器分配到该视图。

策略

如果创建“策略”类型的视图，则只能将策
略分配到该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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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可以创建其他任何视图类型。

访问特定视图类型的 OpsCenter 用户界面
选择特定的视图后，可能无法看到某些选项卡或子选项卡中的数据。这是因为这些
选项卡的数据不适用于特定视图类型。例如，“客户端”视图仅显示与“客户端”
对象相关的数据，而不显示介质或服务等任何不相关数据。
在此情况下，您将看到以下错误消息：
Data is not applicable for the view that you have selected. Click UI
access for specific view types for details about the applicable view
types.

表 7-3 列出了当您选择“主服务器”、“策略”或“客户端”等特定视图类型的视
图时，特定选项卡或子选项卡中的数据是否适用。
表 7-3
选项卡

访问特定视图类型的选项卡
子选项卡

主服务器视图

策略视图

客户端视图

概述

是

是

是

作业

是

是

是

服务

是

否

否

策略

是

是

是

介质

是

否

否

设备（所有子选
项卡）

是

否

否

主机 > 主服务器 是

否

否

主机 > 介质服务 是
器

否

否

主机 > 客户端

是

否

是

警报

是

是

是

审核跟踪

是

否

否

云

是

否

否

设备硬件

是

否

否

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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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

子选项卡

主服务器视图

策略视图

客户端视图

警报策略

是

是

是

存储 > 存储单元 是

否

否

存储 > 存储单元 是
组

否

否

存储 > 存储生命 是
周期策略

否

否

设备（所有子选
项卡）

是

否

否

主机

是

否

否

管理

注意：“管理”>“还原”和“管理”>“NetBackup 授权”选项卡不依赖于任何
视图选择。这些选项卡的内容是针对所有视图显示的。

关于视图的访问权限
创建 OpsCenter 视图时，安全管理员可以为该视图指定访问权限。
注意：管理员可以从 OpsCenter View Builder 指定视图的访问权限。
请参见第 279 页的“创建 OpsCenter 视图”。
表 7-4 列出了特定 OpsCenter 或 OpsCenter View Builder 角色的默认访问级别。
表 7-4

默认访问级别

JVB 角色

OpsCenter 角色

允许的视图

“所有主服务器”视
图

管理员

安全管理员

RW

R

管理员

RW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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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B 角色

OpsCenter 角色

允许的视图

“所有主服务器”视
图

用户

报告者

P

P

还原操作员

P

P

操作员

P

P

在此表中，RW 代表“读取”和“写入”权限，R 代表“读取”权限，P 代表“需
要权限”。现在不再提供“分析员”用户角色。
操作员、报告者或还原操作员无法创建或修改视图。他们也需要访问视图的权限。
OpsCenter 7.5 已经删除了以前使用的公用或专用视图的概念。操作员或报告者现
在对以前的所有公用视图只有“读取”权限。分析员在 OpsCenter 7.5 中升级为报
告者。
下表介绍了用户在升级后对公用或专用视图的可用权限。
表 7-5
角色

升级后可用的权限
公共视图

私有视图

现有

升级后

现有

升级后

安全管理员

RW

RW

RW

RW

管理员

RW

RW

RW

RW

操作员

RW

R

RW

R

报告者

RW

R

RW

R

关于 OpsCenter 视图级别
新创建的视图只有一个级别。可以在不同级别上向视图添加多个节点。可以为其中
的每个视图级别添加别名。
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修改视图。
请参见第 281 页的“在 OpsCenter 中修改视图级别的别名”。
主服务器主机、客户端或策略始终位于视图的最低级别。在最高级别与最低级别之
间，可以创建多个中间级别以便将视图对象组织为逻辑组，从而在视图中创建层级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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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节点和对象
OpsCenter 视图由节点和视图对象组成。节点是为创建视图层级结构而添加的逻辑
实体。在第一个级别（视图名称本身）与最后一个级别（实际视图对象）之间，可
以添加多个节点。
图 7-2 显示了一个包含多个节点和对象的视图示例。
图 7-2

视图节点和对象

关于管理 OpsCenter 视图
以下主题提供了添加、编辑或删除 OpsCenter 视图的过程。
请参见第 279 页的“查看 OpsCenter 视图及其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79 页的“创建 OpsCenter 视图”。
请参见第 280 页的“修改 OpsCenter 视图”。
请参见第 281 页的“删除 OpsCenter 视图”。
请参见第 281 页的“在 OpsCenter 中修改视图级别的别名”。

“设置”>“视图”>“管理节点和对象”选项
下表介绍了“设置”>“视图”>“管理节点和对象”选项。
表 7-6

“设置”>“视图”>“管理节点和对象”选项

选项

描述

“节点上的对象”选项卡

分配给当前视图或视图节点的对象显示在“节点上的对象”
选项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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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对象不在选定视图中”选项 “对象不在选定视图中”选项卡显示不属于选定视图或视图
卡
节点的所有主机对象。
可用对象列表因视图类型而异。例如，如果视图的类型为“客
户端”，则“对象不在选定视图中”选项卡上只有客户端主
机可供选择。

查看 OpsCenter 视图及其详细信息
本主题提供了查看 OpsCenter 视图的过程。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OpsCenter 视图”。
查看 OpsCenter 视图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将显示允许您查看的视图
的列表。
请参见第 280 页的“修改 OpsCenter 视图”。
请参见第 279 页的“创建 OpsCenter 视图”。

2

要检查某个视图的详细信息，请从视图列表中选择该视图。 “视图级别别名”
和“常规”详细信息显示在页面的下部。
请参见第 273 页的““设置”>“视图”选项”。

创建 OpsCenter 视图
本主题提供了使用 OpsCenter 创建视图的过程。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创
建视图。
Veritas 建议在创建视图时，最低级别的视图应是由数据收集器（例如主服务器、策
略和客户端等）创建的对象。例如，如果创建名为 Geography 的视图，则最低级
别可以是 abc.veritas.com 或 xyz.veritas.com 之类的对象，而不是任何其他假设对
象，例如 Region 和 Continent 等。
示例：
Geography
| - US
|- - Colorado
|- - - abc.verit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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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例中，US 和 Colorado 是假设节点（与任何数据收集器无关），视图的最低级
别 abc.veritas.com 是由数据收集器创建的对象。您可以创建此类视图。
不应创建如下任何视图（在该视图中，最低级别是一个假设对象，如 Denver）：
Geography
| - US
|- - Colorado
|- - - xyz,veritas.com
|- - - - Denver

创建 OpsCenter 视图

1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

3

单击“添加”。

4

在“添加视图”对话框中，指定视图详细信息。

5

单击“确定”。

修改 OpsCenter 视图
本主题提供了修改视图详细信息的过程。 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修改视
图。
注意：无法修改“所有主服务器”视图。
修改 OpsCenter 视图

1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

3

从视图列表中选择一个要修改的视图。

4

单击“编辑”。

5

在“编辑视图”对话框中，可以修改视图详细信息。

6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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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 OpsCenter 视图
本主题提供了删除视图的过程。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修改视图。
使用 OpsCenter GUI 只能删除“主服务器”、“客户端”和“策略”视图类型。
注意：视图一旦删除，将无法恢复。如果删除某个视图，也会删除其所有节点，并
将对象移动到未分配的树。

注意：无法删除“所有主服务器”视图。
删除 OpsCenter 视图

1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

3

从视图列表中选择一个要删除的视图。

4

单击“删除”。

在 OpsCenter 中修改视图级别的别名
本主题提供了修改视图级别别名的过程。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修改视
图。
使用 OpsCenter GUI 只能修改“主服务器”、“客户端”和“策略”视图类型。
请参见第 282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向视图添加节点”。
请参见第 282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节点和对象”。
在 OpsCenter 中修改视图级别的别名

1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

3

在视图列表中，选择要为其修改视图级别别名的视图。

4

单击“编辑视图级别的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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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视图级别的别名”对话框上，将出现用于输入所有可用视图级别的别名的
文本框。例如，如果所选视图只有一个级别，则出现的“视图级别的别名”对
话框将如下所示：

6

重命名可用级别。例如，如果所选视图具有三个级别，则可以重命名各个级
别，如下所示：将别名级别 1 重命名为 Geography，将别名级别 2 重命名为
Country，将别名级别 3 重命名为 Region。

7

单击“确定”。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节点和对象
以下主题提供与视图相关的节点和对象的创建、修改和删除过程。
使用 OpsCenter GUI 时，仅可管理“主服务器”、“客户端”和“策略”视图类
型。
注意：无法修改“所有主服务器”视图。
请参见第 282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向视图添加节点”。
请参见第 283 页的“在 OpsCenter 中修改节点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283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删除节点”。
请参见第 28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将对象添加到视图节点”。
请参见第 28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从视图节点删除对象”。
请参见第 285 页的“OpsCenter 中的视图过滤器”。

在 OpsCenter 中向视图添加节点
本主题提供了向视图添加节点的过程。 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修改视图。
请参见第 278 页的“关于节点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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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视图添加节点

1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

3

从视图列表中选择要向其添加节点和对象的视图。

4

单击“管理节点和对象”。

5

在视图树上，选择要向其中添加节点的视图。

6

单击“添加”。

7

在“添加”对话框上，输入节点名称。

8

单击“确定”。

在 OpsCenter 中修改节点详细信息
本主题提供了修改视图节点信息的过程。 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修改视
图。
请参见第 282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向视图添加节点”。
修改节点信息

1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

3

从视图列表中，选择要修改关联节点信息的视图。

4

单击“管理节点和对象”。

5

在视图树上，展开视图以查看关联的节点。

6

选择要修改的节点。

7

单击“编辑”。

8

在“编辑”对话框上，修改节点的名称。

9

单击“确定”。

在 OpsCenter 中删除节点
本主题提供了从视图中删除节点的过程。 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修改视
图。
请参见第 282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向视图添加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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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节点

1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

3

从视图列表中，选择要从中删除节点的视图。

4

单击“管理节点和对象”。

5

在视图树上，展开视图以查看关联的节点。

6

选择要删除的节点。

7

单击“删除”。

8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在 OpsCenter 中将对象添加到视图节点
本主题提供了将对象添加到视图或视图内的节点的过程。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
才可以修改视图。
将对象到视图节点

1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

3

从视图列表中，选择要向其添加对象的视图。

4

单击“管理节点和对象”。

5

在视图树上，选择要向其添加对象的视图名称或视图节点。

6

在右窗格中，选择“对象不在选定视图中”选项卡。可用对象列表因视图类型
而异。
例如，如果视图的类型为“客户端”，则“对象不在选定视图中”选项卡上只
有客户端主机可供选择。
“对象不在选定视图中”选项卡显示不属于选定视图或视图节点的所有主机对
象。
您可以借助默认过滤器过滤掉不属于选定视图的对象。也可以创建新过滤器并
应用它们来查看所需的对象。
请参见第 285 页的“OpsCenter 中的视图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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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中要添加到所选视图或视图节点的视图对象前面的复选框。

8

单击“添加到节点”。
添加的视图对象将从“对象不在选定视图中”选项卡中删除并显示在“节点上
的对象”选项卡上。

在 OpsCenter 中从视图节点删除对象
本主题提供了从视图或视图节点删除对象的过程。 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
修改视图。
从视图节点删除对象

1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

3

从视图列表中，选择要从中删除对象的视图。

4

单击“管理节点和对象”。

5

在视图树上，选择要从中删除对象的视图名称或视图节点。
分配给此视图或视图节点的对象显示在“节点上的对象”选项卡上。

6

选中要删除的视图对象前面的复选框。

7

单击“从节点删除”。

8

在确认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OpsCenter 中的视图过滤器
OpsCenter 提供了一组默认过滤器，使用这些过滤器，您可以过滤需要添加到视图
的视图对象。还可以创建自己的过滤器，并用来查看所需的视图对象列表。
默认的过滤器集因视图类型而异。
表 7-7 列出了各种视图类型的默认过滤器。
表 7-7

默认过滤器

视图类型

默认过滤器

客户端

所有客户端、Windows 客户端、Solaris 客户端、Linux 客户端、
其他客户端

主服务器

所有服务器、已连接的服务器、未连接的服务器、Windows 服务
器、Solaris 服务器、Linux 服务器、其他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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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类型

默认过滤器

策略

所有策略、活动策略、不活动策略、Windows 策略、目录库策略、
标准策略、其他策略

有关创建、修改和删除视图对象过滤器的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在 OpsCenter 中创建视图对象过滤器
本主题提供了创建用户定义的视图对象过滤器的过程。
请参见第 285 页的“OpsCenter 中的视图过滤器”。
创建视图对象过滤器

1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

3

在视图列表中，选择要为其分配对象的视图。

4

单击“管理节点和对象”。

5

在视图树上，选择要为其分配视图对象的视图名称或视图节点。

6

在右窗格中，选择“对象不在选定视图中”选项卡。显示的对象列表随视图类
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例如，如果视图的类型为“客户端”，则“对象不在选定视图中”选项卡上只
有客户端主机可供选择。

7

单击“创建过滤器”图标。

8

在“添加过滤器”对话框中，指定过滤器详细信息。

9

单击“确定”。
此用户定义的过滤器现在即添加到“对象不在选定视图中”选项卡上的“过滤
器”下拉列表中，您可以修改或删除它。
请参见第 286 页的“在 OpsCenter 中修改视图对象过滤器”。
请参见第 287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删除视图对象过滤器”。

在 OpsCenter 中修改视图对象过滤器
可以修改用户定义的视图对象过滤器的定义。无法修改默认过滤器。
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修改视图对象过滤器。
请参见第 286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视图对象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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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视图对象过滤器

1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

3

在视图列表中，选择要为其分配对象的视图。

4

单击“管理节点和对象”。

5

在视图树上，选择要为其分配视图对象的视图名称或视图节点。

6

在右窗格中，选择“未分配的对象”选项卡。显示的对象列表随视图类型的不
同而有所不同。
例如：如果视图的类型为“客户端”，则在“未分配的对象”选项卡上只有客
户端主机可供选择。

7

从“过滤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用户定义的过滤器。

8

选择“编辑过滤器”图标。
如果已选择默认过滤器，将禁用“编辑过滤器”图标。

9

在对话框上，修改过滤器的名称或定义。

10 单击“确定”。

在 OpsCenter 中删除视图对象过滤器
可以删除用户定义的视图对象过滤器。无法删除默认过滤器。
只有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才可以删除用户定义的视图对象过滤器。
请参见第 286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视图对象过滤器”。
删除视图对象过滤器

1

以安全管理员或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OpsCenter 控制台。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设置”>“视图”。

3

在视图列表中，选择要为其分配对象的视图。

4

单击“管理节点和对象”。

5

在视图树上，选择要为其分配视图对象的视图名称或视图节点。

6

在右窗格中，选择“未分配的对象”选项卡。显示的对象列表随视图类型的不
同而有所不同。

7

从“过滤器”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用户定义的过滤器。
如果已选择默认过滤器，将禁用“删除过滤器”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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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监视”视图

■

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

关于使用“概览”选项卡监视 NetBackup

■

关于监视 NetBackup 作业

■

“监视”>“服务”视图

■

关于使用“列表视图”监视 NetBackup 介质

■

查看 NetBackup 介质的详细信息

■

查看与介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

按 NetBackup 介质类型进行过滤

■

控制介质

■

“监视”>“介质”摘要视图的选项

■

用于监视介质的“层级视图 (按卷池)”

■

查看卷池的详细信息

■

查看介质的详细信息

■

控制介质

■

用于监视介质的“层级视图 (按卷组)”

使用 OpsCenter 监视 NetBackup

■

查看卷组的详细信息

■

查看介质的详细信息

■

在 OpsCenter 中控制介质

■

监视 NetBackup 设备

■

“监视”>“设备”>“驱动器列表视图”选项

■

关于使用“列表视图”监视驱动器

■

查看单个驱动器的详细信息

■

查看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

按 NetBackup 驱动器类别过滤

■

控制驱动器

■

“监视”>“设备”>“驱动器摘要视图”

■

查看“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

■

“监视”>“设备”>“磁盘池”的选项

■

查看单个磁盘池的详细信息

■

关于监视 NetBackup 主机

■

“监视”>“主机”>“主服务器”视图

■

按 NetBackup 主服务器类型和状态过滤

■

“监视”>“主机”>“介质服务器”视图

■

查看与介质服务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

“监视”>“主机”>“客户端”视图

■

查看单个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

关于监视 NetBackup 警报

■

“监视”>“警报”列表视图

■

关于使用“列表视图”监视 NetBackup 警报

■

查看单个警报的详细信息

■

查看单个设备硬件故障警报的详细信息

■

查看与警报关联的警报策略的详细信息

289

使用 OpsCenter 监视 NetBackup
关于“监视”视图

■

按警报类型进行过滤

■

对警报进行响应

■

用于监视 NetBackup 警报的“摘要视图”

■

按严重性查看警报

■

查看 NetBackup 主服务器发出的警报

■

关于监控审核跟踪

■

“监视”>“设备硬件”>“主服务器”

■

“监视”>“设备硬件”>“介质服务器”

■

“监视器”>“设备硬件”> NetBackup

■

“监视器”>“设备硬件”>“重复数据删除”

■

设备硬件详细信息

■

“监视”>“云”选项

关于“监视”视图
从“监视”选项卡和关联的子选项卡中，可以查看有关 NetBackup 环境的详细信
息，其中包括作业、服务、策略、介质、设备、主机、警报、审核跟踪、云和设备
硬件。
请注意，OpsCenter 或 OpsCenter Analytics 只能监视和管理 NetBackup 或
NetBackup 设备。而不能监视或管理其他产品，如 NetBackup PureDisk 或 Backup
Exec。

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监视”视图中显示的内容基于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
可以从“视图”窗格中选择以下默认选项：
所有主服务器

选择“所有主服务器”可以查看环境中所有
NetBackup 服务器的信息。

除使用默认视图（例如，“所有主服务器”）之外，您还可以从“设置”>“视图”
或通过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创建自己的视图。例如，可以创建用于查看有
关位于特定区域（如欧洲）中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的视图（如“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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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使用“设置”>“视图”控件创建视图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OpsCenter 视图”。
请参见联机的《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帮助》，以了解如何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创建视图。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所有主服务器或特定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所有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从“视图”窗格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有主服务器”。

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从“视图”窗格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有主服务器”。

2

取消选中“所有主服务器”旁边的复选框，并从主服务器列表中选择特定的主
服务器。确保取消选中其他主服务器。

3

单击“应用选定内容”。

请参见第 291 页的“关于时段选择”。

关于时段选择
您还可以查看某些“监视”视图在过去 24、48 或 72 小时的数据：您也可以针对具
体的“监视”视图配置绝对或相对时段。
单击“过去 24 小时”、“过去 48 小时”或“过去 72 小时”，分别查看过去 24、
48 或 72 小时的数据。这些选项位于特定“监视”视图的右上角。注意，默认情况
下，这些视图中显示的是过去 24 小时的数据。
可以控制以下“监视”视图的时段选择：
■

“监视”>“概览”（“按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按退出状态列出的作业摘
要”、“按失败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前 7 位作业错误日志摘要”和
“按严重性列出的警报摘要”部分）
注意：您不能控制“按状态列出的介质摘要”、“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
“服务摘要”和“主服务器摘要”部分的时段。这些部分显示 OpsCenter 数据
库的全部数据。

■

“监视”>“作业”

■

“监视”>“警报”

■

“监视”>“策略”（“摘要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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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可通过单击“自定义”并指定绝对时段或相对时段来自定义时段选择。使
用“自定义”选项，可以查看任何时段的数据。注意，“自定义”选项位于特定
“监视”视图的右上角。
可为下列“监视”视图配置绝对或相对时段：
■

“监视”>“作业”（“列表视图”、“摘要视图”和“层级视图”）

■

“监视”>“警报”（“列表视图”和“摘要视图”）

还可以针对以下项配置自定义时段：“监视”>“审核跟踪”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关于使用“概览”选项卡监视 NetBackup
选择“监视”>“概览”时将显示此视图（默认视图）。此视图提供您的 NetBackup
环境的概览。此视图包含不同的部分，显示您的 NetBackup 环境的相关特定信息。
从此视图中，可以使用链接来向下钻取并访问有关 NetBackup 环境的很多方面的详
细信息。将显示大多数监视类别使用的饼图。饼形的各个部分也是指向监视类别的
更多详细信息的链接。
以下各节详细介绍了“概览”子选项卡：
■

请参见第 292 页的“查看“按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 ”。

■

请参见第 293 页的“查看“按状态列出的介质摘要” ”。

■

请参见第 294 页的“关于“前 7 位作业错误日志摘要””。

■

请参见第 294 页的“查看“服务摘要””。

■

请参见第 294 页的“查看“主服务器摘要””。

■

请参见第 295 页的“查看“按作业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

■

请参见第 296 页的“查看“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

■

请参见第 297 页的“按失败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

■

请参见第 297 页的“查看“按严重性列出的警报摘要””。

查看“按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
“按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部分针对“视图”窗格中的当前选择以及时段选择按作
业状态显示作业的整体分布。
将在饼图及表中显示此信息。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
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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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具有不同颜色的饼图表示作业分布。饼图的每种颜色表示环境中根据所选时段中的
作业状态的作业分布方式。还可以在此部分中查看颜色代码摘要，以了解表示不同
作业状态的颜色。饼图上的指针提供了 NetBackup 环境中处于特定作业状态的作业
的数量和百分比。例如，指向饼图中的黄色时，会显示在过去 24 小时内环境中有
22 个 (42%) 作业处于排队状态。
可以从此部分向下钻取，以查看失败、未完成、已排队、活动作业等的详细信息。
查看按作业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概览”。

2

在“按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部分，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表中，单击处于特定作业状态的作业数量（链接）。例如，单击针对“结
束”作业所显示的数量。
或者

■

单击饼图中与特定作业状态对应的彩色部分。例如，单击饼图的黄色部分
以查看“排队”作业的详细信息。

查看“按状态列出的介质摘要”
“按状态列出的介质摘要”部分针对“视图”窗格中的当前选择按介质状态显示介
质的整体分布。将在饼图及表中显示此信息。
注意：时段选择不影响此部分。无论选择哪个时段，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所有数
据都在这一部分显示。
在此部分中，具有不同颜色的饼图表示介质分布。饼图的每种颜色表示根据介质状
态，环境中介质的分布方式。还可以在此部分中查看颜色代码摘要，以了解表示不
同介质状态的颜色。将指针移到饼图上会显示 NetBackup 环境中处于特定介质状态
的介质的数量和百分比。例如，饼图上红色部分的指针显示环境中有四个或 2% 的
介质已冻结。
您可以从此部分向下钻取，以查看不同状态的介质的详细信息（如已冻结和活动介
质的详细信息）。
按介质状态查看介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概览”。

2

在“按状态列出的介质摘要”部分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表中特定的介质状态对应的介质数量（链接）。例如，单击“已冻结”
介质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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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

单击饼图中与特定介质状态对应的彩色部分。例如，单击饼图的红色部分
以查看“已冻结”介质的详细信息。

关于“前 7 位作业错误日志摘要”
“前 7 位作业错误日志摘要”部分列出了与环境中失败次数最多的作业相关的七个
退出状态码。 此部分中显示的内容基于当前在“视图”窗格中所做的选择。默认情
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此部分中显示的表列出了与失败次数最多的作业相关的前七个退出状态码， 还列出
了所选时段中每种退出状态的失败作业数量。请注意，“失败的作业计数”列中显
示的失败的作业在表中按降序排列。通过查看此部分，您可以快速分析环境中失败
次数最多的作业的失败原因。

查看“服务摘要”
“服务摘要”部分提供了一个高级视图，该视图根据当前在“视图”窗格中所做的
选择显示正在运行和已停止的 NetBackup 服务的总数。
表中显示正在运行和已停止的 NetBackup 服务的总数。可以从此表中的链接向下钻
取以查看正在运行或已停止的服务的详细信息。
注意：时段选择不影响此部分。无论选择哪个时段，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所有数
据都在这一部分显示。
查看正在运行或已停止的服务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概览”。

2

在“服务摘要”部分中，单击表的“服务计数”列中所显示的数字。例如，单
击针对正在运行的服务显示的数字以查看正在运行的服务的详细信息。

查看“主服务器摘要”
“主服务器摘要”部分提供了基于当前“视图”窗格选择的主服务器的相关特定信
息。
注意：时段选择不影响此部分。无论选择哪个时段，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所有数
据都在这一部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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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服务器摘要”部分显示以下信息：
■

环境中的主服务器总数

■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显示为“已连接”的主服务器数量

■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显示为“未连接”的主服务器数量

■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显示为“已禁用”的主服务器数量

您可以从此部分向下钻取，以查看环境中所有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或者显示为已
连接、未连接或已禁用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所有主服务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概览”。

2

在“主服务器摘要”部分，单击“总计”列中显示的数字。

查看已连接的主服务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概览”。

2

在“主服务器摘要”部分，单击“已连接”列中显示的数字。

查看未连接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概览”。

2

在“主服务器摘要”部分，单击“未连接”列中显示的数字。

查看已禁用的主服务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概览”。

2

在“主服务器摘要”部分，单击“已禁用”列中显示的数字。

查看“按作业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
“按作业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部分基于当前“视图”窗格和时段选择按作业状态
或退出状态显示作业的整体分布。
将在饼图及表中显示此信息。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
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具有不同颜色的饼图表示选定时段中按退出状态列出的作业分布。饼图的每种颜色
表示根据退出状态，环境中作业的分布方式。还可以在此部分中查看颜色代码摘
要，以了解表示不同退出状态的颜色。将指针悬停在饼图上会显示 NetBackup 环境
中成功、部分成功和失败的作业的总数和百分比。例如，指向饼图中的红色部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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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最近 24 小时内环境中有 72 个 (42%) 的作业失败。此信息也以表格式列出。
此外，表还显示了已为选定视图和时段备份的数据量。
可以从此部分向下钻取，以查看失败、成功或部分成功作业的详细信息。
按作业状态查看作业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概览”。

2

在“按作业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部分，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表中特定的退出状态对应的作业数量（链接）。
或者

■

单击饼图中与特定退出状态对应的彩色部分。例如，单击饼图的红色部分
以查看失败作业的详细信息。

查看“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
“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部分针对当前“视图”窗格选择按驱动器状态显示驱
动器的整体分布。将在饼图及表中显示此信息。
注意：对于 7.0.1 和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部分不显
示已禁用或不可访问的驱动器。

注意：时段选择不影响此部分。无论选择哪个时段，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所有数
据都在这一部分显示。
具有不同颜色的饼图表示在选定时段内按驱动器状态的驱动器分布。饼图的每种颜
色表示根据驱动器状态，环境中驱动器的分布方式。还可以在此部分中查看颜色代
码摘要，以了解表示不同退出状态的颜色。将指针放在饼图的上方，会显示
NetBackup 环境中处于启动或关闭状态的驱动器的数量和百分比。例如，指向饼图
中的绿色部分会显示环境中 5 个 (100%) 的驱动器处于启动状态。
您可深入了解此部分，以查看所有驱动器（包括处于启动、关闭或混合状态的驱动
器）的详细信息。
按驱动器状态查看驱动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概览”。

2

在“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部分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表中特定的介质状态对应的驱动器数量（链接）。例如，单击“启动
驱动器”的数量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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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饼图中与特定驱动器状态对应的彩色部分。例如，单击饼图的绿色部
分以查看处于启动状态的驱动器的详细信息。

按失败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
有关“按失败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部分的信息，请参见以下主题。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按失败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

查看“按严重性列出的警报摘要”
“按严重性列出的警报摘要”部分针对当前“视图”窗格和时段选择按严重性显示
警报的整体分布。
将在饼图及表中显示此信息。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
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在此部分中，具有不同颜色的饼图表示警报分布（按严重性）。饼图的每种颜色表
示根据警报严重性，环境中警报的分布方式。还可以在此部分中查看颜色代码摘
要，以了解表示不同严重性的颜色。
将指针移到饼图上会显示 NetBackup 环境中具有特定严重性的警报的数量和百分
比。例如，指向饼图中的绿色部分会显示在最近 24 小时内环境中有 200 个 (17%)
的警报处于严重级别。
可以从此部分向下钻取，以查看警报类别的详细信息。
按严重性查看警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概览”。

2

在“按严重性列出的警报摘要”部分，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表中特定的警报严重性对应的警报数量（链接）。例如，单击针对严
重警报所显示的数量。
或者

■

单击饼图中与特定警报严重性对应的彩色部分。例如，单击饼图的红色部
分以查看严重警报的详细信息。

关于监视 NetBackup 作业
“监视”>“作业”视图提供了 NetBackup 作业的详细信息。可以使用下列视图查
看 NetBackup 作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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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视图

选择“监视”>“作业”时，默认显示此视
图。
此视图根据当前“视图”窗格以及所选时段
显示作业的相关详细信息。

注意：从“列表视图”中仅可以查看最近 30
天的作业数据。
请参见第 298 页的““监视”>“作业”列表视图的
选项”。
摘要视图

“摘要视图”包含不同的部分，可根据当前
“视图”窗格和所选时段，按照退出状态、
作业状态和作业类型显示 NetBackup 作业分
布。此信息显示在饼图和表中。
请参见第 306 页的“关于使用“摘要视图”来监视
作业”。

层级视图

“层级视图”根据当前“视图”窗格和所选
时段，以层级样式显示所有父-子作业。

注意：从层级视图中仅可以查看最近 30 天
的作业数据。
请参见第 310 页的“关于使用“层级视图”来监视
作业”。

注意：可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这些视图。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监视”>“作业”列表视图的选项
选择“监视”>“作业”时，将显示此视图。默认情况下显示“列表视图”。此视
图显示当前“视图”窗格及所选时段的作业的详细信息。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默认情况下，此视图中出现的表将显示以下列：
表 8-1

“监视”>“作业”列表视图的选项

选项

描述

作业 ID

此列显示与作业关联的唯一 ID（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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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主服务器

此列显示与作业关联的主服务器（链接）的名称。可以单击
此链接以查看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类型

此列会列出作业类型（如作业是“数据库备份”还是“映像
清理”作业）。

状态

此列会列出当前 NetBackup 作业状态（如作业是“已排队”、
“等待重试”还是“结束”等）。

状态

作业的退出状态。此链接提供状态描述，以及作业失败时进
行故障排除的详细信息。

策略

此列会列出与作业关联的策略的名称。

客户端

此列会列出运行作业的客户端的名称。

开始时间

此列会列出作业开始的年份、日期和时间。

运行时间

此列会列出作业花费的时间。运行时间是结束时间和开始时
间的差值。对于正在运行的作业，运行时间是当前时间和开
始时间的差值。

注意：“运行时间”列的内容不能按升序或降序进行排序
（单击列名称时）。
结束时间

此列会列出作业结束的年份、日期和时间。

作业大小

此列列出了作业的大小。

文件

此列会列出作业已备份的文件数量。

完成 %

此列会列出完成的作业所占的百分比。

默认情况下，表中并不显示所有列。通过单击“表设置”图标，可向视图添加更多
列。“表设置”图标位于表的右上角。
默认情况下，表中不显示以下列：
■

日程表

■

源介质服务器

■

目标介质服务器

■

目标存储单元

■

尝试

■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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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减少节省作业大小

■

PID

■

所有者

■

父

■

KB/秒

■

会话 ID

■

数据移动

■

提交类型

■

日程表类型

■

策略类型

■

压缩

■

当前文件

■

机械手

■

保管库

■

要弹出的介质

■

副本

■

配置文件

■

活动状态开始时间

■

协调状态

■

协调原因

■

数据减少节省 (%)

■

优先级

■

状态详细信息

有关这些字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联机《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
还提供了有关如何自定义表和查看特定列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使用表”。
可以在“详细信息”窗格中查看与作业关联的所有详细信息。“详细信息”窗格位
于“监视”>“作业”视图的底部。
“详细信息”窗格具有下列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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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监视”>“作业详细信息”窗格的选项卡

选项卡

描述

常规

“详细信息”窗格的“常规”选项卡显示作
业的所有可用信息。它也包括可以从表查看
的所有可用列的内容。

尝试次数

“尝试次数”选项卡显示为完成作业所进行
的尝试的详细信息。

文件列表

“文件列表”选项卡显示已由作业备份的文
件及其位置。

关于使用“列表视图”监视作业
以下主题提供了有关使用“列表视图”监视作业的更多信息。

查看单个 NetBackup 作业的详细信息
可以在“详细信息”窗格中查看与作业关联的所有详细信息。“详细信息”窗格位
于“监视”>“作业”视图的底部。
“详细信息”窗格具有下列选项卡：
常规

“详细信息”窗格的“常规”选项卡显示作
业的所有可用信息。它也包括可以从表查看
的所有可用列的内容。

尝试次数

“尝试次数”选项卡显示为完成作业所进行
的尝试的详细信息。

文件列表

“文件列表”选项卡显示已由作业备份的文
件及其位置。

查看单个 NetBackup 作业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从“列表视图”或“层级视图”可查看作业详细信息。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列
表视图”或“层级视图”。下拉列表位于该视图的右上角。

3

在表的“作业 ID”列，单击作业的 ID（链接）。

4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查看作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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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作业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作业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作业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从“列表视图”或“层级视图”可查看这些详细信息。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列
表视图”或“层级视图”。下拉列表位于该视图的右上角。

3

在表的“主服务器”列中单击与作业相关联的服务器名称（链接）。此时将显
示“监视”>“主机”页面。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显示在此页面上。

查看作业的策略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作业关联的策略的详细信息。
查看作业的策略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列表视图”或“层级视图”。下拉列表位于该视图的右上
角。

3

在表的“策略”列中单击作业的策略名称（链接）。

4

将出现一个单独的页面，在四个选项卡上显示策略信息。
请参见第 320 页的““监视”>“策略”页面”。

按 NetBackup 作业类型和状态过滤
可以使用任一内置作业过滤器进行过滤。从位于表顶部的下拉列表中可获取这些过
滤器。
许多作业过滤器已存在。本节列出了一些内置作业过滤器，如下所示：
所有作业（默认过滤器）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全部作业的详细信息。

活动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活动作业

排队的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排队的作业。

已结束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已结束作业。

暂停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已暂停的作业。

等待重试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等待重试的作业。

未完成的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未完成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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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消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已取消作业。

未定义的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未定义的作业。

成功的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成功的作业。

部分成功的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部分成功的作业。

失败的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失败的作业。

Search 索引

选择此过滤器可过滤与索引编制相关的作业。

Search 索引清理

选择此过滤器可过滤索引清理作业。

除使用内置过滤器之外，您还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过滤器。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按作业状态过滤详细信息

1

选择“监视”>“作业”。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列表视图”或“层级视图”。下拉列表位于该视图的右上
角。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过滤器。请注意，下拉列表位于表的顶部。

控制 NetBackup 作业
使用以下过程可取消、暂停、继续或重新启动作业。执行这些任务之前，请手动刷
新 Web 浏览器以获取所有作业的更新视图。
注意：如果您以“分析员”或“报告者”角色登录，这些任务将不可见。
控制作业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列表视图”或“层级视图”。下拉列表位于该视图的右上
角。

3

从表中选择一个作业。可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

4

单击“取消”、“重新启动”、“继续”、“暂停”。这些选项位于表的顶
部。
在您执行任务后，OpsCenter 控制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更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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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NetBackup 作业一致
可以使用“使一致”选项来防止对由于用户终止作业、无法连接到主机等原因而失
败的作业进行收费。通过使用“使一致”选项并选择原因，可以告知您的服务提供
商不要对这些作业收费，因为您的操作出现了特定的问题，这些作业已经失败。
注意：“使一致”选项在未授权的版本 (OpsCenter) 中处于禁用状态。
执行此任务之前，请手动刷新 Web 浏览器以获取所有作业的更新视图。
使 NetBackup 作业一致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列表视图”或“层级视图”。下拉列表位于该视图的右上
角。

3

从表中选择一个作业。您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作业。

4

从“更多”下拉列表中，选择“使一致”。

5

在“使作业一致”对话框中，从下拉列表选择使作业一致的原因。
请注意，您可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使不一致”以撤消使一致操作。

6

单击“确定”。

更改作业优先级
可以更改与作业关联的优先级。
更改作业优先级之前，请查看以下几点：
■

仅可更改处于“活动”或“排队”状态的作业的优先级。

■

仅可更改运行 NetBackup 6.5.2 或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的作业优先级。

更改作业优先级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列表视图”或“层级视图”。下拉列表位于该视图的右上
角。

3

从表中选择活动的作业或排队的作业。

4

从“更多”下拉列表中，选择“更改作业优先级”。

5

在“更改优先级”对话框中，将作业优先级设置为特定值。也可以增加或降低
作业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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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确定”。

7

单击“完成”。
在您执行此任务后，OpsCenter 控制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更新的状
态。

“更改作业优先级”对话框选项
下表介绍了“更改作业优先级”对话框中的选项。
表 8-3

“更改作业优先级”对话框选项

选项

描述

将作业优先级设置为

输入一个值来设置作业优先级。

将作业优先级增加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值来增加作业优先级。

将作业优先级减少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值来减少作业优先级。

请参见第 304 页的“更改作业优先级”。

导出 NetBackup 作业日志
可以导出与作业相关联的日志文件。可以查看或保存以 Excel 格式导出的日志文件。
注意：如果以分析员或报告者角色登录，“导出作业日志”选项将不可见。

注意：日志并不适用于所有作业类型。在导出日志文件前，请确保 NetBackup 主服
务器处于“已连接”状态，并且启用了所选作业日志。
导出作业的 NetBackup 日志文件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列表视图”或“层级视图”。下拉列表位于该视图的右上
角。

3

从表中选择一个作业。
一次只能导出一个作业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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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从“更多”下拉列表中，选择“导出作业日志”。

5

在该对话框中单击“打开”或“保存”，从而以 Excel 格式查看或保存日志文
件。

关于使用“摘要视图”来监视作业
选择“监视”>“作业”，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摘要视图”时，将显示此视图。
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摘要视图”中显示的内容基于当前“视图”窗格以及所选时段。 默认情况下显示
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摘要视图”包含多个不同的部分，分别显示有关 NetBackup 作业的特定信息。
这些部分在表和饼图中显示 NetBackup 作业信息。表和饼图包括指向已过滤的详细
信息视图的链接。您可使用这些链接来深入了解和访问有关 NetBackup 作业的详细
信息。
注意：如果取消选中“允许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多项选择”选项，则当访问“监
视”>“作业”的“摘要视图”时，将显示“组组件摘要”表。 “组组件摘要”表
显示有关在“视图”窗格中选择的视图或节点（组）的直系 NetBackup 组成要素的
信息。 可以从“设置”>“用户首选项”>“常规”取消选中“允许在‘视图’窗格中
进行多项选择”选项。
下列各部分将详细介绍此视图：
■

请参见第 306 页的“查看“按作业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

■

请参见第 307 页的“查看“按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

■

请参见第 308 页的“查看“按类型列出的作业摘要””。

■

请参见第 308 页的“关于“组组件摘要”表”。

查看“按作业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
“按作业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部分按照作业状态或退出状态显示作业的整体分
布。
此视图中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视图”窗格以及所选时段。将在饼图及表中显示此
信息。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
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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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部分中，具有不同颜色的饼图表示按退出状态的作业分布。饼图的每种颜色表
示根据退出状态，环境中作业的分布方式。还可以在此部分中查看颜色代码摘要，
以了解表示不同退出状态的颜色。将指针移到饼图上方时，会显示 NetBackup 环境
中具有特定退出状态的作业的数量和百分比。例如，将光标指向饼图中的红色时，
会显示在过去 24 小时内环境中有 72 个 (42%) 作业失败。
您可深入了解此部分，以查看成功、部分成功和失败的作业的详细信息。
按作业状态查看作业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摘要视图”。请注意，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3

在“按作业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部分，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表中特定的退出状态对应的作业数量（链接）。
或者

■

单击饼图中与特定退出状态对应的彩色部分。例如，单击饼图的红色部分
以查看失败作业的详细信息。

查看“按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
“按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部分会根据当前“视图”窗格和所选时段，按 NetBackup
作业状态显示作业整体分布。 将在饼图及表中显示此信息。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具有不同颜色的饼图表示按作业状态的作业分布。饼图中每种颜色表示根据作业状
态在环境中分发作业的方式。还可以在此部分中查看颜色代码摘要，以了解表示不
同作业状态的颜色。将光标移到饼图上方时，会显示 NetBackup 环境中处于特定作
业状态的作业的数量和百分比。例如，指向饼图中的黄色时，会显示在过去 24 小
时内环境中有 22 个 (42%) 作业处于排队状态。
您可深入了解此部分，以查看失败的、等待重试的、排队的或活动的作业等的详细
信息。
按作业状态查看作业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摘要视图”。请注意，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3

在“按状态列出的作业摘要”部分，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表中，单击处于特定作业状态的作业数目（链接）。例如，单击针对“结
束”作业所显示的数量。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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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饼图中与特定作业状态对应的彩色部分。例如，单击饼图的黄色部分
以查看排队的作业的详细信息。

查看“按类型列出的作业摘要”
“按类型列出的作业摘要”部分会根据当前“视图”窗格和所选时段，按作业类型
显示作业整体分布。 将在饼图及表中显示此信息。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
数据。还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在此部分中，具有不同颜色的饼图表示按作业类型的作业分布。饼图中每种颜色表
示根据作业类型在环境中分发作业的方式。在此部分中，还可查看颜色代码摘要以
了解表示不同作业类型的颜色。将光标移到饼图上方时，会显示 NetBackup 环境中
特定作业类型的作业的数量和百分比。例如，指向饼图中的红色时，会显示在过去
24 小时内，环境中的 22 个作业（或 42% 的作业）为 DBBackup 作业。
您可深入了解此部分，以查看不同作业类型（如 DBBackup、“映像清理”等）的
详细信息。
按作业类型查看作业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摘要视图”。请注意，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3

在“按类型列出的作业摘要”部分，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在表中，单击与特定作业类型对应的作业的数目（链接）。例如，单击所
显示的 DBBackup 作业的数目。
或者

■

单击饼图中与特定作业类型对应的彩色部分。例如，单击饼图的红色部分
以查看 DBBackup 作业的详细信息。

关于“组组件摘要”表
如果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的“设置”>“用户首选项”>“常规”视图下取消选
中“允许在‘视图’窗格中进行多项选择”选项，则可以在“监视”>“作业”的“摘
要视图”中看到“组组件摘要”表。“组组件摘要”表显示在“监视”>“作业”
的“摘要视图”的底部。之前在 NOM 中也显示“组组件摘要”表。
必须从“视图”窗格中选择一个组（视图或节点）后，才能在“组组件摘要”表中
看到数据。如果在“视图”窗格中选择一个特定的视图对象（主服务器），则无法
在“组组件摘要”表中看到任何数据。
本文档提供了有关节点和视图对象的更多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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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78 页的“关于节点和对象”。
“组组件摘要”表显示“视图”窗格中所选视图或节点（组）的 NetBackup 直接构
成要素的作业摘要信息。例如，如果选择“所有主服务器”视图，则“组组件摘
要”表将显示每个主服务器的作业摘要。如果选择包含多个节点的视图，则会显示
这些节点（而不是每个节点的视图对象）的作业摘要。
注意：OpsCenter 或 OpsCenter Analytics 只监视 NetBackup。因此，其他任何服
务器（如 BE 或 PD）都不在“组组件摘要”表中显示。
在“组组件摘要”表中显示的信息基于当前的“视图”窗格和时段选择。默认情况
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表 8-4 解释了“组组件摘要”表中显示的信息。
表 8-4

“组组件摘要”表中的列及其描述

列

描述

名称

节点或视图对象的名称。

总计

特定节点或视图对象在所选时段内的作业总
数（链接）。单击链接可以查看有关所有作
业的详细信息。

成功

特定节点或视图对象在所选时段内的成功作
业数（链接）。单击链接可以查看有关成功
作业的详细信息。

部分成功

特定节点或视图对象在所选时段内的部分成
功作业数（链接）。单击链接可以查看有关
部分成功作业的详细信息。

失败

特定节点或视图对象在所选时段内的失败作
业数（链接）。单击链接可以查看有关失败
作业的详细信息。

数据备份

在所选时段内为特定节点或视图对象备份的
数据。

激活

特定节点或视图对象在所选时段内的活动作
业数（链接）。单击链接可以查看有关活动
作业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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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描述

排队

特定节点或视图对象在所选时段内的排队作
业数（链接）。单击链接可以查看有关排队
作业的详细信息。

已暂停状态

特定节点或视图对象在所选时段内的暂停作
业数（链接）。单击链接可以查看有关暂停
作业的详细信息。

未完成状态

特定节点或视图对象在所选时段内的未完成
作业数（链接）。单击链接可以查看有关未
完成作业的详细信息。

未定义

特定节点或视图对象在所选时段内的未定义
作业数（链接）。单击链接可以查看有关未
定义作业的详细信息。

等待重试

特定节点或视图对象在所选时段内的、等待
重试的作业数（链接）。单击链接可以查看
等待重试的作业的详细信息。

关于使用“层级视图”来监视作业
选择“监视”>“作业”，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时，将显示此视图。
此视图中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视图”窗格以及所选时段。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注意：从“层级视图”中仅可以查看最近 30 天的作业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在“层级视图”中，可将所有相关作业分为一组，可以通过层级样式查看所有父-子
作业。在此视图中，您只能查看顶层（即父作业）的详细信息，出现故障时可展开
该层并深入了解子作业的详细信息。
“层级视图”显示所有作业的详细信息，并在适用时突出显示作业间的父子关系。
所有父作业的作业 ID 前都有一个 + 号。您可以单击此符号查看所有子作业。子作
业在“作业 ID”列中向右缩进。如果某些子作业同时也是父作业，则此子作业的作
业 ID 前也会显示 + 号。但是，如果某作业与任何其他作业均不存在关系（即此作
业既不是父作业也不是子作业），则在“作业 ID”列中只由其作业 ID 表示。此类
作业的作业 ID 前面没有 + 号，也不向右缩进。
注意在“层级视图”中显示的相关作业的下列内容：

310

使用 OpsCenter 监视 NetBackup
关于监视 NetBackup 作业

■

过滤器仅适用于父作业，不适用于子作业。例如，如果您应用“部分成功的作
业”过滤器，则根本不会涉及到子作业，而只会涉及状态为部分成功的父作业
或不相关作业（与其他任何作业均不相关的作业）。

■

“层级视图”中的排序功能同时应用于父作业和子作业。当您展开某项父作业
时，当前选中的排序顺序将应用于其子作业。

■

应用到父作业的所有任务也适用于其子作业。

可以在“层级视图”中执行以下任务：
表 8-5

层级视图中的任务

任务

参考主题

查看单个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01 页的“查看单个 NetBackup 作业
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作业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02 页的“查看与作业关联的主服务
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作业的策略信息

请参见第 302 页的“查看作业的策略信息”。

按 NetBackup 作业状态过滤

请参见第 302 页的“按 NetBackup 作业类型和
状态过滤”。

控制 NetBackup 作业

请参见第 303 页的“控制 NetBackup 作业”。

使 NetBackup 作业一致

请参见第 304 页的“使 NetBackup 作业一致”。

更改作业优先级

请参见第 304 页的“更改作业优先级”。

导出作业日志

请参见第 305 页的“导出 NetBackup 作业日
志”。

查看单个 NetBackup 作业的详细信息
可以在“详细信息”窗格中查看与作业关联的所有详细信息。“详细信息”窗格位
于“监视”>“作业”视图的底部。
“详细信息”窗格具有下列选项卡：
常规

“详细信息”窗格的“常规”选项卡显示作
业的所有可用信息。它也包括可以从表查看
的所有可用列的内容。

尝试次数

“尝试次数”选项卡显示为完成作业所进行
的尝试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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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列表

“文件列表”选项卡显示已由作业备份的文
件及其位置。

查看单个 NetBackup 作业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下拉列表位于该视图的右上角。

3

在表的“作业 ID”列，单击作业的 ID（链接）。

4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查看作业详细信息。

查看与作业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作业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作业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下拉列表位于该视图的右上角。

3

在表的“主服务器”列中单击与作业相关联的服务器名称（链接）。此时将显
示“监视”>“主机”页面。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显示在此页面上。

查看作业的策略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作业关联的策略的详细信息。
注意：您还可以从“列表视图”中查看策略信息。
查看作业的策略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下拉列表位于该视图的右上角。

3

在表的“策略”列中单击作业的策略名称（链接）。

4

将出现一个单独的页面，在四个选项卡上显示策略信息。
请参见第 320 页的““监视”>“策略”页面”。

按 NetBackup 作业状态过滤
可以使用以下任一内置作业过滤器来进行过滤。从位于表顶部的下拉列表中可获取
这些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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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内置作业过滤器：
所有作业（默认过滤器）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全部作业的详细信息。

活动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活动作业

排队的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排队的作业。

已结束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已结束作业。

暂停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已暂停的作业。

等待重试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等待重试的作业。

未完成的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未完成的作业。

未定义的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未定义的作业。

已取消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已取消作业。

成功的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成功的作业。

部分成功的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部分成功的作业。

失败的作业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失败的作业。

除使用内置过滤器之外，您还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过滤器。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按作业状态过滤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作业”。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下拉列表位于该视图的右上角。

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过滤器。请注意，下拉列表位于表的顶部。

“监视”>“服务”视图
选择“监视”>“服务”时将显示此视图。该视图包含服务的详细信息。
此视图中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此视图中显示的表包含以下几列：
名称

此列列出了服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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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名

此列列出了存在服务或后台驻留程序的主服
务器或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服务类型

此列列出了 NetBackup 服务类型。
示例：“保管库管理器”、“设备管理器”
或“服务层”。

状态

服务或后台驻留程序的操作状态。该状态可
以是“已停止”、“正在运行”或“其他”。
“其他”状态可以是“未安装”、“未获得
许可”、“启动暂停”、“停止暂停”、“重
新启动暂停”、“失败”或“未知”。

注意：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某些服务的
状态在“监视”>“服务”页中可能显示为
“已停止”。没有为特定介质服务器或主服
务器安装或配置这些服务的许可证。

通过此视图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使用过滤器查看特定服务

请参见第 314 页的“按 NetBackup 服务类型过
滤”。

控制 NetBackup 服务

请参见第 315 页的“控制 NetBackup 服务”。

按 NetBackup 服务类型过滤
可以使用以下四个内置过滤器中的任何一个来进行过滤。从位于表顶部的下拉列表
中可获取这些过滤器。
内置过滤器如下所示：
所有服务（默认过滤器）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所有服务的详细信息。

已停止的服务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已停止的服务的详细信
息。

正在运行的服务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正在运行的服务的详细
信息。

其他服务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未获得许可”、“未
知”（未被 OpsCenter 识别）或“不适用”
（某些服务可能不适用于较早版本）等所有
其他服务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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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使用内置过滤器之外，您还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过滤器。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按服务类型查看详细信息。
根据服务类型过滤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服务”。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过滤器。请注意，下拉列表位于表的顶部。

控制 NetBackup 服务
在某些情况下，多个 OpsCenter 用户之间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一个 OpsCenter
用户停止了某个服务时，而另一个用户试图启动同一个服务。
注意：无法从 OpsCenter 控制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控制服务

1

刷新 Web 浏览器以获得所有服务的更新状态。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服务”。

3

从表中选择服务。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服务。

4

单击“启动”、“停止”或“重新启动”。请注意，这些任务位于表的顶部。
注意：如果您以“分析员”或“报告者”角色登录，这些任务将不可见。
执行这些任务后，OpsCenter 控制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更新的状态。
“停止”、“正在运行”或“重新启动暂停”将显示在“状态”列中，直到所
选操作完成为止。
如果启动或停止与另一个服务相关的服务，则 NetBackup 确保同时启动或停止
任何相关服务。

关于监视 NetBackup 策略
“监视”>“策略”视图提供了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信息。您可使用下列视图查
看 NetBackup 策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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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视图

选择“监视”>“策略”时，默认情况下会显
示“列表视图”。此视图根据当前的“视图”
窗格选择显示 NetBackup 策略的相关详细信
息。
请参见第 316 页的““监视”>“策略”列表视图”。

摘要视图

“摘要视图”包含多个不同的部分，分别根
据当前的“视图”窗格和所选时段显示有关
NetBackup 策略的特定信息。这些部分在表
和饼图中显示特定策略信息。
请参见第 322 页的““监视”>“策略”摘要视图”。

注意：可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这些视图。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请参见第 319 页的“关于使用“列表视图”监视 NetBackup 策略”。
请参见第 319 页的“按 NetBackup 策略类型进行过滤”。
请参见第 320 页的“查看单个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0 页的“查看单个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0 页的“查看单个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0 页的“查看单个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0 页的“查看单个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0 页的“查看单个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信息”。

“监视”>“策略”列表视图
选择“监视”>“策略”时，将显示此视图。该视图包含关于策略的详细信息。此
视图中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此视图中显示的表包含以下几列：
名称

策略的名称。单击该链接可以查看关于策略
的详细信息。

主服务器

与策略关联的主服务器的名称。单击该链接
可以查看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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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此列为策略类型。通常，“策略类型”决定
了此策略可以备份的客户端类型。示例：
DB2、NBU-Catalog、Oracle、Sybase、Vault
等。

存储

与该策略关联的存储。单击该链接可以查看
存储的详细信息。

卷池

与该策略关联的卷池。单击该链接可以查看
卷池的详细信息。

检查点间隔

NetBackup 中两个检查点之间的间隔（以分
钟为单位）。

作业/策略

与该策略关联的作业总数。

优先级

已为策略定义的优先级。零表示最低优先级。

激活

此列可决定该策略是否为活动的。

在此视图中，最初并非显示所有可用的列，以下列没有显示，但是可以通过单击
“表设置”图标将其添加到视图中：
■

数据分类

■

生效日期

■

压缩

■

加密

■

块级增量式

■

允许多个数据流

■

脱离主机

■

遵循 NFS

■

跨装入点

■

从原始文件还原单个文件

■

实际映像恢复

■

收集灾难恢复信息

■

收集 Bare Metal Restore 信息

■

快照备份

■

备用客户端

■

数据移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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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机代理

■

快照方法

■

关键字短语

■

策略域名

■

应用程序发现

■

索引编制（已弃用）

■

索引服务器名称（已弃用）

■

使用加速器

注意：从 7.7 版开始，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不再支持“搜索与保留”功
能。 因此，“索引编制”、“索引服务器名称”和“已对日程表启用索引编制”列
已弃用，并且可能无法在保存的自定义报告和自定义 SQL 报告中显示正确或更新
的数据。
Veritas 建议您从保存的报告中删除这些列。
有关这些字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联机《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
还提供了有关如何自定义表和查看特定列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使用表”。
可以在“详细信息”窗格中查看与策略关联的所有详细信息。“详细信息”窗格位
于“监视”>“作业”视图的底部。
“详细信息”窗格具有下列选项卡：
表 8-6

“监视”>“策略详细信息”窗格选项卡

选项卡

描述

常规

“详细信息”窗格的“常规”选项卡显示策
略的所有可用信息。它也包括可以从表查看
的所有可用列的内容。

日程表

“日程表”选项卡显示与策略关联的日程表
的详细信息。

客户端

“客户端”选项卡显示已按策略备份的客户
端及其位置。

选择

“选择”选项卡显示已按策略备份的文件。

318

使用 OpsCenter 监视 NetBackup
“监视”>“服务”视图

关于使用“列表视图”监视 NetBackup 策略
通过此视图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使用过滤器查看特定策略

请参见第 319 页的“按 NetBackup 策略类型进
行过滤”。

查看单个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0 页的“查看单个 NetBackup 策略
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策略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1 页的“查看与策略关联的主服务
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策略关联的卷池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1 页的“查看与策略关联的卷池的
详细信息”。

管理作业策略

请参见第 321 页的“激活或停用作业策略”。

启动手动备份

请参见第 321 页的“启动手动备份”。

查看作业策略的历史记录

请参见第 322 页的“查看单个作业策略的历史
记录 ”。

请参见第 322 页的““监视”>“策略”摘要视图”。

按 NetBackup 策略类型进行过滤
可以使用以下七个内置过滤器的任何一个来进行过滤：从位于表顶部的下拉列表中
可获取这些过滤器。
内置过滤器如下所示：
所有策略（默认过滤器）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全部 NetBackup 策略的
详细信息。

活动策略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活动策略的详细信息。

不活动策略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不活动策略的详细信息。

Windows 策略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应用于 Windows 客户端
的所有策略的详细信息。

目录库策略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目录库策略的详细信息。

Standard 策略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 Standard 策略的详细信
息。

其他策略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 DB2 策略、SAP 策略、
OS2 策略等所有其他策略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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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使用内置过滤器之外，您还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过滤器。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按策略的类型查看详细信息。
按策略类型过滤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策略”。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过滤器。请注意，下拉列表位于表的顶部。

“监视”>“策略”页面
“监视”>“策略”页面上的“详细信息”窗格中有四个选项卡。
表 8-7

“监视”>“策略”页面中的选项卡

选项卡

描述

常规

“详细信息”窗格的“常规”选项卡显示策略的所有可用信
息。它也包括可以从表查看的所有列的内容。
还可以单击主服务器名称（链接），以获取主服务器的详细
信息。

日程表

“日程表”选项卡显示与策略关联的日程表的详细信息。

客户端

“客户端”选项卡显示策略将备份的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选择

“选择”选项卡显示已由策略备份的文件及其位置。

查看单个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信息
可以在“详细信息”窗格中查看与策略关联的所有详细信息。 “详细信息”窗格位
于“监视”>“作业”视图的底部。
“详细信息”窗格具有四个选项卡。
请参见第 320 页的““监视”>“策略”页面”。
查看单个 NetBackup 策略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策略”。

2

从表的“名称”列单击策略的名称（链接）。

3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查看策略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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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策略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策略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策略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策略”。

2

在表的“主服务器”列中单击与策略相关联的服务器名称（链接）。此时将显
示“监视”>“主机”页面。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显示在此页面上。

查看与策略关联的卷池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策略关联的卷池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策略关联的卷池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策略”。

2

在表的“卷池”列中单击与策略关联的卷池名称（链接）。卷池的详细信息显
示在单独的页面上。

激活或停用作业策略
使用以下过程可激活或停用策略。执行这些任务之前，请手动刷新 Web 浏览器以
获取所有策略的更新视图。
注意：如果您以“分析员”或“报告者”角色登录，这些任务将不可见。
激活或停用策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策略”。

2

从表中选择一个作业策略。

3

单击“激活”或“停用”。请注意，这些选项位于表的顶部。
执行这些任务后，OpsCenter 控制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更新的状态。

启动手动备份
使用以下过程可启动手动备份。执行此任务之前，请手动刷新 Web 浏览器以获取
所有策略的更新视图。
在您执行此任务后，OpsCenter 控制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更新的状态。
注意：如果您以分析员或报告者角色登录，则此任务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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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手动备份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策略”。

2

从表中选择策略。您只能选择一项策略，并且必须是活动策略。

3

单击“手动备份”。请注意，此选项位于表的顶部。

4

可以从下拉列表中为备份选择日程表和客户端，或者只选择日程表或客户端。
如果不选择日程表，NetBackup 将使用保留级别最高的日程表。
如果不选择客户端，NetBackup 将备份所有预定的客户端。

查看单个作业策略的历史记录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策略的历史记录。
注意：如果您以分析员或报告者角色登录，则此任务不可见。
查看策略的历史记录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策略”。

2

从表中选择一个作业策略。

3

单击“查看历史记录”。请注意，此选项位于表的顶部。

4

“比较策略”选项卡可显示策略版本。要比较版本，必须从“策略版本”列中
选择两个版本。将以红色突出显示更改。
要只查看这些版本之间的区别，请单击“查看差异”选项卡。

“监视”>“策略”摘要视图
选择“监视”>“策略”，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摘要视图”时，将显示此视图。
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该视图包含关于策略的详细信息。
“摘要视图”中显示的内容基于当前“视图”窗格以及所选时段。默认情况下显示
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摘要视图”包含多个不同的部分，分别显示了有关 NetBackup 策略的特定信息。
这些部分在表中显示特定的策略信息。
下列各部分将详细介绍此视图：
■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按备份数据排名的前 5 个策略””。

■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按失败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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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按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

关于“按备份数据排名的前 5 个策略”
“按备份数据排名的前 5 个策略”部分列出了当前“视图”窗格和所选时段的备份
数据最多的前五个策略。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此部分中显示的表列出了备份数据最多的前五个策略。该表还显示针对每项策略备
份的数据。请注意，备份的数据（显示在“卷 (字节)”列中）在表中降序排列。通
过此部分，您可以快速查看备份数据最多的策略。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按失败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按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

关于“按失败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
“按失败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部分列出了当前“视图”窗格和所选时段的失
败作业数最多的七个策略。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此部分中的表列出了与其关联的失败作业数最多的前七个策略。该表还显示了每项
策略的失败作业总数。请注意，失败的作业（在“作业总数”列中显示）在表中降
序排列。通过此部分，您可以快速查看所关联的失败作业数最多的策略。
注意：还可以通过“监视”>“概览”查看此部分。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按备份数据排名的前 5 个策略””。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按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

关于“按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
“按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部分列出了作业数最多的七个策略。此数据基于当
前“视图”窗格以及所选时段。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以查看
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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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显示的表列出了作业数最多的策略。该表还显示了每项策略的作业总数。请
注意，每个策略的作业总数（在“作业总数”列中显示）在表中降序排列。通过此
部分，您可以快速查看所关联的作业数最多的策略。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按备份数据排名的前 5 个策略””。
请参见第 323 页的“关于“按失败作业数排名的前 7 个策略””。

关于监视 NetBackup 介质
“监视”>“介质”视图提供了 NetBackup 介质的详细信息。可以使用下列视图查
看有关 NetBackup 介质的详细信息：
列表视图

选择“监视”>“介质”时，默认情况下会显
示“列表视图”。
此视图针对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显示
NetBackup 介质的相关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5 页的““监视”>“介质”列表视图的
选项”。

摘要视图

“摘要视图”针对当前“视图”窗格选择显
示每个主服务器的可用卷池。它还显示与主
服务器关联的其他介质详细信息（如冻结的
介质计数、已暂停的介质计数等）。
请参见第 329 页的““监视”>“介质”摘要视图的
选项”。

层级视图 (按卷池)

“层级视图 (按卷池)”显示所有介质的详细信
息，并按当前“视图”窗格选择的卷池对介
质分组。
请参见第 330 页的“用于监视介质的“层级视图
(按卷池)””。

层级视图 (按卷组)

“层级视图 (按卷组)”显示所有介质的详细信
息，并按当前“视图”窗格选择的卷组对介
质分组。
请参见第 331 页的“用于监视介质的“层级视图
(按卷组)””。

注意：可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这些视图。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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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介质”列表视图的选项
选择“监视”>“介质”时，将显示此视图。该视图包含介质的详细信息。
此数据基于当前“视图”窗格选择。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此视图中显示的表包含以下几列：
表 8-8

介质列表视图的选项

列标题/选项

描述

介质 ID

与介质关联的唯一 ID。单击该链接可以查看关于介质的详细信息。

主服务器

与介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名称。单击该链接可以查看主服务器的详
细信息。

条形码

介质上的条形码。

介质类型

介质类型（如 HCART、8mm、4mm 等）。

机械手类型

指定要清点的机械手的类型。例如：tl4、tl8 等。

机械手编号

要清点的机械手的唯一逻辑标识号。

插槽

包含该卷的机械手中的插槽。

装入次数

卷已装入的次数。

分配的时间

分配此卷以供使用的日期。

最多装入次数

对卷允许的最多装入（或清洗）次数。 零 (0) 表示装入次数不受限
制。

数据截止日期

卷上映像失效的日期。

上次写入时间

NetBackup 最近使用卷进行备份的时间。

介质状态

当前介质状态（如已冻结、活动等）。

已使用容量

已使用的容量。

暂停

这与 NetBackup 的保留功能相关。如果介质上的任何映像暂停，
则该介质的状态为“暂停”。如果介质暂停，则该值为“是”。
否则，该值为 -。

在此视图中，最初并非显示所有可用的列，以下列没有显示，但是可以通过单击
“表设置”图标将其添加到视图中：
■

上次写入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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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面

■

伙伴

■

第一次装入

■

上次装入时间

■

剩余的清洗次数

■

创建时间

■

描述

■

保管库名称

■

保管日期

■

返回日期

■

保管库插槽

■

会话 ID

■

保管库容器 ID

■

上次读取时间

■

映像

■

有效映像

■

还原次数

■

冲突

■

原始主机

■

介质所有者

■

清洗介质

■

已导入

■

多路复用

■

多重保留

■

上次还原

■

卷截止日期

■

保留级别

有关这些字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联机《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
还提供了有关如何自定义表和查看特定列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使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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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列表视图”监视 NetBackup 介质
通过此视图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查看特定 NetBackup 介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7 页的“查看 NetBackup 介质的详
细信息”。

查看与介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27 页的“查看与介质关联的主服务
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过滤器查看特定介质

请参见第 327 页的“按 NetBackup 介质类型进
行过滤”。

控制介质

请参见第 328 页的“控制介质”。

查看 NetBackup 介质的详细信息
在“详细信息”窗格中可查看与介质关联的所有详细信息。“详细信息”窗格位于
视图的底部。
查看特定介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介质”。

2

单击“介质 ID”列中的链接。查看“详细信息”窗格中的介质属性。在“详细
信息”窗格中，您还可以单击主服务器链接，以查看关于与介质关联的主服务
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介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介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介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介质”。

2

在表的“主服务器”列中，单击与介质关联的服务器名称（链接）。主服务器
的详细信息显示在单独的页面上。

按 NetBackup 介质类型进行过滤
可以对此视图进行排序和过滤，以便将重点放在要查看的特定类型介质上。例如，
可以创建并应用一个过滤器，以便仅显示已满介质。可以使用以下内置过滤器的任
何一个来进行过滤：从位于表顶部的下拉列表中可获取这些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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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置过滤器如下所示：
所有介质（默认过滤器）

选择此过滤器可以查看所有介质的详细信息。

已分配介质

选择此过滤器可以查看为执行进一步操作而
分配给单个对象的介质的详细信息。

未分配介质

选择此过滤器可以查看未分配介质的详细信
息。

冻结的介质

选择此过滤器可以查看已冻结介质的详细信
息。

已满介质

选择此过滤器可以查看已满介质的详细信息。

暂停的介质

选择此过滤器可以查看已暂停介质的详细信
息。

其他介质

选择此过滤器可以查看所有其他介质（例如
多个保留级别介质、BE 介质等）的详细信
息。

活动介质

选择此过滤器可以查看处于“活动”状态的
介质的详细信息。

清洗介质

选择此过滤器可以查看清洗介质的详细信息。

除内置过滤器之外，您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过滤器。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按介质类型查看详细信息。
按介质类型过滤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介质”。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过滤器。请注意，下拉列表位于表的顶部。

控制介质
使用以下过程可冻结、解冻、暂停或取消暂停特定介质。请注意，必须为 NetBackup
分配介质才能执行这些任务。如果“分配的时间”列中包含日期，则已分配了介
质。
注意：如果您以“分析员”或“报告者”角色登录，这些任务将不可见。

328

使用 OpsCenter 监视 NetBackup
“监视”>“介质”摘要视图的选项

执行介质任务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介质”。

2

从表中选择介质 ID（使用复选框）。

3

单击“冻结”、“解冻”、“暂停”或“取消暂停”。请注意，这些选项位于
表的顶部。
执行这些任务后，OpsCenter 控制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更新的状态。

“监视”>“介质”摘要视图的选项
选择“监视”>“介质”，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摘要视图”时，将显示此视图。
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此视图中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出现于此视图中的表会显示每个主服务器可用的卷池。它还显示与主服务器关联的
其他介质详细信息（如冻结的介质计数、已暂停的介质计数等）。
表中显示以下各列：
表 8-9

介质摘要视图的选项

选项/列标题

描述

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的名称

卷池名称

与主服务器关联的卷池的名称

冻结的介质计数

与主服务器关联的冻结的介质总数。

已暂停的介质计数

与主服务器关联的已暂停介质总数。

已满介质计数

与主服务器关联的已满介质总数。

活动介质计数

与主服务器关联的活动介质总数。

其他介质计数

与主服务器关联的所有其他介质（如多个保留级别介质、BE
介质等）的总数。

可用介质计数

主服务器可用的介质总数。

暂停介质计数

主服务器的暂停介质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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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监视介质的“层级视图 (按卷池)”
选择“监视”>“介质”，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 (按卷池)”时，将显
示此视图。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此视图中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层级视图 (按卷池)”显示所有介质的详细信息，并按卷池对介质分组。“介质
ID”列中显示的每个卷池前都有加号 (+)。可以展开卷池以查看其中包含的所有介
质。请注意，介质在“介质 ID”列中向右缩进。
此视图中的排序功能仅应用于卷池中的介质。展开卷池时，当前选择的排序顺序会
应用于池中的介质。
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以下任务：
查看卷池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30 页的“查看卷池的详细信息”。

查看特定卷池中包括的介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30 页的“查看介质的详细信息”。

控制介质

请参见第 331 页的“控制介质”。

查看卷池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卷池的详细信息。
查看卷池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介质”。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 (按卷池)”。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3

单击“介质 ID”列中的卷池（链接）。请注意，卷池的左侧带有加号 (+)。卷
池的详细信息显示在此视图底部的“常规”选项卡中。

查看介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特定卷池中包括的介质的详细信息。
查看介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介质”。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 (按卷池)”。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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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介质 ID”列中展开卷池。 此列显示了属于卷池的介质。请注意，介质向
右缩进

4

单击介质 ID（链接）。介质的详细信息显示在视图底部的“常规”选项卡中。

控制介质
使用以下过程可冻结、解冻、暂停或取消暂停特定介质。请注意，必须为 NetBackup
分配介质才能执行这些任务。如果“分配的时间”列中包含日期，则已分配了介
质。
注意：如果您以“分析员”或“报告者”角色登录，这些任务将不可见。
执行介质任务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介质”。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 (按卷池)”。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3

在“介质 ID”列中展开卷池。此视图显示了属于卷池的介质。请注意，介质向
右缩进

4

选择介质 ID（使用复选框）。

5

单击“冻结”、“解冻”、“暂停”或“取消暂停”。请注意，这些任务位于
表的顶部。
执行这些任务后，OpsCenter 控制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更新的状态。

用于监视介质的“层级视图 (按卷组)”
选择“监视”>“介质”，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 (按卷组)”时，将显
示此视图。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此视图中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层级视图 (按卷组)”显示所有介质的详细信息，并按卷组对介质分组。“介质
ID”列中显示的每个卷组前都有加号 (+)。可以展开卷组以查看其中包含的所有介
质。请注意，介质在“介质 ID”列中向右缩进。
此视图中的排序功能仅应用于卷组中的介质。展开卷组时，当前选择的排序顺序会
应用于该组中的介质。
通过此视图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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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卷组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32 页的“查看卷组的详细信息”。

查看特定卷组中包括的介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32 页的“查看介质的详细信息”。

控制介质

请参见第 332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控制介
质”。

查看卷组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特定卷组的详细信息。
查看卷组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介质”。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 (按卷组)”。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3

单击“介质 ID”列中的卷组（链接）。请注意，卷组的左侧带有加号 (+)。卷
组的详细信息显示在此视图底部的“常规”选项卡中。

查看介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属于特定卷组的介质的详细信息。
查看介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介质”。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 (按卷组)”。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3

在“介质 ID”列中展开卷组。此视图显示了属于卷组的介质。请注意，介质向
右缩进

4

单击介质 ID（链接）。介质的详细信息显示在视图底部的“常规”选项卡中。

在 OpsCenter 中控制介质
使用以下过程可冻结、解冻、暂停或取消暂停特定介质。请注意，必须为 NetBackup
分配介质才能执行这些任务。如果“分配的时间”列中包含日期，则已分配了介
质。
注意：如果您以“分析员”或“报告者”角色登录，这些任务将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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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介质任务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介质”。

2

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层级视图 (按卷组)”。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3

在“介质 ID”列中展开卷组。此视图显示了属于卷组的介质。请注意，介质向
右缩进

4

选择介质 ID（使用复选框）。

5

单击“冻结”、“解冻”、“暂停”或“取消暂停”。请注意，这些选项位于
表的顶部。
执行这些任务后，OpsCenter 控制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更新的状态。

监视 NetBackup 设备
选择“监视”>“设备”时，将显示此视图。
此视图包含下列两个选项卡：
驱动器

选择“监视”>“设备”时，默认情况下会显
示此选项卡。默认情况下显示“驱动器”选
项卡的内容。
此视图根据当前在“视图”窗格中所做的选
择显示当前的驱动器状态信息。
请参见第 333 页的““监视”>“设备”>“驱动器列表
视图”选项”。
请参见第 337 页的““监视”>“设备”>“驱动器摘要
视图””。

磁盘池

此视图基于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显示了
有关已配置为供 NetBackup 使用的磁盘池的
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38 页的““监视”>“设备”>“磁盘池”的
选项”。

“监视”>“设备”>“驱动器列表视图”选项
选择“监视”>“设备”>“驱动器”时，将显示此视图。此视图显示当前的驱动器
状态信息。此视图中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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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视图中显示的表显示以下信息：
表 8-10

“驱动器列表视图”选项

选项/列标题

描述

驱动器名称

将驱动器添加到 NetBackup 时分配给该驱动器的名称。

设备主机

驱动器连接到的设备主机的名称。

主服务器

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名称。

驱动器类型

驱动器的类型，如 4mm、8mm 等。

机械手类型

包含该驱动器的机械手的类型。

注意：对于 7.0.1 和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列表视图不显示不可访问或已禁用的驱
动器。同样，如果驱动器的其中一个路径不可访问或者已禁用，则该路径不会显示
在列表视图的“路径”选项卡中。
通过“路径”选项卡可以更改选定驱动器的状态：启动或关闭。
在此视图中，最初并非显示所有可用的列，以下列没有显示，但是可以通过单击
“表设置”图标将其添加到视图中：
■

序列号

■

清洗频率

■

共享

■

查询信息

■

卷头路径

■

ACS

■

LSM

■

面板

■

驱动器

■

供应商驱动器标识符

■

机械手编号

■

机械手驱动器号

■

记录的介质 ID

■

分配的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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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主机名称

■

控制模式

■

Evsn

■

控制启动

■

上次清洗时间

■

本地控制

■

装入时间

■

NDMP

■

占用索引

■

Opr 注释

■

准备就绪

■

请求 ID

■

扫描主机

■

VM 主机

■

已启用写入功能

有关这些字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联机《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
还提供了有关如何自定义表和查看特定列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使用表”。

关于使用“列表视图”监视驱动器
通过此视图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查看单个驱动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36 页的“查看单个驱动器的详细信
息”。

查看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36 页的“查看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
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过滤器查看特定驱动器

请参见第 336 页的“按 NetBackup 驱动器类别
过滤”。

控制驱动器

请参见第 337 页的“控制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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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单个驱动器的详细信息
可以在“详细信息”窗格中查看与驱动器关联的所有详细信息。“详细信息”窗格
位于视图的底部。
查看单个驱动器的详细信息

1

选择“监视”>“设备”>“驱动器”。默认情况下显示“列表视图”。

2

单击“驱动器名称”列中的向下钻取链接。可以通过“详细信息”窗格的“常
规”和“路径”选项卡查看驱动器信息。在“常规”选项卡中，您还可以单击
主服务器链接以查看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选择“监视”>“设备”>“驱动器”。默认情况下显示“列表视图”。

2

单击“主服务器”列中的向下钻取链接。可以在一个单独页面中查看主服务器
信息。

按 NetBackup 驱动器类别过滤
可以对此视图进行排序和过滤，以便将重点放在要查看的特定类别的驱动器上。例
如，可以应用某个过滤器以仅显示那些启动的驱动器。可以使用以下内置过滤器的
任何一个来进行过滤：从位于表顶部的下拉列表中可获取这些过滤器。
有以下内置过滤器可用：
所有驱动器

“所有驱动器”过滤器是默认过滤器。选择
此过滤器可查看所有驱动器。

启动驱动器

选择此过滤器只查看那些启动的驱动器。对
于启动的驱动器，所有驱动器路径都已启动。

关闭驱动器

选择此过滤器只查看那些关闭的驱动器。对
于关闭的驱动器，所有驱动器路径都已关闭。

混合驱动器

选择此过滤器查看混合驱动器。对于混合驱
动器，有些驱动器路径启动，有些驱动器路
径关闭。

除内置过滤器之外，您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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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按驱动器状态查看驱动器详细信息。
按驱动器类型过滤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设备”>“驱动器”。确保在下拉
列表中选择了“列表视图”。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过滤器。请注意，下拉列表位于表的顶部。

控制驱动器
有关驱动器状态以及如何控制驱动器的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执行这些任务之前，请手动刷新 Web 浏览器以获取所有驱动器的更新视图。刷新
时，还要确保其他用户的任何任务都不涉及该驱动器。
注意：如果您以“分析员”或“报告者”角色登录，这些任务将不可见。
控制驱动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设备”>“驱动器”。默认情况下
显示“列表视图”。

2

在表的“驱动器名称”列中选择一个驱动器。

3

单击“启动”、“关闭”或“重置”。请注意，这些选项位于驱动器详细信息
表的顶部。
执行这些任务后，OpsCenter 控制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更新的状态。

“监视”>“设备”>“驱动器摘要视图”
选择“监视”>“设备”>“驱动器”并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摘要视图”时，将显示
此视图。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摘要”视图包含以下部分：
请参见第 338 页的“查看“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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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
“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部分针对当前“视图”窗格选择按驱动器状态显示驱
动器的整体分布。将在饼图及表中显示此信息。
注意：对于 7.0.1 和更高版本的主服务器，“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部分不显
示已禁用或不可访问的驱动器。
饼图的每种颜色表示根据驱动器状态，环境中驱动器的分布方式。还可以在此部分
中查看颜色代码摘要，以了解表示不同退出状态的颜色。将鼠标移到饼图上会显示
NetBackup 环境中处于启动或关闭状态的驱动器的数量和百分比。例如，指向饼图
中的绿色部分会显示环境中 5 个 (100%) 的驱动器处于启动状态。
注意：也可以通过“监视”>“概览”查看“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部分。
可以从此部分向下钻取，查看处于启动或关闭状态的驱动器的详细信息。
按驱动器状态查看驱动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设备”>“驱动器”。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摘要视图”。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3

在“按状态列出的驱动器摘要”部分中，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表中特定的介质状态对应的驱动器数量（链接）。例如，单击“启动
驱动器”的数量
或者

■

单击饼图中与特定驱动器状态对应的彩色部分。例如，单击饼图的绿色部
分以查看处于启动状态的驱动器的详细信息。

“监视”>“设备”>“磁盘池”的选项
选择“监视”>“设备”>“磁盘池”时，将显示此视图。此视图显示了有关已配置
为供 NetBackup 使用的磁盘池的详细信息。此视图中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的“视
图”窗格选择。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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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下属性不适用于云存储磁盘池：可用空间、原始大小、可用大小、低位标
记 (%) 和高位标记 (%)。
所有这些值派生自存储容量，无法从云提供商中获取。
此视图中显示的表显示以下信息：
名称

磁盘池的名称。

服务器类型

存储服务器类型。对于 OpenStorage，服务
器类型取决于供应商名称。

卷数

磁盘池中磁盘卷的数目。

已使用容量

已用的存储空间量。

可用空间

磁盘池中的可用空间。

原始大小

磁盘池中未格式化的原始存储空间总量。

可用大小

在将文件元数据开销考虑在内的情况下，可
用于存储的估计磁盘空间量。

低位标记 (%)

磁盘池的低位标记 （默认值为 80%）。 当磁
盘池的容量返回到低位标记时，NetBackup
将再次向存储单元分配作业。

高位标记 (%)

磁盘池高位标记（默认值为 98%）。

% 已满

磁盘池已满百分比。

主服务器

与磁盘池关联的主服务器的名称。

状态

磁盘池状态（如启动、关闭等）。

在此视图中，最初并非显示所有可用的列，以下列没有显示，但是可以通过单击
“表设置”图标将其添加到视图中：
■

已导入

■

已为快照配置

■

主节点

■

复制

有关这些字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联机《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
还提供了有关如何自定义表和查看特定列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使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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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视图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查看单个磁盘池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0 页的“查看单个磁盘池的详细信
息”。

查看单个磁盘池的详细信息
可以通过“详细信息”窗格查看与磁盘池关联的所有详细信息。“详细信息”窗格
位于视图的底部。
查看单个磁盘池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设备”>“磁盘池”。

2

单击“名称”列中的向下钻取链接。可以通过“详细信息”窗格的“常规”和
“磁盘卷”选项卡查看磁盘池信息。在“常规”选项卡中，您还可以单击主服
务器链接以查看与磁盘池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关于监视 NetBackup 主机
选择“监视”>“主机”时，将显示此视图。
此视图包含下列子选项卡：
主服务器

选择“监视”>“主机”时，默认情况下会显
示此选项卡。
此视图根据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显示有
关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1 页的““监视”>“主机”>“主服务器”
视图”。

介质服务器

此视图根据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显示有
关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2 页的““监视”>“主机”>“介质服务
器”视图”。

客户端

此视图根据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显示有
关 NetBackup 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3 页的““监视”>“主机”>“客户端”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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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主机”>“主服务器”视图
此视图显示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此视图中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的“视图”窗格选
择。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此视图中显示的表显示以下列：
表 8-11

“主服务器”视图的选项

选项/列标题

描述

主服务器名称

配置的主服务器的完全限定的域名或 IP 地
址。

显示名称

您为主服务器选择的显示名称。

操作系统

主服务器的操作系统。

产品

从中收集数据的备份产品，如 PureDisk、
Backup Exec 等。

服务器状态

显示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当前状态：已连
接、未连接、或已禁用。
如果服务器状态为“已连接”，则会显示
OpsCenter 服务器和主服务器的连接时间。
这不一定表示 OpsCenter 上次从主服务器收
集信息的时间。
请参见第 258 页的“OpsCenter 中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状态”。

原因

当前服务器状态的原因（如有）。

通过此视图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使用过滤器查看特定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341 页的“按 NetBackup 主服务器类
型和状态过滤”。

按 NetBackup 主服务器类型和状态过滤
可以对此视图进行排序和过滤，以重点查看所需的特定类型主服务器。例如，您可
以应用仅显示 Windows 服务器的过滤器。从位于表顶部的下拉列表中可获取这些
过滤器。
内置过滤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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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服务器（默认过滤器）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所有主服务器的详细信
息。

已连接的服务器

选择此过滤可查看已连接的主服务器的详细
信息。

未连接的服务器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显示为未连接的主服务
器的详细信息。

Windows 服务器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 Windows 服务器的详细
信息。

Solaris 服务器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 Solaris 服务器的详细信
息。

Linux 服务器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 Linux 服务器的详细信
息。

其他服务器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所有其他主服务器（如
AIX 服务器、HP-UX 服务器等）的详细信息。

除内置过滤器之外，您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过滤器。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按主服务器类型或状态查看详细信息。
按主服务器类型或状态过滤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主机”>“主服务器”。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过滤器。请注意，下拉列表位于表的顶部。

“监视”>“主机”>“介质服务器”视图
此视图显示介质服务器的详细信息。此视图中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的“视图”窗格
选择。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此视图中显示的表显示以下列：
表 8-12

“介质服务器”视图的选项

选项/列标题

描述

介质服务器名称

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主服务器

与介质服务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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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视图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查看与介质服务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
息

请参见第 343 页的“查看与介质服务器关联的
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介质服务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介质服务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介质服务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主机”>“介质服务器”。

2

单击“主服务器”列中的向下钻取链接。

“监视”>“主机”>“客户端”视图
此视图显示 NetBackup 客户端的详细信息。此视图中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的“视
图”窗格选择。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此视图中显示的表显示以下列：
表 8-13

“客户端”视图的选项

选项/列标题

描述

客户端名称

要备份的客户端的名称。

主服务器

与客户端关联的主服务器的名称。

操作系统类型

客户端上的操作系统，如 Linux、HP-UX 等。

硬件

客户端计算机（如 PC）的硬件。

已脱机

如果客户端已脱机，则显示“是”。

保持脱机状态直至

在该日期之前，客户端一直处于脱机状态。

可以单击“搜索客户端”在该页面上搜索特定客户端。可以使用绝对主机名或子字
符串搜索客户端。
通过此视图可以执行下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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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单个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4 页的“查看单个主服务器的详细
信息”。

查看单个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可以通过“常规”选项卡查看与客户端关联的主服务器的所有详细信息。
查看单个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主机”>“客户端”。

2

单击“主服务器”列中的向下钻取链接。

关于监视 NetBackup 警报
“监视”>“警报”视图提供了 NetBackup 警报的详细信息。此视图中显示的数据
基于当前“视图”窗格以及所选时段。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可
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注意：默认情况下，OpsCenter 控制台会显示活动警报（它们是未清除的警报）。
可以查看特定于 NetBackup 5330 设备的警报。
可以使用下列视图查看 NetBackup 警报信息：
列表视图

选择“监视”>“警报”时，默认情况下会显
示“列表视图”。默认情况下，“列表视图”
将显示活动警报。通过此视图，您还可以查
看关于所有 NetBackup 警报的详细信息，以
及对这些警报进行过滤和响应。
请参见第 345 页的““监视”>“警报”列表视图”。

摘要视图

“摘要视图”仅显示活动警报（它们是尚未
清除的警报）。 “摘要视图”会显示如何根
据警报严重性在环境中分发活动警报。将在
饼图及表中显示此信息。
请参见第 351 页的“用于监视 NetBackup 警报
的“摘要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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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警报”列表视图
选择“监视”>“警报”时，将显示列表视图。此视图包含警报的详细信息。此视
图提供了一些工具，用于查看和过滤警报，以及跟踪用户对警报的响应。此视图中
显示的数据基于当前“视图”窗格以及所选时段。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
数据。还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注意：默认情况下，“列表视图”显示活动警报（即尚未清除的警报）。
名为“忽略视图过滤器”的选项已添加到“监视”>“警报”下的“视图”下拉列
表中。单击“监视”>“警报”列表视图时，“忽略视图过滤器”是默认选中的。
从“视图”窗格选择“忽略视图过滤器”时，无论警报策略基于哪些视图，最近 24
小时内的全部活动警报都会显示在“监视”>“警报”视图中。例如，选择“忽略
视图过滤器”会显示基于已删除视图的警报，或是基于您当前无权访问的视图的警
报。另外，显示在左下方的“警报摘要”窗格中的警报计数基于“忽略视图过滤
器”。这意味着，无论警报策略基于哪些视图，“警报摘要”窗格总是显示全部警
报。
此视图中显示的表显示以下信息：
表 8-14

警报列表视图的选项

选项

描述

警报 ID

与每个 NetBackup 警报关联的唯一 ID。

严重性

警报的严重性。严重性类型可以帮助您确定需要进行响应的
速度。

警报策略

与警报关联的策略的名称。

警报条件

警报使用的警报条件。

状态

警报的当前状态，如“活动”、“已清除”等。

已分配给

将警报分配给的人员的名称。

引发时间

引发警报的年份、日期和时间。

上次更新时间

修改警报的年份、日期和时间。

更新者

上次修改警报的人员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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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视图中，最初并非显示所有可用的列，“分配状态”列不会显示，但通过单击
“表设置”图标可将该列添加到视图中。
还提供了有关如何自定义表和查看特定列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使用表”。

关于使用“列表视图”监视 NetBackup 警报
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以下任务：
查看单个警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6 页的“查看单个警报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警报关联的警报策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8 页的“查看与警报关联的警报策
略的详细信息”。

使用过滤器查看特定警报

请参见第 348 页的“按警报类型进行过滤”。

对警报进行响应

请参见第 349 页的“对警报进行响应 ”。

查看单个警报的详细信息
可以在“详细信息”窗格中查看与警报关联的所有详细信息。“详细信息”窗格位
于视图的底部。
查看单个警报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警报”。

2

在“警报 ID”列中，单击向下钻取链接。警报详细信息显示在“常规”和“注
释”选项卡下。除表中显示的信息外，“常规”选项卡还显示主服务器、策略
名称、作业 ID 和退出状态信息。“注释”选项卡显示对警报的注释（如果
有）、提供这些注释的时间以及上次更新警报的个人。
注意：对于某些警报类型（例如，作业失败率上限值、驱动器关闭上限值或已
暂停介质上限值），也将显示“详细信息”选项卡。例如，对于“作业失败率
上限值”警报类型，“详细信息”选项卡显示以下详细信息：引发警报时已失
败作业的百分比以及主服务器、客户端和策略的当前已失败作业计数。

请参见第 348 页的“查看与警报关联的警报策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8 页的“按警报类型进行过滤”。
请参见第 349 页的“对警报进行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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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单个设备硬件故障警报的详细信息
在 OpsCenter 的“监视”>“警报”UI 中，您可以查看与设备硬件故障警报相关的
详细信息。
查看单个硬件故障警报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GUI 上，单击“监视”>“警报”。

2

单击您要查看详细信息的警报 ID 链接。

3

在底部窗格的“常规”选项卡中，将显示以下详细信息：
警报 ID
警报策略
警报条件
已分配给
分配状态
状态
上次更新时间
更新者
严重性
警报引发时间
树类型
树名称
节点
主机名
发生故障的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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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警报关联的警报策略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警报关联的警报策略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警报关联的警报策略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警报”。

2

在“警报策略”列中，单击下钻链接。

请参见第 346 页的“查看单个警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8 页的“按警报类型进行过滤”。
请参见第 349 页的“对警报进行响应 ”。

按警报类型进行过滤
因为“监视”>“警报”视图可能包括大量警报，所以提供了过滤器。可以使用此
过滤器来限制显示的警报类型。
可以根据各种严重性级别或状态设置来进行过滤，以便将重点仅放在自己关注的特
定警报上。例如，可以创建并应用一个过滤器，以便仅显示已应答的警报。
可以使用以下内置警报过滤器中的任何一个来进行过滤。从位于警报详细信息表顶
部的下拉列表中可获取这些过滤器。
活动（默认过滤器）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活动警报。此过滤器不包括已清除的警
报。

严重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严重性为“严重”的警报。

重度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严重性为“重度”的警报。

警告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严重性为“警告”的警报。

提示性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严重性为“提示性”的警报。

未分配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尚未分配给任何人的警报。

已分配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已分配给其他 OpsCenter 用户的警
报。

已应答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已由 OpsCenter 用户应答的警报。

已清除

选择此过滤器可仅查看已清除的警报。
提供了有关已清除警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49 页的“对警报进行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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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警报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所有警报的详细信息。此过滤器包括活
动警报和已清除警报。

除内置过滤器之外，您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过滤器。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使用以下过程可按照警报类型查看详细信息。
按警报类型过滤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警报”。

2

从“过滤器”下拉列表中选择过滤器。例如，选择“所有警报”可查看活动警
报和已清除警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6 页的“查看单个警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8 页的“查看与警报关联的警报策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9 页的“对警报进行响应 ”。

对警报进行响应
在“监视”>“警报”视图中，通过添加注释或将警报分配给个人以进行进一步查
看，可以管理 OpsCenter 警报。您也可以清除或应答警报。OpsCenter 允许多个用
户处理警报或对警报进行操作。
在您应答警报时，就已把要对警报采取的操作通知了看到该警报的其他用户。如果
您清除警报，则不能对警报执行进一步的操作（例如分配或应答）。默认情况下，
已清除警报不显示在警报视图中。
注意：在某些情况下，多个 OpsCenter 用户之间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某个
OpsCenter 用户为警报添加注释的同时，其他 OpsCenter 用户尝试清除该警报。
默认情况下，OpsCenter 控制台会显示活动警报（它们是尚未清除的警报）。在情
况得以解决后，某些警报（例如，“驱动器已关闭”）将自动清除。
在“监视”>“警报”视图（“列表视图”）中，使用“已清除”或“所有警报”
过滤器可查看已清除警报。
请参见第 348 页的“按警报类型进行过滤”。
在情况得以解决后，将自动清除下列警报：
■

驱动器已关闭

■

与介质服务器失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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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已停止

■

代理服务器通信中断

■

主服务器不可访问

■

冻结的介质

■

暂停的介质

■

磁盘池已满

■

磁盘卷已关闭

■

关闭驱动器上限值

■

已冻结介质上限值

■

已暂停介质上限值

■

可用介质下限值

■

无清洗磁带

■

磁盘卷容量不足

■

目录库空间下限值

■

目录库未备份

■

目录库备份已禁用

■

未完成的作业

■

还原必需介质

■

剩余清洗次数为零

■

设备硬件故障

注意：也可以根据指定的保留期限，从 OpsCenter 控制台的“设置”>“配置”>“数
据清除”中清除 NetBackup 警报数据。将永久删除所有已清除数据。当 OpsCenter
数据库中存在大量警报时，如果 OpsCenter 性能下降，则此选项很有用。
请参见第 195 页的“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上配置数据清除期限”。
应答警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警报”。

2

从表中选择一个警报。

3

单击“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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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警报添加注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警报”。

2

从表中选择一个警报。

3

单击“添加注释”。可以添加注释以提醒您自己或其他用户。

清除警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警报”。

2

从表中选择一个警报。

3

单击“更多”，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清除”。

将警报分配给某个人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警报”。

2

从表中选择一个警报。

3

单击“分配”。
可以将警报分配给某个用户以进行处理或获取信息。

4

选择要向其分配警报的用户。

5

单击“确定”。

更改与警报关联的策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警报”。

2

从表中选择一个警报。
还可以使用警报策略向导来创建策略。

3

单击“更多”，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编辑策略”。

请参见第 391 页的“关于了解“监视”视图中的警报计数”。
请参见第 346 页的“查看单个警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8 页的“查看与警报关联的警报策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48 页的“按警报类型进行过滤”。

用于监视 NetBackup 警报的“摘要视图”
“摘要视图”提供了按照严重性列出的警报整体摘要。 它包含“按严重性列出的警
报摘要”部分，该部分针对当前“视图”窗格以及所选时段，按严重性显示警报的
整体分布。将在饼图及表中显示此信息。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的数据。还
可以查看最近 48 小时或 72 小时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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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290 页的“控制“监视”视图的范围”。
在此部分中，具有不同颜色的饼图表示警报分布（按严重性）。饼图的每种颜色表
示根据警报严重性，环境中警报的分布方式。还可以在此部分中查看颜色代码摘
要，以了解表示不同严重性的颜色。
注意： “摘要视图”仅显示活动警报（它们是尚未清除的警报）。
将鼠标移到饼图上方时，会显示 NetBackup 环境中具有特定严重性的警报的数量和
百分比。例如，指向饼图中的绿色部分会显示在最近 24 小时内环境中有 200 个
(17%) 的警报处于严重级别。
名为“忽略视图过滤器”的选项已添加到“监视”>“警报”下的“视图”下拉列
表中。从“视图”窗格中选择“忽略视图过滤器”时，无论警报策略基于哪些视
图，最近 24 小时内的全部活动警报都会显示在“监视”>“警报”视图中。例如，
选择“忽略视图过滤器”会显示基于已删除视图的警报，或是基于您当前无权访问
的视图的警报。从“视图”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视图（包括“忽略视图过滤器”）
时，默认情况下显示最近 24 小时内的数据。
请注意，左下方的“警报摘要”窗格显示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所有警报。这就意
味着，无论警报策略基于哪些视图，“警报摘要”窗格都会显示全部警报。
注意：也可以通过“监视”>“概览”查看“按严重性列出的警报摘要”部分。
可以从此部分向下钻取，以查看警报类别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52 页的“按严重性查看警报”。
请参见第 353 页的“查看 NetBackup 主服务器发出的警报”。
请参见第 391 页的“关于了解“监视”视图中的警报计数”。

按严重性查看警报
可以向下钻取以查看警报类别的详细信息。
按严重性查看警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监视”>“警报”。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摘要视图”。下拉列表位于页面的右上角。

3

在“按严重性列出的警报摘要”部分，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

单击表中特定的警报严重性对应的警报数量（链接）。例如，单击针对严
重警报所显示的数量。

352

使用 OpsCenter 监视 NetBackup
查看 NetBackup 主服务器发出的警报

或者
■

单击饼图中与特定警报严重性对应的彩色部分。例如，单击饼图的红色部
分以查看严重警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51 页的“用于监视 NetBackup 警报的“摘要视图””。

查看 NetBackup 主服务器发出的警报
您可以查看 NetBackup 主服务器分组的所有警报。新的“组组件摘要”表显示主服
务器分组的 OpsCenter 警报。
要查看“组组件摘要”表，请执行以下操作：

1

登录 OpsCenter GUI。

2

执行以下步骤是显示“组组件摘要”表的前提：
转至“设置”>“用户首选项”>“常规”选项卡，取消勾选“允许在‘视图’窗
格中进行多项选择”复选框。

3

单击“监视”>“警报”。

4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摘要视图”。

5

选择您想查看警报摘要的 ALL_MASTER_SERVERS 或主服务器。此时将显示
“组组件摘要”表。
注意：如果选择“忽略视图过滤器”，则不会显示“组组件摘要”表。
在“组组件摘要”表中，单击服务器名称链接可以查看其详细信息，即“警报
ID”、“警报策略”、“节点”等等。

关于监控审核跟踪
可以使用 OpsCenter 功能来管理和监视审核跟踪。

有关审核跟踪报告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54 页的“审核跟踪报告”。
请参见第 354 页的“审核跟踪的跟踪内容”。
请参见第 355 页的“关于针对审核跟踪的 OpsCenter 功能”。
请参见第 355 页的“创建自定义过滤器来查看审核跟踪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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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56 页的“关于管理审核跟踪设置”。

审核跟踪的跟踪内容
审核跟踪是所有用户启动的活动的记录。审核跟踪包括在 NetBackup 环境中进行的
更改。例如，创建策略、停用策略或修改策略等更改。通过 OpsCenter 中的审核跟
踪功能，您可以对 NetBackup 启用审核跟踪日志记录。
注意：OpsCenter 可监视、报告和管理适用于 7.1 或更高版本的 NetBackup 主服务
器的审核跟踪。
可以控制审核设置并生成审核跟踪报告。通过 OpsCenter，您可以设置审核日志保
留期限，也可以启用或禁用审核跟踪日志记录。
审核跟踪以列的形式显示以下信息：
列标题

描述

类别

显示对策略、存储单元、作业、审核配置、审核服务、池和存储服务器
所做的更改。例如，添加、修改或删除存储单元的操作。

操作

显示执行的操作，例如，是否修改了策略、创建了存储单元或删除了存
储服务器。

描述

提供有关类别和执行的操作的简短信息。另外还提供类别的标识。

用户

提供有关启动操作的用户的信息。

时间戳

显示执行操作的时间。

主服务器

显示在其上执行操作的主服务器的名称。

原因

显示做出更改的原因（如果执行更改的用户已提供）。默认情况下，该
列是隐藏的。

详细信息

显示修改的属性的旧值和新值。可修改的某些属性包括“客户端”、
“硬件”、“操作系统 (OS)”和“策略生成”。

审核跟踪报告
审核跟踪报告是一份高级摘要报告，该报告将会添加到报告树中。该报告显示
NetBackup 环境中所做的更改数量，它以图表形式显示。可以以“分发”图表或
“历史”图表的格式查看该报告。
图表显示每个类别的审核记录计数。这些类别包括策略、审核配置、作业、审核服
务、存储单元、池和存储服务器等。可以将鼠标悬停在图表的每个彩色部分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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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类别的计数和百分比变化。通过单击图表的任何彩色部分，可以向下钻取该报
告。可以查看所选类别的每个操作的更改计数。例如，如果单击“策略”部分，图
表将显示创建的策略、修改的策略以及删除的策略的审核总数。
要查看审核跟踪报告，请转到“报告”>“报告模板”>“审核报告”>“审核跟踪
报告”。
要以表格形式查看审核跟踪报告的详细信息，请单击链接“以表形式显示图表”。
该表显示了有关审核类别、审核总数和百分比的信息。当您向下钻取图表时，该表
还将显示有关审核操作的信息。

关于针对审核跟踪的 OpsCenter 功能
OpsCenter 可帮助您配置审核日志记录并生成审核报告。通过 OpsCenter，您可
以：
■

管理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审核设置。

■

监视审核跟踪。

■

当审核服务停止时生成警报。

■

在 OpsCenter 中配置审核跟踪保留期限。

使用 OpsCenter 的各种功能并生成审核报告。可以启用或禁用审核设置，以及设置
日志的保留期限。可以将 OpsCenter 设置为当 NetBackup 审核管理器服务打开或
关闭时生成警报。还可以设置审核日志的保留期限。

创建自定义过滤器来查看审核跟踪数据
OpsCenter 可帮助您监视审核跟踪。要监视这些审核跟踪，请选择“监视”>“审
核跟踪”。可以使用基于类别和操作预定义的过滤器来显示审核跟踪的内容，您也
可以创建自定义过滤器。
可以查看有关预定义过滤器和自定义过滤器的信息。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创建自定义过滤器来查看审核跟踪数据

1

选择“创建过滤器”图标。将显示“编辑审核过滤器”对话框。

2

在“名称”字段中输入过滤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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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过滤的列名称。可用的选项包括“类别”、“操作”、
“用户名”、“域名”、“域类型”、“时间戳”、“对象名称”和“主服务
器”。 “对象名称”基于描述中的实体名称过滤。
从“运算符”下拉列表中选择运算符 =。如果不需要匹配某个特定值，请使用
!=。
在“值”文本框中输入或选择一个值。如果选择“时间戳”作为列，将为值显
示日历图标。单击该日历图标以选择所需的日期，然后单击“确定”。

4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和”或“或”以构建过滤器查询。

5

要为查询添加更多列，请单击“添加”并选择所需列名称。要删除创建的列，
请选择“删除”。

6

向过滤器添加所需列后，单击“确定”。新的查看过滤器将显示在过滤器下拉
列表中。
您可以查看有关应用过滤器、编辑过滤器和删除过滤器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85 页的“OpsCenter 中的视图过滤器”。

关于管理审核跟踪设置
您可以通过 OpsCenter 管理设置，以便对选定的主服务器启用审核。必须具有管理
员权限才可以配置审核设置。
请参见第 443 页的“管理审核跟踪设置”。

“监视”>“设备硬件”>“主服务器”
通过此视图可以监视添加到 OpsCenter Analytics 控制台的设备主服务器的硬件摘
要。此视图提供有关硬件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您可以监视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
台的设备主服务器中的任何硬件故障。
OpsCenter 可以监视设备 2.0 主服务器。
添加设备主服务器类似于将常规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
将设备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5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
此视图提供 NetBackup 设备主服务器中每个硬件的受监视信息。表将显示以下详细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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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此列列出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设备主服务器的名称（链接）。
单击此链接可以查看设备摘要。我们提供了有关受监视硬件详情的更多
信息。
请参见第 367 页的“设备硬件详细信息”。

数据收集

此列列出上次数据收集发生的日期和时间。数据收集通过 NBSL 每 15
分钟发生一次。

CPU

此图标提供有关 CPU 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 CPU 状态和设备 CPU 芯片电压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
果发生下列任一情况，将会报告 CPU 故障：

磁盘

■

无电压

■

电压低于 0.99 伏

■

电压超过 1.25 伏

此图标提供有关磁盘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引导驱动器和存储驱动器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出现内
部错误状态，将会报告磁盘故障。
RAID

此图标提供有关 RAID 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 RAID 状态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不处于最佳状态，将
会报告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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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

此图标提供有关风扇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风扇速度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将会报
告风扇故障：

电源

■

风扇速度低于 1974 rpm

■

风扇速度超过 8977 rpm

■

如果风扇发生故障，将会显示“严重”警告。

■

如果未安装风扇，将会发出“未安装”警告。

此图标提供有关电源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电源功率的监视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将会报告
故障：
■

功率为 0 瓦

■

功率超过 700 瓦

还提供以下状态警告：

■

不可用 - 如果已安装电源模块但尚未通电，则会出现此状态。之所
以未通电，是因为电源尚未连接到电源插座，或其他某种原因。
未安装 - 如果已抽出电源模块，则会出现此状态。

■

严重 - 如果电源模块在发生警告时运行，则会出现此状态。

■

温度

此图标提供有关温度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设备不同位置的温度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超过以下限
制，将会报告故障：
■

■

■

进风口温度
低于 0° C 或高于 60° C
排风口温度
低于 0° C 或高于 60° C
底板温度
低于 0° C 或高于 6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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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HBA

此图标提供有关光纤通道 HBA 的快速直观提示。状态值如下：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状态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不处于联机状态，则会报告
故障：
管理

此图标是指向设备控制台的链接。单击此图标可以访问设备控制台。

请参见第 359 页的““监视”>“设备硬件”>“介质服务器””。

“监视”>“设备硬件”>“介质服务器”
通过此视图，您可以监视受 OpsCenter Analytics 控制台监视的设备介质服务器的
硬件摘要。此视图提供硬件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
从 OpsCenter 仅可以监视挂接到设备 2.0 主服务器或常规 NetBackup 7.5 主服务器
的设备 1.2 或 2.0 介质服务器。每隔 15 分钟通过 NBSL 从设备介质服务器收集数
据一次。您可以监视受 OpsCenter 控制台监视的设备介质服务器中的所有硬件故
障。
请注意，您不能将设备介质服务器直接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可以添加该设备
介质服务器所连接到的设备主服务器或常规主服务器。
请参见第 25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
此视图提供 NetBackup 介质设备中每个硬件的受监视信息。表将显示以下详细信
息：

名称

此列列出通过 OpsCenter 控制台监视的设备介质服务器的名称（链
接）。
单击此链接可以查看设备摘要。我们提供了有关受监视硬件详情的更多
信息。
请参见第 367 页的“设备硬件详细信息”。

主服务器

此列列出设备介质服务器所连接到的设备主服务器或常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数据收集

此列列出上次数据收集发生的日期和时间。数据收集通过 NBSL 每 15
分钟发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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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此图标提供有关 CPU 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状态值如下：
■

绿色=正常

■

黄色=警告

■

红色=故障

根据对 CPU 状态和设备 CPU 芯片电压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
果发生下列任一情况，将会报告 CPU 故障：

磁盘

■

无电压

■

电压低于 0.99 伏

■

电压超过 1.25 伏

此图标提供有关磁盘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状态值如下：
■

绿色=正常

■

黄色=警告

■

红色=故障

根据对引导驱动器和存储驱动器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出现内
部错误状态，将会报告磁盘故障。
RAID

此图标提供有关 RAID 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状态值如下：
■

绿色=正常

■

黄色=警告

■

红色=故障

根据对 RAID 状态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不处于最佳状态，将
会报告错误。
风扇

此图标提供有关风扇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状态值如下：
■

绿色=正常

■

黄色=警告

■

红色=故障

根据对风扇速度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将会报
告风扇故障：
■

风扇速度低于 1974 rpm

■

风扇速度超过 8977 rpm

■

如果风扇发生故障，将会显示“严重”警告。

■

如果未安装风扇，将会发出“未安装”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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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此图标提供有关电源的快速直观提示。状态值如下：
■

绿色=正常

■

黄色=警告

■

红色=故障

根据对电源功率的监视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将会报告
故障：
■

功率为 0 瓦

■

功率超过 700 瓦

还提供以下状态警告：

■

不可用 - 如果已安装电源模块但尚未通电，则会出现此状态。之所
以未通电，是因为电源尚未连接到电源插座，或其他某种原因。
未安装 - 如果已抽出电源模块，则会出现此状态。

■

严重 - 如果电源模块在发生警告时运行，则会出现此状态。

■

温度

此图标提供有关温度的快速直观提示。状态值如下：
■

绿色=正常

■

黄色=警告

■

红色=故障

根据对设备不同位置的温度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超过以下限
制，将会报告故障：
■

■

■

FC HBA

进风口温度
低于 0° C 或高于 60° C
排风口温度
低于 0° C 或高于 60° C
底板温度
低于 0° C 或高于 60° C

此图标提供有关光纤通道 HBA 的快速直观提示。状态值如下：
■

绿色=正常

■

黄色=警告

■

红色=故障

根据对状态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不处于联机状态，则会报告
故障：
管理

此图标是指向设备控制台的链接。单击此图标可以访问设备控制台。

请参见第 356 页的““监视”>“设备硬件”>“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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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器”>“设备硬件”> NetBackup
此视图提供了添加到 OpsCenter Analytics 控制台的 NetBackup 设备（主服务器和
介质服务器）的摘要。此视图提供有关硬件状态的直观提示。 您可以监视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 NetBackup 设备（主服务器和介质服务器）中的任何硬件故
障。
请参见第 367 页的“设备硬件详细信息”。
OpsCenter 可以监视 NetBackup 设备 2.0 主服务器。
OpsCenter 仅可以监视挂接到 NetBackup 设备 2.0 主服务器或常规 NetBackup 主
服务器的设备 1.2 或 2.0 介质服务器。每隔 15 分钟通过 NBSL 从设备介质服务器
收集数据一次。您可以监视受 OpsCenter 控制台监视的设备介质服务器中的所有硬
件故障。
添加 NetBackup 设备主服务器类似于将常规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我们提
供了有关如何将设备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5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主服务器或设备”。
注意：请注意，您不能将 NetBackup 设备介质服务器直接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
台。可以添加介质服务器所连接到的设备主服务器或常规主服务器。
此视图提供 NetBackup 设备中每个硬件的受监视信息。表将显示以下详细信息：

主机名

OpsCenter 监视的 NetBackup 设备主机（主服务器或介质服务器）的
名称。

主服务器

与此设备关联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名称。

主机类型

NetBackup 设备主机的类型： 主服务器设备或介质服务器设备。

数据收集

此列列出上次数据收集发生的日期和时间。数据收集通过 NBSL 每 15
分钟发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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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

此图标提供有关 CPU 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 CPU 状态和设备 CPU 芯片电压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
果发生下列任一情况，将会报告 CPU 故障：

磁盘

■

无电压

■

电压低于 0.99 伏

■

电压超过 1.25 伏

此图标提供有关磁盘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引导驱动器和存储驱动器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出现内
部错误状态，将会报告磁盘故障。
RAID

此图标提供有关 RAID 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 RAID 状态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不处于最佳状态，将
会报告错误。
风扇

此图标提供有关风扇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风扇速度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将会报
告风扇故障：
■

风扇速度低于 1974 rpm

■

风扇速度超过 8977 rpm

■

如果风扇发生故障，将会显示“严重”警告。

■

如果未安装风扇，将会发出“未安装”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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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此图标提供有关电源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电源功率的监视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将会报告
故障：
■

功率为 0 瓦

■

功率超过 700 瓦

还提供以下状态警告：

■

不可用 - 如果已安装电源模块但尚未通电，则会出现此状态。之所
以未通电，是因为电源尚未连接到电源插座，或其他某种原因。
未安装 - 如果已抽出电源模块，则会出现此状态。

■

严重 - 如果电源模块在发生警告时运行，则会出现此状态。

■

温度

此图标提供有关温度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设备不同位置的温度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超过以下限
制，将会报告故障：
■

■

■

FC HBA

进风口温度
低于 0° C 或高于 60° C
排风口温度
低于 0° C 或高于 60° C
底板温度
低于 0° C 或高于 60° C

此图标提供有关光纤通道 HBA 的快速直观提示。状态值如下：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状态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不处于联机状态，则会报告
故障：
管理

此图标是指向设备控制台的链接。单击此图标可以访问设备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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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器”>“设备硬件”>“重复数据删除”
OpsCenter 可以集中监视多个重复数据删除设备的硬件信息。您可以监视作为独立
Storage Pool Authority (SPA)、Content Router (CR) 或 PureDisk Deduplication
Option (PDDO) 存储服务器部署到 NetBackup 域的重复数据删除设备。 您可以将
重复数据删除设备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以进行监视。 使用 OpsCenter，您
还可以为 NetBackup 和重复数据删除设备配置硬件警报以及查看重复数据删除报
告。
此选项卡提供了添加到 OpsCenter Analytics 控制台的重复数据删除设备的摘要。
此视图提供有关硬件状态的直观提示。 您可以监视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重
复数据删除设备主服务器中的任何硬件故障。
请参见第 367 页的“设备硬件详细信息”。
此视图提供重复数据删除设备中每个硬件的受监视信息。表将显示以下详细信息：

主机名

OpsCenter 监视的重复数据删除设备主机的名称。

主机类型

重复数据删除设备主机的类型： SPA 或 CR。

数据收集

此列列出上次数据收集发生的日期和时间。数据收集每 15 分钟发生一
次。

CPU

此图标提供有关 CPU 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 CPU 状态和设备 CPU 芯片电压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
果发生下列任一情况，将会报告 CPU 故障：

磁盘

■

无电压

■

电压低于 0.99 伏

■

电压超过 1.25 伏

此图标提供有关磁盘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引导驱动器和存储驱动器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出现内
部错误状态，将会报告磁盘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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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D

此图标提供有关 RAID 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 RAID 状态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不处于最佳状态，将
会报告错误。
风扇

此图标提供有关风扇状态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风扇速度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将会报
告风扇故障：

电源

■

风扇速度低于 1974 rpm

■

风扇速度超过 8977 rpm

■

如果风扇发生故障，将会显示“严重”警告。

■

如果未安装风扇，将会发出“未安装”警告。

此图标提供有关电源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电源功率的监视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将会报告
故障：
■

功率为 0 瓦

■

功率超过 700 瓦

还提供以下状态警告：

■

不可用 - 如果已安装电源模块但尚未通电，则会出现此状态。之所
以未通电，是因为电源尚未连接到电源插座，或其他某种原因。
未安装 - 如果已抽出电源模块，则会出现此状态。

■

严重 - 如果电源模块在发生警告时运行，则会出现此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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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此图标提供有关温度的快速直观提示。下面是可能的值：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设备不同位置的温度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超过以下限
制，将会报告故障：
■

■

■

FC HBA

进风口温度
低于 0° C 或高于 60° C
排风口温度
低于 0° C 或高于 60° C
底板温度
低于 0° C 或高于 60° C

此图标提供有关光纤通道 HBA 的快速直观提示。状态值如下：
■

绿色/正常

■

黄色/状态未知

■

红色/故障

根据对状态的监视来显示相应的图标；如果不处于联机状态，则会报告
故障：
管理

此图标是指向设备控制台的链接。单击此图标可以访问设备控制台。

设备硬件详细信息
下表介绍了监控的硬件。
表 8-15

受监视的设备硬件

受监视的硬件

收集的数据示例

CPU

监视以下项：
■

“状态”- 监视 CPU 的状态，如“检测到已存在”和“未
检测到 CPU”。

■

“电压”- 监视设备 CPU 芯片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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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监视的硬件

收集的数据示例

磁盘

此视图提供以下信息：
■

“插槽号” - 包含该卷的机械手中的插槽。

■

“状态”- 介质的当前状态。状态可以是“已冻结”、“活
动”等。

RAID

风扇

■

“容量”- 已使用的容量。

■

“类型”- 配置的磁盘的类型。

■

“磁盘阵列 ID”- 磁盘所在的磁盘阵列的 ID。

监视 RAID 状态；如果不处于最佳状态，将报告错误。收集
以下数据：
■

“名称”- RAID 设备的名称。

■

“状态”- 显示设备的当前状态，如“最佳”。

■

“容量”- 每个设备的容量。

■

“类型”- RAID 设备的类型，如 RAID 1 和 RAID 6。

■

“磁盘”-正在使用的磁盘。

监视以下项：
■

“状态”- 监视风扇的状态，如“检测到已存在”和“未
检测到风扇”。

■

“速度”- 监视风扇的速度。

电源

监视电源功率。

温度信息

监视设备上各个不同位置的温度。

光纤通道 HBA

监视状态；如果不处于联机状态，将报告故障。收集以下数
据：
■

“状态”- HBA 的当前状态。

■

“全球端口名称”- 特定设备当前正在使用的端口。

■

“速度”- HBA 的运行速度（如 8 Gbps）

■

“模式”- 为 HBA 配置的模式（如启动器）

下列详细信息特定于 NetBackup 5330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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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监视的硬件

收集的数据示例

扩展存储架：磁盘

“扩展存储架”磁盘的下列数据已收集：
■

ID

■

“插槽号” - 包含该卷的机械手中的插槽。

■

■

■

例如：插槽 1
盒编号
例如：盒 1
托盘编号
例如：托盘 0
“状态”- 介质的当前状态。
例如：最佳

■

“容量”- 已使用的容量。
例如：2.794TB

扩展存储架：风扇

“扩展存储架”风扇的下列数据已收集：
■

ID

■

位置
例如：托盘 0 右侧

■

“状态”- 设备的当前状态。
例如：最佳

扩展存储架：电源

“扩展存储架”电源的下列数据已收集：
■

ID

■

位置
例如：顶部
状态
例如：最佳

■

扩展存储架：温度

“扩展存储架”温度的下列数据已收集：
■

ID

■

位置
例如：托盘 0 盒 1 左侧
状态
例如：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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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监视的硬件

收集的数据示例

主存储架：控制器

“主存储架”控制器的下列数据已收集：
■

ID

■

位置
例如：托盘 99 插槽 A
数据缓存

■
■

状态
例如：最佳

主存储架：主存储架与扩展存 主存储与扩展存储的连接的下列数据已收集：
储架的连接
■ ID

主存储架：卷

■

主存储架端口

■

扩展存储架端口

“主存储架”卷的下列数据已收集：
■

ID

■

LUN
例如：0
卷组
例如：0_1
容量
例如：19.099 TB
WWID
例如：60080e500032171c00000c7d531764f4

■

■

■

主存储架：卷组

“主存储架”卷组的下列数据已收集：
■

ID

■

名称
例如：0_1
RAID 级别
例如：6
磁盘
例如：[托盘:0 盒:1 插槽:1 4] [托盘:0 盒:2 插槽:1 4] [托盘:0
盒:3 插槽:1 4] [托盘:0 盒:4 插槽:1] [托盘:0 盒:5 插槽:2 5]
容量
例如：19.099 T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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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监视的硬件

收集的数据示例

主存储架：磁盘

“主存储架”磁盘的下列数据已收集：
■

ID

■

“插槽号” - 包含该卷的机械手中的插槽。

■

■

■

■

主存储架：风扇

“主存储架”风扇的下列数据已收集：
■

ID

■

位置
例如：托盘 99 右侧
状态
例如：最佳

■

主存储架：电源

主存储架：温度

例如：插槽 1
盒编号
例如：盒 1
托盘编号
例如：托盘 0
状态
例如：最佳
容量
例如：2.794TB

“主存储架”电源的下列数据已收集：
■

ID

■

位置

■

例如：顶部
状态
例如：最佳

“主存储架”温度的下列数据已收集：
■

ID

■

位置
例如：托盘 99 盒 1 左侧
状态
例如：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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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云”选项
仅当您选择“主服务器”类型的视图时，此页中的数据才适用。从“视图”窗格中
选择要查看其云数据的主服务器。扩展该主服务器将在其下列出所有为“云”配置
的介质服务器。
每隔 15 分钟通过 NBSL 从主服务器收集云数据。
请选择要在“内容”窗格中查看其相关数据的任一或所有介质服务器。
“云存储提供商概览”部分列出了在所选介质服务器上配置的提供商。
支持以下云提供商：
■

Amazon S3

■

AT&T

■

Rackspace

注意：在 NetBackup 支持的所有 Amazon S3 兼容的云提供程序中，只有 OpsCenter
可以监控 Amazon S3 并为其生成报告。
“云存储提供商概览”部分显示当月已备份和还原的数据（以 GB 为单位）。如果
您已经安装 OpsCenter，此部分显示当前计量数据，即您将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后收集的数据。数据是从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的当日起收集的。
每个云提供商底部的链接列出配置了特定云提供商的介质服务器数量。单击该链接
可了解配置了特定云提供商的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云连接概览”部分显示正在写入云中的所有数据和正在从云中读取的所有数据。
“云连接概览”部分的默认时段是“过去 24 小时”。您也可以通过分别单击“过
去 48 小时”或“过去 72 小时”来查看过去 48 小时或过去 72 小时的数据。
“实时计量: 已写入云的数据”图表中按照计量时间显示正在写入的数据量。“实
时计量: 从云读取的数据”图表中按照计量时间显示正在从云读取的数据量。
“已传输的数据的摘要”表中提供了在选定时段内为每个介质服务器上传和下载的
数据的摘要。“每个提供程序传输的数据”表中提供了在选定时段内为每个云提供
商上传的数据。
“备份作业摘要”中以饼图格式显示了选定时段的备份作业摘要。此图表仅考虑了
针对云的备份作业。其中显示了成功的、部分成功的或失败的云备份作业的数量。
在“监视”>“作业”中单击链接（编号）可监视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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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管理”视图

■

控制“管理”视图的范围

■

关于管理警报策略

■

关于管理 NetBackup 存储

■

关于管理 NetBackup 设备

■

关于可操作还原和引导式恢复操作

■

关于管理 NetBackup 主机

■

关于管理 NetBackup 部署分析

关于“管理”视图
NetBackup 设备使您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管理客户端、创建策略、运
行备份和执行其他管理功能。如需了解如何从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执行这些功能
的信息，必须参考您的 NetBackup 核心文档集。如果要下载此文档集的最新版本，
请从 Veritas 支持网站下载。有关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的帮助，请参考 支持
网站上的《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 卷》。
在“管理”选项卡和关联的子选项卡中，可以查看和管理 NetBackup 环境以及
OpsCenter 警报策略、存储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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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OpsCenter 或 OpsCenter Analytics 只能监视和管理 NetBackup 或
NetBackup 设备。而不能监视或管理其他产品，如 NetBackup PureDisk 或 Backup
Exec。
OpsCenter 服务器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中收集数据，将数据存储在数据库中，
并根据要求显示数据。大部分数据由 NetBackup 发送，且几乎在发生更改后立即显
示。（网络、系统延迟或浏览器刷新设置可能会影响显示速度）。此类数据主要使
用通知收集。对于 NetBackup 中的大多数操作和更改，NBSL 会向 OpsCenter 发
送通知。
请参见第 249 页的“OpsCenter 如何从 NetBackup 收集数据”。

控制“管理”视图的范围
“管理”视图中显示的内容基于当前的“视图”窗格选择。
可以从“视图”窗格中选择以下默认选项：
所有主服务器

选择“所有主服务器”可以查看环境中所有
NetBackup 服务器的信息。

除使用默认视图（例如，“所有主服务器”）之外，您还可以从“设置”>“视图”
或通过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创建自己的视图。例如，可以创建用于查看有
关位于特定区域（如欧洲）中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的视图（如“地理”）。
我们提供了有关如何从“设置”>“视图”创建视图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271 页的“关于 OpsCenter 视图”。
请参见联机《 NetBackup OpsCenter Analytics View Builder 帮助》，以了解如何
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 创建视图。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所有主服务器或特定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所有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从“视图”窗格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有主服务器”。

查看特定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从“视图”窗格的下拉列表中选择“所有主服务器”。

2

取消选中“所有主服务器”旁边的复选框，并从主服务器列表中选择特定的主
服务器。确保取消选中其他主服务器。

3

单击“应用选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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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警报策略
表 9-1 列出了介绍如何管理警报策略的主题。
表 9-1

主题内容和描述

主题

描述

请参见第 375 页的“关于 OpsCenter 警报策
略”。

介绍了警报策略的概念。

请参见第 376 页的“查看单个警报策略的详细 说明如何查看警报策略的详细信息。
信息”。
请参见第 377 页的“按警报策略类型进行过滤”。 说明如何过滤并查看感兴趣的警报策略。
请参见第 377 页的“关于创建（或更改）警报 说明如何使用警报策略向导创建警报策略。
策略”。
请参见第 378 页的“OpsCenter 警报条件”。

介绍 OpsCenter 中的所有可用警报条件，您
可以为其生成警报。

请参见第 392 页的“管理警报策略 ”。

说明可用于管理单个警报策略的任务。管理
包括编辑、复制、删除、激活或停用警报策
略等任务。

请参见第 392 页的“查看与警报策略关联的警 说明如何查看与某个警报策略关联的警报。
报”。

关于 OpsCenter 警报策略
OpsCenter 提供一些工具，用于创建和管理警报策略以及处理策略生成的任意警
报。警报策略通过提供不间断的 NetBackup 系统监视，可以帮助您管理 NetBackup
环境。当环境中发生某事件或状况时，OpsCenter 可生成警报或发送电子邮件和陷
阱通知（或两项操作同时执行）来帮助您管理 NetBackup 服务器网络。
当 NetBackup 系统事件基于您的警报策略触发一个警报时，就会出现下列情况：
■

OpsCenter 向策略中配置的所有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或 SNMP 通知。

■

OpsCenter 控制台显示视图以帮助您跟踪和管理这些警报。

可以指定电子邮件或 SNMP 通知以响应警报，从而使管理员可以将工作重点放在其
他工作职责上。管理员不必持续地监视终端。
警报策略定义为提示性、警告、重度或严重级别。
在某些情况下，多个 OpsCenter 用户之间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当一个 OpsCenter
用户尝试删除某个策略时，另一个用户更改了同一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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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警报策略”视图
选择“管理”>“警报策略”时将显示此视图。
此视图显示当前“视图”窗格选择中的 OpsCenter 警报策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74 页的“控制“管理”视图的范围”。
名为“忽略视图过滤器”的选项已经添加到“管理”>“警报策略”下的“视图”
下拉列表中。单击“管理”>“警报策略”时，默认情况下会选择“忽略视图过滤
器”。从视图窗格选择“忽略视图过滤器”时，无论警报策略基于哪些视图，全部
的警报策略都显示在“管理”> “警报策略”窗格中。例如，选择“忽略视图过滤
器”会显示基于已删除视图的警报策略，或是基于您当前无权访问的视图的警报策
略。
默认情况下，此视图中出现的表将显示以下列：
表 9-2

“管理”>“警报策略”列标题

列

描述

名称

此列列出了警报策略的名称。单击该链接可以查看关于策略
的详细信息。

描述

此列列出了对警报策略的描述。

警报条件

此列列出了用于警报策略的警报条件。示例：已挂起作业、
已完成作业、已冻结介质上限值等。
请参见第 378 页的“OpsCenter 警报条件”。

已启用

此列确定警报策略是否已启用。

严重性

此列列出了与警报策略关联的严重性。

清除严重性

此列列出了在清除警报后，发送的电子邮件或陷阱的严重性。

创建时间

此列列出了创建警报策略的日期和时间。

修改时间

此列列出了上次修改警报策略的日期和时间。

修改者

此列列出了上次修改警报策略的 OpsCenter 用户。

查看单个警报策略的详细信息
可在“常规”选项卡下的“管理”>“警报策略”视图底部查看与某个警报策略关
联的所有详细信息。 “常规”选项卡显示表中所示的所有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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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单个警报策略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警报策略”。

2

单击“名称”列中的向下钻取链接。将在“常规”选项卡下的此视图底部显示
警报策略详细信息。

按警报策略类型进行过滤
“管理”>“警报策略”视图有一个过滤器，用于限制显示的警报策略类型。
可以使用以下三个内置过滤器中的任何一个来进行过滤。从位于表顶部的下拉列表
中可获取这些过滤器。
所有警报策略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所有警报策略。

已启用的警报
策略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已启用的警报策略。

已禁用的警报
策略

选择此过滤器可查看已禁用的警报策略。

您还可以创建自己的过滤器，以便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特定警报策略。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按警报策略类型进行过滤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警报策略”。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过滤器。请注意，下拉列表位于表的顶部。

关于创建（或更改）警报策略
您可以创建警报策略以检测 NetBackup 何时出现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创建
策略以自动响应企业中的重要事件。例如，可以创建这样一个策略：当作业在特定
主服务器上失败时发出警报。可以监视是否有冻结的介质，并在冻结的介质数量超
过阈值时向操作员发送电子邮件。然后，您就可以采取纠正措施。
OpsCenter 根据通知和等待时间（最多 15 分钟），定期从 NetBackup 检索数据。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与 OpsCenter 控制台之间的此时间延迟可能会导致许多中
间作业状态丢失。
以下主题提供了有关警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78 页的“OpsCenter 警报条件”。
请参见第 382 页的“关于作业策略更改条件的其他信息”。
请参见第 384 页的“添加警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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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391 页的“关于了解“监视”视图中的警报计数”。

OpsCenter 警报条件
OpsCenter 中带有一组预定义的警报条件。根据这些警报条件，您可以创建警报策
略以检测您的 NetBackup 环境中何时出现故障并对 NetBackup 进行故障排除。警
报可以帮助您在出现问题之前预测并处理问题。通过登录到 OpsCenter 或通过发送
电子邮件或 SNMP 陷阱，您可以接收这些警报。创建警报策略时，您可以指定电子
邮件和 SNMP 收件人。
警报条件可分为以下类别：
基于事件的警报条件

对于这些警报条件，OpsCenter 根据来自
NBSL 的通知从 NetBackup 中检索数据。

定期警报条件

对于这些警报条件，OpsCenter 根据等待时
间（最多 15 分钟）从 NetBackup 中检索数
据。

表 9-3 列出了警报条件、警报类别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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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OpsCenter 中的警报条件

警报类
型

警报条件

警报类别

描述

作业

作业失败率上限
值

基于事件

作业失败率超过指定比率时会生成警报。

已挂起作业

定期

选定策略或客户端的作业挂起（运行时间超过指定时间）指定的一段时间
时会生成警报。每 15 分钟检查一次“已挂起作业”条件。根据作业在检
查周期内的开始时间，警报可能不会出现。
对于“已挂起作业”警报，您可以将 OpsCenter 配置为忽略作业处于排
队状态的时间。检查“已挂起作业”条件时，OpsCenter 默认情况下会考
虑作业的开始时间。这也包括作业处于排队状态的时间。作业启动后并非
始终处于活动状态。由于资源不可用，作业在变为活动状态之前会首先处
于排队状态。
如果将 OpsCenter 配置为忽略作业的排队时间，则 OpsCenter 在检查
“已挂起作业”条件时，会考虑作业变为活动状态的时间。请注意应考虑
第一次尝试的活动状态开始时间。
例如，假设创建一个作业阈值为 25 分钟的策略。作业在第一个检查周期
后的 10 分钟开始，在第三个检查周期完成后的 13 分钟结束。 这将总共
执行 33 (5 + 15 + 13) 分钟，但不会引发警报。
这种情况下，将检查策略四次。在第一次检查期间该作业尚未启动，在第
二次检查（作业持续时间 = 5 分钟）和第三次检查（作业持续时间 = 20
分钟）期间运行时间小于阈值，和在第四次检查前作业完成（作业持续时
间 = 33）。
如果作业在第一次检查后 4 分钟启动，则警报是在第三次检查引发的，因
为作业已执行了 26 分钟（11 + 15 分钟）。

已完成作业

基于事件

指定策略或客户端的指定类型的作业以指定的状态结束时会生成警报。

未完成的作业

基于事件

指定策略或客户端的指定类型的作业的状态为“未完成”时会生成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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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
型

警报条件

警报类别

描述

介质

冻结的介质

基于事件

任一选定介质已冻结时会生成警报。

暂停的介质

基于事件

任一选定介质已暂停时会生成警报。

超出了最多介质
装入数

基于事件

介质超出装入阈值时会生成警报。

还原必需介质

基于事件

还原操作需要介质时会生成警报。还原操作可能需要包含要还原的特定映
像的特定介质。

可用介质下限值

定期

可用介质数低于预定义的阈值时会生成警报。

注意：从“视图”下拉列表中选择“所有主服务器”时，可用介质下限
值警报将引发“所有主服务器”中列出的所有主服务器的单独警报。例
如：如果“所有主服务器”视图中有 5 个主服务器，Opscenter 将针对每
个主服务器引发 5 个警报。

目录库

已暂停介质上限
值

定期

已暂停介质的百分比超出预定义的阈值时会生成警报。

已冻结介质上限
值

定期

已冻结介质的百分比超出预定义的阈值时会生成警报。

剩余清洗次数为
零

基于事件

清洗磁带剩余清洗次数为零时会生成警报。

目录库空间下限
值

定期

目录的可用空间低于阈值或大小时会生成警报。对于“目录库空间下限

目录库未备份

定期

值”条件，您可以以百分比、字节、千字节 (KB)、兆字节 (MB)、吉字节
(GB)、兆兆字节 (TB) 或千兆兆字节 (PB) 为单位为特定策略指定阈值并生
成警报。生成的警报还显示可用的目录库空间（使用上述单位）。
在预定义的时间段内没有发生目录库备份时会生成警报。
这不一定意味着，如果您未收到此警报就说明目录库备份已成功。

目录库备份已禁
用

定期

禁用所有目录库备份策略时会生成警报。如果已为服务器组定义了策略，
则将为满足此条件的组中的每台主服务器生成警报。如果主服务器不存在
任何目录库备份策略，则不会生成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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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
型

警报条件

警报类别

描述

设备

装入请求

基于事件

处理介质装入请求时会生成警报。

无清洗磁带

定期

无清洗磁带时会生成警报。

驱动器已关闭

基于事件

选定服务器上下文中指定机械手或介质服务器中的驱动器关闭时会生成警
报。

关闭驱动器上限
值

定期

关闭驱动器的百分比超出预定义的阈值时会生成警报。

OpenStorage

基于事件

NetApp 设备中发生特定事件时会生成警报。
请参见第 455 页的“关于“打开存储”警报条件”。
请参见第 457 页的“添加警报策略 ”。

磁盘

磁盘池已满

基于事件

当磁盘池达到高位标记时将生成警报。仅当磁盘池的已使用容量达到高位
标记时，基于“磁盘池已满”条件的警报策略才会生成警报。

主机

磁盘卷已关闭

基于事件

选定的磁盘卷已关闭时会生成警报。

磁盘卷容量不足

定期

磁盘卷容量低于阈值限制时会生成警报。

代理服务器通信
中断

定期

代理和 OpsCenter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中断时会生成警报。默认情况下，
重建通信时会自动清除此警报。
基于“代理服务器通信中断”条件的警报策略始终基于“所有主服务器”
视图。如果您创建了一个基于“代理服务器通信中断”条件的警报策略而
又不具有“所有主服务器”视图的访问权限，则不会为该警报策略生成警
报。

其他

主服务器不可访
问

基于事件

OpsCenter 与主服务器失去联系时会生成警报。此警报条件意味着
OpsCenter 和受控 NetBackup 主服务器之间的连接丢失。它不一定表示
NetBackup 备份不可用。

与介质服务器失
去联系

基于事件

OpsCenter 与介质服务器失去联系时会生成警报。

设备硬件故障

基于事件

在 OpsCenter 设备硬件发生故障时会生成警报。

服务已停止

基于事件

选定的设备硬件发生故障时会生成警报。
可以设置该警报条件来监视 NetBackup 或重复数据删除设备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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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
型

警报条件

警报类别

描述

作业策略更改

基于事件

某个作业策略的策略属性更改时会生成警报。如果更改了作业策略的多个
属性，将生成多个警报
请参见第 382 页的“关于作业策略更改条件的其他信息”。
如果选择特定的作业策略，则将仅监视所选作业策略的更改。如果未选择
任何作业策略，则监视所有作业策略的更改。

关于作业策略更改条件的其他信息
请查看有关作业策略警报条件的以下文本。
仅监视作业策略的以下策略属性：
策略名称

策略客户端类型

检查点间隔

检查点

生效日期

备份网络驱动器

压缩

加密

块级增量式

脱离主机

快照方法

快照参数

主服务器

客户端名称

收集 bmr 信息

收集实际映像还原信息

出现错误而失败

执行 sec 信息

冻结映像

关键字短语

副本数

脱离主机备份

驻留位置

目录库

日程表

客户端

存储单元

卷池

作业/策略

优先级

跨装入点

实际映像恢复

允许多个数据流

关键字短语

备用客户端

数据移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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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文件还原单个文件

状态

块增量

备份副本

数据移动器类型

灾难恢复

文件列表

遵循 nfs 装入方式

最大片段大小

每个策略的最多作业数

启用了 Pfi

代理客户端

数据分类名称

共享组

活动策略

关于可能发生故障的设备硬件组件
本节列出了发生故障时您可以为其生成警报的设备硬件组件。 您可以在此 UI 中选
择一个、多个或者所有设备硬件组件。 当所选的组件发生故障时，您可以在“监
视”>“警报”屏幕查看生成的警报。
■

适配器

■

CPU

■

磁盘

■

扩展柜磁盘

■

扩展柜风扇

■

扩展柜电源

■

扩展柜温度

■

扩展存储架磁盘

■

扩展存储架风扇

■

扩展存储架电源

■

扩展存储架温度

■

风扇

■

光纤通道 HBA

■

Network

■

PCI

■

电源

■

主存储架 B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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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存储架连接

■

主存储架控制器

■

主存储架磁盘

■

主存储架风扇

■

主存储架电源

■

主存储架温度

■

主存储架卷

■

主存储架卷组

■

RAID

■

温度

添加警报策略
按照警报策略向导的屏幕进行操作来定义一个警报策略。所需的信息和屏幕数因所
选的警报条件而异。对于有些警报条件，可跳过可选的屏幕。
注意：在编辑警报策略时也要使用警报策略向导。
添加警报策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警报策略”。

2

单击“添加”。此时将出现警报策略向导。
请参见第 386 页的“警报策略向导”。

3

在“常规”面板上输入“名称”、“描述”和“警报条件”。
请参见第 378 页的“OpsCenter 警报条件”。
单击“下一步”继续。在任何阶段都可以单击“取消”来退出向导。

4

在“警报条件属性”面板上，指定所选警报条件的属性。各个警报条件的属性
都不相同。对于很多警报条件（例如，“已完成作业”条件），您可能需要输
入阈值属性以及其他必需或可选属性。这些属性定义和限制警报。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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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范围”面板上，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应该根据警报条件验证的视图。
您可以选择包含一组主服务器和特定对象的视图和节点。您还可以仅选择针对
警报条件要检查的特定视图或节点的特定对象。要选择主服务器这样的特定对
象，首先要取消选中包含主服务器的视图或节点，然后选择该主服务器。您还
可以通过选择视图然后取消选中特定主服务器来从视图取消选中该特定主服务
器。
请参见第 386 页的“警报策略向导”。
您必须至少从此页选择视图的一个对象或节点。单击“下一步”继续。

6

（可选）在“操作”面板上的“电子邮件收件人”和“陷阱收件人”部分中，
您可以选择电子邮件和/或 SNMP 收件人来接收警报通知。
请参见第 385 页的“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
请参见第 386 页的“添加 SNMP 陷阱收件人”。
请注意，如果创建了警报策略，但没有定义任何收件人，则警报仍显示在“监
视”>“警报”视图中。

7

（可选）在“操作”面板的“严重性”部分中执行以下操作：
■

从“警报严重性”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严重性级别。（如果发生此警报，
“监视”>“警报”视图中将显示该警报。）

■

从“针对已清除的警报发送的电子邮件/陷阱的严重性”下拉列表中，选择
适当的严重性级别。使用“针对已清除的警报发送的电子邮件/陷阱的严重
性”选项，您可以配置在清除警报时发送的电子邮件或陷阱的严重性。默
认的严重性级别是“提示性”。

■

默认情况下，“激活条件”选项处于选中状态。默认情况下，策略在创建
后将处于活动状态。如果要停用该策略，请取消选中“激活条件”选项。
您稍后始终可以从 OpsCenter 控制台激活或停用该策略。
请参见第 392 页的“管理警报策略 ”。

8

单击“保存”以保存该警报策略。

9

成功创建策略后，单击“完成”。

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
可按照此过程将电子邮件收件人添加到警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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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

1

当使用警报策略向导创建警报策略时，请转到“操作”屏幕。

2

在“操作”屏幕上，单击“电子邮件收件人”部分的“收件人”、“抄送”或
“密件抄送”。

3

在“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对话框中，从“收件人名称”列选择特定的收件
人，然后根据需要单击“收件人”、“抄送”或“密件抄送”。

4

单击“确定”。

添加 SNMP 陷阱收件人
可按照此过程将 SNMP 陷阱收件人添加到警报策略。
添加 SNMP 陷阱收件人

1

当使用警报策略向导创建警报策略时，请转到“操作”屏幕。

2

在“操作”屏幕上，单击“陷阱收件人”部分的“收件人”。

3

在“添加陷阱收件人”对话框中，从“收件人名称”列选择特定的收件人，然
后单击“收件人”。

4

单击“确定”。

“添加陷阱收件人”对话框
在“添加陷阱收件人”对话框中，从“收件人名称”列选择特定的收件人，然后单
击“收件人”。

警报策略向导
警报策略向导由四个面板组成。
表 9-4

警报策略向导的“常规”面板

设置

描述

名称

输入警报策略的名称。此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名称是一个必填字段。

描述

输入警报策略的描述。

警报条件

从可用警报条件的列表中选择一个警报条件。
请参见第 378 页的“OpsCenter 警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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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5

警报策略向导的“警报条件属性”面板

设置

描述

指定选定警报条件的属性

为选定的警报条件指定属性。各个警报条件的属性都不相同。
对于很多警报条件（例如，“已完成作业”条件），您可能
需要输入阈值属性以及其他必需或可选属性。这些属性定义
和限制警报。
对于“作业失败率上限值”和“已完成作业”等警报条件，
您可能需要为“要包括的退出状态”或“要排除的退出状态”
字段输入各自的值。您可以在这些字段中提供多个值，按如
下格式以逗号分隔：
20-35, 36, <40, >50
数值可以是退出状态范围，如 20-35；也可以是在 40 以下全
部为退出状态，如 <40。
可以使用这类格式的任意组合，如
20-40, >55
或者
>70,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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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6
设置
视图

警报策略向导的“范围”面板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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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选择应该根据警报条件验证的视图。
您可以选择包含一组主服务器和特定对象的视图和节点。例
如，您可以选择针对警报条件要检查的默认视图“所有主服
务器”。当选择“所有主服务器”这样的视图或包含一组主
服务器的节点时，将自动选择当前在该视图或节点中的所有
主服务器。另外，稍后添加到此视图或节点的主服务器也会
自动选中并针对警报条件对其进行验证。
您还可以仅选择针对警报条件要检查的特定视图或节点的特
定对象。例如，您可以仅选择针对警报条件要检查的默认视
图“所有主服务器”下的特定主服务器。要选择特定的主服
务器，首先要取消选中包含主服务器的视图或节点，然后选
择该主服务器。
您还可以通过选择视图然后取消选中特定主服务器来从视图
取消选中该特定主服务器。例如，特定视图（例如“所有主
服务器”）中存在两个对象，服务器 A 和服务器 B。假设您
选择了“所有主服务器”视图，然后特意取消选中服务器
B，并且您选择了同样包含服务器 B 的某个视图或节点，则
不会针对警报条件对服务器 B 进行验证，即使它属于该选定
视图或节点。这是因为您已经特意从“所有主服务器”视图
中取消选中服务器 B。如果您从视图中特意取消选中某主服
务器，同时它又属于另一选定视图，则因为不会针对警报条
件对该主服务器进行验证，所以取消选中操作或排除操作具
有更高的优先级。因此，建议同一主服务器不要同时属于不
同的组。
请注意，在从此页展开视图和节点时，您还可以查看和选择
其他属性，如策略、客户端、介质服务器等（如果适用）。
这些属性位于特定警报条件的适用视图或节点下。例如，对
于“已完成作业”警报条件，您可以选择应该针对警报检查
的视图以及特定策略和客户端。
您可以针对下列警报条件查看策略名称、客户端名称、介质
服务器名称、机械手编号、驱动器 ID 等适用属性：
■

已完成作业

■

驱动器已关闭

■

还原必需介质

■

服务已停止

■

冻结的介质

■

暂停的介质

■

超出了最多介质装入数

■

磁盘组已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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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

描述
■

磁盘卷已关闭

■

作业策略已更改

■

已挂起作业

您必须至少从此页选择一个对象、节点或视图。

表 9-7

警报策略向导的“操作”面板

设置

描述

电子邮件收件人

选择接收警报通知的电子邮件收件人。

陷阱收件人

选择接收警报通知的 SNMP 收件人。

警报严重性

从“警报严重性”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严重性级别。（如果
发生此警报，“监视”>“警报”视图中将显示该警报。）

针对已清除的警报发送的电子 从“针对已清除的警报发送的电子邮件/陷阱的严重性”下拉
邮件/陷阱的严重性
列表中，选择适当的严重性级别。使用“针对已清除的警报
发送的电子邮件/陷阱的严重性”选项，您可以配置在清除警
报时发送的电子邮件或陷阱的严重性。默认的严重性级别是
“提示性”。
在 OpsCenter 中，按照警报策略指定的严重性引发警报。清
除此警报后，将发送电子邮件或陷阱，通知用户警报已清除，
电子邮件或陷阱与警报策略中所定义的严重性相同。这是默
认行为。例如，您可能已经为“已挂起作业”警报条件创建
了警报策略，严重性级别为“严重”。因此，您将收到“已
挂起作业”警报，严重性级别为“严重”。清除此“已挂起
作业”警报时，您会收到电子邮件或陷阱，通知您警报已清
除。此电子邮件或陷阱的严重性级别也是“严重”。现在，
您可以在创建警报策略时配置电子邮件或陷阱的严重性，包
括“严重”和其他某种严重性，如“提示性”。请注意，您
只能配置电子邮件或陷阱的严重性。
激活策略

默认情况下，“激活条件”选项处于选中状态。默认情况下，
策略在创建后将处于活动状态。如果要停用该策略，请取消
选中“激活条件”选项。
您稍后始终可以从 OpsCenter 控制台激活或停用该策略。
请参见第 392 页的“管理警报策略 ”。

请参见第 384 页的“添加警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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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了解“监视”视图中的警报计数
警报仅适用于对其创建了相应警报策略的对象（主服务器）。当为该策略引发警报
时，警报是在所选对象上引发的。例如，当所选主服务器（对象）上的任何所选介
质冻结时，会发出“冻结的介质”警报。请考虑创建这样一种情况：为包含两个主
服务器的所选视图创建警报策略。为创建策略，选择“冻结介质”类型的警报条
件。由于此主服务器存在于该视图中，因此从“视图”窗格选择特定服务器和特定
视图后，系统会列出该警报。

适用于多个服务器组的警报
某些警报类型（例如，磁盘卷容量不足）适用于多个受管服务器组。在这种情况
下，磁盘卷容量的计算基于所选组中所有主服务器的磁盘。该警报不是应用于组中
的单个服务器，而是应用于创建该警报策略的服务器组。这意味着，如果所选组中
的服务器磁盘卷容量低于用户定义的阈值，只为该组引发一个警报。不会为该组中
的每个主服务器都生成一个警报。因此，仅当您选择创建该警报策略的服务器组
（或该组的父组）时才会列出该警报。
如果为单个受控服务器创建此类型的警报策略，由于该服务器就是所选对象，因此
将在该服务器上引发警报。如果选择包含该主服务器的所有节点或视图，也可查看
该警报。
以下 OpsCenter 警报策略条件应用于多个组：
■

已冻结介质上限值

■

磁盘卷容量不足

■

可用介质下限值

适用于单个服务器的警报
以下 OpsCenter 警报策略条件适用于单个受管服务器：
■

关闭驱动器上限值

■

作业失败率上限值

■

已暂停介质上限值

某些类型的警报（例如，作业失败率上限值）适用于单个主服务器。在这种情况
下，作业失败率的计算基于所选组中每个主服务器上的作业。如果任意主服务器的
作业失败率大于用户定义的阈值，系统会引发警报。对于作业失败率大于用户定义
的阈值的情况，系统只会为所有这些主服务器引发一次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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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警报策略
使用以下过程可编辑、删除、复制、激活或停用警报策略。可以复制并在其他受控
主服务器上使用警报策略。警报策略“详细信息”表中包含警报策略的副本，可以
在表中对其进行更改。
编辑警报策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警报策略”。

2

从表的“名称”列中选择警报策略。

3

单击“编辑”。
使用警报策略向导创建或编辑策略。编辑警报策略时，默认情况下，在警报策
略向导中会选择特定于策略的警报条件。编辑警报策略时无法选择其他警报条
件。
请参见第 384 页的“添加警报策略”。

删除警报策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警报策略”。

2

从表的“名称”列中选择警报策略。

3

单击“删除”。

复制警报策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警报策略”。

2

从表的“名称”列中选择警报策略。

3

单击“更多”，然后从下拉列表中单击“复制”。

4

在“复制警报策略”对话框中，输入警报策略的新名称。

5

单击“确定”。
警报策略“详细信息”表中包含警报策略的副本，可以在表中对其进行更改。

启用或禁用警报策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警报策略”。

2

从表的“名称”列中选择警报策略。

3

单击“更多”，然后从下拉列表中单击“启用”或“禁用”。

查看与警报策略关联的警报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警报策略关联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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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警报策略关联的警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警报策略”。

2

从表的“名称”列中选择警报策略。

3

单击“更多”，然后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查看警报”。

关于管理 NetBackup 存储
选择“管理”>“存储”时将显示此视图。此视图中包括“存储单元”、“存储单
元组”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子选项卡。使用这些子选项卡，您可以查看关于当
前“视图”窗格选择的 NetBackup 存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74 页的“控制“管理”视图的范围”。
表 9-8 列出了有关如何管理 NetBackup 存储的主题。
表 9-8

主题内容和描述

主题

描述

请参见第 393 页的““管理”>“存储”>“存储单元” 说明使用“管理”>“存储”>“存储单元”
视图”。
视图时可用的功能。
请参见第 395 页的““管理”>“存储”>“存储单元 说明使用“管理”>“存储”>“存储单元组”
组”视图”。
视图时可用的功能。
请参见第 396 页的““管理”>“存储”>“存储生命周 说明使用“管理”>“存储”>“存储生命周
期策略”视图”。
期策略”视图时可用的功能。

“管理”>“存储”>“存储单元”视图
选择“管理”>“存储”>“存储单元”时将显示此视图。此视图显示当前“视图”
窗格选择的存储单元的详细信息。“视图”窗格中当前选择的每个存储单元在该表
中都对应一行。
请参见第 374 页的“控制“管理”视图的范围”。
默认情况下，此视图中出现的表将显示以下列：
表 9-9

“管理”>“存储”>“存储单元”视图

列标题

描述

名称

此列列出了存储单元的名称。单击链接可查看有关存储单元
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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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标题

描述

机械手类型

此列指定存储单元包含的机械手类型（如果存在）。

机械手编号

此列为磁带库指定唯一的逻辑标识号。

密度

此列列出了存储单元（如 hcart、hcart2 或 hcart3）的密度。

根据要求

此列指定是否可以根据要求以独占方式使用存储单元。只有
显式配置策略或日程表使用此存储单元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路径

此列指定可用于磁盘备份的文件系统或卷的绝对路径。

在此视图中，最初并非显示所有可用的列，以下列没有显示，但是可以通过单击
“表设置”图标将其添加到视图中：
■

存储单元类型

■

容量

■

可用空间

■

高位标记

■

最多并行作业数

■

分段作业

■

低位标记

■

可存在于根上

■

NDMP 主机

■

启用块共享

■

传输限制

■

主服务器

■

上次看到的时间

■

主机

■

片段大小

■

多路复用

■

磁盘类型

■

上次选定的时间

■

磁盘池

■

主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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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为快照配置

■

主节点

■

复制

有关这些字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联机《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
还提供了有关如何自定义表和查看特定列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使用表”。
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以下任务：
查看单个存储单元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95 页的“查看单个存储单元的详细
信息”。

查看单个存储单元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单个存储单元的详细信息。
查看单个存储单元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存储”>“存储单元”。

2

单击表的“名称”列中的存储单元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将在“常规”选项卡下的此视图底部显示存储单元详细信息。此选项卡显示表
的许多可用列。

“管理”>“存储”>“存储单元组”视图
选择“管理”>“存储”>“存储单元组”时将显示此视图。此视图显示当前“视
图”窗格选择的存储单元组的详细信息。 “视图”窗格中当前选择的每个存储单元
组在该表中都对应一行。
请参见第 374 页的“控制“管理”视图的范围”。
默认情况下，此视图中出现的表将显示以下列：
表 9-10

“管理”>“存储”>“存储单元组”视图

列标题

描述

名称

此列列出了存储单元组的名称。单击链接可
查看有关存储单元组的详细信息。

存储单元选择

此列指定存储单元包含在组中时选择它们的
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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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标题

描述

上次看到的时间

此列指定上次看到存储单元组的日期和时间。

在此视图中，最初并非显示所有可用的列，以下列没有显示，但是可以通过单击
“表设置”图标将其添加到视图中：
■

已为快照配置

■

主节点

■

复制

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以下任务：
查看单个存储单元组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96 页的“查看单个存储单元组的详
细信息”。

查看单个存储单元组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存储单元组的详细信息。
存储单元组详细信息显示在此视图底部的下列选项卡下：
常规

此选项卡显示的存储单元组的详细信息也显
示在表中。

存储单元

此选项卡显示属于存储单元组的存储单元的
详细信息。

查看单个存储单元组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存储”>“存储单元组”。

2

单击表的“名称”列中的存储单元组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管理”>“存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视图
选择“管理”>“存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时，将显示此视图。此视图显示当
前“视图”窗格中选择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详细信息。存储生命周期由一个或多
个存储单元组成。 “视图”窗格中当前选择的每个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在该表中都对
应一行。
请参见第 374 页的“控制“管理”视图的范围”。
默认情况下，此视图中出现的表将显示以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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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1

“管理”>“存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视图

列标题

描述

名称

此列列出了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名称。单击链接可查看有关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详细信息。

版本

此列列出了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版本。

数据分类

此列列出了为存储生命周期选择的数据分类，它适用于生命
周期中的所有存储单元。例如，可以将数据归为“金”类或
“银”类。

作业优先级

此列指定策略对于备份资源的优先级。所有策略的默认优先
级为 0（可能的最低优先级）。优先级大于零的任何策略的
优先级高于默认设置。

主服务器

此列列出了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关联的主服务器。单击链接
查看有关主服务器的更多详细信息。

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以下任务：
查看单个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97 页的“查看单个存储生命周期策
略的详细信息 ”。

查看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关联的主服务器的
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98 页的“查看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

查看单个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单个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详细信息。详细信息显示在此视图底
部的下列选项卡下：
常规

此选项卡显示的存储单元组的详细信息也显
示在表中。

存储目标

此选项卡显示属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存储
目标的详细信息。

查看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存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2

单击表的“名称”列中的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397

使用 OpsCenter 管理 NetBackup
关于管理 NetBackup 设备

查看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详细信息在
一个单独页面上显示。
查看与存储生命周期策略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存储”>“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2

单击表的“主服务器”列中的主服务器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关于管理 NetBackup 设备
在某些情况下，多个 OpsCenter 用户管理设备之间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当一个
用户试图启动驱动器时，另一个用户关闭了同一驱动器。
表 9-12 列出了有关如何管理 NetBackup 设备的主题。
表 9-12

主题内容和描述

主题

描述

请参见第 398 页的““管理”>“设备”>“驱动器”视 解释使用“管理”>“设备”>“驱动器”视
图”。
图可用的功能。
请参见第 402 页的““管理”>“设备”>“机械手”视 解释使用“管理”>“设备”>“机械手”视
图”。
图可用的功能。
请参见第 404 页的““管理”>“设备”>“磁盘池”视 解释使用“管理”>“设备”>“磁盘池”视
图”。
图可用的功能。
请参见第 406 页的““管理”>“设备”>“SAN 客户 解释使用“管理”>“设备”>“SAN 客户
端”视图”。
端”视图可用的功能。
请参见第 407 页的““管理”>“设备”>“FT 服务器” 解释使用“管理”>“设备”>“FT 服务器”
视图”。
视图可用的功能。

“管理”>“设备”>“驱动器”视图
选择“管理”>“设备”>“驱动器”时，将显示此视图。此视图显示配置为供当前
“视图”窗格选择的 NetBackup 使用的驱动器的详细信息。此视图显示有关所有驱
动器的信息，其中也包括已禁用或不可访问的驱动器。
请参见第 374 页的“控制“管理”视图的范围”。
默认情况下，此视图中出现的表将显示以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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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3

“管理”>“设备”>“驱动器”视图

列标题

描述

驱动器名称

此列列出了配置的驱动器的名称。单击链接查看有关驱动器
的详细信息。

设备主机

此列列出了该驱动器挂接到的设备主机（介质服务器）的名
称。如果配置了多个驱动器路径，则此列的内容为“多个”。
如果将驱动器配置为共享驱动器 (SSO)，则此列的内容为“多
个”。

主服务器

此列列出了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名称。

驱动器类型

此列指定驱动器的类型。
示例：hcart2、hcart3、4MM。

机械手类型

此列指定包含该驱动器的机械手的类型。
示例：TL4、TLD。

已启用

如果已启用该路径，则此列包含“是”。如果未启用该路径，
则此列包含“否”。如果配置了多个驱动器路径，则此列的
内容为“多个”。

在此视图中，最初并非显示所有可用的列，以下列没有显示，但是可以通过单击
“表设置”图标将其添加到视图中：
■

序列号

■

清洗频率

■

共享

■

查询信息

■

卷头路径

■

ACS

■

LSM

■

面板

■

驱动器

■

供应商驱动器标识符

■

机械手编号

■

机械手驱动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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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的介质 ID

■

分配的主机

■

控制主机名称

■

Evsn

■

上次清洗时间

■

本地控制

■

装入时间

■

NDMP

■

占用索引

■

Opr 注释

■

准备就绪

■

请求 ID

■

扫描主机

■

VM 主机

■

已启用写入功能

有关这些字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联机《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
还提供了有关如何自定义表和查看特定列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使用表”。
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以下任务：
查看单个驱动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00 页的“查看单个驱动器的详细信
息”。

查看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01 页的“查看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
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过滤器查看特定驱动器

请参见第 401 页的“按 NetBackup 驱动器类别
过滤”。

查看单个驱动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单个驱动器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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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单个驱动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设备”>“驱动器”。

2

单击表的“驱动器名称”列中的驱动器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驱动器的详细属性和状态显示在此视图的底部的“常规”选项卡下。 “路径”
选项卡显示为驱动器配置的路径。

查看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驱动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设备”>“驱动器”。

2

单击表的“主服务器”列中的驱动器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特定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在一个单独页面上显示。

按 NetBackup 驱动器类别过滤
可以对此视图进行排序和过滤，以便将重点放在要查看的特定类型的驱动器上。例
如，可以应用某个过滤器以仅显示那些启动的驱动器。可以使用以下内置过滤器的
任何一个来进行过滤：从位于表顶部的下拉列表中可获取这些过滤器。
有以下内置过滤器可用：
所有驱动器

“所有驱动器”是默认过滤器。选择此过滤
器可查看所有驱动器。

启动驱动器

选择此过滤器只查看那些启动的驱动器。对
于启动的驱动器，所有驱动器路径都已启动。

关闭驱动器

选择此过滤器只查看那些关闭的驱动器。对
于关闭的驱动器，所有驱动器路径都已关闭。

混合驱动器

选择此过滤器查看混合驱动器。对于混合驱
动器，有些驱动器路径启动，有些驱动器路
径关闭。

除使用内置过滤器之外，您还可以创建自己的自定义过滤器。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按驱动器类型过滤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设备”>“驱动器”。

2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过滤器。请注意，下拉列表位于表的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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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设备”>“机械手”视图
选择“管理”>“设备”>“机械手”时，将显示此视图。此视图显示配置为供当前
“视图”窗格选择的 NetBackup 使用的机械手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74 页的“控制“管理”视图的范围”。
默认情况下，此视图中出现的表将显示以下列：
表 9-14

“管理”>“设备”>“机械手”视图

列标题

描述

机械手名称

此列包含机械手的名称。机械手名称包含机械手的类型和编
号，如 TLD(3)。
单击链接查看有关机械手的详细信息。

设备主机

此列列出了该机械手挂接到的设备主机的名称。
单击链接查看有关设备主机的详细信息。

序列号

此列包含机械手序列号。

机械手控制主机

如果机械手由远程主机控制，则此列包含控制该机械手的主
机的名称。

主服务器

此列列出了与机械手关联的主服务器。
单击链接查看有关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在此视图中，最初并非显示所有可用的列，以下列没有显示，但是可以通过单击
“表设置”图标将其添加到视图中：
■

机械手类型

■

机械手编号

■

查询信息

■

上次看到的时间

■

最多驱动器数

■

最大插槽号

■

远程 ID

■

VM 主机

有关这些字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联机《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
还提供了有关如何自定义表和查看特定列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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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使用表”。
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以下任务：
查看机械手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03 页的“查看单个机械手的详细信
息”。

查看与机械手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03 页的“查看与机械手相关的主服
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机械手关联的设备主机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03 页的“查看与机械手关联的设备
主机的详细信息”。

查看单个机械手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单个机械手的详细信息。
查看单个机械手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设备”>“机械手”。

2

单击表的“机械手名称”列中的机械手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机械手的详细属性显示在此视图底部的“常规”选项卡下。 “路径”选项卡显
示为机械手配置的路径。

查看与机械手相关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机械手相关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机械手相关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设备”>“机械手”。

2

单击表的“主服务器”列中的主服务器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主服务器的详细属性在一个单独页面上显示。

查看与机械手关联的设备主机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机械手相关的设备主机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机械手相关的设备主机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设备”>“机械手”。

2

单击表的“设备主机”列中的主服务器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设备主机的详细属性在一个单独页面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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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设备”>“磁盘池”视图
选择“管理”>“设备”>“磁盘池”时，将显示此视图。此视图显示配置为供当前
“视图”窗格选择中的 NetBackup 使用的磁盘池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74 页的“控制“管理”视图的范围”。
注意：以下属性不适用于云存储磁盘池：可用空间、原始大小、可用大小、低位标
记 (%) 和高位标记 (%)。
所有这些值派生自存储容量，无法从云提供商中获取。
默认情况下，此视图中出现的表将显示以下列：
表 9-15

“管理”>“设备”>“磁盘池”视图

列标题

描述

名称

此列列出了磁盘池的名称

服务器类型

此列列出了存储服务器类型。对于 OpenStorage，服务器类
型取决于供应商名称。

卷数

此列列出了磁盘池中磁盘卷的数目。

已使用容量

此列列出了正在使用的存储空间量。

可用空间

此列列出了磁盘池中的可用空间（以 GB 为单位）。

原始大小

此列列出了磁盘池中未格式化的原始存储空间总量。

可用大小

此列列出了在将文件元数据开销考虑在内的情况下，可用于
存储的估计磁盘空间量。

低位标记 (%)

此列列出了磁盘池的低位标记。（默认值为 80%）。 当磁盘
池的容量返回到低位标记时，NetBackup 将再次向存储单元
分配作业。

高位标记 (%)

此列列出了磁盘池的高位标记（默认值为 98%)。

% 已满

此列列出了磁盘池的已用百分比。

主服务器

此列列出了与磁盘池关联的主服务器（链接）的名称。

状态

此列列出了磁盘池的状态（如“启动”）

在此视图中，最初并非显示所有可用的列，以下列没有显示，但是可以通过单击
“表设置”图标将其添加到视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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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导入

■

已为快照配置

■

主节点

■

复制

有关这些字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联机《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帮助》。
还提供了有关如何自定义表和查看特定列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使用表”。
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以下任务：
查看磁盘池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05 页的“查看磁盘池的详细信息”。

查看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05 页的“查看与磁盘池关联的主服
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磁盘池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磁盘池的详细信息。磁盘池的详细信息显示在“管理”>“设
备”>“磁盘池”视图底部的下列选项卡下：
常规

此选项卡显示磁盘池的详细属性。
单击主服务器链接查看有关与磁盘池相关的
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磁盘卷

此选项卡显示有关与磁盘池相关的磁盘卷的
详细信息。

存储服务器

此选项卡显示有关与磁盘池相关的存储服务
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磁盘池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设备”>“磁盘池”。

2

单击表的“名称”列中的磁盘池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详细信息显示在此视图底部。

查看与磁盘池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 SAN 客户端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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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与磁盘池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设备”>“磁盘池”。

2

单击表的“主服务器”列中的主服务器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主服务器的详细属性在一个单独页面上显示。

“管理”>“设备”>“SAN 客户端”视图
选择“管理”>“设备”>“SAN 客户端”时，将显示此视图。此视图显示配置为
供当前“视图”窗格选择中的 NetBackup 使用的 SAN 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374 页的“控制“管理”视图的范围”。
默认情况下，此视图中出现的表将显示以下列：
表 9-16

“管理”>“设备”>“SAN 客户端”视图

列标题

描述

名称

此列列出了 SAN 客户端的名称。

状态

此列列出了 SAN 客户端上 FT 设备的状态。
有活动、已禁用等不同状态。

用法首选项

此列确定何时使用 FT 介质服务器。

FT 介质服务器的数量

此列列出了支持 FT 传输且客户端可与其收发数据的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的数量。

备份等待期限

等待 FT 介质服务器以执行备份操作的分钟数。

还原等待期限

等待 FT 介质服务器以执行还原操作的分钟数。

主服务器

此列列出了与 SAN 客户端相关的主服务器。

“版本”列不会显示，但通过单击“表设置”图标可将该列添加到视图中。
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以下任务：
查看 SAN 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07 页的“查看 SAN 客户端的详细信
息”。

查看与 SAN 客户端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 请参见第 407 页的“查看与 SAN 客户端关联的
息
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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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SAN 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 SAN 客户端的详细信息。SAN 客户端的详细信息显示在“管
理”>“设备”>“SAN 客户端”视图底部的下列选项卡下：
常规

此选项卡显示 SAN 客户端的详细属性和状
态。单击主服务器链接查看有关与 SAN 客户
端相关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FT 设备

此选项卡显示选择的 SAN 客户端的 FT 目标
设备信息。

查看 SAN 客户端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设备”>“SAN 客户端”。

2

单击表的“名称”列中的 SAN 客户端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详细信息显示在此视图底部。

查看与 SAN 客户端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 SAN 客户端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 SAN 客户端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设备”>“SAN 客户端”。

2

单击表的“主服务器”列中的主服务器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主服务器的详细属性在一个单独页面上显示。

“管理”>“设备”>“FT 服务器”视图
选择“管理”>“设备”>“FT 服务器”时，将显示此视图。此视图显示配置为供
当前“视图”窗格选择的 NetBackup 使用的 FT（光纤传输）介质服务器的详细信
息。
请参见第 374 页的“控制“管理”视图的范围”。
默认情况下，此视图中出现的表将显示以下列：
表 9-17

“管理”>“设备”>“FT 服务器”视图

列标题

描述

名称

此列包含 FT 介质服务器的名称。
单击链接查看有关机械手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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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标题

描述

状态

此列列出了 FT 介质服务器的状态。

主服务器

此列列出了与 FT 服务器相关的主服务器。

最多允许连接数

此列指定与介质服务器之间允许的 FT 连接的数量。

可以在此视图中执行以下任务：
查看 FT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08 页的“查看 FT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

查看与 FT 服务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08 页的“查看与 FT 服务器关联的主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 FT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 FT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FT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显示在“管
理”>“设备”>“FT 服务器”视图底部的下列选项卡下：
常规

此选项卡显示 FT 服务器的详细属性和状态。

FT 设备

此选项卡显示选择的 FT 服务器的 FT 目标设
备信息。

查看 FT 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设备”>“FT 服务器”。

2

单击表的“名称”列中的光纤传输服务器的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详细信息显示在此视图底部。

查看与 FT 服务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使用以下过程可查看与 FT 服务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查看与 FT 服务器关联的主服务器的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设备”>“FT 服务器”。

2

单击表的“主服务器”列中的主服务器名称（向下钻取链接）。
主服务器的详细属性在一个单独页面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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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操作还原和引导式恢复操作
使用“管理”>“还原”选项卡可执行可操作还原或引导式恢复操作。当您以“报
告者”角色登录时，“还原”子选项卡不可见。
仅当您有权访问客户端视图或主服务器视图并且有客户端或主服务器连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时，才会启用“还原文件和目录”链接。
仅当允许您访问主服务器视图或主服务器连接到 OpsCenter 控制台时，才会启用
“克隆 Oracle 数据库”链接。

关于从 OpsCenter 执行可操作还原
现在，通过 OpsCenter 控制台即可轻松搜索和还原多个源客户端的已备份文件和目
录。通过 OpsCenter 控制台，可以使用合并的方式搜索和查看多个源客户端的已备
份文件或目录。
在从 OpsCenter 控制台还原文件和目录前，请查看以下注意事项：
■

必须有要还原的文件和目录的备份。

■

不能从 7.5 之前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搜索或还原文件和目录。
请注意，您的已备份文件和目录有可能是使用旧版 NetBackup 备份的。如果升
级 NetBackup，那么使用 OpsCenter 可以搜索和还原使用旧版创建的备份。

■

必须将 NetBackup 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中，才能从与该主服务器
关联的客户端还原文件和目录。

■

我们使用基于视图的访问来控制可以搜索和还原到的客户端，因此将只显示那
些您可以访问的视图。

■

在给定的时间，每个用户只允许一个用户会话。

■

OpsCenter 仅支持正常还原。不支持其他还原类型（如“已存档”、“原始分
区”、“实际映像”、“虚拟机”等等）。

■

对于 VMware 或 HyperV 客户端，仅当客户端名称与主机名相同时，才可执行
搜索和还原操作。
如果客户端名称与显示名称、UUID 或 DNS 名称相同，则只能执行“搜索”功
能。在这种情况下，您不能执行还原操作。下表提供了当客户端名称为主机名、
显示名称、UUID、DNS 名称等时是否可执行“搜索”和“还原”功能的详细信
息。：
客户端名称类型

搜索

还原

主机名

是。

是。

显示名称

是。

否

409

使用 OpsCenter 管理 NetBackup
关于可操作还原和引导式恢复操作

客户端名称类型

搜索

还原

UUID

是。

否

DNS 名称

是。

否

关于时段选择
您可以搜索在特定时段内备份的文件和目录。
可用选项如下：
今天

如果今天备份了一个文件并要将它还原，请选择“今天”。
该时段将显示在页面顶部的左侧。
例如，如果今天是 5 月 31 日，OPSCENTER 将搜索从 2011
年 5 月 31 日午夜 12 点到 2011 年 6 月 1 日午夜 12 点之间
备份的所有文件和目录。

天

如果要查看过去 24 小时内备份的文件和目录，请选择
“天”。与选定时段（“天”）关联的时间间隔显示在页面
的左侧。也可以分别单击左侧和右侧的箭头来调整时间间隔。
例如，如果您选择“天”并在 1 月 10 日上午 11:00 单击“搜
索”，那么 OpsCenter 会搜索从 2012 年 1 月 9 日上午 11:00
到 2012 年 1 月 10 日上午 11:00 备份的文件和目录。

周

如果要查看过去 7 天内备份的文件和目录，请选择“周”。
与选定时段（“周”）关联的时间间隔显示在页面的左侧。
也可以分别单击左侧和右侧的箭头来调整时间间隔。

月

默认情况下，将选择此选项。要查看过去一个月内备份的文
件和目录，请选择“月”。与选定时段（“月”）关联的时
间间隔显示在页面的左侧。也可以分别单击左侧和右侧的箭
头来调整时间间隔。

90 天

要查看过去 90 天内备份的文件和目录，请选择“90 天”。
与选定时段（“90 天”）关联的时间间隔显示在页面的左
侧。也可以分别单击左侧和右侧的箭头来调整时间间隔。

年

如果要查看从当前日期算起的过去一年内备份的文件和目录，
请选择“年”。与选定时段（“年”）关联的时间间隔显示
在页面的左侧。也可以分别单击左侧和右侧的箭头来调整时
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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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

通过单击“自定义”并指定绝对时段或相对时段，可以自定
义时段选择。使用“自定义”选项可查看任何所需时段的数
据，例如可以查看前三个星期的备份数据。与选定时段关联
的时间间隔显示在页面的左侧。

关于还原操作员
已将名为“还原操作员”的新用户角色添加到“管理”>“还原”视图的控制访问
权限中。仅当您以下列角色登录 OpsCenter 时，才可以查看“管理”>“还原”：
■

安全管理员

■

管理员

■

还原操作员

■

操作员

当您以“报告者”角色登录时，“还原”子选项卡不可见。还原操作员只能选择
“监视”>“作业”视图中的还原作业并对其执行操作。还原操作员不可以选择任
何其他作业（如备份作业），也不可以对它们执行任何操作（如取消、重新启动、
继续等）。
请参见第 210 页的“OpsCenter 用户界面中的用户访问权限和功能”。
注意：此外，基于视图的访问用于控制您可以搜索并进行还原的客户端。 因此将只
显示那些您可以访问的视图。

文件和目录还原向导
文件和目录还原向导包括三个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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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8

文件和目录还原向导

面板

描述

选择文件或目录

“选择文件或目录”面板允许您执行简单或
高级搜索操作，以查找要还原的特定文件或
目录。将这些文件和目录添加到“还原购物
车”可在以后对其进行还原。“还原购物车”
还允许您使用多个搜索和浏览操作将文件添
加到购物车。
默认情况下，此面板上会显示“选择文件或
目录”>“搜索”视图。还可以浏览其他选项
卡和子选项卡，如“还原购物车”和“浏
览”。
请参见第 412 页的““选择文件或目录”>“搜索”
选项”。
请参见第 424 页的““选择文件或目录”>“浏览”
选项”。
请参见第 427 页的“还原购物车”。

还原选项

“还原选项”面板允许您选择多个还原选项，
如选定客户端的目标客户端和路径、重写选
项等。
请参见第 429 页的““还原选项”面板”。

摘要

“摘要”面板显示了已选定要还原的文件或
目录的列表。
请参见第 432 页的““摘要”面板”。

“选择文件或目录”面板
使用“选择文件或目录”面板可搜索文件和目录、浏览客户端或使用“还原购物
车”。

“选择文件或目录”>“搜索”选项
默认情况下，选择“管理”>“还原”，然后单击“还原文件和目录”链接，即显
示此视图。 通过“选择文件或目录”>“搜索”视图，可以根据所选的时段和搜索
选项执行简单或高级搜索操作。选择特定时段后，将仅搜索选定时段内进行的备
份。默认情况下，搜索上一个月内备份的文件或目录。
选择“选择文件或目录”>“搜索”后，会显示以下搜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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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或目录名

输入要搜索的文件或目录的名称。这是一个必填字段。
对于 UNIX 客户端，搜索模式可以使用 / 开头，以指明应从
根目录开始匹配。
对于 UNIX 客户端，搜索模式可以使用 / 结尾；而 Windows
客户端则是 \，以指明只返回目录匹配项。
您可以按照以下方法进行搜索：
■

■

■

输入完整路径名。
OpsCenter 按照您输入的任何高级搜索条件搜索选定客户
端和时段内的特定路径和文件。 使用斜杠 (/) 作为 UNIX
的路径分隔符，使用反斜杠 (\) 作为 Windows 的路径分隔
符。
输入一个特定的文件名或目录名。
OpsCenter 按照您输入的任何高级搜索条件搜索选定客户
端和时段内的特定文件或目录（文件夹）。
在条目中添加 * 或 ? 通配符。
如果不知道确切的目录（文件夹）或文件名，请将这些通
配符之一添加到字符串中。 这些通配符在 Windows 和
UNIX 客户端上均有效。
示例：
■ 输入 *.doc 可查看以该后缀结尾的文件。
■

■

■

■

输入 ca?.doc 可查看 ca 之后有一个字符且扩展名为
.doc 的所有文件。
输入 etc/hos* 可查看直接位于目录 etc 内的名为 hos*
的文件。
输入 C:\backup* 可查看直接位于目录 C: 内的名为
backup* 的文件。
输入 /etc/hos* 可查看直接位于目录 etc 内的名为
hos* 的文件。 etc 目录必须是第一级目录。
输入 trace\backup* 可查看直接位于名为 trace 的目
录内的文件。
输入 etc//hos* 可查看直接位于目录 etc 或其子目录
内的名为 hos* 的文件。
输入 C:\\backup* 可查看直接位于目录 C: 或其子目录
内的 名为 backup* 的文件。

注意：仅在文本框内键入 * 不能进行搜索。 不支持此操作。
此外，在 UNIX 上使用 /path/* 或在 Windows 上使用 path\*
的模式也不能进行搜索。 要查找相关结果，您可以使用 path*
或 path 执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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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户端内搜索
在此字段中，可以指定要搜索其备份信息的一组客户端。您可以搜索在给定时间与一个或多
个视图或主服务器关联的多个客户端。
选择与一台主服务器关联的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此时将显示一个表，其中提供了客户端名
称、与其关联的主服务器及用于删除客户端的链接等详细信息。 要添加与其他视图或主服
务器关联的客户端，请选择该视图或主服务器，然后键入客户端或浏览找到客户端。
视图

从“视图”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视图。
“视图”下拉列表中仅显示以下视图：
■

您有权访问的视图

■

客户端类型或主服务器类型视图

如果选择一个主服务器类型的视图，将在“主服务器”下拉
列表中显示所有添加到该视图中的 NetBackup 7.5 主服务器。
如果选择客户端类型的视图，将禁用“主服务器”下拉列表。
主服务器

从“主服务器”下拉列表中选择主服务器。将显示所有属于
选定视图的 NetBackup 7.5 主服务器。

注意： “主服务器”下拉列表中仅显示 NetBackup 7.5 主
服务器。即使选定视图中有低于 7.5 的主服务器，“主服务
器”下拉列表中也不会显示这些主服务器。
在下列情况下禁用“主服务器”下拉列表：
■

如果从“视图”下拉列表中选择客户端类型的视图

■

如果您只能访问客户端类型的视图

要在某个客户端上还原备份的文件和目录（文件夹），请务
必先将与该客户端关联的主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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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指定要搜索其备份信息的客户端。如果您记得客户端名称，
请在“客户端”文本框中键入客户端名称。 开始键入客户端
名称（如 a1）时，下拉列表下将自动显示以这些字符开头的
受保护客户端（自动填写字段）。当显示客户端名称时，选
择该名称。
选择要搜索的客户端后，将在下面出现一个表，其中提供了
选择进行搜索的客户端名称、与该客户端关联的主服务器以
及用于删除客户端的链接等详细信息。如果要删除特定客户
端，请单击“删除”。

注意：键入客户端名称或浏览客户端时，仅显示那些含有已
备份文件和目录的客户端（或受保护的客户端），而不显示
不含任何备份的客户端。

注意：另外，只显示那些通过视图向用户授予了访问权限的
客户端。
如果您不记得任何客户端名称或只是要浏览客户端，请单击
“浏览并选择客户端”链接，并选择与某个主服务器或客户
端类型的视图关联的受保护客户端的列表。
请参见第 418 页的““浏览客户端”对话框”。

注意：显示搜索结果的时间可能会随着选定客户端数量的增
加而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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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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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简单的搜索参数，还可以基于更高级的参数进行搜索。
如果要使用其他参数（如策略类型、备份类型、文件大小、
策略名称等）进行搜索，请单击“高级搜索”。这些参数都
是可选参数。
您将看到以下用于高级搜索操作的选项：
■

■

■

■

■

策略名称
输入策略名称可查看与特定策略关联的备份。
策略类型
通过选择策略类型，可以查看与选定策略类型关联的备
份。 对于还原文件和目录，可支持诸如 FlashBackup、
FlashBackup - Windows、MS-Windows、NDMP、
Standard、Hyper-V 和 VMware 等策略类型。
只能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策略类型。
策略相关关键字
通过指定与策略关联的关键字，可以查看与特定关键字关
联的备份。
备份类型
通过选择备份类型，可以查看与选定备份类型关联的备
份。您可以选择多个备份类型。
选择文件扩展名
从“选择文件扩展名”下拉列表中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要
查看的文件扩展名。已列出以下文件扩展名：
■ txt
■

doc

■

docx

■

pdf

■

XLS

■

xlsx

■

ppt

■

pptx

如果某个文件扩展名未列出，可以在“指定扩展名”选项
下键入该扩展名。

■

■

选择或指定文件扩展名后，请单击“添加”。右侧的列表
框中将显示选择的文件扩展名。
不区分大小写的搜索
默认情况下，将选中此选项。您可以取消选中不区分大小
写的搜索选项，以执行区分大小写的搜索。
区分大小写的搜索仅适用于文件名或目录名称和文件扩展
名。
文件/目录修改时间
通过此选项，可以根据文件或目录的上次修改时间进行搜
索。默认选择是“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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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其他选项外，还可以通过选择“指定日期和时间
范围”，并选择“从”和“到”时段，来指定绝对时段。

注意：已添加名称为 nbfindfile 的命令，使用该命令可以根据简单搜索条件搜索
文件或目录。 此命令可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而不是 OpsCenter 服务器）执
行。
请参见第 559 页的nbfindfile。

“浏览客户端”对话框
您还可以通过浏览来查看并选择与主服务器或视图关联的客户端。如果您不记得任
何客户端名称，或者要浏览与主服务器或视图关联的客户端，则此选项可能十分有
用。
当您在“选择文件或目录”>“搜索”视图中单击“浏览并选择客户端”链接时，
将显示“浏览客户端”对话框。
对话框中显示了下列选项：
选定的视图

显示从“视图”下拉列表中选择的视图。
如果选择主服务器类型的视图，则会在“名
称”列下显示添加到该视图的所有 NetBackup
7.5 主服务器。如果选择客户端类型的视图，
则会在“名称”列中的选定视图下显示客户
端。

过滤客户端

当客户端列表较大时，您可能需要查看特定
的客户端。
要过滤特定的客户端，请输入客户端名称、
客户端名称的一部分或添加 * 通配符。例如，
当您在“过滤客户端”字段中输入 ary 后，
OpsCenter 会显示以 ary 字符串开头或包含
该字符串的所有结果。
单击“应用过滤器”可应用此过滤器并查看
过滤的客户端。
单击“清除过滤器”可清除过滤的视图并查
看所有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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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如果选择主服务器类型视图，则每个主服务
器（带有黄色文件夹图标）均会显示在“名
称”列下，并在旁边显示一个加号 (+)。当您
展开一个主服务器时，可以看到与其关联的
受保护客户端。
如果选择客户端类型视图，则可以在“名称”
列下查看客户端。
选中一个或多个客户端旁边的复选框并单击
“确定”。
此时会显示一个提供详细资料（如选中以进
行搜索的客户端名称、与客户端关联的主服
务器，以及用于删除客户端的链接）的表。
如果要删除特定客户端，请单击“删除”。

注意：显示搜索结果的时间可能会随着选定
客户端数量的增加而延长。

执行简单或高级搜索
要还原某个特定文件或目录，首先需要知道该文件或目录的位置。可以执行简单搜
索，也可以执行高级搜索。要执行简单搜索，必须选择时段，输入文件或目录名
（完全、部分或通配符）或者文件或目录路径，以及客户端名称。默认情况下，选
择上个月作为时段。这意味着，默认情况下会搜索上个月备份的文件或目录。
要执行高级搜索，除了简单搜索参数，还可以指定其他可选参数，如策略名称、策
略或备份类型等。
使用以下过程可搜索要还原的文件和目录。
搜索和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目录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还原”。

2

单击“文件和目录”下的“还原文件和目录”。

3

默认情况下显示“选择文件或目录”>“搜索”选项卡的内容。 在此视图中，
可以搜索和选择要还原的文件和目录。可以执行简单搜索，也可以执行高级搜
索。
除了搜索和选择文件，还可以浏览和选择某个客户端上要还原的已备份文件和
目录。
请参见第 426 页的“浏览客户端上的文件和目录”。

4

选择要搜索的时段。默认选中的时段是“月”。
请参见第 410 页的“关于时段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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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基于名称、路径、通配符等搜索文件和目录”部分中，输入以下参数。要
执行简单搜索操作，请在“基于名称、路径、通配符等搜索文件和目录”部分
中输入所有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12 页的““选择文件或目录”>“搜索”选项”。
可以从一个或多个视图或主服务器中选择要在指定时间搜索的多个客户端。要
从多个视图或主服务器搜索客户端，必须在各个视图或主服务器的“在客户端
内搜索”部分中输入详细信息。例如，要从两个主服务器搜索客户端，请选择
第一个主服务器，然后选择第一个主服务器的客户端。同样，对第二个主服务
器完成“在客户端内搜索”部分。使用相同的过程可从不同视图添加客户端。
您选择进行搜索的客户端显示在此部分的一个表中。表将显示以下详细信息：
客户端名称

此列显示要搜索的客户端的名称。

主服务器

此列显示与特定客户端关联的主服务器。

删除

如果不想搜索特定客户端的备份信息，请
单击“删除”。

6

要执行高级搜索，除了简单搜索条件，还可以指定高级搜索条件。高级搜索条
件是可选的。
请参见第 412 页的““选择文件或目录”>“搜索”选项”。

7

单击“搜索”。
OpsCenter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示搜索结果。显示搜索结果所用的时间可
能会随着选定客户端数量的增加而延长。
OpsCenter 会在窗格底部的表中突出显示搜索结果。表中将显示最新的 500 个
结果。
该表将列出以下默认显示的列：
文件/目录名

显示根据搜索条件备份的文件和目录的名称。目录（文
件夹）名称的旁边可能有个 + 号。这指示目录包含文件
或子目录。您可以选择是要还原整个目录，还是还原目
录中的特定文件。
如果要立即还原选定的文件和目录，请单击“立即还
原”。要以后还原选定的文件和目录，请单击“添加到
还原购物车”。

文件/目录路径

显示文件和目录的当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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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历史记录

此链接显示特定文件或目录的备份时间线时段。
过去可能已经多次备份了某个文件或目录。您可能要还
原某个以前的副本。
另外，您可能拥有某个特定备份的多个副本。默认情况
下，将选择该主副本。您可能要还原除主副本外的一个
副本。
如果要还原以前某个备份，并要指定除主副本外的副
本，请单击该链接。
请参见第 422 页的“备份时间线窗口”。

备份时间

这是上次备份文件的最新日期和时间。

修改时间

上次修改备份的日期和时间。

客户端

备份所在的客户端的名称。

大小

已备份文件或目录（文件夹）的大小，以字节 (B) 为单
位。

可以添加到表中的列如下：
■

主服务器

■

上次访问时间

■

备份 ID

通过搜索结果表顶部的过滤按钮，可以对搜索结果进行过滤，以仅显示与条件
匹配的搜索结果。该结果是上次搜索 OpsCenter 数据库的结果的过滤子集。
请参见第 58 页的“创建、应用、编辑和删除自定义视图过滤器”。
每次对搜索结果应用过滤器时，都将在搜索结果表的顶部看到以下消息：

已成功完成搜索。当前已应用过滤器。单击此处以删除过滤器。
单击链接可清除过滤器和查看所有搜索结果。
也可以自定义搜索结果表，以允许对表进行标准自定义（如排序顺序、页面大
小、显示的列以及显示列的顺序）。单击搜索结果顶部的“更改表设置”图标
可访问表自定义页面。
请参见第 55 页的“关于使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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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或目录。单击“立即还原”以立即还原文件或目录。
如果要将选定的文件和目录添加到“还原购物车”以供以后进行还原，请单击
“添加到还原购物车”。
请参见第 427 页的“还原购物车”。
单击“预览介质”可查看还原操作所需的介质并确定所需介质的可用性。这有
助于确定还原所需的磁带是否在库中。此选项只适用于磁带备份。如果选定的
备份在磁盘上，则此选项不适用。
“预览介质”对话框包含介质 ID、卷组以及介质是否在库中等详细信息。

9

在“还原选项”面板中，选择各个客户端的还原选项。
请参见第 429 页的““还原选项”面板”。
单击“下一步”。

10 在“摘要”面板中，单击“还原”以还原所有文件或目录。
请参见第 432 页的““摘要”面板”。

备份时间线窗口
这是特定文件或目录的备份的时间线视图。默认情况下，OpsCenter 控制台中显示
的搜索和浏览结果显示针对此特定文件或目录执行的、作为主备份副本的最新备
份。在“备份时间线”窗口中可以选择选定时段内特定文件或目录的先前备份，还
可以选择除主副本以外的副本。
在“备份时间线”窗口的顶部，提供了已显示其备份详细信息的文件或目录的名称
和位置。还会提供包含该文件或目录的客户端的名称。
X 轴表示时间，而 Y 轴表示特定文件或目录所在的设备或源（如磁盘池、卷组等）。
表中的每行表示单个磁盘池、基本磁盘或单个卷组上的备份。
顶部的时间线显示文件或目录的每个备份的图标。每个图标表示一个不同的备份或
快照。
快照、磁盘或磁带备份具有不同的图标。此外，如果在单个时间线单位期间执行了
一次或多次备份，则会通过不同的图标表示。例如，如果某个文件在 1 小时内备份
了两次，则会显示一个不同的图标，表示执行了多次备份。
当您打开“备份时间线”窗口时，选定时间线中的最新备份（图标）已处于选中状
态。如果要选择先前的备份，请选择另一个图标。
在时间线上可以显示多个备份。要查看备份的所有实例，可能需要增加时间线的范
围。可以按日、周、或月显示时间线。
此时将显示下列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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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此选项显示在一天中不同时间发生的备份。
默认情况下，“天”选项卡显示搜索或浏览
结果中出现的备份的日期。例如，如果搜索
结果显示某文件的备份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15 日，且查看时间线时单击了该链接，则会
默认显示 6 月 15 日。
一天的时间线拆分为 24 个时隙，每个时隙代
表 1 小时。然后，使用 30 分钟时隙对代表 1
小时的每个时隙进行拆分 - 即每小时有 2 个单
元格。也可以分别单击左侧和右侧的箭头来
调整时间间隔。

周

选择“周”可查看备份的每周摘要。默认情
况下，“周”选项卡显示搜索或浏览结果中
出现的备份的星期。例如，如果搜索结果显
示某文件的备份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15 日，
且查看时间线时单击了该链接，则会默认显
示 6 月 15 日的星期。
周的时间线拆分为 7 个时隙，每个时隙代表
1 天。然后，使用 4 小时时隙对代表 1 天的
每个时隙进行拆分 - 即每天有 6 个单元格。也
可以分别单击左侧和右侧的箭头来调整时间
间隔。

月

选择“月”可查看备份的每月摘要。默认情
况下，“月”选项卡显示搜索或浏览结果中
出现的备份的月份。例如，如果搜索结果显
示某文件的备份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15 日，
且查看时间线时单击了该链接，则会默认显
示 6 月 15 日所在的月份。
月的时间线拆分为 5 个时隙，每个时隙代表
1 周。然后，将代表 1 个周的每个时隙拆分为
7 个单元格 - 即每周有 7 个单元格（每月有
35 个单元格）。也可以分别单击左侧和右侧
的箭头来调整时间间隔。

窗口中间的“备份”表显示有关从时间线视图中选择的图标（备份）的信息。单击
图标可在“备份”表中查看特定备份的详细信息。“备份”表列出了与备份关联的
每个备份映像的详细信息。其中显示若干详细信息，如备份时间、策略名称、策略
类型、备份类型等。当您选择要从“备份”表还原的特定备份映像后，会在底部的
另一个表中显示与该备份映像关联的副本。底部的“选定备份的副本”表显示与所
选备份映像关联的副本的信息。默认情况下已选择主副本。您可以选择另一个要还
原的副本，然后单击“添加到还原购物车”将其添加到还原购物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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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一个多磁盘、磁带或快照备份可以包括多个备份映像。

“选择文件或目录”>“浏览”选项
选择“选择文件或目录”>“浏览”后，将显示此视图。使用“选择文件或目
录”>“浏览”视图，可以选择一个客户端，然后在该客户端上浏览并选择要进行
还原的已备份文件和目录。在给定时间，只能浏览一个客户端的内容。
您需要先从“选择客户端”部分中选择客户端。“选择客户端”部分显示了以下选
项：
视图

OpsCenter 控制台中显示的所有视图都显示
在下拉列表中。从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视图。
您可以选择客户端类型或主服务器类型的视
图。
“视图”下拉列表中仅显示以下视图：
■

您有权访问的视图

■

客户端类型或主服务器类型视图

如果选择一个主服务器类型的视图，将在“主
服务器”下拉列表中显示所有添加到该视图
中的 NetBackup 7.5 主服务器。如果选择客
户端类型的视图，将禁用“主服务器”下拉
列表。
主服务器

选择与客户端关联的主服务器。此时仅显示
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台的 NetBackup 7.5
主服务器。
在下列情况下禁用“主服务器”下拉列表：
■

■

如果从“视图”下拉列表中选择客户端类
型的视图
如果您只能访问客户端类型的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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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仅显示受保护的客户端或含有备份的客户端。
选择包含受保护文件和目录的客户端。
指定要浏览其备份信息的客户端。如果您记
得客户端名称，请在“客户端”文本框中键
入客户端名称。开始键入客户端名称（如 a1）
时，下拉列表下将自动显示以这些字符开头
的受保护客户端（自动填写字段）。当显示
客户端名称时，选择该名称。

注意：键入客户端名称或浏览客户端时，仅
显示那些含有已备份文件和目录的客户端（或
受保护的客户端），而不显示不含任何备份
的客户端。

注意：另外，只显示那些通过视图向用户授
予了访问权限的客户端。
如果您不记得任何客户端名称或只是要浏览
客户端，请单击“浏览并选择客户端”链接，
并选择与某个主服务器或客户端类型的视图
关联的受保护客户端的列表。
请参见第 418 页的““浏览客户端”对话框”。

选择客户端后，将看到一个双窗格视图。此双窗格视图的左窗格显示已备份的客户
端目录，右窗格显示所选目录的内容（像 Windows 资源管理器一样）。显示的已
备份文件和目录基于您选择的时段。默认情况下，指定时段中的最新备份显示在顶
部。这也类似于 Java GUI 或 BAR GUI 浏览功能。在此视图中，可以选择一个或多
个文件或目录进行还原。
选择“选择文件或目录”>“浏览”后，将显示以下属性：
“更改客户端”链接

通过“更改客户端”链接，可以选择其他客
户端，并可浏览其他客户端上的受保护文件
和目录。请注意，一次只能浏览一个客户端
的内容。

目录结构

“目录结构”显示了选定客户端上选定时段
内的已备份目录。目录（文件夹）名称的旁
边可能有个 + 号。这表示此目录中包含子目
录。展开目录可查看子目录。

选定目录的内容

单击左窗格中的某个目录。选定目录的内容
将显示在此窗格中。

显示选定目录内容的右窗格中显示了以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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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目录名

显示属于左窗格选定目录的文件或目录的名
称。选择要还原的文件或子目录。
如果要立即还原选定的文件和目录，请单击
“立即还原”。要以后还原选定的文件和目
录，请单击“添加到还原购物车”。

备份时间

这是上次备份文件的最新日期和时间。

修改时间

上次修改备份的日期和时间。

大小

已备份文件或目录的大小，以字节 (B) 为单
位。

备份历史记录

此链接显示特定文件或目录的备份时间线时
段。
过去可能已经多次备份了某个文件或目录。
您可能要还原某个以前的副本。
另外，您可能拥有某个特定备份的多个副本。
默认情况下，将选择该主副本。您可能要还
原除主副本外的一个副本。
如果要还原以前某个备份，并要指定除主副
本外的副本，请单击该链接。
请参见第 422 页的“备份时间线窗口”。

单击“预览介质”可查看还原操作所需的介质并确定所需介质的可用性。这有助于
确定还原所需的磁带是否在库中。如果选定的备份都在磁盘上，则此选项不适用。
“预览介质”对话框将显示一些详细信息，例如，介质 ID、卷组以及介质是否位于
库中。

浏览客户端上的文件和目录
您还可以浏览客户端上受保护的文件和目录。通过该视图可以选择要浏览的客户端
以及为备份选择指定时段。一次只能选择一个客户端。该双窗格的浏览视图在左窗
格中显示已备份的客户端目录，在右窗格中显示选定目录的内容。默认情况下显示
指定日期范围内的最新备份。
使用以下过程可浏览要还原的文件和目录。
浏览要还原的文件和目录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还原”。

2

单击“文件和目录”下的“还原文件和目录”。

3

选择“选择文件或目录”>“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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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要搜索的时段。默认选中的时段是“月”。
请参见第 410 页的“关于时段选择”。

5

从“视图”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视图。

6

从“选择主服务器”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主服务器。

7

在“客户端”框中键入客户端名称。开始键入客户端名称时，将显示以您输入
的字符作为开头的客户端名称的列表。从此列表中选择客户端，然后单击“选
择客户端”。
也可以单击“浏览并选择客户端”，然后通过浏览来选择客户端。一次只能浏
览并选择一个客户端。
选定客户端的目录结构和目录的内容将显示在两个窗格中。从此视图中，您可
以浏览并选择要还原的特定文件和目录。

8

单击“立即还原”以开始还原过程。
如果要将选定的文件和目录添加到“还原购物车”以供以后进行还原，请单击
“添加到还原购物车”。
请参见第 427 页的“还原购物车”。
单击“预览介质”可查看还原操作所需的介质并确定所需介质的可用性。如果
选定的备份都在磁盘上，则此选项不适用。“预览介质”对话框显示介质 ID、
卷组及介质是否在库中等详细信息。

9

在“还原选项”面板中，选择各个客户端的还原选项。
请参见第 429 页的““还原选项”面板”。
单击“下一步”。

10 在“摘要”面板中，单击“还原”以还原所有文件或目录。
请参见第 432 页的““摘要”面板”。

还原购物车
“搜索”和“浏览”子选项卡中显示的文件可以添加到“还原购物车”中。使用
“还原购物车”，可以查看多个搜索和浏览操作得到的文件选择，并可在以后某个
时间还原这些文件。您可以选择一次还原所有文件或目录选择。将为每个用户跨不
同 OpsCenter 会话保留“还原购物车”选择。一旦发送某个属于”还原购物车“的
文件以进行还原，将自动从特定用户的购物车中删除该文件。
单击“预览介质”可查看还原操作所需的介质并确定所需介质的可用性。这有助于
确定还原所需的磁带是否在库中。此选项仅适用于磁带备份。如果所选备份在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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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则此选项不适用。“预览介质”对话框显示介质 ID、卷组及介质是否在库中等
详细信息。
您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导出“还原购物车”或从“还原购物车”还原。
请参见第 428 页的“对“还原购物车”执行操作”。

对“还原购物车”执行操作
您可以对“还原购物车”中的文件和目录执行多种操作。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
导出“还原购物车”的内容。还可以从“还原购物车”还原或删除文件。
使用以下过程来执行特定的“还原购物车”操作。
导出“还原购物车”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还原”。

2

单击“文件和目录”下的“还原文件和目录”。

3

单击“还原购物车”。

4

在“还原购物车”表的右上角，单击“导出报告”图标（显示为绿色）。

5

选择要以哪种文件格式导出“还原购物车”的内容，如 PDF、CSV、TSV 或
HTML，然后单击“确定”。

6

单击“打开”或“保存”可在系统上打开或保存文件。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还原购物车”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还原”。

2

单击“文件和目录”下的“还原文件和目录”。

3

单击“还原购物车”。

4

在右侧的“内容”窗格中，单击“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弹出屏幕。

5

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弹出屏幕中选择文件格式，如 PDF、CSV、TSV
或 HTML。

6

在“收件人”、“抄送”和“密件抄送”文本框中，输入要将邮件发送到的电
子邮件 ID。或者，可以添加现有的电子邮件收件人。

7

输入电子邮件的主题。

8

输入消息，可以是关于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告数据的简要描述。

9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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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还原购物车”还原文件或目录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还原”。

2

单击“文件和目录”下的“还原文件和目录”。

3

单击“还原购物车”。

4

选择要还原的一个或多个文件或目录。

5

单击“立即还原”。当您单击“立即还原”时，所选的文件或目录将自动从
“还原购物车”中删除。

6

在“还原选项”面板中，选择各个客户端的还原选项。
请参见第 429 页的““还原选项”面板”。
单击“下一步”。

7

在“摘要”面板中，单击“还原”以还原所有文件或目录。
请参见第 432 页的““摘要”面板”。

从“还原购物车”中删除文件或目录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还原”。

2

单击“文件和目录”下的“还原文件和目录”。

3

单击“还原购物车”。

4

选择一个或多个要从“还原购物车”中删除的文件或目录。

5

单击“从购物车中删除”。

“还原选项”面板
您可以为所选的文件和目录指定还原选项，如目标客户端和路径、重写选项等。通
过此面板可以为已从中选择要还原的文件或目录的每个源客户端指定还原选项。
在左侧选择各个客户端，并为每个客户端指定还原选项。
可以为客户端指定以下还原选项：
指定目标 (选定文件/目录的还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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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文件/目录还原到源客户端上的原始文 这是默认选项。选择此选项可将选定的文件
件路径位置
和目录还原到最初进行备份时它们所在的位
置。
从存档的备份中进行还原时此选项最为有用，
因为成功备份之后将从原始位置删除已进行
了备份的文件。
如果原始位置包含具有相同名称的项，还原
操作（默认情况下）不会替换或重写这些项。
将所有文件或目录还原到源客户端或备用客 选择此选项可将选定的所有文件和目录还原
户端上的备用文件路径位置（保持现有结构） 到与最初进行备份时不同的位置。 您可以选
择还原到同一个客户端上的不同位置，也可
以选择还原到不同的客户端。请注意，不同
的目标客户端只能是与同一主服务器关联的
客户端。不能还原到与不同主服务器关联的
客户端。
在“目标”字段中，输入新目标的路径。 也
可以单击“浏览”来定位目标客户端。
将所有文件或目录还原到单独指定的路径和
目标客户端

使用不同的名称将单个目录和文件还原到不
同的位置和文件路径。
选择此选项时，显示的表将列出源文件、目
标客户端和路径的默认值以及目标文件名。
您可以编辑此表中的大多数列（“源文件名”
除外）并指定目标客户端、文件路径和目标
文件名。单击这些列下的每个单元格并选择
“编辑”。输入适当的值，然后单击“确
定”。
单击“已保存编辑的表信息”图标保存在表
中进行的编辑。该图标位于表的右上角。

注意：目标客户端只能是与同一主服务器关
联的客户端。不能还原到与不同主服务器关
联的客户端。
重写和访问控制选项
重写目标中的现有文件

默认情况下，此选项处于未选中状态，以避
免重写当前文件。 选择此选项将使用要还原
的文件替换目标目录中具有相同名称的文件。

使用临时文件名还原文件（仅限 Windows 客 使用与以前不同的名称还原文件。
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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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还原文件

默认情况下，此选项处于选中状态，以防止
还原操作覆盖目标文件夹中具有相同名称的
文件。
例如，如果目标选择设置为“将所有文件/目
录还原到原始位置”，则不会还原具有相同
名称的标记文件。 如果取消选择此选项，并
将目标选择设置为“将所有内容还原到原始
位置”，则会覆盖目标文件夹中具有相同名
称的文件。
要避免重写当前文件，则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之一：
■

选择“使用其他文件名还原文件”

■

选择其他还原目标

还原时不包括访问控制（仅限 Windows 客户 默认情况下，还原后的文件的访问控制属性
端）
与当初备份时其具有的访问控制属性相同。
在 Windows 系统上，如果文件的访问控制属
性自文件备份以来发生更改，请注意以下几
点：
■

■

备份后被赋予文件访问权限的用户，在文
件还原后将不再拥有对该文件的访问权
限。
先前能够访问备份文件的用户在还原之后
仍可访问该文件。

选择此选项将在不包括原始访问控制属性的
情况下还原文件。
此选项仅在存在下列情况时可用：
■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登录。

■

客户端计算机的操作系统是 Windows
Server 2003/XP、Windows Server
2008/Vista 或 Windows Server 2008
R2/Windows 7。
NetBackup 服务器软件安装在运行客户端
软件的计算机上。
NetBackup 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
端均具有相同的版本级别（软件版本）。

■

■

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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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命名硬链接

此选项仅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系统。
默认情况下，硬链接路径名称将按照它们在
备份中的原样进行还原。
如果存在任何硬链接路径名称，可选择此选
项来重命名硬链接路径。
在以下情况下，Veritas 建议您选择此选项：
■

■

将系统文件还原到备用磁盘，而非当前的
系统磁盘。
将该备用磁盘用作系统磁盘，其路径为原
始文件路径。

在此情况下，Veritas 建议您选择“重命名硬
链接”。然后，确保未选择“重命名软链
接”，这样便可以使用备用磁盘并且仍然具
有正确的文件路径。
重命名软链接

此选项仅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系统。
默认情况下，软（符号）链接路径名称将按
照它们在备份中的原样进行还原。
如果存在任何软链接路径名称，可选择此选
项来重命名软链接路径。
如果需要重命名硬链接，Veritas 建议不要选
择此选项。

还原时不跨越装入点

此选项仅适用于 UNIX 和 Linux 系统。
默认情况下会还原所选目录中装入的所有文
件系统。
选择此选项可还原所选目录，但不还原在这
些目录中装入的所有文件系统。

注意：无论是否选择此选项，将始终还原备
份映像内的装入点。
覆盖默认优先级

通过选择“覆盖默认优先级”并设置一个优
先级数字，您可以更改此还原的优先级。默
认值为 90000。可用范围为 0 到 99999。数
值越大，优先级越高。

“摘要”面板
“摘要”面板显示了已选定要还原的文件和目录的列表。该面板还显示了诸如这些
文件和目录的当前位置以及它们将还原到的位置等详细信息。
“摘要”页显示了一个包含以下列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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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件名

该列列出已选定要还原的文件和目录。

源文件路径

该列列出文件或目录的当前位置。

源客户端

该列列出包含源文件的客户端。

目标文件路径

该列列出为还原文件或目录指定的位置。

目标客户端

该列列出要将文件或目录还原到的目标客户
端的名称。根据您的选择，目标客户端可能
与源客户端相同，也可能不相同。

单击“预览介质”可查看还原操作所需的介质并确定所需介质的可用性。这有助于
确定还原所需的磁带是否在库中。此选项仅适用于磁带备份。如果所选备份在磁盘
上，则此选项不适用。“预览介质”对话框显示介质 ID、卷组及介质是否在库中等
详细信息。

从“摘要”面板中删除文件或目录
您可以从“摘要”面板中删除文件或目录。使用以下过程可删除您不想要还原的文
件或目录。
从“摘要”面板中删除文件或目录

1

在“摘要”面板上，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删除的文件或目录。

2

单击“删除文件或目录”。

“文件或目录还原启动状态”对话框选项
“文件或目录还原启动状态”对话框中显示以下选项：
作业 ID

还原作业的作业 ID

主服务器名称

与文件所在的客户端关联的主服务器的名称。

客户端名称

源客户端的名称

从“摘要”面板还原文件或目录
使用以下过程可还原文件或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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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摘要”面板还原文件或目录

1

“摘要”面板显示了您要还原的选定文件或目录。
单击“还原”可还原显示的所有文件和目录。
注意：如果只想要还原特定的文件和目录，而不是显示的所有文件和目录，请
单击“删除文件或目录”删除不想要还原的文件或目录。

2

此时将触发相应的还原作业，并显示“文件/目录还原启动状态”对话框。此对
话框显示触发的作业的基本作业详细信息。它还会显示用于访问这些作业的链
接。单击此链接转到“监视”>“作业”视图，并查找特定的作业 ID。
请参见第 433 页的““文件或目录还原启动状态”对话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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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过程自动化程度更高，使该操作的执行更加轻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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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验证过程会提高成功完成克隆操作的几率。

■

无需访问原始数据库即可执行克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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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行备份之前，使用以下方法之一配置克隆操作使用的元数据编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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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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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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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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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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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在运行克隆操作之前设置所有目标文件路径，因为在该操作过程中不会创建
新的文件路径。请确保 Oracle 用户可以对这些路径进行写访问。

引导式恢复克隆操作前检查
在开始克隆进程之前，请检查以下各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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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克隆操作不支持脱机表空间或原始表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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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将其他用户或其他组用于克隆，请更改备份映像在备份时具有的权限。在备
份源数据库期间，将 BKUP_IMAGE_PERM=ANY 添加到 send 命令。

■

如果目标客户端与源客户端不同，则执行备用还原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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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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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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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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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UNIX 和 Linux 系统上，在以下情况下进行克隆时请关闭源数据库：克隆到同
一系统并与源数据库使用同一用户或使用同一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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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引导式恢复克隆操作
要执行克隆操作，您需要登录到 OpsCenter。OpsCenter 是用来执行所有引导式恢
复操作的 Web GUI。
在 OpsCenter 中对 Oracle 数据库执行克隆操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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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您希望还原什么?”屏幕上，单击“克隆 Oracle 数据库”。

3

在小的“选择主服务器”对话框上，使用下拉菜单选择要使用的主服务器，然
后单击“确定”。
请参见第 437 页的““选择主服务器”对话框”。

4

在“选择源数据库”屏幕上，可以按照数据库名称、主机名、数据库版本、平
台和日期对数据库列表进行过滤。默认情况下，将显示默认日期范围内备份的
所有数据库。单击“显示数据库”。
我们还提供了有关此屏幕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437 页的““选择源数据库”面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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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选择控制文件备份”屏幕显示了控制文件备份的时间线视图。从时间线视图
中选择所需控制文件备份的图标。可以将鼠标悬停在该图标上以显示控制文件
的详细信息。如果图标表示多个备份，可以将鼠标悬停在该图标上，以显示该
时间段的备份的所有版本。
附加信息可用于验证是否选择了正确的控制文件。屏幕的左下角列出三个链
接。我们还提供了有关这些链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438 页的““选择控制文件备份”面板”。
单击要为所选数据库克隆还原的控制文件备份的图标。默认为最后选择的备
份。然后单击“下一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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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主机与目标主机的平台类型必须相同。

■

必须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

必须安装兼容的 Oracle 版本。

请参见第 438 页的“目标主机和登录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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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操作系统身份验证，请输入用户名、密码 (Windows) 和域 (Windows)。然
后单击“下一步>”。

8

将出现“定义目标参数”屏幕。此屏幕上的五个选项卡用于更改数据库属性、
控制文件的目标路径、数据文件、重做日志以及还原选项。更改目标参数后，
单击“下一步>”。
请参见第 439 页的““目标参数”面板”。

9

使用“选择摘要”屏幕可以扫描在之前屏幕上输入的信息。使用指向恢复集和
目标数据库属性的链接，可以查看和验证已进行的任何更改。对摘要信息感到
满意后，单击“下一步>”。
请参见第 439 页的““选定内容摘要”面板”。

10 使用“克隆前检查”屏幕，可以验证数据库属性和文件路径。要进行验证，请
单击带下划线的“此处”一词。如果目录路径尚不存在，则验证检查将标记该
错误。如果文件已存在，则验证检查也会标记该错误，以便克隆操作不会重写
该文件。
请参见第 440 页的““克隆前检查”面板”。
准备好启动克隆操作时，单击“启动克隆过程”。此时显示的内容类似于
NetBackup 活动监视器。
注意：在 NetBackup（7.1 或更高版本）中，即使克隆操作成功，位于原始设备中
的数据文件的验证也可能会失败。 您可能会收到一条错误消息，指出对特定路径的
验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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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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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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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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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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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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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的平台类型必须与克隆的源的平台类型相同。

■

必须安装 NetBackup 客户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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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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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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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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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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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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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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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定内容摘要”面板
将在此屏幕上显示以下信息：
■

选定的主服务器和源数据库属性。

■

选定的控制文件备份的日期和时间以及备份介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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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库恢复集和存档日志恢复集。

■

在上一个屏幕中选择的目标数据库属性和用于克隆操作的数据库初始化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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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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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导式恢复克隆后操作
克隆操作完成后，请执行以下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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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UNIX 系统上，使用相应的实例信息更新 oratab 文件。

■

在 UNIX 系统上，如果克隆操作失败，请执行以下清理操作：

■

■

如果数据库处于活动状态，请关闭该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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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删除所有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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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包含只读表空间 TABLE1 的 Oracle 数据库 A。

■

将数据库 A 克隆到数据库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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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数据库 B。

■

使用 RMAN 还原数据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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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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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logs/bphdb 旧式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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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cf 统一日志，OID 309，新客户端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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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cforaclepi，OID 348，新客户端框架 Oracle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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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logs/bprd 旧式日志

■

nbars 统一日志，OID 362，NetBackup 代理请求服务

■

dars 统一日志，OID 363，数据库代理请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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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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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logs/vnetd 旧式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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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f 统一日志，OID 309，新客户端框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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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netbackup/logs/vnetd 旧式日志

■

nbars 统一日志，OID 362，NetBackup 代理请求服务

■

dars 统一日志，OID 363，数据库代理请求服务

从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
■

<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log.conf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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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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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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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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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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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tbackup/logs/bpdbsbora 旧式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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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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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tBackup\Logs\user_ops 的压缩 (Windows)

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
■

netbackup/logs/vnetd 旧式日志

■

netbackup/logs/bprd 旧式日志

■

nbars 统一日志，OID 362，NetBackup 代理请求服务

■

dars 统一日志，OID 363，数据库代理请求服务

从 Veritas OpsCenter 服务器：
■

<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log.conf 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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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pscentergui 统一日志，OID 147（默认位置为 <SYMCOpsCenterGUI>/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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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 NetBackup 主机
选择“管理”>“主机”时，将显示此视图。此视图显示当前所选主服务器的
OpsCenter 审核报告的详细信息。

管理审核跟踪设置
您可以通过 OpsCenter 管理设置，以便对选定的主服务器启用审核。必须具有管理
员权限才可以配置审核设置。
启用审核跟踪日志记录

1

使用管理员权限登录到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

2

单击“管理”，然后单击“主机”。

3

从“主服务器”选项卡中选择所需的主服务器，然后单击“编辑审核设置”。
选中“对 NetBackup 环境启用审核跟踪日志记录”复选框以启用审核日志记
录进程。
注意：如果在 NetBackup 中启动了审核日志记录，“对 NetBackup 环境启用
审核跟踪日志记录”复选框将显示为已选中。可以通过清除该复选框禁用审核
日志记录。

4

在“保留期限”下，选择“始终保留所有审核跟踪日志”选项可永久保留日
志。要将日志保留特定的时间段，请在“保留审核日志 () 天”文本框中输入
值。默认情况下，保留期限设置为 90 天。

5

单击“保存”以保存设置。

关于管理 NetBackup 部署分析
选择“管理”>“NetBackup 授权”时将显示此视图。通过此视图，可以对所有或
选定的主服务器运行 OpsCenter 传统许可和容量许可报告。
只有管理员或安全管理员才能访问“管理”>“NetBackup 授权”。“NetBackup
授权”子选项卡对任何其他用户角色均不可见。

关于传统许可报告
如果您使用传统的 NetBackup 许可模型，则传统许可报告将很有帮助。传统
NetBackup 许可模型基于正在使用的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器及选项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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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模型，您可以根据要对其运行 NetBackup 的 NetBackup 客户端、服务器及
选项的数量购买许可证。如果要部署更多的 NetBackup 客户端或服务器，或者要向
NetBackup 挂接更多的磁带驱动器或存储，则必须获得相应 NetBackup 产品的更
多副本的许可。
根据 NetBackup 服务器、客户端和代理产品的硬件层对其进行收费。磁带选项以驱
动器为单位进行收费。AdvancedDisk 选项以 TB 为单位进行收费。
“传统授权”报告会以 Excel 表的形式生成。简单而言，OpsCenter 将在主服务器
上调用 nbdeployutil 可执行文件，以收集所需的数据。OpsCenter 调用
nbdeployutil 可执行文件（与 OpsCenter 捆绑在一起）以分析所收集的数据。
有关 nbdeployutil 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I 卷》。
传统许可报告提供了有关 NetBackup 组件使用情况的详细信息。该报告列出所有
NetBackup 组件和每个组件的关联层。传统许可报告还提供有关每个主服务器、客
户端、磁带，容量等的详细信息。
传统许可报告是一份 Microsoft Excel 电子表格，包含以下七个选项卡：
■

摘要
此选项卡显示有关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的最终详细信息。 此选项卡
列出用于生成报告的源数据。 提供介质服务器数和客户端数，以及容量信息。

■

主机
此选项卡提供主机名的列表，以及关联的计算机信息。 关联的信息包括：平台、
计算机类型、安装的数据库软件、SAN 介质服务器和 NDMP。

■

NDMP
此选项卡显示实用程序确定的 NDMP 服务器为计算机，并显示客户端的相应层
数。当您协调该报告时，需要满足在此选项卡上找到的客户端。

■

虚拟服务器
此选项卡显示在环境中检测到的虚拟服务器或虚拟主机的数目。

■

驱动器
此选项卡详述驱动器的类型，以及驱动器所在的主机或库。 此选项卡提供与每
个驱动器关联的主机名，以及有关虚拟磁带库、共享的驱动器和保管的驱动器
的信息。

■

解释结果
此选项卡提供有关如何协调报告中的信息（根据您的实际环境）的一般概述。

■

免责声明
此选项卡中显示的文本说明对报告计算和正确使用数据的限制。 例如，这些数
字不应用于审核遵从性。

大多数报告信息不会影响“摘要”选项卡上的最终值。使用这些信息可以更好地了
解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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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传统许可报告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I 卷》。

传统许可报告的前提条件和数据收集
运行传统许可报告前，请注意以下前提条件：
■

对于“传统许可”报告，必须在低于 7.5 的主服务器上安装 nbdeployutil。
安装 NetBackup 7.5 主服务器时，会自动安装此实用程序。因此，不需要在 7.5
主服务器上安装此实用程序。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是作为紧急工程二进制文件 (EEB) 发行的，必须安装在
版本低于 7.5 的所有主服务器上。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81541
Veritas 支持站点提供了有关安装 EEB 的更多信息。
注意： nbdeployutil 实用程序以前附带在 7.1.x 主服务器上。但是，NetBackup
7.1.x 随附的实用程序不支持传统许可报告。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I 卷》中提供了有关此实用程序的更多信息。

■

您必须启用主服务器的传统许可部署数据收集。用户必须输入 NetBackup 用户
名和密码，才能访问远程 NetBackup 主服务器（如果某个主服务器未安装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上，则该主服务器为远程服务器）。

■

只有管理员或安全管理员可以访问“管理”>“NetBackup 授权”子选项卡，
并运行此报告。

■

在任何时间，仅允许一个用户生成传统许可报告。
成功生成传统许可报告后，会覆盖上次的报告。

“传统许可”页面
传统许可页面显示上一次成功创建的传统许可报告（如果适用），并用于创建新的
传统许可报告。

创建传统许可报告
创建传统许可报告向导由以下面板组成：
■

数据收集

■

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选项

“数据收集”面板显示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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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置的所有主服务器收集数据并运行报告

如果要为 OpsCenter 控制台上配置的所有主
服务器运行传统许可报告，请选择此选项。
选择此选项时，面板将会显示配置的主服务
器的数量。这是当前添加到 OpsCenter 控制
台的主服务器的数量。
此面板还以表格形式显示前提条件状态为“未
完成”（或不成功）的主服务器的数量和详
细信息。此表仅显示没有通过前提条件检查
的主服务器。
单击“前提条件状态”列下的链接可以了解
并排除此问题。请注意“前提条件状态”为
“未完成”的主服务器不包括在传统许可报
告中。

为特定的主服务器收集数据并运行报告

如果要仅对特定主服务器运行传统许可报告，
请选择此选项。
选择此选项时，默认情况下，此选项下面会
出现一个表，其中显示了可用的主服务器。
从可用主服务器列表中，可以选择要为其运
行传统许可报告的主服务器。必须至少选择
一个主服务器。
从可用主服务器列表选择主服务器后，单击
“选定的主服务器”选项卡以查看所选主服
务器的详细信息。

“数据收集”面板中间的表显示以下列：
主服务器：

此列可显示为其生成了报告的主服务器的名称。
如果您选择“为配置的所有主服务器收集数据并运行报
告”，则此列仅显示前提条件状态为未完成的主服务器。

授权数据收集状态

此列显示特定主服务器的传统许可数据收集状态。

授权数据的上次收集日期

此列显示上次收集许可数据的日期和时间。数据收集失败
时，此列将显示为空白。

特例

此列显示数据收集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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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条件状态

如果未满足一个或多个前提条件，此列将显示名为
Incomplete 的链接。单击此链接可了解有关每个主服务
器需要完成的前提条件的详细信息。当先决条件检查成功
时，此列中显示一个绿色复选标记。
检查每个主服务器的以下前提条件：
■

是否为数据收集配置了代理？

■

是否已选中“启用传统许可部署数据收集”选项？

■

是否输入了用户名和密码来访问主服务器？

除了上面列出的前提条件外，还必须要满足其他前提条
件。我们还提供了有关所有前提条件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45 页的“传统许可报告的前提条件和数据收集”。

在“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选项”面板中，必须指定电子邮件收件人，或者
可以选择导出报告。必须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以便您可以保留报告以供将来参
考。
“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选项”面板显示以下选项：
“收件人”、
“抄送”或

在这些字段中输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报告生成完成时，收件人会收到
电子邮件。

“密件抄送”
字段
主题

此字段显示默认文本“传统许可报告”。如果需要，您可以更改主题行。

邮件

在该字段中输入消息。

导出报告

选择此选项可将报告导出到 INSTALL_PATH\server\export\NDAReportExport
目录（在 Windows 中），或者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export/NDAReportExport 目录
（在 UNIX 中）。
可以通过“设置”>“配置”>“报告导出位置”更改导出位置。

生成“传统授权”报告
“传统授权”报告会以 Excel 表的形式生成。此报告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所需
电子邮件地址，或者以 XLS 格式导出到所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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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传统授权”报告

1

运行传统许可报告前，请查看以下主题中的前提条件。
请参见第 445 页的“传统许可报告的前提条件和数据收集”。

2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NetBackup 授权”。

3

“传统许可”页面包含有关以前创建的报告、日志文件和数据收集的详细信
息。您可以通过单击“下载”查看先前生成的报告。生成传统许可报告时，还
会创建计算日志文件。您可以通过单击“查看日志”链接查看计算日志文件。

4

单击“新建报告”以生成新的报告。将会显示“创建传统许可报告”向导。

5

选择“为配置的所有主服务器收集数据并运行报告”为所有主服务器生成报
告。
选择“为特定的主服务器收集数据并运行报告”为特定的主服务器生成报告。
从“可用的主服务器”选项卡选择所需的主服务器。将在“选定的主服务器”
选项卡中显示您选择的主服务器。

6

单击“下一步”。

7

在“报告选项”面板的“收件人”和“抄送”字段中输入收件人电子邮件地
址。 “主题”字段会显示默认文本“传统许可报告”；可以根据需要更改主题
行。

8

在“消息”字段中输入消息。

9

要将报告导出到所需的位置，请选中“导出报告 (XLS 格式)”复选框。可以通
过“设置”>“配置”>“报告导出位置”更改导出位置路径。
请参见第 203 页的“在 OpsCenter 中设置报告导出位置”。

10 单击“完成”以启动报告创建。此时将会短暂地显示一条消息，指明报告创建
正在进行。
报告生成完成时，可以打开 .xls 文件或保存该文件供以后查看。
注意：不能在报告生成正在进行时重新运行报告，否则将在报告中显示错误。
建议等待报告生成完成后再执行此操作。

传统许可报告和日志文件位置
传统许可报告位于以下位置：
■

最终报告位于 Windows 上的 INSTALL_PATH\server\fsdb\nda\report 或 UNIX
上的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fsdb/nda/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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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成功备份的报告位于 Windows 上的 INSTALL_PATH\server\fsdb\nda\backup
或 UNIX 上的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fsdb/nda/backup。

运行传统许可报告时，会生成下列日志文件：
NdaReportManager*.log

此日志文件包含 nbdeployutil 可执行文件
的输出。在 Windows 上，此文件位于
INSTALL_PATH\server\logs 中；在 UNIX
上，位于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logs
中。

*148*.log

此日志文件包含传统许可报告的 OpsCenter
日志。 在 Windows 上，此文件位于
INSTALL_PATH\server\logs 中；在 UNIX
上，位于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logs
中。

计算日志文件 (log_timestamp.log)

您可以使用计算日志文件验证传统许可报告
中的数据。计算日志文件包含可用于检查最
终报告真实性的报告生成日志。
在 Windows 上，此文件位于
INSTALL_PATH\server\fsdb/nda/logs 中；在
UNIX 上，位于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fsdb/nda/logs
中。

可能的传统许可报告问题
“传统授权”报告要求用户启用主服务器，并配置代理以生成正确的报告。如果未
启用主服务器或未配置代理，则不会生成报告和显示错误信息。导致未生成报告的
另一个原因是网络连接问题。请确保您可以连接网络。
运行传统许可报告前，请始终检查前提条件列表。
请参见第 445 页的“传统许可报告的前提条件和数据收集”。
表 9-19 介绍了可能的“传统许可”报告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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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9

“传统许可”报告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案

错误和原因

解决方法

主服务器未连接或可 请确认主服务器已连接。
能已将其禁用
主服务器未连接或已
禁用
由于未在主服务器上
安装 NetBackup 部
署分析实用程序，数
据收集已失败。只有
安装此实用程序才能
运行传统许可报告。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

必须在低于 7.5 的主服务器上安装 nbdeployutil。
此实用程序是作为紧急工程二进制文件 (EEB) 发行的。Veritas 支持站
点提供了有关安装 EEB 的更多信息。
《NetBackup 管理指南，第 II 卷》中提供了有关此实用程序的更多信
息。

请参考“管理指
南”。
无法登录 NetBackup 必须始终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才能访问远程 NetBackup 主服务器。如果
主服务器。登录凭据 凭据不存在，则必须重新输入它们。
可能不正确。
在添加或编辑主服务器时，您可以通过单击“设置”>“配置”>
NetBackup 来重新输入凭据。

“容量许可”报告
“容量许可”报告提供受保护数据量的汇总。该报告可按选项 Enterprise Disk、
PureDisk 和 RealTime 分类。
报告提供每个客户端的总容量，从而使得验证每个客户端的总容量更加方便。报告
会根据策略数和每个容量层的小计来显示总计。此外，还会创建日志文件，提供有
关总计计算方法的信息。
报告以 Excel 表的形式生成。报告包含有关每个客户端备份的容量总计的信息。报
告会显示详细信息，例如，每个客户端的策略数及其名称，以及备份的总数（以 KB
为单位）。报告还会提供有关存储在以下位置上的数据量（以 TB 为单位）的信息：
■

BasicDisk

■

物理磁带

■

OpenStorage

■

虚拟磁带库

■

Flexible Disk

■

Enterprise Disk 小计

450

使用 OpsCenter 管理 NetBackup
关于管理 NetBackup 部署分析

■

NDMP

■

NASSnapVault

■

PureDisk

■

RealTime

使用“容量许可”报告的详细信息，可以将数据的实际备份量与许可量进行比较。
因此，可以确保备份的数据在允许的许可量范围内。报告显示 Enterprise Disk、
PureDisk 和 RealTime 容量总计的数据量以及许可量。
请参见第 451 页的““容量许可”报告的数据编译”。
请参见第 453 页的“可能的“容量许可”报告问题”。

“容量许可”报告的数据编译
容量许可是一种确定 NetBackup 保护的数据总量（以 TB 为单位）的方式。数据可
以位于安装软件的客户端或设备上。数据也可以位于用于提供备份功能的软件上。

关于确定容量许可
bpimagelist 命令用于获取过去 90 天所有备份的映像和片段信息。NetBackup 部

署分析程序检查 NetBackup 目录库中的映像头，以确定 NetBackup 保护的数据量。
数据以 TB 为单位。最后的总计是分析程序检查的每个客户端和策略组合的总和（以
TB 为单位）。部署分析程序计算需要保护的总数据量。分析程序采用最近 90 天内
最后一次完全备份的大小。
一天定义为从午夜到午夜的 24 小时期限。分析程序计算该段时间内启动的所有备
份的总数。对于某些策略类型，分析程序会将受保护数据总量最大的一天的数量视
为客户端和策略受保护的活动数据近似大小的估算值。

生成“容量许可”报告
“容量许可”报告会以 Excel 表的形式生成。此报告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到所需
电子邮件地址，或者以 XLS 格式导出到所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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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容量许可”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管理”>“NetBackup 授权”。此时将显示
“容量授权”页面。

2

“容量授权”页面包含有关以前创建的报告、日志文件和数据收集的详细信
息。可以使用“上次成功报告日期”标题下的可用链接查看以前生成的报告。
生成“容量许可”报告时，会生成日志文件。可以使用“查看日志”链接查看
日志文件。
请参见第 453 页的“关于“容量许可”页面”。

3

单击“新建报告”以生成新的报告。此时将显示“创建容量授权报告”页面。

4

选择“在所有主服务器上收集数据并运行报告”选项以生成所有主服务器的报
告。
选择“在特定的主服务器上收集数据并运行报告”选项可以仅生成所需主服务
器的报告。从列表中选择所需的主服务器。

5

单击“下一步”。此时将显示“报告选项”页面。

6

在“收件人”和“抄送”字段中输入收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主题”字段显
示了默认文本“容量授权报告”，您可以根据需要更改该主题行。

7

在“消息”字段中输入消息。

8

要将报告导出到所需的位置，请选中“导出报告 (XLS 格式)”复选框。可以通
过“设置”>“配置”>“报告导出位置”选项卡更改导出位置路径。
请参见第 203 页的“在 OpsCenter 中设置报告导出位置”。

9

选择“运行报告”以启动数据收集。此时将快速显示一条表明报告生成已启动
的消息。
报告生成完成时，可以打开 .xls 文件或保存该文件供以后查看。
注意：不能在报告生成正在进行时重新运行报告，否则将在报告中显示错误。
Veritas 建议您等待报告生成完成后再执行此操作。

请参见第 451 页的““容量许可”报告的数据编译”。
请参见第 453 页的“关于“容量许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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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容量许可”页面
“容量许可”页面包含有关“容量许可”报告和数据收集状态的信息。报告部分包
含有关以表格形式显示的报告的详细信息。表头为：
■

上次成功报告日期：显示以前生成的报告的链接。链接本身包含有关上次成功
报告的日期和时间的信息。

■

状态：顾名思义，显示报告的状态。未生成报告时，状态将显示为“失败”。

■

特例：显示报告生成失败的原因。例如，特例详细信息消息可以为：选定主服
务器的数据收集失败。如果报告生成成功，则此列将显示为空白。

■

上次成功报告日志：显示在生成报告时所生成的日志文件的链接。日志文件在
分析“容量许可”报告时非常有用。如果报告生成失败，则此列将显示为空白。

“容量许可”页面还包含有关以表格形式显示的数据收集的详细信息。表头为：
■

主服务器：显示为其生成报告的主服务器的列表。如果选择“在特定的主服务
器上收集数据并运行报告”选项，则该列将仅显示您选择的那些主服务器。

■

数据收集状态：显示数据收集的状态。

■

授权数据的上次收集日期：显示上次收集授权数据的日期和时间。数据收集失
败时，此列将显示为空白。

■

特例：显示数据收集失败的原因。

■

先决条件状态：未完成先决条件时，将显示一个链接。单击此链接可了解有关
需要完成的前提条件的详细信息。前提条件可以为：未配置代理，或未为主服
务器启用数据状态收集。

容量许可报告和日志的最终位置
报告和日志文件位于以下位置：
■

最终报告位于 SERVER_INSTALL_DIR/fsdb/fetb/report。

■

日志文件位于 SERVER_INSTALL_DIR/fsdb/fetb/log。

■

上次成功备份报告位于 SERVER_INSTALL_DIR/fsdb/fetb/backup。

■

每个服务器的 bpimagelist 输出位于 SERVER_INSTALL_DIR/fsdb/fetb/dat。

可能的“容量许可”报告问题
“容量许可”报告要求用户启用主服务器，并配置代理以生成正确的报告。如果未
启用主服务器或未配置代理，则不会生成报告和显示错误信息。导致未生成报告的
另一个原因是网络连接问题。请确保您可以连接网络。
表 9-20 介绍了可能的“容量许可”报告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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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0

“容量许可”报告问题、原因和解决方案

错误和原因

解决方法

主服务器未连接或可能已禁用

请确认主服务器已连接。

主服务器未连接或已禁用
无法登录 NetBackup 主服务器。登录凭据可 必须始终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才能访问远程
能不正确。
NetBackup 主服务器。如果凭据不存在，则
必须重新输入它们。
在添加或编辑主服务器时，您可以通过单击
“设置”>“配置”> NetBackup 来重新输入
凭据。

请参见第 451 页的“生成“容量许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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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ication Director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从 OPSCENTER 监视 Replication Director

■

关于“打开存储”警报条件

■

生成事件的过程

■

添加警报策略

■

关于监视复制作业

■

磁盘池监视

■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报告

■

有关存储单元、存储单元组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报告

关于从 OPSCENTER 监视 Replication Director
OpsCenter 可让您对 NetBackup 中的 Replication Director 功能进行监视、发出警
报和报告。以下各节概述了 OpsCenter 中对 Replication Director 功能所做的更改。

关于“打开存储”警报条件
OpsCenter 的设备警报类别下添加了一个基于事件的新警报条件，称为“打开存
储”。对于像“打开存储”这样的基于事件的警报条件，OpsCenter 会根据 NBSL
的通知从 NetBackup 检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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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事件的过程

存储服务器（该情况下是 NetApp DataFabric Manager 服务器）中发生特定事件
时，会生成 OpenStorage 警报。基于“打开存储”警报条件配置警报策略后，可以
收到 OpsCenter 的 NetApp (NTAP) 事件的警报。
表 10-1 列出了该 OpsCenter 支持的 NTAP 事件。
OpsCenter 支持的 NTAP 事件

表 10-1
一般类别

事件类型

空间管理和警报

“阈值”警报或“卷几乎已满”（由 DataFabric Manager (DFM) 生
成）。如果特定卷达到高位标记，DFM 会生成该事件。

未保护的数据

当资源池中的某些卷已配置但未受保护时，“未保护的数据”是由
NetApp NetBackup 插件生成的自定义事件。自动发现了未保护的 NAS
文件服务数据时，会生成该事件。

NBSL 将这些 NTAP 事件从 NetApp 设备传递到 OpsCenter。OpsCenter 会根据存
储服务器、严重性和消息过滤器值过滤这些事件并引发警报，具体取决于警报策略
配置。可将引发的警报配置为作为电子邮件或 SNMP 陷阱发送。
可以手动清除“打开存储”警报。要清除此警报，请转到“监视”>“警报 (列表视
图)”选择此警报，然后单击“更多”>“清除”。

生成事件的过程
在 NetBackup 中配置磁盘池时，NetBackup 通过 NetApp NetBackup 插件连接到
DFM 服务器。该插件会扫描未受保护的卷，并花一些时间找出未受保护的卷的详细
信息。 如果主服务器在正准备事件列表时请求事件列表，则触发该行为的同一主服
务器在此时不会接收事件。 但在事件列表准备就绪后连接到 DFM 服务器的主服务
器将接收这些事件。 自首次调用起每隔 24 小时后，当前事件列表会再次发送至连
接到该 DFM 服务器的所有主服务器。 目前，这是一个固定周期，除非重新启动
NetBackup。 默认情况下最多支持八个事件通道，即最多有八台主服务器可以从
DFM 接收事件。 如果有超过八台主服务器连接到 DFM 服务器并且全部都受
OpsCenter 监视，则将无法预测哪八台主服务器接收这些事件。
事件通道的最大数量值可以在 NetBackup 插件主机（通常与 DFM 主机相同）上的
文件中进行配置。
Windows

C:\Program Files\netapp\NBUPlugin\config\NBUPlugin.cfg

UNIX

/usr/NetApp/NBUPlugin/config/NBUPlugin.cfg ([ NBUPlugin:NumEvCh ]
Value=8)

建议将最大事件通道值配置为 8。增加该值可能会影响 DFM 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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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一台主服务器连接到一台 DFM 服务器并受 OpsCenter 监视。 NetBackup
最初连接到 NetApp NetBackup 插件时，它在达到 24 小时的完整周期（假设事件
周期为 24 小时）之前不会接收任何事件。 24 小时后，NBSL 会将事件发送至
OpsCenter。 因此，即使出现诸如“卷几乎已满”之类的情况，您也只在周期完成
后看到事件。
假设有多台受 OpsCenter 监视的主服务器连接到一台 DFM 服务器。 在这种情况
下，通过 NetApp NetBackup 插件连接到 DFM 服务器的第一台主服务器在第一个
周期从不接收事件。 仅当稍后连接的主服务器是在 DFM 准备好事件列表之后连接
时，这些主服务器才接收事件。 在第一个主服务器连接到 DFM 服务器到 DFM 准
备好事件这段时间内，不发送任何事件。 如果某主服务器在这期间连接，则该主服
务器不接收任何事件。 哪些主服务器接收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服务器连接到
NetApp NetBackup 插件的时间。但在 24 小时后，所有主服务器应该都将从 NetApp
NetBackup 插件接收事件（前提是最多连接了八台主服务器）。

添加警报策略
使用以下过程根据“打开存储”警报条件创建警报策略。
添加警报策略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选择“管理”>“警报策略”。

2

单击“添加”。此时将出现警报策略向导。

3

在“常规”面板上输入“名称”、“描述”和“警报条件”。对于“警报条
件”，请选择“设备”下的“打开存储”。

4

单击“下一步”。

5

在“警报条件属性”面板上，指定“打开存储”警报条件的属性。这些属性或
过滤器定义和限制警报。可以选择或定义以下属性：

6

事件严重性

选择应该根据警报条件评估的事件严重性。默认情况下，所有事件
严重性都处于选中状态。

事件消息包含词
语

指定事件消息中的词语以获取针对特定事件的警报。

事件供应商类型
包含词语

指定供应商类型的词语以获取针对特定事件的警报。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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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范围”面板上，选择应该根据“打开存储”警报条件验证的存储服务器。
您必须至少从此页选择一个对象、节点或视图。单击“下一步”继续。

8

在“操作”面板上，可以将警报作为电子邮件或 SNMP 陷阱发送。也可以为警
报分配严重性。在“电子邮件收件人”和“陷阱收件人”部分中，选择电子邮
件或 SNMP 收件人（或两者）以接收警报通知。
请注意，如果创建了警报策略，但没有定义任何收件人，则警报仍显示在“监
视”>“警报”视图中。在“严重性”部分中，执行以下操作：
■

从“警报严重性”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严重性级别。（如果发生此警报，
“监视”>“警报”视图中将显示该警报。）

■

从“针对已清除的警报发送的电子邮件/陷阱的严重性”下拉列表中，选择
适当的严重性级别。使用“针对已清除的警报发送的电子邮件/陷阱的严重
性”选项，您可以配置在清除警报时发送的电子邮件或陷阱的严重性。默
认的严重性级别是“提示性”。

■

默认情况下，“激活条件”选项处于选中状态。默认情况下，策略在创建
后将处于活动状态。如果要停用该策略，请取消选定“激活条件”选项。
您稍后始终可以从 OpsCenter 控制台激活或停用该策略。

关于监视复制作业
“监视”>“作业 (列表视图)”中添加了名为“快照复制”的新过滤器。要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查看复制作业，请转到“监视”>“作业 (列表视图和层级视
图)”，并从“过滤器”下拉列表中选择“快照复制”过滤器。
“方法”列中显示了复制方法。也可以从“常规”选项卡下的“详细信息”窗格中
访问“方法”字段。
您还可以查看为每个复制作业传输的数据。选择“监视”>“作业(列表视图和层级
视图)”后，在“作业大小”列中可看到此信息。

磁盘池监视
要查看磁盘池详细信息，请选择“监视”选项卡，然后选择“设备”子选项卡。
选择表上方的“磁盘池”选项卡。磁盘池监视分为三个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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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选项卡

“常规”选项卡（图 10-1）包含有关选定磁盘池的
信息，其中包括选定磁盘池中的已用空间和可用空
间，以及是否已导入磁盘池中的映像。
该表还包含以下与快照复制有关的列：

■

已为快照配置
标识是否已将磁盘池配置为包含快照，使其可用
于快照复制。
镜像

■

主节点

■

复制

■

“磁盘卷”选项卡

“磁盘卷”选项卡包含有关选定磁盘池的信息，其
中包括卷的位置或路径，以及是否已为快照配置卷。

“存储服务器”选项卡

“存储服务器”选项卡（图 10-2）包含有关选定磁
盘池的信息，其中包括存储服务器的服务器类型和
活动作业数。
该表还包含“已为快照配置”列，该列标识存储服
务器是否已配置为包含快照。

图 10-1

磁盘池的“常规”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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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

磁盘池的“存储服务器”选项卡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报告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状态报告提供了选定主服务器的 SLP 摘要。
该报告中的许多列包含链接至其他报告的数据：
■

按 SLP 列出的 SLP 状态

■

按客户端列出的 SLP 状态

■

按映像列出的 SLP 状态

■

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

“按映像副本列出的 SLP 状态”报告显示了属于 SLP 的任何快照副本的详细信息。

有关存储单元、存储单元组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报
告
要查看存储单元、存储单元组和存储生命周期策略的详细信息，请依次选择“管
理”选项卡和“存储”子选项卡。
选择表上方的“存储单元”选项卡，以显示存储单元详细信息，包括是否为快照启
用了存储单元以及存储单元所属磁盘池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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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单元”选项卡

“常规”选项卡（图 10-3）包含有关选定存储单元的信息。
该表还包含以下与快照复制有关的列：

■

已为快照配置
标识存储单元是否已配置为包含快照，使其可用于快照复制。
镜像

■

主节点

■

复制

■

“存储单元组”选项卡

“存储单元组”选项卡包含有关选定存储单元组的信息。
该表还包含“已为快照配置”列，该列标识存储单元组是否可以包含
快照。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选项卡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选项卡包含两个子选项卡：
■

■

常规
显示 SLP 详细信息，包括 SLP 是否配置为保留多路复用，以及
SLP 中的数据分类。
操作

显示已分配给 SLP 中的每个操作的操作类型和存储单元。

图 10-3

存储单元的“常规”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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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SNMP

■

关于使用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2007 管理 OpsCenter
警报

■

关于在 Windows 上使用 HP OpenView Network Node Manager 7.50/7.51 管理
OpsCenter 警报

关于使用 SNMP
此部分提供关于 SNMP 以及 OpsCenter 如何使用 SNMP 的信息。
请参见第 462 页的“关于 SNMP”。
请参见第 463 页的“关于 SNMP 版本”。
请参见第 463 页的“ OpsCenter 支持的 SNMP 版本”。
请参见第 464 页的“关于管理信息库 (MIB) 和 OpsCenter 支持”。
请参见第 478 页的“为 OpsCenter 配置 SNMP 陷阱团体名称”。
请参见第 478 页的“配置发送 SNMP 陷阱的 SNMP 版本”。
请参见第 480 页的“SNMP 和 OpsCenter 常见问题”。

关于 SNMP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是一种应用层协议，可以简化网络设备之间管理信息的
交换。它是传输控制协议/网络协议 (TCP/IP) 协议组的一部分。网络管理员可以使
用 SNMP 来管理网络性能，查找和解决网络问题，以及规划网络的增长。

了解和配置 OpsCenter 警报
关于使用 SNMP

SNMP 基于管理器模型和代理模型。此模型由管理器、代理、管理信息数据库、管
理对象和网络协议组成。
管理器提供网络管理员与管理系统之间的接口。代理提供管理器与受管理的物理设
备之间的接口。
管理器和代理使用管理信息库 (MIB) 和相对较小的一组命令来交换信息。MIB 是一
种树型组织结构，树枝上的叶子表示各个变量，如点状态或描述。数字标签或对象
标识符 (OID) 用于区分 MIB 和 SNMP 消息中具有唯一性的各变量。

关于 SNMP 版本
SNMP 有许多版本。
SNMP 协议的版本如下：
■

SNMPv1
SNMPv1 版本是由 RFC 1157 定义的，是该协议的第一个版本。此文档取代了
根据 RFC 1067 和 RFC 1098 出版的较早版本。安全基于团体字符串。

■

SNMPv2
此版本是 SNMPv1 的更新，其中添加了几项功能。SNMPv2 最重要的改进在于
SMI、管理器到管理器功能和协议操作。
SNMPv2c 结合了 SNMPv1 基于团体的方法和 SNMPv2 的协议操作，并略去了
所有的 SNMPv2 安全功能。

■

■

原始 SNMPv2 (SNMPv2p)

■

基于团体的 SNMPv2 (SNMPv2c)

■

基于用户的 SNMPv2 (SNMPv2u)

■

SNMPv2 星号 (SNMPv2*)。

SNMPv3
此协议版本结合了基于用户的安全和 SNMPv2p 的协议操作、数据类型，并且
支持代理。安全基于 SNMPv2u 和 SNMPv2* 中的安全。RFC 1905、RFC 1906、
RFC 2261、RFC 2262、RFC 2263、RFC 2264 和 RFC 2265 定义了此协议。

OpsCenter 支持的 SNMP 版本
OpsCenter 支持下列 SNMP 版本：
■

SNMPv1

■

SNMPv2c

■

SNMP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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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信息库 (MIB) 和 OpsCenter 支持
每个 SNMP 元素都管理特定的对象，而各个对象都有其具体的特性。每个对象和特
性都有一个与其关联的唯一对象标识符 (OID)。每个 OID 由用小数点隔开的数字组
成（例如 1.3.6.1 .4.1.2682.1）。
这些 OID 形成了一个树型结构。MIB 将每个 OID 与可读标签以及各个与对象相关
的其他参数关联起来。然后，MIB 用作数据字典，可汇编和解释 SNMP 消息。
请参见第 464 页的“SNMP 陷阱”。
请参见第 466 页的“OpsCenter 中的警报描述”。

SNMP 陷阱
本节介绍了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发送的 SNMP 陷阱的内容。
每个 OpsCenter 陷阱包含 2 个标准对象标识符和 12 个特定于 OpsCenter 的对象
标识符。对象标识符（即 OID）是用于唯一标识对象的数字字符串。
下表显示了从 OpsCenter 发送的陷阱的内容。从 OpsCenter 发送的每个陷阱中共
有 14 个绑定（即 14 个名称/值对）。每个绑定将特定的管理信息库 (MIB) 对象实
例与其当前的值相关联。
表 11-1 显示了陷阱传递给 SNMP 管理器的名称-值对。
表 11-1

OpsCenter 陷阱绑定

名称

值

1.3.6.1.2.1.1.3.0

此字段是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启动
和 OpsCenter 陷阱发出之间的时间（百
分之几秒）。
有关详细的定义，请参见请求注解
(RFC) 1905 和 2576。
http://www.ietf.org/rfc/rfc1905.txt
http://www.ietf.org/rfc/rfc2576.txt
示例：1173792454

1.3.6.1.6.3.1.1.4.1.0

此字段是此陷阱的唯一标识符。
有关详细的定义，请参见 RFC 1905 和
RFC 2576。
http://www.ietf.org/rfc/rfc1905.txt
http://www.ietf.org/rfc/rfc2576.txt
示例：1.3.6.1.4.1.1302.3.12.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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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值

1.3.6.1.4.1.1302.3.12.10.1.1

此字段是警报收件人的名称。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products. 示例：Nancy Nieters
veritascc.ccTrapDefinitionsBranch.
ccTrapVarsBran ch.alertRecipients)
1.3.6.1.4.1.1302.3.12.10.1.2

该值用以下格式指定警报 ID、警报状
态和警报摘要：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products.
警报 ID（警报状态）警报摘要
veritascc.ccTrapDefinitionsBranc h.
ccTrapVarsBranch.alertSummary)
示例：100（活动）作业已完成且退出
状态为 0
1.3.6.1.4.1.1302.3.12.10.1.3

此字段是警报描述。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products. 提供了每个警报条件的示例。
veritascc.ccTrapDefinitionsBranch.
请参见第 466 页的“OpsCenter 中的警
ccTrapVarsBran ch.alertDescription)
报描述”。
1.3.6.1.4.1.1302.3.12.10.1.4

此字段是警报策略名称。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products.veritascc.
ccTrapDefinitionsBranch.ccTrapVarsBran
ch.policyName)
1.3.6.1.4.1.1302.3.12.10.1.5

此字段为空白，未使用。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veritas.
products.veritascc.ccTrapDefinitionsBranch.
ccTrapVarsBranch.objectType)
1.3.6.1.4.1.1302.3.12.10.1.6

此字段为空白，未使用。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veritas.products.
veritascc. ccTrapDefinitionsBranch.
ccTrapVarsBranch.collectorName )
1.3.6.1.4.1.1302.3.12.10.1.7

此字段是 OpsCenter 服务器的 IP 地
址。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veritas.products.
示例：10.212.12.148
veritascc. ccTrapDefinitionsBranch.
ccTrapVarsBranch.ccHost)
1.3.6.1.4.1.1302.3.12.10.1.8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veritas.products.
veritascc.ccTrapDefinitionsBranch.
ccTrapVarsBranch.sourceId)

此字段为空白，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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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值

1.3.6.1.4.1.1302.3.12.10.1.9

此字段为空白，未使用。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veritas.products.
veritascc.ccTrapDefinitionsBranch.
ccTrapVarsBranch.ccObject)
1.3.6.1.4.1.1302.3.12.10.1.10

此字段为空白，未使用。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veritas.products.
veritascc.ccTrapDefinitionsBranch.
ccTrapVarsBranch.sampleData)
1.3.6.1.4.1.1302.3.12.10.1.11

此字段是警报严重性级别。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veritas.products. 示例：提示性
veritascc.ccTrapDefinitionsBranch.
ccTrapVarsBranch.ccAlertSeveri ty)
1.3.6.1.4.1.1302.3.12.10.1.12

此字段是清除警报的时间。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veritas.products. 示例：13-10-2008 06:57:34 00
veritascc.ccTrapDefinitionsBranch.
ccTrapVarsBranch.ccAlertTime)

表中所列的前两个 OID 是标准的 SNMP OID。从 1.3.6.1.4.1.1302.3.12.10.1.1 到
1.3.6.1.4.1.1302.3.12.10.1.12 的其他 OID 是 OpsCenter OID。根据 SNMPv2c 陷
阱定义，每个陷阱中必须包含这两个标准 SNMP OID。
所有 12 个 OpsCenter OID 都在 OpsCenter MIB 文件中定义。但两个标准 OID 未
在 OpsCenter MIB 文件中定义。

OpsCenter 中的警报描述
本节显示以 OID 1.3.6.1.4.1.1302.3.12.10.1.3 发送的每个 OpsCenter 警报的内容。
在
注意：1.3.6.1.4.1.1302.3.12.10.1.3 表示
iso.org.dod.internet.private.enterprises.products.veritascc.ccTrapDefinitionsBranch.
ccTrapVarsBranch.alertDescription.
OpsCenter 中大多数警报信息都以 OID 1.3.6.1.4.1.1302.3.12.10.1.3 发送。
表 11-2 显示了以 OID 1.3.6.1.4.1.1302.3.12.10.1.3 发送的每个 OpsCenter 警报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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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OpsCenter 中的警报条件

警报类型 警报条件

描述（示例）

作业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9 月 5 日下午 5:00

作业失败率上限值

树类型：策略
节点：根节点
% 失败的作业：100.0
警报策略：作业失败率上限值策略视图
OpsCenter 服务器：ccs-sol-qe-17
严重性：警告
已挂起作业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9 月 7 日下午 2:21
作业： 25888
树类型：策略
节点：ccs-win-qe-5
作业策略：ccsqasol1
客户端：ccs-win-qe-5
警报策略：已挂起作业
OpsCenter 服务器：ccs-sol-qe-17
严重性：警告

已完成作业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9 月 9 日下午 4:54
作业： 26356
树类型：策略
节点：node1
作业策略：sample_policy
退出状态：150（管理员请求了终止）
客户端：ccs-win-qe-5
新状态：结束
警报策略：已完成作业
OpsCenter 服务器：ccs-sol-qe-11
严重性：警告

未完成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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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型 警报条件

描述（示例）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9 月 9 日下午 4:54
作业： 26356
树类型：策略
节点：node1
作业策略：sample_policy
客户端：ccs-win-qe-5
警报策略：未完成的作业
OpsCenter 服务器：ccs-sol-qe-11
严重性：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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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型 警报条件

描述（示例）

介质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8 月 17 日中午 12:24

冻结的介质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node1
冻结的介质名称：A00004
介质服务器：ranjan
警报策略：冻结的介质策略
OpsCenter 服务器：localhost
严重性：警告
暂停的介质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8 月 12 日下午 3:36
暂停的介质名称：0122L2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node1
介质服务器：ccs-win-qe-13
警报策略：暂停的介质策略
OpsCenter 服务器：localhost
严重性：提示性

超出了最多介质装入数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8 月 12 日下午 3:27
介质名称：A00009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node1
介质服务器：ccs-win-qe-13
装入次数： 3402
警报策略：超出了最多介质装入数策略
OpsCenter 服务器：localhost
严重性：严重
还原必需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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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型 警报条件

描述（示例）
警报引发时间：2008 年 12 月 4 日下午 4:39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node1
介质：还原所必需的 000_00000_TL4
主服务器：omwin12(omwin12)
客户端：omwin12
介质服务器：macy
还原作业 ID： 615
警报策略：Restore_root 所必需的介质
OpsCenter 服务器：ccs-sol-qe-10
严重性：警告

可用介质下限值

警报引发时间：2012 年 9 月 13 日下午 4:53
树类型：服务器
树名称：所有主服务器
节点：omhp5
可用介质：0
警报策略：可用介质下限值
OpsCenter服务器：ccs-sol-qe-12
严重性：提示性

已暂停介质上限值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8 月 12 日上午 11:40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node1
暂停的介质： 1
暂停的介质所占百分比： 25.0
警报策略：已暂停介质占比太高
OpsCenter 服务器：localhost
严重性：警告

已冻结介质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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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型 警报条件

描述（示例）
警报引发时间：2008 年 12 月 8 日上午 10:24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node1
冻结的介质：6
% 冻结的介质：66
警报策略：已冻结介质上限值
OpsCenter服务器：winfor11
严重性：警告

471

了解和配置 OpsCenter 警报
关于使用 SNMP

警报类型 警报条件

描述（示例）

目录库

警报引发时间：2008 年 12 月 8 日10:08 上午

目录库空间下限值

主服务器：sargam(sargam)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node1
可用目录库空间：6480880 KB
阈值目录库空间：102400 TB
警报策略：test_catalogspacelow
OpsCenter服务器：winfor11
严重性：警告
目录库未备份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9 月 7 日上午 9:54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ccs-sol-qe-13
阈值：10 分钟
上次目录库备份时间：2009 年 9 月 6 日下午 5:21
警报策略：目录库未备份
OpsCenter 服务器：ccs-sol-qe-17
严重性：警告

目录库备份已禁用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9 月 5 日下午 3:44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ccs-win-qe-1
警报策略：目录库备份已禁用
OpsCenter 服务器：ccs-sol-qe-17
严重性：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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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型 警报条件

描述（示例）

磁带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9 月 7 日6:52 下午

装入请求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ccs-win-qe-1
条形码： 000014
密度：dlt
evsn：000014
模式： 82
请求 ID： 120
rvsn：000014
用户：- 卷组：000_00000_TLD
请求时间：1991 年 2 月 4 日午夜 12:56
警报策略：装入请求
OpsCenter 服务器：ccs-sol-qe-12
严重性：警告
无清洗磁带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8 月 17 日中午 12:30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ccs-win-qe-1
介质服务器：ranjan
机械手编号： 0
警报策略：无剩余的清洗磁带
OpsCenter 服务器：localhost
严重性：警告

剩余清洗次数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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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型 警报条件

描述（示例）
警报引发时间：2008 年 12 月 13 日中午 12:02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ccs-win-qe-1
主服务器：ORLP-SPEECH01
介质服务器：ORLP-SPEECH01
机械手编号： 0
清洗磁带：CLN084
警报策略：test_zerocleaningleft_public
OpsCenter服务器：winfor11
严重性：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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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型 警报条件

描述（示例）

磁盘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8 月 20 日下午 5:25

磁盘池已满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ccs-win-qe-1
磁盘池 ID：SSOD_Pool
磁盘池名称：SSOD_Pool
总容量：1007664128 KB
已使用容量：1005702144 KB
警报策略：磁盘池已满
OpsCenter 服务器：localhost
严重性：提示性
磁盘卷已关闭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8 月 17 日下午 5:08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ccs-win-qe-1
磁盘卷 ID：/vol/luns/nbusd_sun10
磁盘池 ID：SSOD_Pool
警报策略：磁盘卷已关闭 pol
OpsCenter 服务器：localhost
严重性：提示性

磁盘卷容量不足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8 月 26 日上午 10:35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ccs-win-qe-1
磁盘卷可用容量：106 MB
阈值： 20 %
OpsCenter 服务器：localhost
严重性：重度

驱动器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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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型 警报条件

描述（示例）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8 月 12 日10:39 上午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ccs-win-qe-1
介质服务器：omlinux2
驱动器名称：BNCHMARK.VS640.000
驱动器号： 1
机械手编号： 0
警报策略：针对关闭的驱动器发出单独的警报
设备路径：/dev/nst0
OpsCenter 服务器：localhost
严重性：严重

关闭驱动器上限值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8 月 12 日3:13 下午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ccs-win-qe-1
驱动器号： 1
关闭驱动器路径所占百分比： 100.0
警报策略：关闭驱动器上限值
OpsCenter 服务器：localhost
严重性：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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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类型 警报条件

描述（示例）

主机

代理主机名：pinacolada

代理服务器通信中断

服务器主机名：PINACOLADA
严重性：警告
主服务器不可访问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10 月 23 日午夜 12:20
警报策略：MasterServer
不可访问的 OpsCenter 服务器：CCSQAWINSP1
严重性：重度

与介质服务器失去联系 警报引发时间：2008 年 2 月 18 日下午 1:33
主服务器：pmsun22
介质服务器：pmsun22
警报策略：lcm
OpsCenter 服务器：pmwin9
严重性：警告
设备硬件故障
其他

服务已停止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8 月 31 日下午 5:59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ccs-win-qe-1
介质服务器：omlinux2
进程名称：nbkms
警报策略：服务已停止
OpsCenter 服务器：ccs-sol-qe-14
严重性：重度

作业策略更改

警报引发时间：2009 年 9 月 7 日中午 12:29
树类型：服务器
节点：ccs-win-qe-5
更改的策略名称：BMRPolicy
警报策略：job policy_change
OpsCenter 服务器：ccs-sol-qe-17
已修改策略属性：
严重性：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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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OpsCenter 配置 SNMP 陷阱团体名称
对于 OpsCenter 陷阱，SNMP 陷阱团体名称为 OpsCenter（默认情况下）。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使用名为 OpsCenter 的公共团体。公共团体意味着对 SNMP
陷阱只能进行只读访问。
使用以下过程可在 Windows 和 UNIX 上配置 SNMP 陷阱团体名称。
在 Windows 上为 OpsCenter 陷阱配置 SNMP 陷阱团体名称

1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上，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2

导航到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config 目录并打开 nm.conf 文
件。
该文件显示以下条目：
nm.trapCommunity=OpsCenter

将 nm.trapCommunity 的值从 OpsCenter 修改为其他名称。

3

进行更改后，保存 nm.conf 文件。

4

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在 UNIX 上为 OpsCenter 陷阱配置 SNMP 陷阱团体名称

1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上，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2

导航到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 目录并打开 nm.conf
文件。
该文件显示以下条目：
nm.trapCommunity=OpsCenter

将 nm.trapCommunity 的值从 OpsCenter 修改为其他名称。

3

进行更改后，保存 nm.conf 文件。

4

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配置发送 SNMP 陷阱的 SNMP 版本
在 OpsCenter 中，SNMP 陷阱发送的默认 SNMP 版本是 SNMPv2c。不过，可以
通过修改配置文件更改此 SNMP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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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在 Windows 和 UNIX 上配置默认 SNMP 版本。
在 Windows 上配置发送 SNMP 陷阱的 SNMP 版本

1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上，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
INSTALL_PATH\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2

导航到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config 目录并打开 nm.conf 文
件。
该文件显示以下条目：
nm.trapVersion=v2c

将 nm.trapVersion 的值从 v2c 修改为 v1 (SNMPv1) 或 v3 (SNMPv3)。

3

进行更改后，保存 nm.conf 文件。

4

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在 UNIX 上配置发送 SNMP 陷阱的 SNMP 版本

1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上，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2

导航到 OpsCenter 配置目录：
cd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

3

打开 nm.conf 文件。该文件显示以下条目：
nm.trapVersion="v2c"
将 nm.trapVersion 的值从 v2c 修改为 v1 (SNMPv1) 或 v3 (SNMPv3)。

4

进行更改后，保存 nm.conf 文件。

5

重新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关于自定义警报管理器设置
可以使用 am.conf 配置文件自定义一些警报管理器设置。
am.conf 配置文件位于以下默认位置：
Windows

<INSTALL_DIR>\config\am.conf

下面对警报管理器配置设置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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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默认情况下，所有警报管理器配置参数均设置为 true。
am.autoClear

如果希望警报管理器自动清除在 OpsCenter
中生成的警报，请将此参数设置为 true。

am.notifyOnAutoClear

请确保将 am.autoClear 参数设置为 true，
以对警报管理器功能应用
am.notifyOnAutoClear 参数设置的更改。
如果希望警报自动清除之后发送通知，请将此
参数设置为 true。

am.notifyOnManualClear

如果希望手动清除警报之后发送通知，请将此
参数设置为 true。

注意：如果将警报管理器配置参数设置为 true 或 false 以外的其他值，则 OpsCenter
会假定它为 false。

SNMP 和 OpsCenter 常见问题
问题

回答

OpsCenter 支持的 SNMP 默认版本是什么？ SNMPv1、SNMPv2c 和 SNMPv3。
SNMPv2c 是什么？它与 SNMPv2 有何不同？ 请参见第 463 页的“关于 SNMP 版本”。
是否可以配置 OpsCenter SNMP 团体名称？ 是的。
请参见第 478 页的“为 OpsCenter 配置 SNMP
陷阱团体名称”。
OpsCenter 团体与公共团体有何关系？

OpsCenter 使用的 OpsCenter 团体是公共
的，但是团体名称仍为 OpsCenter。

OpsCenter 的默认团体名称只是该团体的名
称，但有时仍因特定属性而被视作公共名称， 一般而言，公共团体的“默认读取团体字符
是这样吗？
串”是“公共”。公共团体意味着只读访问
SNMP 陷阱。

关于使用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2007 管理 OpsCenter 警报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2007 (SCOM) 以前称为 Microsoft
Operations Manager (MOM)，是微软的下一代性能和事件监视产品。借助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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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的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管理软件包，您可以
使用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Operations Manager 2007 (SCOM 2007) 监视和管
理 NetBackup 警报。通过检测严重情况并向您发送警报，此管理软件包可帮助防止
可能的服务中断。
可在 Veritas 支持网站下载适用于 NetBackup 的 SCOM 管理软件包和文档。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8818

关于在 Windows 上使用 HP OpenView Network Node
Manager 7.50/7.51 管理 OpsCenter 警报
可以在 Windows 上使用 HP OpenView Network Node Manager 7.50 或 7.51 监视
和管理 NetBackup 警报。通过检测和警报重要情况，HP OpenView Network Node
Manager (NNM) 可帮助防止可能的服务中断。
可下载并使用 nom_trapd.conf 文件，以使用 HP OpenView Network Node Manager
7.50 或 7.51 监视和管理 NetBackup 警报。通过使用 nom_trapd.conf 文件以及配
置 NNM 和 OpsCenter，NNM 可以接收已经在 OpsCenter 中配置的 SNMP 陷阱。
因此，NNM 可以用于 NetBackup 警报集中式管理。
注意：在此部分中，术语 HP OpenView Network Node Manager (NNM) 特指 HP
OpenView Network Node Manager 7.50 或 7.51。
nom_trapd.conf 文件和文档可在支持站点下载。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90030
我们提供了有关 OpsCenter 警报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378 页的“OpsCenter 警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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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OpsCenter 报告

■

OpsCenter 中的报告模板

■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

■

在 OpsCenter 中创建自定义报告

■

使用 SQL 查询创建 OpsCenter 报告

■

关于管理“我的报告”

■

关于管理“我的仪表板”

■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文件夹

■

在 OpsCenter 中使用报告日程表

■

“报告”“日程表”选项

■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日程表

■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时间日程表

关于 OpsCenter 报告
OpsCenter 是一个基于 Web 的软件应用程序，通过提供数据保护环境的可见性来
为组织提供帮助。使用 OpsCenter，您可以通过生成全面的业务级别报告来跟踪数
据备份和存档操作的有效性。
OpsCenter 显示备份和存档资源的可自定义多级别视图以及用于跟踪服务使用情况
和开支的可自定义报告。它还包含用于定义成本量度值和成本分摊公式或处理警报
的工具。各种受众都能从 OpsCenter 报告和管理能力中受益。受众包括 IT（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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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管理员、应用程序所有者、IT 财务小组、外部合规审核员、法律小组、业务
经理、外部客户、IT 架构师和容量规划小组。

OpsCenter 报告用户界面
OpsCenter 报告 UI 包括下列组件：
“报告模板”选项卡

此选项卡列出了 OpsCenter 中可用的所有“报告模板”（即
标准报告或固有报告）。可以根据需要修改“报告模板”的
默认参数值并生成此类型的新报告。
例如，使用现有的“备份”>“作业活动”>“客户端计数报
告模板”，将相对时段更改为四周（默认时段为两周）并生
成新的“客户端计数”报告。将可以查看最近四周备份的所
有客户端。
有关报告模板描述，请参考以下位置的《OpsCenter 报告指
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我的报告”选项卡

可以保存生成的报告以供将来使用。这些保存的报告都存储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中。使用此部分可以查看保存的报告
或修改保存报告的参数并由此生成新报告。还可以使用“我
的报告”选项卡删除保存的报告。
请参见第 512 页的“关于管理“我的报告””。
请参见第 492 页的“保存 OpsCenter 报告”。

“我的仪表板”选项卡

您保存的报告保留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中，可以选择这些
报告并发布在“我的仪表板”选项卡中。可以选择多个报告
并添加到相同的仪表板节。因此，您可以创建多个包含大量
报告的仪表板节。
请参见第 515 页的“关于管理“我的仪表板””。

“日程表”选项卡

此选项卡包含所有报告日程表。
可以使用此选项卡创建、编辑或删除日程表。
请参见第 51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使用报告日程表”。

“管理文件夹”选项卡

使用此选项卡可以管理保存您的报告的文件夹。
请参见第 517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文件夹”。

OpsCenter 中的报告创建向导
OpsCenter 提供了向导，可引导您完成整个报告创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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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建报告，请在 OpsCenter 控制台的“报告”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选择报告创建选项”面板上提供了以下报告创建选项：
■

使用现有报告模板创建报告。
请参见第 488 页的“使用报告模板创建 OpsCenter 报告”。

■

创建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49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自定义报告”。

■

使用 SQL 查询创建报告。
请参见第 511 页的“使用 SQL 查询创建 OpsCenter 报告”。

“报告”>“报告模板”
本节提供了 OpsCenter 中可用的报告模板的详细信息。
OpsCenter 提供了许多报告模板（或者标准或固有报告)，您可以对该其进行修改并
生成该类型的新报告。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选项卡后，会显示“报告模板”主页。
在“报告”> “报告模板”页中，可通过单击任一“报告模板”来查看使用默认参
数值的各份报告。
有关各报告模板的说明，请参考《OpsCenter 报告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您也可以单击“报告”> “报告模板”页中的下列选项：
创建新报告

单击“创建新报告”可以创建标准报告、自定义报告或运行 SQL 查
询。

编辑报告

如果您不想运行使用默认参数值的报告模板，则可以从“报告”>“报
告模板”页直接编辑它。要编辑某个报告模板，请先选择报告模板最
左侧的复选框以选择该报告模板。单击“编辑报告”以编辑和保存报
告，而不加以执行。

图 12-1 显示了使用模板生成的报告的各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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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模板

图 12-1

“报告模板”树

此树列出了 OpsCenter 中所有可用的报告模
板。
有关报告模板描述，请参考以下位置的
《OpsCenter 报告指南》：
http://www.veritas.com/docs/000003387

“管理报告”工具栏

使用此工具栏保存、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生成的报告。

时间过滤器

使用这些时间过滤器可查看特定时段的数据。

报告区域

OpsCenter 报告在此显示。

报告视图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或视图（“分布”、“历
史”或“分级”）查看报告。使用这些选项
可更改当前报告视图。这些选项仅适用于基
于图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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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自定义报告
除使用现有模板生成报告以外，还可根据需要通过更改报告参数在 OpsCenter 中创
建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49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自定义报告”。

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自定义 SQL 查询
在 OpsCenter 中，可以通过直接运行 SQL 查询创建报告。使用此报告创建选项，
不需要进行多个参数选择。
OpsCenter 提供了有关 OpsCenter 数据库架构的详细信息，在运行任何 SQL 查询
以生成报告之前您可能要了解这些信息。 在“报告向导”>“SQL 查询”页面上，
单击“OpsCenter 架构文档”链接打开包含所有相关信息的 PDF。
注意：通过运行 SQL 查询，只能创建表格报告。也可以使用此功能运行存储过程。
请参见第 486 页的“关于支持 OpsCenter 自定义报告和自定义 SQL 查询”。
请参见第 511 页的“使用 SQL 查询创建 OpsCenter 报告”。

关于支持 OpsCenter 自定义报告和自定义 SQL 查询
Veritas 致力于提供最佳产品质量，确保 OpsCenter 数据库中收集和存储的数据以
及 OpsCenter 数据库架构文档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然而，我们不会提供技术支持，
帮助用户实际创建自定义报告、面向特定报告或面向第三方报告应用程序（例如，
Microsoft Excel、Access 或 Crystal Reports）的自定义 SQL 查询。
请参见第 486 页的“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486 页的“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自定义 SQL 查询”。

OpsCenter 中的报告模板
OpsCenter 提供了一组参数设置为默认值的报告模板或者标准或固有报告。您可以
修改默认参数并生成报告来查看所需数据。OpsCenter 报告可帮助您更好地了解数
据保护环境。
请参见第 484 页的““报告”>“报告模板””。
报告模板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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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报告

备份报告显示与备份相关的信息，如成功率、
作业状态和受保护的字节数。
此类别还包括恢复报告。

注意： 如果在 OpsCenter 用户界面中选择
了“报告”>“活动计划”>“作业大小”，
则出现的报告将显示错误的客户端名称。此
报告中将显示已备份的 VM 映像的列表，而
不显示客户端名称。另外，VM 映像列表可能
不准确。
目录库报告

这些报告提供有关目录库的详细信息。

成本分摊报告

成本分摊报告提供备份服务支出的详细信息。
使用这些报告，您可以跟踪备份和恢复使用
情况以及相关成本。您可以计算数据保护管
理的成本和分摊给客户和业务单位的成本。

客户端报告

这些报告提供有关客户端的详细信息，如备
份状态、还原作业详细信息或摘要仪表板。

云报告

这些报告提供有关 NetBackup 云存储服务器
的详细信息。

注意：在所有可用的 Amazon S3 兼容的云
提供商中，OpsCenter 仅支持 Amazon S3 的
监视和报告。
除 Amazon S3 以外，OpsCenter 还支持
AT&T 和 Rackspace 的监视和报告。
磁盘设备活动和磁带设备活动

基于磁盘的数据保护 (DBDP) 报告显示磁盘池
容量及其使用情况、LAN 或 SAN 上客户端的
性能和 NetBackup 存储生命周期映射。

介质报告

这些报告提供介质数据，例如磁带计数或使
用情况。

性能报告

这些报告提供吞吐量的详细信息。

策略报告

这些报告显示有关 NetBackup 中备份作业策
略的所有详细信息。

还原报告

这些报告提供有关还原操作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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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OpsCenter 中的 SLP 报告显示 SLP 过程的端
到端视图，此过程包括将复制的映像导入其
他 NetBackup 域的备份过程。SLP 报告有助
于您验证 SLP 中的每个步骤是否已执行以及
识别可能的瓶颈。

工作量分析程序

工作量分析程序报告可提供有关在七天内进
行的活动的信息。这些活动与给定时间段内
运行的作业数以及在此期间传输的数据量有
关。该报告包含七天内每小时进行的活动的
168 个分析数据点。

关于 OpsCenter 中的报告过滤器
可能有数百个记录或数千 MB 的数据是您无需关心的。例如，您仅希望查看成功的
作业。要查看此特定数据，您需要使用“状态”过滤器。通过在生成“作业计数”
报告时将此过滤器设置为“成功”，您可以查看所有成功的作业。
OpsCenter 提供大量可用于查看所需数据的过滤器。对于每个报告类别，都提供了
不同的过滤器集。
请注意以下关于使用报告过滤器的注意事项：
■

如果您编辑某些标准报告并在“过滤器”部分选择“从快照备份”作业类型，
当系统中存在“从快照备份”作业的数据时，将会显示不正确的数据。当您通
过自定义报告创建与映像有关的报告并应用“从快照备份”作业类型过滤器时，
也会发生这种情况。
在“过滤器”部分选择“从快照备份”作业类型时，下列标准报告会显示不正
确的数据：

■

■

备份 > 计划活动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 重复的副本

■

备份 > 计划活动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 介质上存储的备份映像

■

备份 > 计划活动 > 已存储的备份映像 > 有效备份映像

■

备份 > 计划活动 > 容量规划 > 预测大小

■

备份 > 计划活动 > 容量规划 > 历史大小

备份介质角色过滤器应用于“将来失效的磁带”报告和“马上失效的磁带”报
告时，不会返回任何数据，因为 OpsCenter 中对数据进行了误算。

使用报告模板创建 OpsCenter 报告
本节提供了使用现有报告模板创建报告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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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有报告模板创建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

2

在“报告模板”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要查看模板的报告输出，请在报告树中选择一个模板。报告输出基于默认参数
值。无法修改其中任一报告参数。
通过单击“创建新报告”选项，可以启动报告创建向导，此向导可指导您完成
整个报告创建过程。您可以在此处修改报告参数和查看所需数据。

3

在“报告向导”上，保留默认选项“使用现有报告模板创建报告”，然后单击
“下一步”。

4

在“报告模板”列表上，展开报告类别以查看其中的报告模板。选择要用于创
建报告的报告模板。
单击“下一步”。

5

根据需要选择时段和其他过滤器，然后单击“下一步”。

6

修改显示选项，并单击“下一步”。

使用报告格式
在 OpsCenter 中，标准报告可以使用以下格式。

关于报告格式
下面对报告格式进行介绍：
分级报告

显示一个水平条形图，用于呈现每个视图级对象在选定时段内从大
到小排列的所有数据。

分布报告

显示一个饼图，用于呈现所选时段内各视图级别对象的所有数据。

历史报告

显示一个堆积（分段）条形图，其上叠加一条趋势线，用于呈现数
据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的平均向上或向下趋势。
例如，按地理区分每天备份作业的总大小。有些备份报告使用不同
的条形图格式，并显示群集列来让您方便地对两类对象或事件进行
比较。

表格报告

在表格中显示备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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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图形报告中查看数据
图形报告以方便的快览方式显示数据。但是，当您使用此格式时，精确度可能会有
所下降。查看图形报告时，工具提示可用于提供精确的数字数据。要查看图形报告
依据的数字数据，请将鼠标指针移到图形区域上方。
单击报告底部的“以表形式显示图表”可查看表格格式的数据。
查看备份报告时，您可以轻松查看更低级别的报告。在图形报告中，当您单击图形
中的某个区域时，报告将会刷新以显示下一个最低对象级别的数据。
例如，在地理视图中，您可以单击标记为 Canada 的条，从而以条形图显示 Toronto
和 Vancouver 的数据。您可以选择与主机对应的条，以显示主机文件系统的数据。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
本节提供了有关您可以对在 OpsCenter 中生成的标准报告执行的操作的信息。
您可以执行下列操作：
■

保存报告
请参见第 492 页的“保存 OpsCenter 报告”。

■

导出报告
请参见第 493 页的“导出 OpsCenter 报告”。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请参见第 496 页的“在 OpsCenter 中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保存报告”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
下表介绍了“保存报告”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中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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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保存报告”对话框选项

选项

描述

报告名称

输入报告名称。例如，如果在“分组依据”选项为“策略类
型”且“报告视图”为“历史”的情况下生成“作业计数”
标准报告，可以将此报告命名为 NumberofJobsbyPolicies。
在“已保存的报告”选项卡上选择此报告后，此报告将与保
存的过滤器显示在一起，并会在保存报告时选择的报告视图
中显示，且与当前时间相关。
请查看有关报告名称的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

在您创建报告的文件夹中，报告名称必须唯一。 例如，
如果您在“我的报告”下的“私有报告”文件夹中创建了
一个报告，指定的报告名称在“私有报告”文件夹中必须
是唯一的。
同一用户可以有两份同名报告 - 例如，一份在“公共报
告”中，另一份在“私有报告”文件夹中。

■

报告名称不能包含任何特殊字符，如 /、\、*、?、 | ")

■

报告名称不能超过 220 个字符。

描述

输入报告的简短描述。

文件夹

选择“公用”或“专用”文件夹。如果您将报告保存在公用
文件夹中，所有其他 OpsCenter 用户都能够查看它。如果将
报告保存在专用文件夹中，只有您可以查看它。
展开“公用”文件夹或“专用”文件夹，然后选择要保存报
告的文件夹。根据您选择的文件夹类型（公用或专用），显
示的供选择的文件夹会有所不同。

新建

单击此选项可创建一个新的公用或专用文件夹。单击此选项
可更改文件夹视图。输入文件夹名称，然后单击“确定”。
即可在文件夹树中选择此文件夹。选择要保存报告的此新建
文件夹。

如果报告已存在于选定文件
夹，则将其重写

如果要在同一文件夹中重写具有相同名称的现有报告，则选
中此复选框。如果未选中此复选框，在使用与选定文件夹中
的任何现有报告相同的名称保存报告时，系统将在重写现有
报告之前显示确认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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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选项

选项

描述

选择格式

选择以下格式之一：
■

PDF

■

HTML

■

CSV

■

TSV

■

XML

注意：其中某些格式对于特定的报告可能不可用。例如，只
能导出并以电子邮件发送 HTML 格式的“驱动器吞吐量”和
“驱动器利用率”报告。
选择内容

选择以下报告格式之一：
■

分布

■

历史

■

分级

■

表格

分布、历史和分级格式仅适用于基于图表的报告。
电子邮件

输入相应的电子邮件详细信息，如地址、主题和消息。

保存 OpsCenter 报告
可以保存标准报告。此操作会在生成报告的同时保存所选的过滤器。您可以使用此
组过滤器重新生成具有当前时间选择的报告。
这些报告保存在 OpsCenter 数据库中，可以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查看。
您无法保存其名称包含任何特殊字符（如 /、\、*、?、|、"）的报告。 | ").
请参见第 512 页的“关于管理“我的报告””。
保存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报告模板”。

2

从“报告”树中，选择要保存的报告模板。

3

在右侧的报告视图区域中，单击“另存为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保存报
告”弹出屏幕。

492

OpsCenter 中的报告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

4

在“保存报告”屏幕上，输入必需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490 页的““保存报告”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

5

单击“确定”。
在成功保存之后，“我的报告”选项卡会与所选定的此报告一起显示。
注意：您无法保存包含以下特殊字符的报告名称：(/ \ * ? | ")

导出 OpsCenter 报告
使用 OpsCenter，您可以在文件中保留报告数据或打印数据。
请参见第 493 页的“ OpsCenter 中可用的文件格式”。
可使用电子表格程序或文本编辑器等其他应用程序打开导出的文件。
导出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报告模板”。
您也可以导出从“报告”>“我的报告”创建的报告。

2

从“报告”树中，选择要导出的报告模板或报告。

3

在右侧的报告视图区域中，单击“导出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导出报告”
弹出屏幕。

4

在“导出报告”弹出屏幕上，选择要用于导出报告的导出选项：文件格式（如
PDF、HTML、CSV、TSV 或 XML）和内容或报告视图（如“表格”、“分
发”、“历史”或“分级”）。
请注意，只会显示特定报告的适用格式和报告视图。
请参见第 490 页的““保存报告”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

5

单击“确定”。系统显示与选择的文件格式相关的导出选项。选择这些选项并
导出报告。

OpsCenter 中可用的文件格式
可以下列文件格式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OpsCenter 报告：
PDF（可移植文档格
式）

可使用 Adobe Reader 等 PDF 读取器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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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V（以逗号分隔的
值）

在电子表格程序（如 Microsoft Excel）中使用。

TSV（以 tab 分隔的
值）

与文字处理应用程序和文本编辑器兼容

HTML（超文本标记语
言）

可以使用 Web 浏览器打开

XML（可扩展标记语
言）

可由其他程序（如数据库应用程序或票据处理应用程序）导入（使
用用户编写的脚本）。

XML 格式在 OpsCenter 7.5 中得到增强。以前以 PDF、CSV、TSV 和 HTML 等其
他格式显示的某些字段现在也以 XML 格式显示。
以下是旧 XML 格式：
<Report>
{Report Name}
<Disclaimer> {customer message} </Disclaimer>
<Table>
<Header>
<Row>…</Row>
</Header>
<Rows>
<Row>…</Row> …
</Rows>
</Table>
<Table>
<Header>
<Row>…</Row>
</Header>
<Rows>
<Row>…</Row> …
</Rows>
</Table>
{footer}
</Report>

在旧 XML 格式中，每个视图（如分发、时间线等）都有一个包含该视图信息的相
应 <Table> 标记。
以下是新的 XM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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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ReportView>
<Name> {nameValue} </Name>
<Description> {descriptionForReportView} </Description>
<TimeDuration> {timeValue} </TimeDuration>
<ViewName> {viewNameValue} </ViewName>
<ViewSelections>
<SelectedItem value="{selectedNodeNameValue1}">
<ExcludedItem> {excludedNodeName1} </ExcludedItem>
<ExcludedItem> {excludedNodeName2} </ExcludedItem>
...
</SelectedItem>
<SelectedItem value="{selectedNodeNameValue2}">
<ExcludedItem> {excludedNodeName3} </ExcludedItem>
<ExcludedItem> {excludedNodeName4} </ExcludedItem>
...
</SelectedItem>
</ViewSelections>
<Table>
<Header>
<Row>…</Row>
</Header>
<Rows>
<Row>…</Row> …
</Rows>
</Table>
</ReportView>
<ReportView>
</Report>

在新格式中，<Table> 移到了名为 <ReportView> 的新标记下。如果选择多个视图
（分发、历史、分级）进行导出或发送电子邮件，每个视图都将有一个 <ReportView>
标记与之对应。对于每个视图，始终显示 ReportView 标记中的 Name、Description
和 TimeDuration 标记。但是，ViewName、GroupBy 和 ViewSelections 标记则仅
在适用情况下显示。如果编辑了报告并且更改了视图选择，将在导出内容中添加这
些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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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sCenter 中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使用 OpsCenter，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报告数据发送给所选收件人。可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大量不同文件格式的报告。
请参见第 493 页的“ OpsCenter 中可用的文件格式”。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报告模板”。
您也可以导出从“报告”>“我的报告”创建的报告。

2

从“报告”树中，选择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告模板或报告。

3

在右侧的报告视图区域中，单击“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弹出屏幕。
请参见第 490 页的““保存报告”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

4

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弹出屏幕上，选择电子邮件选项： 文件格式（如
PDF、HTML、CSV、TSV 或 XML）和内容或报告视图（如“表格”、“分
发”、“历史”或“分级”）
请注意，只会显示特定报告的适用格式和报告视图。

5

在“收件人”、“抄送”和“密件抄送”文本框中，输入要将邮件发送到的电
子邮件 ID。
如果这些电子邮件 ID 已不存在，则会自动将它们添加到数据库。
或者，可以添加现有的电子邮件收件人。
请参见第 498 页的“向 OpsCenter 报告邮件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

6

输入电子邮件的主题。

7

输入消息，可以是关于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告数据的简要描述。

8

单击“确定”。

配置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的表格报告的行数
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预定表格报告时，默认导出 4000 行。
可以配置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表格报告的最大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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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导出的最大行数

1

登录 OpsCenter 服务器。

2

通过在 Windows 和 UNIX 上使用下列命令，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务
或进程：

3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op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op

导航到下列位置：
Windows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server\config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config

4

打开 report.conf 文件。

5

您可能希望导出所有行，或希望增大或减小这个最大值。注意，如果导出所有
行或增大行数，则行数较大时导出报告可能比较费时。
■

要导出所有行，您可以注释掉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 参数
或为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 参数指定小于或等于 -1 的任
何值。
要注释掉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 参数，请按如下所示在该
参数前添加两个正斜线：//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4000
或者
在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4000 中将值 4000 编辑为 -1。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1

■

要更改最大行数，如更改为 5000，可以将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 的值设为 5000。
配置 report.schedule.max.tabular.rows=5000

6

使用以下分别适用于 Windows 和 UNIX 的命令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器服
务或进程：
Windows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bat start

UNIX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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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OpsCenter 报告邮件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
本节提供了有关如何添加要向其发送电子邮件的电子邮件收件人的信息。此过程假
定您已开始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的过程。我们提供了有关此过程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496 页的“在 OpsCenter 中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

1

在“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屏幕上，选中要向其发送电子邮件的电子邮件收件
人前面的复选框。
请参见第 498 页的““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对话框选项”。
根据您要在何处添加所选收件人，请单击“收件人”, 抄送..或“密件抄送”。

2

单击“确定”。

“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对话框选项
表 12-3

“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对话框选项

选项

描述

收件人名称/电子邮件地址

选择要向其发送电子邮件的收件人左边的复选框。

收件人.../抄送.../密件抄送...

根据您要在何处添加所选收件人，请单击“收件人”, 抄送..
或“密件抄送”。

在 OpsCenter 中创建自定义报告
除了使用 OpsCenter 默认附带的报告之外，您还可以使用自定义报告向导创建仅供
您的安装使用的自定义报告。
创建自定义报告后，您可以修改、打印、保存以及通过电子邮件传送该报告。
对于不同的报告类别，报告向导会显示不同的参数。许多参数可在多个报告类别中
使用，并针对每种类型显示为不同的组合。
您可以使用在自定义报告向导中提供的参数来创建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503 页的“关于自定义报告向导参数”。
创建自定义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报告模板”。

2

单击“创建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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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选择报告创建选项”页面上，单击“创建自定义报告”来启动自定义报告
向导。

4

从“类别”下拉列表中选择一种报告类别：

5

代理

如果您想要了解 OpsCenter 服务器上配置的代理，请选择此
类别。

备份/恢复

选择此类别可创建关于作业、磁盘池、日志、映像、介质、
磁带驱动器等的报告。

根据您从“类别”下拉列表中选择的内容，会显示相应的子类别。在“子类
别”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报告子类别之一：
选择“代理”作为主类别时，将会显示下列子类别：
代理状态

选择查看特定于代理的信息。例如，您可以创建显示 OpsCenter 服务
器上配置的代理和代理状态的报告。

选择“备份/恢复”作为主类别时，将会显示下列子类别：
磁盘池

选择该子类别可查看与磁盘池有关的合并报告。

作业/映像/介质/磁盘

选择该子类别可查看作业、映像、介质或磁盘数据。基
于该子类别的报告提供作业、映像、介质和磁盘的合并
视图。例如，您可以创建一个自定义报告以显示每种作
业类型的映像数量，也可以创建一个表格报告以显示在
哪个介质上备份哪个映像。
使用 OpsCenter 7.5，您还可以查看在磁盘上执行的备
份。

日志

选择该子类别可查看在 NetBackup 和 Backup Exec 中
执行备份和恢复活动所生成的日志。

介质

选择该子类别可查看有关介质（如磁带介质等）的报
告。

磁带驱动器

选择该子类别可查看有关磁带驱动器的报告。该子类别
不会显示与介质服务器有关的报告。它将显示诸如“磁
带驱动器设备主机”或“磁带驱动器类型”等关联过滤
器参数。

预定作业

使用该类别可生成关于预定作业的报告。例如，您可以
创建一个报告来比较预定作业的预定时间和实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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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视图类型”下拉列表的以下格式中选择一种报告格式：
分布

以饼图显示分组、对象或资源。

分级

显示一个水平条形图，用于呈现每个视图级对象在选定时段内从
大到小排列的所有数据。

历史

显示一个堆积（分段）条形图，其上叠加一条趋势线，用于呈现
数据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的平均向上和向下趋势。

表格

以表格形式显示数据。

7

单击“下一步”。

8

在自定义报告向导的“选择参数”面板中，为一个或多个报告参数选择值。显
示的报告参数取决于您选择的报告类别和视图类型。
请参见第 504 页的“配置时段参数”。
请参见第 503 页的“关于自定义报告向导参数”。
选择参数时，“内容”窗格可能会刷新以显示更多选择内容。例如，在您选择
视图过滤器时，会为您提供用于过滤报告显示内容的选择项。

9

单击“下一步”。

10 在“修改显示选项”面板中，定义为历史、分级、表格和分布报告收集的度量
单位。根据不同的视图类型会显示不同的显示选项。
请参见第 507 页的“关于显示选项”。
单击“下一步”。

11 在“查看报告数据”面板中，您可以查看根据所选内容创建的报告。
单击“下一步”。
要返回到自定义报告向导并对报告进行更改，请单击“上一步”。

12 保存报告。输入报告名称、描述（可选）和您要保存报告的位置。
单击“保存”。
示例 1：您可能希望根据自己的特定要求创建一个自定义报告。例如，您可能希望
为每日备份的客户端创建每日状态报告。
此报告提供有关正在备份的作业目录、其状态（是成功、部分成功还是失败）、级
别类型（增量式、完全、差异增量式）、作业文件计数和数据中心中的作业大小的
表格式详细信息。可以根据报告的需要添加更多可用列来使此报告的内容更丰富。
查看以下过程可了解如何为每日备份的客户端创建每日状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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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日备份的客户端创建每日状态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

2

在“报告模板”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3

在“报告向导”上，选择“创建自定义报告”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

4

将“报告类别”选为“备份/恢复”，并将“子类别”选为“作业/映像/介质/磁
盘”。

5

将“报告视图类型”选为“表格”。
单击“下一步”。

6

选择要查看其数据的相应时段。

7

选择“作业”过滤器。将“列”选为“备份作业数据类型”，将“运算符”选
为 =，并将“值”选为“是”。单击“添加”。

8

单击“下一步”。

9

在“表格报告属性”下，将“时间基础”选为“作业结束时间”。根据您的要
求更改“显示单位”。

10 从显示的列表中选择“可用列”：
■

备份作业文件计数

■

备份作业大小

■

作业目录

■

作业结束时间

■

作业开始时间

■

作业状态

■

作业状态码

■

作业类型

■

主服务器

■

日程表名称

■

日程表/级别类型

单击“添加”。

11 单击“下一步”运行报告。
示例 2：您可能希望创建一个报告，调查每个状态类别中的磁带数及其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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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您的环境中磁带状态的分布情况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

2

在“报告模板”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3

在“报告向导”上，选择“创建自定义报告”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

4

选择“备份/恢复”作为“报告类别”，并选择“介质”作为“子类别”。

5

将“报告视图类型”选为“分发”。
单击“下一步”。

6

选择要查看其数据的相应时段。您也可以选择“无时间基础”。

7

（可选）根据您的要求选择任何过滤器。
单击“下一步”。

8

在“分发图表属性”部分中，请进行下列选择：
图表类型

饼图

报告位置

介质历史记录状态

报告数据

介质 ID
计数

9

单击“下一步”。

示例 3：您可能希望创建一个显示以下信息的自定义表格报告：
■

了解特定主服务器在过去一周内有哪些作业已成功执行

■

显示备份所需的时间

■

显示备份的大小

创建一个报告，来显示已成功的主服务器备份作业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

2

在“报告模板”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3

在“报告向导”上，选择“创建自定义报告”选项，然后单击“下一步”。

4

将“报告类别”选为“备份/恢复”，并将“子类别”选为“作业/映像/介质/磁
盘”。

5

将“报告视图类型”选为“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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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相对时段”更改为“前一周”

7

在“过滤器”下，选择“作业”。在“列”区域中，选择“作业类型”，将
“运算符”选为 =，并选择值“备份”。
单击“添加”。

8

返回到“列”标题下，选择“作业状态”，将“运算符”保留为 =，并选择“成
功”作为值。
单击“添加”。

9

单击“下一步”。

10 将“时间基础”选为“作业开始时间”。
11 您可以更改“显示单位”或“持续时间”。例如，如果主服务器创建的备份较
小，则可将“显示单位”更改为 MB。

12 从“可用列”列表中选择以下项：
■

备份作业大小

■

客户端名称

■

作业持续时间

单击“添加”在“所选列”区域下移动它们。

13 在“所选列”区域中，对每一行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右侧“客户端名称”旁边的复选框，然后单击“上移”使它成为第一
行。

■

在“作业持续时间”行上，将“操作”更改为“总计”。

■

在“作业大小”行上，将“排序顺序”更改为“降序”，并将“操作”更
改为“总计”。

14 单击“下一步”。

关于自定义报告向导参数
“自定义报告向导”显示的参数集随报告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下列主题介绍了所
有可用参数：
■

定义时段参数
请参见第 504 页的“配置时段参数”。

■

关于显示选项
请参见第 507 页的“关于显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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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条件
请参见第 510 页的“定义报告条件”。

■

过滤器参数
请参见第 506 页的“选择和使用过滤器参数”。

配置时段参数
使用“时段”参数定义报告的总时段和报告数据的间隔。
可以为报告指定绝对时段或相对时段。
可以选择以下时段参数：
相对时段

从下拉列表（适用情况下）中选择“前”或“后”，然后指定小时
数、天数、星期数、月数、季度数或年数来定义时间段。报告显示
在指定的时间段内收集的数据，例如前 3 个月的数据。
“相对时段”特别适用于计划定期生成的报告。此类报告始终显示
在最近时间间隔内收集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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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所选单位> 的起始
处开始

这仅适用于相对时段。在“从 <所选单位> 的起始处开始”中，<所

选单位> 可以代表“小时”、“天”、“周”、“月”、“季度”
或“年”，具体取决于您选择作为“相对时段”的单位。
在指定相对时段并选中“从 <所选单位> 的起始处开始”的情况下，
如果选择周、月、季度或年，则从第一天开始计算“相对时段”；
如果选择天，则从午夜 12 点开始计算“相对时段”；如果选择小
时，则从最小的整点（没有分或秒）开始计算“相对时段”。如果
要查看“相对时段”中指定的整个时段的数据，请不要选中“从 <
单位> 的起始处开始”复选框。
示例：
■

当前日期是 2010 年 6 月 13 日。如果选择“前 1 个月”作为
“相对时段”，并且不选中“从月初开始”复选框，则报告将
显示从 2010 年 5 月 14 日到 2010年 6 月 13 日的数据。但是，
如果选中“从月初开始”复选框，则报告将显示从 2010 年 6 月
1 日到 2010年 6 月 13 日的数据。

■

当前日期和时间是 9 月 13 日晚上 10:30。如果选择“前 2 天”
作为“相对时段”，并且不选中“从这些天的起始处开始”复
选框，则报告将显示从 9 月 11 日晚上 10:30 到 9 月 13 日晚上
10:30 的数据。但是，如果选中“从这些天的起始处开始”复选
框，则报告将显示从 9 月 12 日夜里 12 点到 9 月 13 日晚上
10:30 的数据。

■

当前时间是下午 4:25。如果选择“前 2 个小时”作为“相对时
段”，并且不选中“从这一小时的起始处开始”复选框，则报
告将显示从下午 2:25 到下午 4:25 的数据。但是，如果选中“从
这些小时的起始处开始”复选框，则报告将显示从下午 3 点到
下午 4:25 的数据。

注意：如果指定相对时段并选中“从 <所选单位> 的起始处开
始”，则报告将配置为显示以当前日期为结束日期的间隔期间
收集的数据。这实际上相当于指定绝对时段；报告的内容在显
示时将保持静态。
绝对时段

定义报告覆盖的时间间隔的起点和终点。输入绝对日期后，报告的
内容在显示时将保持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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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开始日期

这仅适用于绝对时段。 选中此选项可查看您在“绝对时段”中输入
的“到”日期当日及其之前的所有数据。
示例：假设您指定绝对时段：从 2004 年 3 月 1 日午夜 12 点到
2004 年 4 月 30 日午夜 12 点。报告将显示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之
间的这一时间段的数据。现在，如果选中“忽略开始日期”，报告
将忽略“开始日期”，并显示 2004 年 4 月 30 日午夜 12 点之前的
所有数据。

忽略结束日期

这仅适用于绝对时段。选中此选项可查看您在“绝对时段”中输入
的“从”日期当日及其之后的所有数据。
示例：假设您指定绝对时段：从 2004 年 3 月 1 日午夜 12 点到
2004 年 4 月 30 日午夜 12 点。报告将显示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之
间的这一时间段的数据。现在，如果选中“忽略结束日期”，报告
将忽略“结束日期”，并显示 2004 年 3 月 1 日午夜 12 点之后的
所有数据。

无时间基础

这表示不应根据时间对显示的数据进行分组。报告将包括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所有数据，而不考虑时间。时段分组将不适用。

日时段

指定“绝对时段”或“相对时段”时，“日时段”适用。在“日时
段”中，可以指定构成一天的时间间隔。在“从”和“到”下拉列
表中选择值。
示例：从下午 6:00 到上午 6:00
示例：从午夜 12:00 到中午 12:00

报告时段分组

仅当选择了“历史”视图类型时才会显示该选项。
选择要依据其对记录进行分组的时间间隔。例如，如果选择 1 个月
作为“报告时段”并选择 10 天作为“分组依据”间隔，则报告会
按 10 天一组将数据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记录显示。

选择和使用过滤器参数
可以使用过滤器参数为要显示的报告获取附加过滤功能。例如，基于选择的类别或
子类别，您可以根据以下各项进行过滤：
■

客户端操作系统

■

客户端处于活动状态

■

活动策略：选择“是”可查看活动策略。选择“否”可查看不活动的策略。

■

“介质”过滤器下添加了“介质已保留”列。

■

“映像”过滤器下添加了“映像已保留”和“映像副本已保留”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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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附加过滤条件

1

在自定义报告向导上，选择报告类别、子类别和视图类型。单击“下一步”。

2

在“选择参数”面板的“过滤器”部分中，将显示相应的过滤器。
显示的过滤器列表取决于您选择的报告类别和视图类型。

3

单击要使用的过滤器，然后使用提供的字段指定一个或多个值。

关于显示选项
在“修改显示选项”面板中，可定义为历史、分级、表格和分布报告收集的度量单
位。根据不同的视图类型会显示不同的显示选项。

关于历史视图显示选项
以下显示选项适用于历史报告。将显示下列参数：
报告位置

使用下拉列表定义报告的范围。该字段表示需要对其分组的实体。
例如，当您选择“客户端”作为“报告位置”参数时，Y 轴报告数
据将按每个客户端分组。
示例：作业状态、映像类型等。

描述

与报告一起显示的描述。如果将该字段留空，则默认不提供任何描
述。

X轴
显示名称

历史报告中的横轴 (x) 的标签。如果将该字段留空，将提供默认标
签。

报告数据

用于定义图形横轴 (x) 的量度值。
示例： “尝试结束时间”、“客户端名称”
如果选择不基于时间的“报告数据”参数，如“客户端名称”，则
会显示另一个名为“时间基础”的参数。

时间基础

如果您选择与时间无关的“报告数据”参数，如“客户端名称”，
则会显示该参数。时间基础类似于将时间过滤器作为条件应用时所
依据的时间属性。如果您在向导中配置时段时选择了“无时间基
础”，则不显示该属性。如果“报告数据”参数未进行指定，则
“时间基础”是用于将时间分配给报告中每个项目的量度。
示例：每个备份作业的开始时间或结束时间。

Y1 或 Y2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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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名称

历史报告中的横轴（Y1 或 Y2）的标签。 如果将该字段留空，将提
供默认标签。

报告数据

在历史报告中，用于定义图形纵轴（Y1 或 Y2）的量度值。
示例：“作业大小”、“状态码”等。

显示单位

对于数字数据类型（如作业大小），定义数据的显示单位。这仅对
与大小相关的属性适用，如作业大小、映像大小、片段大小等。
示例：MB、GB。

图表类型

报告格式。根据在“报告数据”中指定的值，可能提供更多格式。

显示具有预测期限的预 使用“趋势线”和“预测”参数可通过对近期的实际数据求平均值
测
来预测未来趋势。选中“显示具有预测期限的预测”，并使用下拉
列表指定多个预测期限（间隔）。通过使用线性回归基于报告时段
内的数据趋势预测值，可显示一条延伸至未来日期的预测线。
示例：“12”显示未来 12 个月的预测数据（“时段分组依据”为
1 个月）。
下列网站可帮助计算预测：
http://easycalculation.com/statistics/regression.php
显示具有以下移动平均 使用“趋势线”参数，可通过对近期的实际数据求平均值来指示一
期限的趋势线
般模式或方向。选中“显示具有移动平均期限的趋势线”并使用下
拉列表，可以指定计算平均值所需的数据点数。在图形的每个间隔
上，趋势线都会显示最新数据点的移动平均值。
示例： 如果值为 3，则在趋势线上的每个间隔上显示当前数据点和
两个以前数据点的平均值。
目标性能

对于历史报告，请选中“目标性能”复选框，然后选中 Y1 或 Y2
轴单选按钮。在文本框中键入一个值，以将目标级别或阈值包括在
报告显示中。目标值显示为一条水平线，用于快速直观比较目标值
和报告的实际值。

关于分级图表显示选项
以下显示选项适用于分级报告。将显示下列参数：
图表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条形图”。

报告位置

选择要在报告中查看的实体（如“映像类型”）。

显示

选择要查看的分级数及其排列方式（升序或降序）。

Y 轴显示名称 输入 Y 轴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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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数据

这是应绘制在 Y 轴上的数据。

时间基础

如果“报告数据”参数未进行指定，则这是用于将时间分配给报告中每个项
目的量度。
示例：每个备份作业的开始时间或结束时间。

描述

与报告一起显示的描述。如果将该字段留空，则默认不提供任何描述。

关于分发图表显示选项
以下显示选项适用于分发报告：
图表类型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饼图”。

报告位置

选择要在报告中查看的实体（如“尝试状态”）。

报告数据

这是应绘制在饼图上的数据。

时间基础

如果“报告数据”参数未进行指定，则这是用于将时间分配给报告
中每个项目的量度。
示例：每个备份作业的开始时间或结束时间。

描述

与报告一起显示的描述。如果将该字段留空，则默认不提供任何描
述。

关于表格显示选项
使用“修改显示选项”面板可建立表格报告的列标题。
对于表格报告，将提供以下显示选项：
时间基础

从“时间基础”下拉列表中选择时间基础，如“作业结束时间”或“作业开
始时间”。
时间基础用于为报告中的每个项目分配时间。

描述

为报告输入描述。此选项是可选的。

显示单位

从“显示单位”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单位之一：
■

B

■

KB

■

MB

■

GB

■

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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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

可用列

从“持续时间”下拉列表中，选择以下时间间隔之一：
■

秒

■

分钟

■

小时

■

天

■

周

■

月

■

年

从“可用列”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表列（例如，“客户端名称”、“状
态”、“作业组 ID”）的值。
单击“添加”。
从“可用列”列表中选择的列将添加到“所选列”中，您可以根据需要重新
排列这些列在报告中的显示方式。

所选列

从“可用列”列表中选择的列将添加到“所选列”中，您可以根据需要使用
以下控件重新排列这些列在报告中的显示方式。
■

排序顺序

■

操作

■

上移

■

下移

■

删除

“所选列”列表中的所有列将显示在报告中。
每页行数

从“每页行数”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在一个报告页面中显示的记录行数。

在报告中显示 选择此选项时，报告中的所有重复行都替换为单个行，以仅显示不同的记录。
唯一行
如果行没有唯一 ID，通常会出现重复的行。

定义报告条件
在“修改显示选项”面板的“条件”部分，指定通知的异常条件。这些异常条件表
示潜在的问题，例如，备份作业失败的百分比过高或者正在备份的数据量过低等不
常出现的情况。通过为特定量度值（例如“成功率”或“备份作业总大小”）分配
阈值来定义每个条件。可以设置低阈值和/或高阈值。这些条件仅适用于数字值，如
“作业大小”（而不适用于类似“作业类型”、“主服务器”的值）。只有应用了
诸如“计数”和“不同计数”之类的函数时，才能将这些条件应用于类似“作业类
型”或“主服务器”的属性。
指定了条件后，可以创建报告日程表，以便在满足条件时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和/或导
出报告。仅当预定了报告时，才应用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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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QL 查询创建 OpsCenter 报告
此部分提供使用 SQL 查询创建报告的过程。
只有 OpsCenter Analytics 用户可以访问自定义 SQL 查询功能。
请参见第 486 页的“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中的自定义 SQL 查询”。
注意：OpsCenter 提供了有关 OpsCenter 数据库架构的详细信息，在运行任何 SQL
查询以生成报告之前您可能要了解这些信息。在“报告向导”>“SQL 查询”页面
上，单击以下链接打开包含所有相关信息的 PDF：请参考 OpsCenter 数据库架构
文档

注意：OpsCenter 报告者和还原操作员无权访问自定义 SQL 查询选项。
使用 SQL 查询创建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

2

在“报告模板”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3

在“报告向导”上，选择“使用 SQL 查询创建报告”选项，然后单击“下一
步”。

4

在“SQL 查询”页面上，输入 SQL 查询以查看所需的数据。
例如，要查看 OpsCenter 监视和管理的所有 NetBackup 主服务器，请输入以
下 SQL 查询：select * from domain_masterserver

5

单击“下一步”。
可以查看 domain_masterserver 数据库表中存储的所有主服务器详细信息。
注意：当您运行具有多个结果集的存储过程时，在 GUI 上只显示第一个结果集
的输出。其他结果集的输出不显示在 GUI 上。

请注意，Opscenter 按照公历存储大多数时间字段。如果您想要按照 OpsCenter 主
机上配置的时区查看给定公历日期字段的值，应使用 utcbiginttonomtime
(gregorianDatefield) 函数，其中 gregorianDatefield 是以公历表示的任意时间值。
utcbiginttonomtime 函数不能考虑 DST 时差。因此在显示日期和时间值时，它忽
略所有的 DST 时差。
不得使用 utcbiginttoutctime() 函数，因为它不会按照 OpsCenter 主机上配置
的时区显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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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我的报告”
可以保存生成的报告以供将来使用。这些保存的报告都存储在“我的报告”选项卡
中。使用此部分可以查看保存的报告或修改保存报告的参数并由此生成新报告。还
可以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删除保存的报告。
以下主题提供有关管理报告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12 页的“ 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创建报告”。
请参见第 512 页的“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删除保存的报告”。
请参见第 513 页的“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查看保存的报告”。
请参见第 513 页的“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编辑保存的报告”。
请参见第 513 页的“导出已保存的报告”。
请参见第 514 页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保存的报告”。

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创建报告
本节提供了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创建报告的过程。
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创建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报告”。

2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上，单击“创建新报告”。
可以使用以下任何一种方式创建报告：
请参见第 488 页的“使用报告模板创建 OpsCenter 报告”。
请参见第 49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自定义报告”。
请参见第 511 页的“使用 SQL 查询创建 OpsCenter 报告”。

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删除保存的报告
本节提供了删除已保存报告的过程。
删除已保存的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报告”。

2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上，从“报告”列表中展开报告文件夹以查看其中保存
的报告。

3

选中报告名称前面的复选框。

4

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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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查看保存的报告
可以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查看保存的报告。
查看保存的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报告”。

2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上，从“报告”列表中展开报告文件夹以查看其中保存
的报告。选择要查看的已保存报告。

使用“我的报告”选项卡编辑保存的报告
可以编辑已保存的报告。可以编辑报告的详细信息，例如报告名称或要保存已编辑
的报告的文件夹。
编辑已保存的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报告”。

2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上，从“报告”列表中展开报告文件夹以查看其中保存
的报告。选择要编辑的已保存的报告。

3

在右侧的报告视图区域中，单击“另存为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保存报
告”弹出屏幕。

4

在“保存报告”屏幕上，输入必需的信息。
请参见第 490 页的““保存报告”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对话框”。

5

单击“确定”。

导出已保存的报告
使用 OpsCenter，可以在文件中保留已保存的数据或打印数据。可通过电子邮件发
送大量不同文件格式的报告。
请参见第 493 页的“ OpsCenter 中可用的文件格式”。
可使用电子表格程序或文本编辑器等其他应用程序打开导出的文件。
导出已保存的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报告”。

2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上，从“报告”列表中展开报告文件夹以查看其中保存
的报告。选择要导出的已保存的报告。

3

在右侧的报告视图区域中，单击“导出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导出报告”
弹出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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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导出报告”弹出屏幕上，选择要用于导出报告的导出选项。选择文件格式
（如 PDF、CSV 或 XML）和内容或报告视图（如分布、历史或分级）。

5

单击“确定”。系统显示与选择的文件格式相关的导出选项。选择这些选项并
导出已保存的报告。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保存的报告
使用 OpsCenter，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保存的报告数据发送给所选收件人。可以通
过电子邮件发送下列文件格式的报告：
PDF（可移植文档格
式）

可使用 Adobe Reader 等 PDF 读取器进行查看

CSV（以逗号分隔的
值）

在电子表格程序（如 Microsoft Excel）中使用。

TSV（以 tab 分隔的
值）

与文字处理应用程序和文本编辑器兼容

HTML（超文本标记语
言）

可以使用 Web 浏览器打开

XML（可扩展标记语
言）

可由其他数据库程序或票据处理应用程序导入（使用用户编写的脚
本）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已保存的报告”。

2

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上，从“报告”列表中展开报告文件夹以查看其中保存
的报告。选择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已保存的报告。

3

在右侧的报告视图区域中，单击“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图标。此时将打开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弹出屏幕。

4

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弹出屏幕上，选择电子邮件选项：文件格式（如
PDF、CSV 或 XML）和内容或报告视图（如“分布”、“历史”或“分级”)。

5

在“收件人”、“抄送”和“密件抄送”文本框中，输入要将邮件发送到的电
子邮件 ID。

6

输入电子邮件的主题。

7

输入消息，可以是关于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告数据的简要描述。

8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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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我的仪表板”
您保存的报告保留在“我的报告”选项卡中，可以选择这些报告并发布在“我的仪
表板”选项卡中。可以选择多个报告并添加到相同的仪表板节。因此，可以创建包
含许多报告的多个仪表板节。
只能在仪表板中添加 10 个报告。
请参见第 515 页的“将报告添加到仪表板”。
请参见第 516 页的“修改仪表板节”。
请参见第 516 页的“删除仪表板节”。
请参见第 516 页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仪表板节”。
请参见第 517 页的“刷新“我的仪表板””。

“报告”“我的仪表板”选项
选择报告并将其发布在“我的仪表板”选项卡上。可以选择多个报告并添加到相同
的仪表板节。因此，可以创建包含许多报告的多个仪表板节。
只能在仪表板中添加 10 个报告。
表 12-4

“报告”“我的仪表板”选项

选项

描述

添加/编辑/删除

可以在此页面上添加多个仪表板，并将“我的报告”中的一
个或多个报告添加到每个仪表板中。 使用“添加”、“编
辑”或“删除”任务可以添加、编辑或删除仪表板

电子邮件仪表板

如果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所有仪表板报告，请选择此选项。
在打开的“电子邮件仪表板”对话框中，可以指定要与其他
电子邮件详细信息一起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仪表板报告的格
式。单击“确定”。

刷新仪表板

选择此选项可更新仪表板中的报告。

将报告添加到仪表板
本节提供了将报告添加到仪表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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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报告添加到仪表板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仪表板”。

2

单击“添加”。

3

在“添加仪表板节”弹出屏幕上，输入该节的名称。

4

展开“私有报告”或“公共报告”文件夹查看现有报告。

5

选中要在仪表板上发布的报告名称前面的复选框。

6

单击“确定”。

修改仪表板节
本节提供了修改仪表板节的过程。
修改仪表板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仪表板”。

2

单击“编辑”。

3

在“编辑仪表板节”弹出屏幕上，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修改的仪表板节。

4

修改节名称。

5

展开“私有报告”或“公共报告”文件夹查看现有报告。

6

选中或清除要在此仪表板节上发布或删除的报告名称前面的复选框。

7

单击“确定”。

删除仪表板节
本节提供了删除仪表板节的过程。
删除仪表板节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仪表板”。

2

单击“删除”。

3

在“删除仪表板节”弹出屏幕上，从下拉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仪表板节。

4

单击“确定”。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仪表板节
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仪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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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仪表板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仪表板”。

2

单击“电子邮件仪表板”图标。

3

在“电子邮件仪表板”弹出屏幕上，选择要发送电子邮件的格式。

4

根据需要从“收件人”、“抄送”、“密件抄送”中选择电子邮件收件人。
或者，输入新的电子邮件收件人（添加到数据库中）。

5

输入电子邮件主题和内容。

6

单击“确定”。

刷新“我的仪表板”
本节提供了刷新“我的仪表板”的过程。
刷新“我的仪表板”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我的仪表板”。

2

单击“刷新”图标。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文件夹
OpsCenter 提供了一种用于管理已保存报告的文件夹的方法。报告可以是专有报告
和公共报告。
使用“报告”部分的“管理文件夹”选项卡，可以添加新的报告文件夹、编辑现有
文件夹的名称或删除文件夹。
也可以使用此选项卡选择特定文件夹中的报告并将其删除。
请参见第 51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添加报告文件夹”。
请参见第 51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编辑报告文件夹”。
请参见第 518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删除报告文件夹”。
请参见第 519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删除文件夹中的报告”。

“报告”“管理文件夹”选项
使用“报告”部分的“管理文件夹”选项卡，可以添加新的报告文件夹、编辑现有
文件夹的名称或删除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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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psCenter 中添加报告文件夹
本节提供了添加报告文件夹的过程。
添加文件夹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管理文件夹”。

2

在“报告”树上，选中要在其中创建新文件夹的专用文件夹节点或公用文件夹
节点前面的复选框。

3

单击“添加”。

4

在“创建新文件夹”弹出式窗口中，确保仅选择一个文件夹。 如果选择了多个
文件夹，则“添加”选项将被禁用。

5

输入文件夹名称。

6

单击“确定”。
此文件夹即添加到所选节点中。

在 OpsCenter 中编辑报告文件夹
本节提供了编辑报告文件夹的过程。
编辑文件夹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管理文件夹”。

2

在“报告”树上，选中要编辑的专用文件夹或公共文件夹前面的复选框。

3

单击“编辑”。

4

在“编辑文件夹名称”弹出式窗口中，确保仅选择一个文件夹。如果选择了多
个文件夹，则“编辑”选项将被禁用。

5

编辑文件夹名称。

6

单击“确定”。

在 OpsCenter 中删除报告文件夹
本节提供了删除报告文件夹的过程。如果删除报告文件夹，将删除保存在该文件夹
中的所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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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文件夹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管理文件夹”。

2

在“报告”树上，选中要删除的专用文件夹或公共文件夹前面的复选框。

3

单击“删除”。

在 OpsCenter 中删除文件夹中的报告
本节介绍了删除保存在公用文件夹或专用文件夹中的报告的过程。
删除文件夹中的报告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管理文件夹”。

2

在“报告”树上，选择要从中删除报告的专用文件夹或公用文件夹。 此时页面
的右侧将显示保存在所选文件夹中的报告列表。

3

从报告列表中，选中要删除的报告前面的复选框。

4

单击“删除”。

在 OpsCenter 中使用报告日程表
使用报告日程表，可以在预定时间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报告。每个报告日程表
都与一个预定的时间相关，在该时间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发送指定的报告。
OpsCenter 提供了创建报告日程表的向导。
请参见第 52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报告日程表”。
下表介绍了根据特定日程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报告需要执行的步骤。
请参见第 526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时间日程表”。
表 12-5

创建报告日程表

步骤编号 步骤和参考主题
1

创建时间日程表。
请参见第 527 页的“创建时间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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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编号 步骤和参考主题
创建报告日程表。

2

OpsCenter 提供了创建报告日程表的向导。使用该向导可以指定以下详细信息：
■

报告日程表名称

■

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报告的文件格式

■

■

选择时间日程表。
可以选择在第一个步骤中创建的现有时间日程表，也可以在此创建新的日程
表以使其与报告日程表相关联。
指定导出或电子邮件选项的详细信息。

■

选择要根据特定日程表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告。

注意：仅可以选择在日程表中保存的报告。
请参见第 52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报告日程表”。

表 12-6
步骤

参考主题

◆

请参见第 527 页的“创建时间日程表”。

创建时间日程表。

创建时间日程表。

◆

创建报告日程表。

创建报告日程表。
OpsCenter 提供了创建报告日程表的向导。
使用该向导可以指定以下详细信息：
■

报告日程表名称

■

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报告的文件格
式
选择时间日程表。
可以选择在第一个步骤中创建的现有时间
日程表，也可以在此创建新的日程表以使
其与报告日程表相关联。
指定导出或电子邮件选项的详细信息。

■

■
■

选择要根据特定日程表导出或通过电子邮
件发送的报告。

注意：仅可以选择在日程表中保存的报
告。

请参见第 52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报告
日程表”。

520

OpsCenter 中的报告
“报告”“日程表”选项

“报告”“日程表”选项
使用报告日程表，可以在预定时间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或导出报告。每个报告日程表
都与一个预定的时间相关，在该时间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发送指定的报告。
表 12-7

“报告日程表”选项卡选项

选项

描述

添加/编辑

选择“添加”或“编辑”可启动“报告日程表向导”。

删除

选择“删除”可删除所选报告日程表。

启用/禁用

选择“启用”或“禁用”可启用或禁用所选报告日程表。

名称

报告日程表的名称。

时间日程表名称

与此报告日程表关联的时间日程表的名称。

已启用

指定报告日程表是否已启用。

开始日期

此日程表的运行日期。

结束日期

此日程表的停止日期。

导出

指定是否导出了关联的报告。

电子邮件

指定是否已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关联的报告。

报告

此日程表运行时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报告的数量。

表 12-8

“时间日程表”选项卡选项

选项

描述

添加/编辑

选择“添加”或“编辑”可转到“时间日程表”页面。

删除

选择“删除”可删除所选时间日程表。

名称

时间日程表的名称。

日程表时间

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关联的报告的时间。

循环模式

此日程表运行的模式。

开始日期

日程表的开始日期。

结束日期

日程表的停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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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日程表
NetBackup OpsCenter 提供了根据特定日程表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的方
法。因此，对于要根据其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特定报告的时间日程表，需要
创建与之相关的报告日程表。
每个报告日程表可与一个时间日程表相关联。一个时间日程表可与多个报告日程表
相关联。
请参见第 526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时间日程表”。
以下主题介绍了如何创建和管理报告日程表。
请参见第 522 页的“在 OpsCenter 中查看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24 页的“在 OpsCenter 中创建报告日程表”。
请参见第 525 页的“在 OpsCenter 中编辑报告日程表”。
请参见第 525 页的“ 在 OpsCenter 中删除报告日程表”。
请参见第 526 页的“启用或禁用报告日程表”。

在 OpsCenter 中查看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本节提供了有关查看报告日程表列表的信息。
如果满足了选定报告的条件，适当的条件列表就会显示在向导的最后一页。您可以
选择相应的条件。如果满足了所选条件，则会向相关收件人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查看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默认情况下已选择“报告日程表”选项卡。

2

在“报告日程表”选项卡中，查看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21 页的““报告”“日程表”选项”。

报告日程表向导
“报告日程表向导”包含五个面板，可用于创建日程表。
表 12-9

“输入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面板中的选项

选项

描述

报告日程表名称

输入报告日程表的名称。该字段为必填字段。

522

OpsCenter 中的报告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日程表

选项

描述

选择格式

选择要导出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关联报告的文件格式。
请参见第 493 页的“ OpsCenter 中可用的文件格式”。

表 12-10

“选择时间日程表”面板中的选项

选项

描述

创建新时间日程表

如果要将新时间日程表与报告日程表关联，请选择此选项。

使用现有的日程表

如果要将报告日程表与现有的时间日程表关联，请选择此选
项

表 12-11

“选择导出/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选项”面板中的选项

选项

描述

导出

如果要导出与此日程表关联的报告，请选中此复选框。
请参见第 493 页的“ OpsCenter 中可用的文件格式”。

位置

输入要用于保存导出的报告的目录路径，或者单击“浏览”
选择所需的位置。

重写文件 (如果存在)

如果要重写在指定位置已存在的文件，请选中此复选框。

电子邮件

如果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与此日程表关联的报告，请选中此
复选框。

收件人

选择要通过电子邮件向其发送报告的电子邮件 ID。

抄送

选择要在电子邮件的“抄送”列表中添加的电子邮件 ID。

密件抄送

选择要在电子邮件的“密件抄送”列表中添加的电子邮件
ID。

主题

键入电子邮件的主题。例如：每日作业计数报告

邮件

键入任何其他相关信息。

表 12-12

“选择报告”面板中的选项

选项

描述

私有报告

从要预定的列表中选择私有报告。可以同时选择公共报告和
私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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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描述

公共报告

从要预定的列表中选择公共报告。可以同时选择公共报告和
私有报告。

表 12-13

选择要应用的报告条件面板选项

选项

描述

仅当报告满足一个或多个所选 如果希望仅当报告满足一个或多个所选条件时才发送报告，
条件时才发送电子邮件
请选中此选项。可以在编辑报告时创建自定义报告的条件。
报告名称

显示具备条件且被选择为预定对象的自定义报告。

情况

显示与自定义报告关联的条件。可以仅为自定义报告创建条
件。

在 OpsCenter 中创建报告日程表
创建报告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2

在“报告日程表”选项卡上，单击“添加”。OpsCenter 提供了一个报告日程
表向导，用于引导您完成创建报告日程表的过程。
将出现“输入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面板。
输入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22 页的“报告日程表向导”。

3

单击“下一步”。
将出现“选择时间日程表”面板：
如果要按现有的任何时间日程表运行此日程表，请选择“使用现有的日程表”
选项。如果要为此报告日程表创建新的时间日程表，请选择“创建新时间日程
表”。
请参见第 527 页的“创建时间日程表”。
如果已选择“创建新时间日程表”，则系统将转到时间日程表向导。在创建时
间日程表后，可以选择导出和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选项。

4

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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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在上一步的“配置导出/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设置”面板中选择了“使用
现有的日程表”选项，请指定以下详细信息：
可以选择“导出”和/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选项。
请参见第 522 页的“报告日程表向导”。

6

单击“下一步”。

7

在“选择报告”面板中，选择要按此日程表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的公共报
告或私有报告。
应保存这些报告。
如果要更改前面的选择，请单击“上一步”。

8

在“选择要应用的报告条件”面板中，选择一个报告，然后选择要应用的报告
条件。您可以将报告条件应用于自定义报告。
如果您希望仅当报告满足一个或多个选定条件时才发送电子邮件，也可以选择
选项“仅当报告满足一个或多个选定条件时才发送电子邮件”。

9

单击“保存”。

在 OpsCenter 中编辑报告日程表
本节介绍了如何编辑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编辑报告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默认情况下已选择“报告日程表”选项卡。

2

在“报告日程表”选项卡上，从列表中选择要编辑的报告日程表。

3

单击“编辑”。

4

使用向导编辑报告日程表详细信息。

5

单击“保存”。

在 OpsCenter 中删除报告日程表
本节介绍了如何删除报告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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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报告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默认情况下已选择“报告日程表”选项卡。

2

在“报告日程表”选项卡上，从列表中选择要删除的一个或多个报告日程表。

3

单击“删除”。

启用或禁用报告日程表
本节介绍了如何启用或禁用报告日程表。
启用或禁用报告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默认情况下已选择“报告日程表”选项卡。

2

在“报告日程表”选项卡上，从列表中选择一个或多个要启用或禁用的报告日
程表。

3

单击“启用”或“禁用”。

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时间日程表
本节提供了创建和管理报告日程表的过程。
每个报告日程表仅可与一个时间日程表相关联。一个时间日程表可与多个报告日程
表相关联。
请参见第 522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报告日程表”。
以下主题提供了有关管理时间日程表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第 527 页的“查看时间日程表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27 页的“创建时间日程表”。
请参见第 528 页的“编辑时间日程表”。
请参见第 528 页的“删除时间日程表”。

“报告”>“日程表”>“创建时间日程表”或“编辑时间日程表”
选项
使用该页面可创建或编辑时间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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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4

“创建时间日程表”或“编辑时间日程表”选项

选项

描述

日程表名称

输入时间日程表的名称。

日程表时间

输入日程表运行并且导出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关联的报告的
时间。

日程表模式

选择此日程表的运行模式。
提供了下列日程表模式：
■

一次

■

每日

■

每周

■

每月

■

每季度

■

每年

根据所选的模式，选项会有所不同。

查看时间日程表详细信息
本节提供了查看时间日程表详细信息的过程。
查看时间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2

单击“时间日程表”。
将显示以下时间日程表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21 页的““报告”“日程表”选项”。

创建时间日程表
使用以下过程可创建时间日程表。
创建时间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2

单击“时间日程表”。

3

在“时间日程表”选项卡上，单击“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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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创建时间日程表”页上，指定必需的详细信息。
请参见第 526 页的““报告”>“日程表”>“创建时间日程表”或“编辑时间日程表”选
项”。

5

单击“确定”。

编辑时间日程表
使用以下过程可编辑时间日程表。
编辑时间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2

单击“时间日程表”。

3

在“时间日程表”选项卡上，从表中选择要编辑的时间日程表。

4

单击“编辑”。

5

编辑时间日程表详细信息。

6

单击“确定”。

删除时间日程表
使用以下过程可删除时间日程表。
删除时间日程表

1

在 OpsCenter 控制台中，单击“报告”>“日程表”。

2

单击“时间日程表”。

3

在“时间日程表”选项卡上，从表中选择要删除的时间日程表。

4

单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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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关 PureDisk 数据收集的
其他信息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OpsCenter 中的 AT 配置

■

关于方案 1：本地主机上的根代理

■

关于方案 2：OpsCenter 服务器的本地根代理和 PureDisk SPA 的远程根代理

■

在 PureDisk SPA AT 主机和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之间建立信任

关于 OpsCenter 中的 AT 配置
用户身份验证服务（赛门铁克产品验证服务或 AT）嵌入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中。
每个 OpsCenter 设置都有其自己的 AT 配置，称为 OpsCenter AT。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 OpsCenter AT”。
OpsCenter 服务器 具有其他产品不能共享的本地 AT 配置。类似地，PureDisk SPA
也将具有本地或集成的 AT 配置。
要从 OpsCenter 服务器收集 PureDisk 数据，需要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和
PureDisk SPA 主机之间建立单向信任。需要在 OpsCenter 的身份验证代理和
PureDisk SPA 之间建立用于安全通信的信任关系。建立此信任是从 OpsCenter 收
集 PureDisk 数据的一个前提条件。
注意：在 PureDisk SPA 主机与 OpsCenter AB 主机之间建立信任是一个手动过程。
请参见第 531 页的“在 PureDisk SPA AT 主机和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之间建立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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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案 1：本地主机上的根代理
本节介绍了 OpsCenter 服务器和 PureDisk SPA 使用自己的嵌入 AT 根代理配置的
方案。
图 A-1 描述了 OpsCenter 服务器和 PureDisk SPA 使用在各自主机上配置的 AT 根
代理的一种方案。
图 A-1

本地主机上的根代理

主机 A：
OpsCenter 服务器
AT 根代理 +
身份验证代理

主机 B：
PureDisk SPA
AT 根代理 +
身份验证代理

数据收集

注意：您需要在两个根代理主机之间（即主机 A 和主机 B 之间）建立起信任。
请参见第 531 页的“在 PureDisk SPA AT 主机和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之间建立信
任”。

关于方案 2：OpsCenter 服务器的本地根代理和
PureDisk SPA 的远程根代理
本节讨论了如下方案：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使用本地 AT 配置 (OpsCenter AT)，
PureDisk SPA 主机使用远程 AT 根代理。
图 A-2 介绍了如下方案：OpsCenter PureDisk SPA 主机使用远程 AT 根代理，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使用 OpsCenter AT。
图 A-2

OpsCenter 服务器的本地根代理和 PureDisk SPA 的远程根代理

主机 C：
AT 根代理

AT 层次结构
主机 A：
OpsCenter 服务器
AT 身份验证
代理

数据收集

主机 B：
PureDisk SPA
AT 身份验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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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您需要在两个根代理主机（即主机 A 和主机 C）之间建立信任。

在 PureDisk SPA AT 主机和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
之间建立信任
本节介绍了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与 PureDisk SPA AT 主机之间建立信任所需
的步骤。
注意：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具有本地 AT 配置 (OpsCenter AT)。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 OpsCenter AT”。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与 PureDisk SPA AT 主机之间建立信任
◆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上，根据 OpsCenter 服务器操作系统运行以下命令：
这些是默认目录路径。
Windows 64 位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server\authbroker\bin>vssat.bat
setuptrust --broker <PureDiskSPAAThost:port>
--securitylevel high

UNIX

/opt/VRTSat/bin/vssat setuptrust --broker
<PureDiskSPAAThost:port> --securitylevel high

用于身份验证的注册端口是 2821。如果 AT 根代理配置了另一个端口号，请与
安全管理员联系以了解更多信息。
成功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与 PureDisk SPA AT 主机之间建立信任后，将
显示以下消息：
setuptrust
------------------------------------------Setup Trust With Broker: PureDiskSPAAThost

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主机和 PureDisk SPA 主机之间设置信任后，登录到 OpsCenter
GUI 并配置 PureDisk 数据收集器，以开始收集 PureDisk 数据。
请参见第 270 页的“配置 PureDisk 数据收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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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数据的属性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备份数据属性

备份数据属性
本节列出了与 OpsCenter 从 NetBackup 收集的数据相关的所有属性。您可以在生
成自定义报告时选择这些属性。
下表列出了 OpsCenter 收集的所有 NetBackup 属性。
■

表 B-1

■

表 B-2

■

表 B-3

■

表 B-4

■

表 B-5

■

表 B-6

■

表 B-7

■

表 B-8

■

表 B-9

■

表 B-10

■

表 B-11

■

表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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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备份作业属性

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代理服务器

host.veritas.com

安装 OpsCenter 数据收集
代理的服务器的名称

备份作业注释

无法访问主机

由用户在“作业协调”页
面中填写，用于指示作业
失败的原因，以便其他用
户可以查看。

备份作业文件计数重复 321
数据删除因子

每个 PureDisk 备份作业
的重复数据删除文件因
子。意味着每 321 个备份
文件实际仅存储一个文
件。（321 比 1 的文件重
复数据删除率）

备份作业文件计数重复 456
数据删除节省量

因已通过重复数据删除进
行存储而不需要为
PureDisk 中的每个备份作
业备份的文件数。意味着
如果要备份 500 个文件，
由于节省了 456 个文件，
只存储 44 个文件。

备份作业已被忽略

在 OpsCenter 中，可以将
作业标记为已忽略（是/
否）。如果将其忽略，则
它不会计入诸如成功率或
自上次成功备份后的时间
等事项。将作业标记为已

是/否

忽略是在“报告”>“资
源管理器”部分中完成
的。
受保护的备份作业文件 400 个文件
计数

PureDisk 备份中处理的文
件数。请注意，由于此文
件数是在重复数据删除之
前的数量，因此它不是实
际存储的数量。

受保护的备份作业大小 200GB

重复数据删除之前
PureDisk 备份作业的大小
（以字节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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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备份作业大小重复数据 567
删除因子

每个 PureDisk 备份作业
的重复数据删除大小因
子。意味着每备份 567
KB 仅存储 1 KB。

备份作业大小重复数据 345
删除节省量

因已通过重复数据删除进
行存储而不需要为
PureDisk 中的每个备份作
业备份的 KB 数。意味着
如果备份 346 KB，而节
省量为 345KB，则只需存
储 1 KB。

备份作业子类型

目录库、文件系统、MS Exchange、
NDMP、Sybase

作业下的每个目录及其备
份类型。

备份作业传输类型

LAN、SAN

用于将备份从备份客户端
移动到介质服务器的传输

作业尝试计数

4

备份作业成功或达到允许
的最大重试次数之前必须
尝试的次数

作业客户端

backup-client.veritas.com

备份作业中显示的进行备
份的主机的名称

作业目录

C:\、/var、ALL_LOCAL_DRIVES

备份作业中显示的进行备
份的文件系统目录

作业持续时间

300 秒

备份作业中显示的备份开
始和完成所用的时间量
（以秒为单位）

作业结束时间

星期二 2008 年 3 月 23 日 03:34:43

备份结束的日期和时间

作业错误代码

0、1、2、3 等

特定作业的退出代码、状
态码或错误代码

作业截止时间

2008 年 8 月 1 日 22:03:48

作业（作业生成的映像）
将失效的时间。

作业文件计数

300

备份作业期间备份的文件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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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作业组 ID

6114

产品组指定的组 ID。
注意：辅助 ID 和组 ID 用
于同一目的。这些 ID 以
在报告中有用的方式对作
业进行分组。

作业级别

完全备份、差异增量式备份、用户备份

备份作业的日程表类型，
完全备份、增量式备份、
累积式备份、用户备份
等。

作业主 ID

5,234,234

备份域中标识备份作业的
每个备份作业的唯一编号

作业辅助 ID

5,234,235

当唯一作业编号不足以区
分作业时，可能会使用辅
助 ID。对于 NBU，此字
段是作业进程 ID

作业大小

2048

备份作业从客户端传输到
介质服务器以进行备份的
KB 数

作业开始时间

星期二 2008 年 3 月 23 日 02:34:43

备份开始的日期和时间

作业成功率（完全和部 98
分）

基于已成功（NetBackup
状态 0）和部分成功
（NetBackup 状态 1）的
作业数除以在这段时间内
运行的作业总数计算得出
的一个百分比数。示例：
98 个成功作业/100 个作
业总数（2 个失败）=
98%

作业成功率（仅完全） 99

基于已成功（NetBackup
状态 0）的作业数除以在
这段时间内运行的作业总
数计算得出的一个百分比
数。示例：98 个成功作
业/100 个作业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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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作业吞吐量（KB/秒）

3,234

备份作业的速度（以 KB/
秒为单位）。该速度是将
从客户端到介质服务器以
及从介质服务器到磁盘或
磁带存储的传输时间考虑
在内的整个作业的速度。
而不仅仅是磁带驱动器的
速度。

作业类型

备份、还原、复制、存档、标注、清除

备份产品执行的操作类型

级别类型

完全备份、差异增量式备份、用户备份

备份作业的日程表类型仅
分组为两个选项。完全与
其他

主服务器

nbu-master.example.com

执行备份作业的主服务器
的名称

介质服务器

nbu-media.example.com

执行备份作业的介质服务
器的名称

策略

Oracle 备份策略、用户备份策略、文件 备份作业中显示的备份策
系统备份策略
略的名称

策略描述

此策略用于执行 Oracle 备份

备份作业中显示的用户定
义的策略描述

策略域名

NetBackup 策略域、PureDisk 策略域

备份策略从中执行作业的
备份产品

策略类型

Standard、NT、Oracle、Exchange

备份作业中显示的策略类
型

产品

NetBackup, PureDisk

执行备份的备份产品，
OpsCenter 从中收集数据

日程表

（由用户定义），例如：每周完全、每
日增量式

备份作业中显示的驻留在
策略内的日程表的名称

状态

成功、部分、失败

对各个作业的文字描述，
使状态码与其中文含义相
关联。所有失败均对应
“失败”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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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存储单元名称

（由用户定义），例如：tld0-hcart-0

策略选择用于接收和存储
备份的存储单元的名称。
存储单元通常是某个库内
磁带驱动器的组合，或是
池中组合到一起的多个磁
盘位置。这是由备份作业
使用的存储单元名称。

存储单元类型

磁盘、介质管理器（磁带）

备份作业中使用和显示的
存储单元类型

表 B-2

备份映像属性

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备份映像压缩状态

是/否

用于描述目录库中存储的
备份映像是否进行了压缩
的属性（是/否）。

备份映像副本截止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4 月 23 日 4:32:34

备份映像副本设置为失效
的日期/时间

备份映像副本当前已失 是/否
效

用于描述备份映像是否已
失效的属性（是/否）。如
果它已失效，则无法将其
还原，且备份应用程序可
以重新写入该空间。如果
它没有失效，则可以用于
还原。

备份映像副本为主副本 是/否

用于描述备份映像是否为
主副本的属性（是/否）。
如果映像是第二个副本或
第二个副本以后的副本，
则此值将为“否”。

备份映像副本介质服务 backup-server.veritas.com
器

将备份复制到第二个位置
的备份服务器的名称。

备份映像副本多路复用 True/False
状态

用于描述是否使用多路复
用（多个客户端/作业以流
方式写入一个映像）写入
备份映像副本的属性
(true/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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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备份映像副本存储单元 介质管理器（磁带）、磁盘
类型

备份映像复制到的存储单
元的类型。该类型可以是
磁盘、磁带等。

备份映像副本未失效的 30
片段计数

构成完整未失效备份的片
段数。单个备份可以有一
个或多个片段，这些片段
是由磁带上的磁带标记分
隔开的数据块，或是在文
件系统上分隔为单独文件
的数据块（写入磁盘
时）。

备份映像副本唯一 ID

backupclient_23423

目录库中存储的每个备份
的唯一 ID 或密钥。此密
钥或 ID 可用于在目录库
中查找映像以进行还原或
其他活动

备份映像加密状态

是/否

用于描述备份映像是否在
备份客户端和备份介质服
务器之间进行了加密的属
性（是/否）。此值不表示
是否使用了磁带驱动器或
其他加密。

备份映像截止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4 月 23 日 4:32:34

备份映像将失效的日期和
时间。备份映像失效时，
它不再可用于还原，且该
备份占用的空间可重新用
于其他备份（重写）

备份映像文件计数

432

备份映像内存储的实际文
件数。

备份映像片段截止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4 月 23 日 4:32:34

备份映像片段设置为失效
的日期/时间

备份映像片段当前已失 是/否
效

用于描述备份映像片段是
否已失效的属性（是/
否）。即使备份片段已失
效，也只有在整个备份映
像失效（磁盘）或整个备
份磁带介质失效（磁带）
之后，才能重新使用该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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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备份映像片段为 TIR

磁盘上的 TIR 信息、磁盘上的 TIR Rsv 备份映像片段的实际映像
合成信息
还原状态。使用实际映像
还原可以在目录级别上进
行还原，而不重写未进行
备份但仍在目录中的文
件。要实现该目的，必须
存在一个“实际映像还
原”备份映像。

备份映像片段大小

2048

备份映像片段的大小。默
认情况下，NetBackup 使
用 1TB 片段（即没有片
段），但是可以将其配置
为其他值

备份映像片段唯一 ID

backupimagefragment_124

与每个备份映像片段关联
的唯一 ID

备份映像当前已失效

是/否

用于描述备份映像是否已
失效的属性（是/否）

备份映像 TIR 状态

磁盘上的 TIR 信息、磁盘上的 TIR Rsv 备份映像的实际映像还原
合成信息
状态。使用实际映像还原
可以在目录级别上进行还
原，而不重写未进行备份
但仍在目录中的文件。要
实现该目的，必须存在一
个“实际映像还原”备份
映像。

备份映像类型

常规、目录库

备份映像的类型。目录库
为用于灾难恢复的 NBU
目录库映像

备份映像未失效的副本 1、2、3 等。
计数

存在的主备份映像的副本
数。这些是未失效且可用
于还原的副本。

备份映像唯一 ID

目录库中存储的每个备份
的唯一 ID 或密钥。此密
钥或 ID 可用于在目录库
中查找映像以进行还原或
其他活动

backupclient_23423

备份映像写入结束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4 月 23 日 4:32:34

备份映像完成写入的日期
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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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备份映像写入开始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4 月 23 日 4:32:34

备份映像开始写入的日期
和时间。

数据分类主服务器

master-server.veritas.com

按照某种形式的分级
（金、银、铜等）对备份
映像进行分类的服务器的
名称

数据分类名称

金、银、铜、非数据分类名称

数据分类的名称

数据分类级别

1、2、3 等

与数据分类名称对应的编
号分级。例如，1 意味着
该数据比编号为 2 的数据
更重要。

表 B-3

备份尝试属性

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尝试持续时间

3500

尝试备份的秒数

尝试结束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4 月 23 日 4:32:34

备份尝试结束的日期和时
间（每次尝试是唯一的）

尝试错误代码

0、1、2、3 等。

备份尝试完成时显示的错
误代码

尝试文件计数

0、1、2、3 等。

备份尝试处理的文件数

尝试大小

2048

尝试的备份尝试处理的
KB 数

尝试开始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4 月 23 日 4:32:34

备份尝试开始的开始时间

尝试状态

成功、部分、失败

一种指定状态，对应于备
份应用程序中的错误代码
编号（例如，在
NetBackup 中，状态 0 表
示成功，状态 1 表示部分
成功，所有其他编号均表
示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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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尝试成功率

98%

所有备份中的所有尝试的
平均成功率。示例是 2 个
备份的平均数，其中每个
备份尝试 3 次。成功率是
每个备份作业内的 3 次尝
试的平均成功率（请注
意，这与不将尝试计入在
内的所有作业的成功率不
同）

尝试吞吐量

2048 KB/秒

以 KB/秒为单位的备份尝
试速度。该速度与将所有
尝试计入在内的作业的总
体每秒 KB 数不同。

备份尝试部分成功率

98%

所有备份中的所有尝试的
平均成功率，但还包括部
分成功（NetBackup 中的
状态 1）。示例是 2 个备
份的平均数，其中每个备
份尝试 3 次。成功率是每
个备份作业内的 3 次尝试
的平均成功率（请注意，
这与不将尝试计入在内的
所有作业的成功率不同）

备份尝试序列

1、2、3

序列中的尝试编号。1 表
示第一次尝试，2 表示第
二次尝试等。

备份跳过文件的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4 月 23 日 4:32:34

备份期间跳过特定文件的
日期和时间

已跳过文件的代码

1

用于说明跳过文件的原因
的状态码（通常为状态
1）

跳过文件的原因

文件由另一个进程打开

跳过文件的原因。（通常
因为文件在使用中）

已跳过文件的名称

C:\Windows\an_open_file.dll

备份期间跳过的实际文件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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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备份策略属性

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备份策略域主服务器

nbu-master.example.com

包含备份策略的备份应用
程序主机的主机名。对于
NetBackup，这是主服务
器。

备份策略名称

Oracle 备份策略、用户备份策略、文件 备份应用程序中存在的备
系统备份策略
份策略的名称。请注意，
这与“备份作业属性：策
略”相似，且可以与其相
同，后者显示从中执行备
份作业的策略。尽管如
此，它仍有所不同，因为
此策略名称仅表示此策略
存在，而不表示从中执行
了任何作业。

备份策略类型

标准 (UNIX)、Windows-NT、Oracle、
Exchange

备份应用程序中存在的备
份策略的类型。请注意，
这不同于“备份作业属
性：策略类型”

表 B-5

文件系统属性

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业务分类

关键业务

用户定义的字段。可以是
“关键任务”、“关键业
务”或“业务支持”之一

文件系统：OID

asset123 等。

用户对文件系统的对象 ID
定义的字段。通常与资产
管理数据库配对使用

文件系统名称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

备份的文件系统目录。

文件系统类型

NTFS、UFS、ZFS、EXT3

用于描述备份何种文件系
统的用户定义字段（非自
动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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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主机属性

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主机体系结构

SPARC、x86

用于填写体系结构类型
（如 x86、x86-64、
SPARC、POWER、
PA-RISC、IA64 等）的用
户定义字段（非自动收
集）

主机：其他信息

Pete 的服务器

用于插入任何与主机相关
的额外信息的用户定义字
段

主机：OID

asset123 等。

用于从资产管理数据库插
入对象 ID 的用户定义字
段

主机名

hostname.example.com

包含文件系统的主机对象
的名称。

操作系统版本

2003、10

操作系统的版本。通常与
操作系统名称组合到一
起，因为它将包含 10（即
Solaris 10）或 2003（即
Windows 2003）这样的
值

操作系统

Windows、Solaris

主机的操作系统名称

表 B-7

备份介质属性

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代理服务器

ops-agent.example.com

收集介质信息的
OpsCenter 代理的名称。

备份介质分配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3 月 4 日 3:34:34

介质首次分配或将其首次
备份写入到其中的日期/时
间。介质失效之后，重新
使用它时，它将具有新的
分配日期/时间

备份介质可用空闲容量 500,000 KB

磁带上剩余的容量（以
KB 为单位）。如果介质
处于活动状态，则每次采
样时此处的值是可用容
量，否则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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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备份介质可用总容量

19,000,000KB

磁带的总容量（以 KB 为
单位）。如果介质处于活
动状态，则每次采样时此
处的值是总容量，否则为
0。

备份介质条形码

JFP000L2

由物理机械手准备就绪的
完全条形码。此条形码可
以比 NetBackup 介质所用
的 6 个字符更长。

备份介质截止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3 月 4 日 3:34:34

备份介质设置为失效的日
期/时间

备份介质可用容量

500,000 KB

磁带上剩余的容量（以
KB 为单位）。可以使用
算法估计此数值。

备份介质处于活动状态 是/否

特定磁带的属性（是/
否），指示是否已在前两
次收集中对该磁带进行采
样。

备份介质可用

是/否

特定磁带的属性（是/
否），指示是否仍可以写
入它。

备份介质为当前介质

是/否

用于描述备份介质是否存
在于当前配置（而非历史
配置）的属性

备份介质的数据已失效 是/否

用于描述备份介质上是否
包含失效数据的属性（是/
否）

备份介质已满

用于描述是否已将备份介
质标记为已满（无法向其
写入更多备份）的属性
（是/否）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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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备份介质已导入

是/否

用于描述是否已导入备份
介质的属性（是/否）。导
入的介质仅意味着此特定
备份域最初没有将数据写
入介质中。这可能是由于
灾难恢复所致，在进行灾
难恢复时无法将目录库从
现有域中移走，因此会逐
个读取磁带以确定磁带上
的数据。它通常还用于将
Backup Exec 介质导入到
NetBackup 中。

备份介质已物理失效

是/否

用于描述物理介质是否已
失效的属性（是/否）。所
有备份映像（数据）在磁
带上已失效之后，整个盒
式磁带被标记为“实际已
失效=是”，可将其重写
或用于未来的备份。

备份介质已达到估计的 是/否
总容量

因为磁带的容量通常是使
用算法估计的，所以这可
以指定它是实际计算出来
的，还是由 DP 产品精确
提供的。

备份介质上次读取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3 月 4 日 3:34:34

上次使用备份介质进行读
取（还原）的日期/时间

备份介质上次写入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3 月 4 日 3:34:34

上次使用备份介质进行写
入（复制、备份）的日期/
时间

备份介质库插槽号

指定介质所在的物理插槽
号

1、2、3 等。

允许备份介质多个保留 是/否
级别

用于描述指定磁带介质是
否允许多个截止日期的属
性（是/否）。多个截止日
期意味着，在最后一个备
份在介质上失效之前，无
法重新使用整个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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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允许备份介质多路复用 是/否

用于描述是否在磁带介质
上允许多路复用的属性
（是/否）。多路复用意味
着将多个客户端或作业备
份到一个映像，以便特定
映像可包含多个客户端。

备份介质可用空闲容量 0-100%
百分比

用百分比表示的计算出的
值（可用空闲容量/可用总
容量）

备份介质可用容量百分 0-100%
比

用百分比表示的计算出的
值（可用容量/总容量）

备份介质已使用容量百 0-100%
分比

用百分比表示的计算出的
值（已使用容量/总容量）

备份介质物理截止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3 月 4 日 3:34:34

介质将物理失效（介质上
的所有映像均失效）并能
够重新使用的日期/时间

备份介质保留级别

63072000.00、31536000.00、
1209600.00

介质的保留级别（秒
数）。除以 86400 可获得
以天为单位的保留级别

备份介质快照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3 月 4 日 3:34:34

将所有介质信息从备份应
用程序收集到 OpsCenter
的日期/时间。系统会保留
历史记录，因此可以确定
所有介质的状态的历史记
录。

备份介质存储类型

磁盘、磁带

指定介质（磁盘或磁带）
的存储类型

备份介质总容量

19,000,000 KB

磁带的总容量（以 KB 为
单位）。可以使用算法估
计此数值。

备份介质类型

HCART、DLT、8MM 等。

介质的密度或类型。该类
型用于匹配在混合介质环
境中介质可以放入的驱动
器。

备份介质未失效的映像 1、2、3 等。
计数

指定介质上未失效的映像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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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备份介质的已用容量

500,000 KB

磁带中已使用的 KB 数
量。此值由 DP 产品提
供，非估计值。

备份介质卷组名

由用户定义，但默认为类似
000_00002_TLD 的名称

用于对卷进行分组的用户
定义字段。默认情况下，
NetBackup 分配机械手编
号和类型，因此 TLD(2)
将显示为
000_00002_TLD

备份介质卷路径

/disk_staging_file_system/,
C:\disk_staging\

存储备份映像的磁盘上的
路径。

磁盘池高位标记

95%

这是为 Flexible Disk 池、
OpenStorage 磁盘池或
PureDisk 后端存储池设置
的高位标记。当磁盘池上
的文件系统达到此阈值
时，由于认为该磁盘位置
“已满”，因此将不再尝
试备份到该位置。

磁盘池低位标记

80%

这是为 Flexible Disk 池、
OpenStorage 磁盘池或
PureDisk 后端存储池设置
的低位标记。当磁盘池上
的文件系统达到此阈值
时，将不再像通常那样将
备份发送到该位置

磁盘池主服务器

nbu-master.example.com

磁盘池所属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的名称

磁盘池名称

netappfi::fas3050-1a、DDPool 等。

默认为磁盘阵列字符串或
用户定义值的磁盘池名称

磁盘池原始大小

69,990.40

原始大小是磁盘池中磁盘
卷的大小。原始大小并不
意味着可以实际写入该数
量（那是可使用大小），
而只表明可将更多的磁盘
空间由原始空间分配为可
使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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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磁盘池服务器类型

AdvancedDisk、SharedDisk

池所属的 Flexible Disk 类
型

磁盘池快照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3 月 4 日 3:34:34

创建快照以生成存在于磁
盘池中的备份映像的日期/
时间

磁盘池状态

启动、关闭

类似于磁带驱动器状态，
它表明：如果磁盘池处于
“启动”状态，则意味着
其可用且可以使用；如果
磁盘池处于“关闭”状
态，则意味着其不可用。
当处于“关闭”状态时，
作业将不会尝试使用磁盘
池。

磁盘池可用大小

1,208,893.44

可用大小是格式化文件系
统的大小，表明可以写入
磁盘池的数据量

磁盘池卷计数

4

构成磁盘池的磁盘卷的数
量

介质密度

HCART、DLT、8MM 等。

备份应用程序所定义的磁
带介质的类型。对于
NetBackup，也称为“密
度”，指定磁带可以放入
的驱动器类型。

介质头大小

1024

备份映像的光盘介质头大
小

介质 ID

JFP000

指定介质的介质 ID，通常
为条形码的子集。对于
NetBackup，这是一个 6
位 ID。

介质映像计数

54

指定磁带介质或磁盘池上
的备份映像数

介质逻辑偏移

2048

存在备份映像的块的开始
处的逻辑块地址

介质还原计数

0、1、2、3 等。

指定备份介质已用于还原
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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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介质扇区大小

1024

备份映像的光盘介质扇区
大小。

伙伴

A/B

光盘反面的 ID。如果在光
盘的 A 面，则将显示 B 面

产品

NetBackup

此介质所属的备份产品

状态

活动、非活动、已暂停、已冻结

指定介质的状态。“活
动”表示在指定即时点正
在使用它，“已冻结”表
示磁带介质上发生了错
误，不再用于备份，等
等。

卷池 ID

1、2、3、4 等。

默认池 NetBackup 的自动
从 1 开始的卷池 ID。通常
还会使用诸如“临时池”
或场内池/场外池等池，并
且所有这些池都有唯一的
卷池 ID。很多加密解决方
案（如 Decru 和 IBM）都
使用卷池 ID 来确定哪些
备份要加密，哪些备份不
加密

卷池名称

NetBackup、Scratch、CatalogBackup、 此用户定义字段是放入介
MSEO、WORM 等。
质的卷池的名称。默认为
NetBackup，但是通常会
创建许多其他卷池以将磁
带分为多个组

卷/EMM 数据库服务器 nbu-master.example.com

卷数据库（NetBackup 6
之前的版本）或 EMM 服
务器 (NetBackup 6.0+) 的
名称。这通常是 NBU 主
服务器，但在多个主服务
器共享同一个 EMM 服务
器的情况下不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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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8

磁带库属性

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磁带库代理产品

NetBackup

控制磁带驱动器的备份应
用程序

磁带库代理服务器

ops-agent.example.com

用于收集磁带驱动器信息
的安装了 OpsCenter 代理
的服务器主机名。

磁带库设备数据库服务 NBU-device-host.example.com
器

控制特定库的设备数据库
服务器。这是 NetBackup
6.0+ 中的企业介质管理器
(EMM) 服务器或 5.1 和更
早版本中的设备控制主
机。

磁带库制造商

STK、Quantum、IBM 等。

由备份应用程序中的
SCSI 查询字符串确定的
制造商。

磁带库序列号

ADIC203100468_LL0

对于每个磁带库唯一的序
列号

磁带库插槽计数

40, 120, 360

磁带库中存在的插槽总数

磁带库类型

DLT 磁带库、8MM 磁带库、ACS 磁带
库

磁带库类型（TLD、
ACS、8MM、4MM、
TLM、TLH 等）

磁带库唯一 ID

0、1、2 等。

为 EMM 数据库中的每个
磁带库指定的唯一编号。
NBU GUI 中此 ID 与库类
型放置在一起以显示
TLD(0)、TLD(1) 等。

表 B-9

磁带驱动器属性

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名称

IBM.ULTRIUM-TD2.000

备份应用程序指定的磁带
驱动器的名称，通常默认
名称基于包含制造商名称
和型号的 SCSI 查询字符
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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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编号

0、1、2、3 等。

备份应用程序指定的磁带
驱动器的编号，该编号对
于每个物理驱动器都是唯
一的（尽管可以在介质服
务器之间共享编号）

共享

true/false

关于是否在备份服务器之
间共享磁带驱动器的简单
选项 (true/false)

磁带驱动器设备主机

NBU-device-host.example.com

磁带驱动器连接到的设备
主机（介质服务器）。

磁带驱动器为当前驱动 true/false
器

关于以下内容的简单选项
(true/false)：磁带驱动器
存在于当前配置中 (true)
还是存在于历史配置中且
不再存在 (false)

磁带驱动器序列号

物理磁带驱动器的唯一序
列号

768ZD03034

磁带驱动器存储单元名 dcdell214-dlt-robot-tld-0
称

将磁带驱动器分配到的存
储单元

磁带驱动器类型

备份应用程序定义的磁带
驱动器的类型。对于

hcart、hcart2、dlt、8mm 等。

NetBackup，也称为“密
度”，指定可以放入驱动
器的磁带类型。
库的磁带驱动器唯一 ID 1、2、3、4、5、6 等。

表 B-10

库内的磁带驱动器号

磁带用法属性

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存储单元组名

存储单元磁带组

磁带驱动器所属的存储单
元的存储单元组

磁带驱动器已分配

nbu-host.example.com

将磁带驱动器分配到的主
机（介质服务器），在收
集磁带驱动器信息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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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磁带驱动器控制

TLD、ACS、DOWN-TLD、DOWN-ACS 控制磁带驱动器的机械手
等。
类型，以及收集磁带驱动
器信息时与其关联的启动
或关闭状态

启用磁带驱动器

true/false

用于描述磁带驱动器在收
集磁带驱动器信息时是否
已启用 (true/false)

磁带驱动器正在使用中 true/false

用于描述磁带驱动器在收
集磁带驱动器信息时是否
正在使用中 (true/false)

磁带驱动器记录的介质 VT0036
ID

收集磁带驱动器信息时位
于驱动器中的磁带

磁带驱动器快照时间

在创建快照时收集磁带驱
动器信息的日期和时间

表 B-11

2008 年 4 月 5 日 22:57:17

解释

备份日志属性

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备份日志代理服务器

ops-server.example.com

数据库和 Web 界面所在
的 OpsCenter 服务器的主
机名

备份日志消息

客户端 dcdell211 的备份退出，状态为
71（文件列表的任何文件均不存在）

每个作业的详细状态消息

备份日志源主机

nbu-host.example.com

包含记录错误消息的备份
应用程序的主机服务器

备份日志客户端

nbu-client.example.com

与记录的错误消息关联的
备份客户端

备份日志后台驻留程序 bptm、ndmpagent、nbpem、bpbrm
名称

写入错误消息的进程名称
或后台驻留程序名称

备份日志作业组 ID

可以由备份产品指定以按
某种方式进行分组的组
ID。注意：辅助 ID 和组
ID 主要用于同一目的，即
以在报告中有用的方式对
作业进行分组。

5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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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日志主 ID

6021

备份域中每个备份作业的
唯一编号，该编号标识导
致记录错误消息的备份作
业

日志时间

星期一 2008 年 3 月 4 日 3:34:34

写入错误消息或日志的日
期/时间

产品

NetBackup

导致创建错误消息的备份
应用程序名称

严重性代码

1、2、3、4 等。

错误消息的严重性代码

类型代码

1、2、3、4 等。

代表日志和错误消息的类
型的代码

版本

1、2、3、4 等。

日志/错误消息的版本

表 B-12

代理监视属性

数据属性

示例数据

解释

代理配置 ID

1、2、3、4 等。

OpsCenter 服务器下的每
个数据收集代理的唯一编
号

代理主机

ops-agent.example.com

OpsCenter 数据收集代理
的主机名

上次心跳

2008 年 5 月 4 日 10:52:28

从数据收集代理到
OpsCenter 服务器的上次
心跳的日期和时间

服务器

ops-server.example.com

数据库和 Web 界面所在
的 OpsCenter 服务器的主
机名

代理上次心跳以来的时 44
间

从数据收集代理到
OpsCenter 服务器的上次
心跳以来的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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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 手册页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changeDbPassword

■

configurePorts

■

dbbackup

■

dbdefrag

■

nbfindfile

■

opsadmin

■

opsCenterAgentSupport

■

opsCenterSupport

■

runstoredquery

■

startagent

■

startdb

■

startgui

■

startserver

■

stopagent

■

stopdb

■

stopgui

■

stopserver

■

view_exportim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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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DbPassword

changeDbPassword
changeDbPassword – 此脚本可更改 OpsCenter 数据库密码。只有 DBA 用户密码

支持此脚本，而访客密码和服务器密码不支持。

大纲
changeDbPassword [--restoreDefaultPassword] | [-h|-?|--help]

描述
Sybase SQL Anywhere 数据库管理系统用于存储 OpsCenter 数据。访问该数据库
需要使用用户名和密码。OpsCenter 提供了以下数据库用户帐户：
数据库管理员帐户。需要使用 dba 帐户进行数据库查询，数
据库查询用于更新数据库架构或升级到新产品版本。

dba

该工具更改 dba 密码时，会更新文件系统上的配置文件，以便服务器仍可以访问该
数据库。在将密码存储到配置文件之前，会对其进行加密。但是，由于服务器需要
检索该密码，因此不能使用单向哈希进行存储，因为这样有人可能会获得该密码。
在运行该工具时，建议系统管理员检查配置文件上的权限，确保只有管理员可以读
取该文件。

选项
--restoreDefaultPassword

将 DBA 密码重置为默认密码。
--h|-?|--help

显示 CLI 用法语句并退出。

说明
输入以下命令以在 Windows 上更改数据库密码：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changeDbPassword.bat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当前密码和新密码。输入当前密码和新密码。
输入以下命令以在 UNIX 上更改数据库密码：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changeDbPassword.sh

系统将提示您输入当前密码和新密码。输入当前密码和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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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ePorts
configurePorts – 此脚本用于在 UNIX 或 Linux 系统上配置 Web 服务器端口。

大纲
configurePorts.sh [-status]|[-httpPort <httpPort>][-httpsPort
<httpsPort>][-shutdownPort <shutdownPort>]

描述
configurePorts 脚本用于以下目的：
■

配置 http、https 和 Tomcat 关闭端口

■

查询上述端口的当前值

选项
-status

查询 http、https 和 Tomcat 关闭端口的当前值
使用此选项时将排除其他属性。
-httpPort <httpPort>

将 httpPort 修改为 Tomcat 的 web.xml 中的新值
-httpsPort <httpsPort>

将 httpsPort 修改为 Tomcat 的 web.xml 中的新值
- shutdownPort <shutdownPort>

将 shutdownPort 修改为 Tomcat 的 web.xml 中的新值

说明
要了解 OpsCenter 使用的 HTTP 和 HTTPS 端口，请运行 configurePorts 实用程
序。
在 Windows 上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gui\bin\goodies\configurePorts.cmd -status

在 UNIX 上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GUI/bin/goodies/configurePorts.s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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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backup
dbbackup – 此脚本可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

大纲
dbbackup <DB_BACKUP_DIR> [-v | -restore]

描述
dbbackup 脚本用于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

选项
DB_BACKUP_DIR

（必需）DB_BACKUP_DIR 是将 OpsCenter 数据库备份到其中或从其中进行
还原的目录。DB_BACKUP_DIR 应为绝对路径。
-v

用于在备份后对数据库进行验证的选项
- restore

用于将数据库从 backupDir 还原至当前数据库目录的选项。

说明
在 Windows 中，备份是通过 dbbackup.bat 批处理文件来执行的。
备份脚本将在备份目录中创建以下文件：vxpmdb.db 和 vxpmdb.log
启动主数据库时，会启动数据空间；因此，不需要启动和停止数据空间文件。

示例
以下命令可在 Windows 上将 OpsCenter 数据库备份到 my_db_backups 目录：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dbbackup.bat C:\my_db_backups

以下命令可在 UNIX 上将 OpsCenter 数据库备份到 my_db_backups 目录：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dbbackup.sh /my_db_back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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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defrag
dbdefrag – 此脚本可对 OpsCenter 数据库进行碎片整理。

大纲
dbdefrag

描述
dbdefrag 脚本用于对 OpsCenter 数据库进行碎片整理。

选项
不适用

说明
要对 OpsCenter 数据库进行碎片整理，请运行以下命令。
在 Windows 上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dbdefrag.bat

在 UNIX 上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dbdefrag.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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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findfile

nbfindfile
nbfindfile – 此实用程序基于简单搜索条件搜索文件或文件夹。必须在主服务器而

不是 OpsCenter 服务器上运行此实用程序。

大纲
nbfindfile -c client_name[,...] -p search_pattern [-s mm/dd/yyyy
[HH:MM:SS] | -s_ut unix_time] [-e mm/dd/yyyy [HH:MM:SS] | -e_ut
unix_time] [-backupid backup_id] [-policy policy_name] [-keyword
"keyword_phrase"] [-extn file_extn[,...]] [-st sched_type] [-pt
policy_type] [-kb_min min_size_kb] [-kb_max max_size_kb] [-mtime_min
mm/dd/yyyy [HH:MM:SS]] [-mtime_max mm/dd/yyyy [HH:MM:SS]] [-atime_min
mm/dd/yyyy [HH:MM:SS]] [-atime_max mm/dd/yyyy [HH:MM:SS]] [-ctime_min
mm/dd/yyyy [HH:MM:SS]] [-ctime_max mm/dd/yyyy [HH:MM:SS]] [-only_dirs
| -only_files] [-max_results number] [-I] [-l [-ctime | -atime] |
-raw] [-help | -h]
On UNIX and Linux systems, the directory path to this command is
/usr/openv/netbackup/bin/admincmd/

在 Windows 系统上，此命令的目录路径为
<install_path>\NetBackup\bin\admincmd\

描述
使用 nbfindfile 命令可以根据简单搜索条件（如文件名和路径，其中包括通配符
和备份日期范围）搜索文件或文件夹。用户可以指定一组要为其搜索备份的客户
端，这些客户端可能属于不同的主服务器。可以指定高级搜索条件，包括策略类
型、日程表类型、策略名称、策略关联的关键字、文件扩展名、文件修改日期范围
和文件大小。

选项
-atime

与 -l 选项一起使用时，-atime 将显示上次访问时间，而不是上次修改时间。
-atime_max mm/dd/yyyy [HH:MM:SS]

指定返回的对象上次访问时间的上限。默认值为无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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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ime_min mm/dd/yyyy [HH:MM:SS]

指定返回的对象上次访问时间的下限。 默认值为 01/01/1970 00:00:00。
-backupid backup_id

应搜索的备份映像的备份 ID。
-c client_name[,...]

指定需要搜索其备份的 NetBackup 客户端的名称。必须按照 NetBackup 配置
中显示的原样指定客户端名称。能够以逗号分隔的列表形式指定多个客户端。
-ctime

与 -l 选项一起使用时，-ctime 将显示上次更改时间，而不是上次修改时间。
-ctime_max mm/dd/yyyy [HH:MM:SS]

指定返回的对象上次更改时间的上限。默认值为无限期。
-ctime_min mm/dd/yyyy [HH:MM:SS]

指定返回的对象上次更改时间的下限。 默认值为 01/01/1970 00:00:00。
-e mm/dd/yyyy [HH:MM:SS] | -e_ut unix_time

指定搜索的结束日期。搜索发生在指定日期和时间或之前的备份。默认值是当
前的日期和时间。
-extn file_extn[,...]

仅返回具有指定扩展名的文件。例如，-extn txt,do*,jp?。
-h | -help

显示用法信息。
-i

执行不区分大小写的匹配。
-kb_max max_size_kb

指定返回文件的最大大小（以千字节为单位，即 1024 字节）。默认值为无限
期。
-kb_min min_size_kb

指定返回的对象上次修改时间的下限。 默认值为 01/01/1970 00:00:00。
-keyword "keyword_phrase"

仅搜索包含匹配关键字短语的备份映像。关键字短语可以包含通配符（*、?）
和方括号表达式。例如，[Kk]ey*、[a-z]e? 和 [!K]ey。
-l

以长列表格式显示输出。默认条件为对象的上次修改时间。
-max_results number

指定显示的最大结果数。默认值为无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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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ime_max mm/dd/yyyy [HH:MM:SS]

指定返回的对象上次修改时间的上限。默认值为无限期。
-mtime_min mm/dd/yyyy [HH:MM:SS]

指定返回的对象上次修改时间的下限。 默认值为 01/01/1970 00:00:00。
-only_dirs | -only_files

指定返回的对象类型。
-p search_pattern

指定搜索模式。显示与该模式匹配的文件和目录条目。
-policy policy_name

仅搜索使用指定策略创建的备份映像。
-pt policy_type

仅搜索具有指定策略类型的备份。policy_type 的有效值为：Any、Standard、
FlashBackup、MS-Windows、NDMP、FlashBackup-Windows。
-r

显示原始输出。
-s mm/dd/yyyy [HH:MM:SS] | -s_ut unix_time

指定搜索的开始日期。搜索发生在指定日期和时间或之后的备份。默认值为结
束日期之前的 30 天。
-st sched_type

指定选择映像时使用的日程表类型。默认值为任意日程表类型。有效值（可以
采用大写或小写形式）如下所示：
■

ANY

■

FULL（完全备份）

■

INCR（差异增量式备份）

■

CINC（累积增量式备份）

■

UBAK（用户备份）

■

UARC（用户存档）

■

SCHED

■

USER（用户备份和用户存档）

■

NOT_ARCHIVE（除用户存档之外的所有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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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admin
opsadmin – 此脚本用于在 UNIX 或 Linux 系统中监视/启动/停止 OpsCenter 服务

大纲
opsadmin.sh {start|stop|monitor}

描述
opsadmin 脚本用于监视/启动/停止 OpsCenter 服务。

选项
start

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OpsCenter 数据库、OpsCenter 服
务器和 Web 服务器服务。
stop

停止所有 OpsCenter 服务。这些服务包括 OpsCenter 数据库、OpsCenter 服
务器和 Web 服务器服务。
monitor

监视所有 OpsCenter 服务（以及 Authentication Service）和 PBX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服务。此选项不适用于 Windows。

说明
opsadmin

默认情况下，opsadmin.sh 位于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 目
录中。

示例
示例 1
以下命令可启动所有 OpsCenter 服务：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start

示例 2
以下命令可监视 OpsCenter 服务：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admin.sh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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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AgentSupport
opsCenterAgentSupport – 此脚本可收集 OpsCenter 代理配置文件和日志。

大纲
opsCenterAgentSupport

描述
opsCenterAgentSupport 脚本可收集 OpsCenter 代理配置文件和日志，用于进行

故障排除。

选项
不适用

说明
运行以下命令可执行 OpsCenter 代理的支持脚本。
在 Windows 上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Agent\bin\opsCenterAgentSupport.bat

可以通过命令提示符查看以下状态消息：
Stopping the OpsCenter Agent Service...
Support Directory Exists. This will be deleted...
Support Directory Deleted...
Created Support Directory... Zipping Support Folder...
Please collect Support.zip file
fromC:\PROGRA~1\Symantec\OPSCEN~1\Agent\temp\support.zip
Starting the OpsCenter Agent...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Agent\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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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sCenterSupport

opsCenterSupport
opsCenterSupport – 此脚本可收集 OpsCenter 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故障排除日志。

大纲
opsCenterSupport

描述
opsCenterSupport 是用于收集 OpsCenter 服务器配置文件和故障排除日志的脚

本。

选项
不适用

说明
运行以下命令以收集 OpsCenter 服务器配置信息：
在 UNIX 上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opsCenterSupport.sh

在 Windows 上运行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opsCenterSupport.bat

可以通过命令提示符查看以下状态：
Support Directory Exists. This will be deleted...
Support Directory Deleted...
Created Support Directory...
SupportDir=E:\OPSCEN~1\OPSCEN~1\server\temp\support
Collecting Installed Paths Collecting System Properties
Collecting Memory & Processor Properties
Collecting Disk Allocation for OpsCenter Installed Drive
Collecting Directory Structure for OpsCenter Collecting version file
Collecting Version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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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Customized Collections...
Do you want to Collect Configuration files [y/n]:(y)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Application Log files [y/n]: (y)y
Do you want to Collect OpsCenter GUI(147) Log files [y/n]: (y)y
Collecting 147 files...
Do you want to Collect OpsCenter Server(148) Log files [y/n]: (y)y
Collecting 148 files...
Do you want to Collect db Log files [y/n]: (y)y
Collecting db logs...
Do you want to Collect WebServer Log files [y/n]: (y)y
Collecting WebServer logs...
Do you want to Collect setEnv file [y/n]: (y)y
Collecting setenv file...
Do you want to Collect Database files [y/n]: (y)y
Collecting vxpmdb file...
Collecting vxpmdb.log file...
If this is an Upgrade scenario Do you want to Collect Old Database
files and logs [y/n]: (y)y
Enter the location where the database files of the previous OpsCenter
version were stored. The opsCenterSupport utility backs up these
files at
OPSCENTER_INSTALL_DIR/server/temp/OpsCenterServerSupport/upgrade
You can revert to this database version in case of upgrade failure.
For example: C:\\Program
Files\Symantec\OpsCenter_SavedData\OpsCenter\server\db\data
or
:/var/symantec/OpsCenterServer_backup/SYMCOpsCenterServer/db/data
Collecting old db 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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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您提供的位置无效，实用程序将显示以下消息：
The opsCenterSupport utility cannot back up the database files of
the previous OpsCenter version because the file location that you
have provided is not valid
Collecting upgrade logs...
Do you want to collect OpsCenter usage data [y/n]: (y)y

注意：如果您选择此选项，实用程序会收集遥测数据。
Starting usage collection...
Do you want to collect OpsCenter startup config files [y/n]: (y)y
Zipping Support Folder...
Please collect Support.zip file
fromE:\OPSCEN~1\OPSCEN~1\server\temp\support.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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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storedquery
runstoredquery –

大纲
runStoredQuery <Report Name> <User Name> <Domain Name> <Domain Type>
[<Output Type> pdf | csv]

描述
runstoredquery 脚本可运行已保存的 customSQL，并且 OpsCenter 管理员可按

照所需格式生成输出。

选项
报告名称

报告的名称（用双引号括起来）
示例：runStoredQuery "My Report" admin OpsCenterUsers vx pdf
用户名

保存报告的用户的名称
域名

用户的域名
域类型

用户的域类型
输出类型

报告输出类型 (pdf/csv)。默认类型为 csv。

示例
runStoredQuery "My Report" admin OpsCenterUsers vx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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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agent
startagent – 此脚本可启动 OpsCenter 代理服务。

大纲
startagent

描述
startagent 脚本用于启动 OpsCenter 代理服务。

选项
不适用

说明
输入以下命令可在 Windows 上启动 OpsCenter 代理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Agent\bin\startagent.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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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db
startdb – 此脚本可启动 OpsCenter 数据库。

大纲
startdb

描述
startdb 脚本用于启动 OpsCenter 数据库。

选项
不适用

说明
要启动数据库服务器，请在 Windows 上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startdb.bat

要启动数据库服务器，请在 UNIX 上输入以下命令：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start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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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gui

startgui
startgui – 此脚本用于启动 OpsCenter Web 服务器服务。

大纲
startgui.sh

描述
startgui 脚本用于启动 OpsCenter Web 服务器服务。

选项
不适用

说明
以下命令可在 Windows 上启动 OpsCenter WebServer 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gui\bin\startgui.cmd

以下命令可在 UNIX 上启动 OpsCenter WebServer 服务：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GUI/bin/startgui.sh

570

CLI 手册页
startserver

startserver
startserver – 此脚本可启动 OpsCenter 服务器。

大纲
startserver

描述
startserver 脚本用于启动 OpsCenter 服务器。

选项
不适用

说明
运行以下命令可在 Windows 上启动 OpsCenter 服务器：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startserver.bat

运行以下命令可在 UNIX 上启动 OpsCenter 服务器：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start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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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agent
stopagent – 此脚本用于停止 OpsCenter 代理。

大纲
stopagent

描述
stopagent 脚本用于停止 OpsCenter 代理。

选项
不适用

说明
运行以下命令可在 Windows 上停止 OpsCenter 代理：
<INSTALL_PATH>\OpsCenter\Agent\bin\stopagent.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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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db
stopdb – 此脚本用于停止 OpsCenter 数据库。

大纲
stopdb

描述
stopdb 脚本用于停止 OpsCenter 数据库。

选项
不适用

说明
运行以下命令可在 Windows 上停止 OpsCenter 数据库：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stopdb.bat

运行以下命令可在 UNIX 上停止 OpsCenter 数据库：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stop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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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gui
stopgui – 用于停止 OpsCenter Web 服务器服务。

大纲
stopgui.sh

描述
stopgui 脚本用于停止 OpsCenter Web 服务器服务。

选项
不适用

说明
以下命令可在 Windows 上停止 OpsCenter Web 服务器服务：
INSTALL_PATH\OpsCenter\gui\bin\stopgui.cmd

以下命令可在 UNIX 上停止 OpsCenter Web 服务器进程：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GUI/bin/stopgui.sh

574

CLI 手册页
stopserver

stopserver
stopserver – 此脚本可停止 OpsCenter 服务器。

大纲
stopserver

描述
stopserver 脚本用于停止 OpsCenter 服务器。

选项
不适用

说明
运行以下命令可在 Windows 上停止 OpsCenter 服务器：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stopserver.bat

运行以下命令可在 UNIX 上停止 OpsCenter 服务器：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stop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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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_exportimport
view_exportimport – view_exportimport 脚本用于导入、导出、合并 CSV、

TSV 或 XML 文件或为这些文件指定别名。可以创建 CSV、TSV 或 XML 文件，并
用这些文件描述要创建的视图。随后可以使用此实用程序将 CSV、TSV 或 XML 文
件导入到 OpsCenter。

大纲
view_exportimport {-i|-e|-m|-a} {-f <file name>} {-type <xml|csv|tsv}
{-host <host name>} {-port <port number>} {-usr <user name>} {-pass
<password>} {-domain <domain>} {-domaintype <type>} [-l <logfile
name>] [-v <Level #>]

描述
您可以使用 OpsCenter 控制台创建视图，但您可能会发现，使用它创建描述要创建
的视图的 CSV、TSV 或 XML 文件更快速、更方便。随后可以将 CSV、TSV 或
XML 文件导入到 OpsCenter 数据库中。此脚本可让您对 CSV、TSV 或 XML 文件
执行导入、导出、指定别名或合并操作。
注意：您也可以使用 View Builder GUI 对 CSV、TSV 或 XML 文件执行导入、导
出、合并或指定别名操作。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OpsCenter View Builder 帮
助》。
有关如何创建 CSV、TSV 或 XML 文件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标题为“使用 CSV、
TSV 和 XML 文件创建视图”的附录。

选项
-i

将视图结构按照 XML、CSV 或 TSV 文件中定义的方式导入到 OpsCenter 数
据库中。一次可以导入多个视图。
-e

将 OpsCenter 数据库中现有的整个视图结构导出到 XML、CSV 或 TSV 文件
中。您可以根据业务要求更新这些 XML、CSV 或 TSV 文件，然后将这些文件
导入到 OpsCenter 数据库中。
此选项将导出 OpsCenter 数据库中存在的所有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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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同时合并保存在 XML、CSV 或 TSV 文件中的多个对象。请注意，合并的源主
机和目标主机必须属于相同类型（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客户端）。
合并对象文件（XML、CSV 或 TSV）包含以下对象详细信息：
第一列

生成的对象的数据库 ID

第二列

生成的对象的主要显示名称

第三列

所合并的对象的数据库 ID

第四列

所合并的对象的主要显示名称

此处显示了一个包含要合并的对象详细信息的典型示例文件：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1500

host1

1000

host1.veritas.com

2100

host2.abc.com

2355

host2

4000

host3

3000

10.209.19.10

注意：在成功合并两个对象之后，将删除所合并的对象（记录中的第二个对
象）并保留生成的对象。但是，将保留为这两个对象（所合并的对象和生成的
对象）指定的所有别名，并将这些别名分配给生成的对象。
-a

使用 -a 选项，可以为主机指定一个备用名称。可以同时为 XML、CSV 或 TSV
文件中保存的多个主机创建别名。
小心：别名应该与主机的 DNS 名称兼容。或者，它们应该与应用程序（如
NetBackup 和 Backup Exec）可以识别的名称兼容。例如：如果使用 NetBackup
无法识别的别名，资源管理器将停止从 NetBackup 主机收集信息。它会尝试从
具有该别名的主机收集数据。
主机别名文件（XML、CSV 或 TSV）通常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第一列

对象的 DB ID

第二列

生成的对象的主要显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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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列

为主机创建的别名.
您可以为一台主机创建多个别名，并将别
名添加到随后各列中。

此处显示了包含为主机创建的别名的典型示例文件：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1500

host1

host1.diablo.com host1.veritas.com

2100

host2

host2.river.com

4000

host3

host3.tunnel.com

10.100.22.55

第五列

host2.veritas.com

-f <file name and path>

用于导入、导出、合并、指定别名的 XML、CSV 或 TSV 文件的路径。请注
意，文件名区分大小写。
导出时会导出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信息。因此，您需要在 <file name and
path> 中指定要导出的文件的名称或路径。
--type <xml | csv | tsv>

文件格式的类型（默认为 xml）
--host <host name>

OpsCenter 服务器连接到的主机名（默认：localhost）
--port <port number>

OpsCenter 服务器端口号（默认：1556）
--usr <user name>

连接 OpsCenter 服务器的用户名（默认：admin）
--pass <password>

连接 OpsCenter 服务器的密码（默认：password）
--domain <domain>

用户所属的域（默认：OpsCenterUsers）
--domaintype <type>

域类型. 例如：vx/nt/nis 等。（默认：vx）
-l <logfile name>

指定生成的日志文件的名称。
-v [Level #]

指定日志记录级别 [0：关闭，1：严重，2：警告，3：信息，4：配置，5：详
细，6：更详细，7：最详细，8：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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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_exportimport

--h|-?|--help

显示 CLI 用法语句并退出。

示例
示例 1
在 Windows 中运行以下命令，导入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 import-add-object.xml
文件：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view_exportimport.bat -i -f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port-add-object.xml" --type xml
--host win2k8r2.abc.veritas.com --port 1556 --usr admin --pass
password --domain OpsCenterUsers --domaintype vx

在 UNIX 中运行以下命令，导入 OpsCenter 数据库中的 import-add-object.xml
文件：
<INSTALL_PATH>/SYMCOpsCenterServer/bin/view_exportimport.sh -i -f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import-add-object.xml" --type xml
--host win2k8r2.abc.veritas.com --port 1556 --usr admin --pass
password --domain OpsCenterUsers --domaintype vx

示例 2
在 Windows 中运行以下命令，将所有 OpsCenter 视图导出为 C: 下的
importviews.xml 文件：
INSTALL_PATH\OpsCenter\server\bin>view_exportimport.bat -e -f
"C:\importviews.xml" --type xml --host win2k8r2.abc.veritas.com --port
1556 --usr admin --pass password --domain OpsCenterUsers --domaintype
vx

在 UNIX 中运行以下命令，将所有 OpsCenter 视图导出为 opt 目录下的
importviews.xml 文件：
/opt/SYMCOpsCenterServer/bin/view_exportimport.sh -e -f
"/opt/importviews.xml" --type xml --host win2k8r2.abc.veritas.com
--port 1556 --usr admin --pass password --domain OpsCenterUsers
--domaintype 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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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使用 CSV、TSV 和 XML 文件创建视图

■

关于创建 CSV 文件

■

关于创建 TSV 文件

■

关于创建 XML 文件

■

XML DTD 结构

■

DTD 元素

■

DTD <application> 元素

■

DTD <objects> 和 <object> 元素

■

DTD <attribute> 元素

■

DTD <view> 元素

■

DTD <node> 元素

■

DTD <aliaslevel> 元素

■

XML 文件示例

■

示例 1：添加对象

■

示例 2：添加视图

■

示例 3：更新对象

D

使用 CSV、TSV 和 XML 文件创建视图
关于使用 CSV、TSV 和 XML 文件创建视图

■

示例 4：合并对象

关于使用 CSV、TSV 和 XML 文件创建视图
可以使用 OpsCenter Analytics 控制台创建视图。但是，您可能会发现创建 CSV、
TSV 或 XML 文件（用于描述要创建的视图）会更快更方便。
本附录介绍如何使用 CSV、TSV 或 XML 文件创建视图。
您可以从 OpsCenter View Builder GUI 或通过使用 view_exportimport 脚本将
CSV、TSV 或 XML 文件导入、导出、合并到 OpsCenter 数据库中或为这些文件提
供别名。
有关如何使用 OpsCenter View Builder GUI 导入、导出、合并 CSV、TSV 或 XML
文件或为这些文件创建别名的信息，请参见“OpsCenter View Builder 帮助”。
还提供了有关如何使用 view_exportimport 实用程序将 CSV、TSV 或 XML 文件
导入、导出、合并到 OpsCenter Analytics 中或为这些文件提供别名的信息。

关于创建 CSV 文件
通过创建和导入描述视图的以逗号分隔的值 (CSV) 文件，可在 OpsCenter Analytics
中创建视图。可以在文本编辑器或 Microsoft Excel 中创建 CSV 文件并将文件另存
为 filename.csv。请注意，使用 CSV 文件创建视图时仅能创建“普通”类型的对
象。
注意：可以使用 CSV 文件导出和导入视图结构。但是，您不能使用 CSV 文件导出
或导入由 OpsCenter 数据收集器收集的属性。
CSV 文件通常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第一列

视图类型
视图类型必须为以下类型之一：
■

主服务器

■

客户端

■

策略

■

文件系统

注意：
第二列

视图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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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列

视图级别（层次结构）。第三列以及后续列包含为每个级别指定的名
称。
您可以根据需要拥有多个级别，但是必须在 CSV 文件中的第三列或后
续列中指定这些级别。

最后一列

主机名

注意：最后一列必须是主机名。如果某行的最后一列不是主机名，则
会忽略且不考虑该特定行或条目。

CSV 文件包含以逗号分隔的值。每行定义一个主机的层次结构。
以下是示例 CSV 文件的格式：此 CSV 文件仅包含一个视图级别。
Client, View_Application, Oracle, client1
Client, View_Application, Oracle, client2
Client, View_Application, Sybase, client3

图 D-1 显示了导入示例 CSV 文件时创建的视图。
图 D-1

视图示例

以下是包含两个视图级别的示例 CSV 文件的格式。
Client,
Client,
Client,
Client,

View_Global,
View_Global,
View_Global,
View_Global,

India, Chennai, client1
India, Pune, client2
UK, London, client3
US, NYK, client4

图 D-2 显示了导入包含两个视图级别的示例 CSV 文件时创建的多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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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2

多级视图示例

注意：如果使用 CSV 文件创建 OpsCenter Analytics 中已存在的视图，则会删除该
视图。无法使用 CSV 文件修改现有视图。

关于创建 TSV 文件
通过创建和导入描述视图的以 Tab 分隔的值 (TSV) 文件，可在 OpsCenter Analytics
中创建视图。可在任意文本编辑器（如 Excel 等）中创建 TSV 文件并将文件另存为
filename.tsv。请注意，使用 TSV 文件创建视图时，只能创建“普通”类型的对
象。
注意：可以使用 TSV 文件导出和导入视图结构。但是，无法使用 TSV 文件导出或
导入属性。
TSV 文件通常包含以下详细信息：
第一列

视图类型
视图类型必须为以下类型之一：
■

主服务器

■

客户端

■

策略

■

文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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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列

视图名称

第三列

视图级别。第三列以及后续列包含为每个级别指定的名称。
您可以根据需要拥有多个级别，但是必须在 TSV 文件中的第三列或后
续列中指定这些级别。

最后一列

主机名

注意：最后一列必须是主机名。如果某行的最后一列不是主机名，则
会忽略且不考虑该特定行或条目。

TSV 文件包含以制表符分隔的值。每行定义一个主机的层次结构。
以下是包含一个视图级别的示例 TSV 文件的格式。
Client View_Application Oracle client1
Client View_Application Oracle client2
Client View_Application Sybase client3

图 D-3 显示了导入示例 TSV 文件时创建的视图。
图 D-3

视图示例

以下是包含两个视图级别的示例 TSV 文件的格式。
Client View_Global India Chennai client1
Client View_Global India Pune client2
Client View_Global UK London client3
Client View_Global US NYK client4

图 D-4 显示了导入包含两个视图级别的示例 TSV 文件时创建的多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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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4

多级视图示例

注意：如果使用 TSV 文件创建 OpsCenter Analytics 中已存在的视图，则会删除该
视图。无法使用 TSV 文件修改现有视图。

关于创建 XML 文件
通过创建和导入描述视图的 XML 文件可在 OpsCenter Analytics 中创建视图。
使用 XML API，可以导入通过内部或第三方系统（例如，Peregrine AssetCenter）
维护的 IT 资产数据及其关系。利用 XML 导入功能可以导入主服务器、客户端、策
略和文件系统的任意分组。例如，可以利用 XML 导入功能导入围绕业务单元定义
的分组。
注意：可以使用 XML 文件导出和导入视图结构。但是，无法导出或导入由数据收
集器收集的属性，如网络名称、操作系统等。使用 XML 文件只能导出或导入用户
定义的属性，如位置、isTagged 等。
可以从 OpsCenter GUI（“设置”>“配置”>“对象类型”）创建用户定义的属
性。
请参见第 203 页的“关于在 OpsCenter 中管理对象类型”。
以下示例阐释了 OpsCenter Analytics XML 导入功能的实际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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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1：可使用电子表格将主机 A 定义为营销主机，将主机 B 定义为销售主机。通
过使用 View Builder GUI 或 view_exportimport 实用程序导入 XML，可以导入电
子表格中的数据，然后使用导入的数据创建视图，并基于业务单元分摊服务成本。
示例 2：为了实现成本分摊，可以构建一个帐户图表视图，按公司部门显示服务器
所有权。对于大型企业，图表中的帐户数很容易就可以超过一千。将这些数据输入
到 OpsCenter Analytics 中很麻烦且很容易出错。通过使用 View Builder GUI 或
view_exportimport 实用程序导入 XML，可从本地系统导入这些数据。将数据导
入到 OpsCenter Analytics 中之后，可以继续维护本地系统中的数据。
使用 XML 导入数据是 OpsCenter Analytics 开放式体系结构（可与其他系统集成）
的最佳示例。要了解如何在 XML 文件中创建视图，请参见以下各节。

XML DTD 结构
XML DTD 的构建如下所示：
<?xml version="1.0"?>
<!-- Note : This DTD is provided for viewing the XML
with tools like Microsoft's Internet Explorer.
if it fails to work, the DTD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DTD
provided with documentation. -->
<!DOCTYPE application [
<!ELEMENT application (objects?,view*,user*,mergeitems*)>
<!ATTLIST application version CDATA #REQUIRED>
<!ELEMENT objects (object+)>
<!ELEMENT view (node*,aliaslevels?)>
<!ATTLIST view identifier CDATA #REQUIRED>
<!ATTLIST view type CDATA #REQUIRED>
<!ATTLIST view action (add|delete|update|declare) "declare">
<!ATTLIST view id ID #IMPLIED>
<!ELEMENT object (attribute*)>
<!ATTLIST object id ID #IMPLIED>
<!ATTLIST object name CDATA #IMPLIED>
<!ATTLIST object action (add|delete|update|declare) "declare">
<!ATTLIST object type CDATA #IMPLIED>
<!ATTLIST object dbid CDATA #IMPLIED>
<!ELEMENT node (object?,node*)>
<!ATTLIST node id ID #IMPLIED>
<!ATTLIST node action (add|delete|declare) "declare">
<!ATTLIST node object IDREF #IMPLIED>
<!ATTLIST node parents IDREFS #IMPLIED>
<!ELEMENT aliaslevels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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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LIST aliaslevels action (add|update|delete|declare) "declare">
<!ELEMENT level EMPTY>
<!ATTLIST level number CDATA #REQUIRED>
<!ATTLIST level label CDATA #REQUIRED>
<!ELEMENT mergeitems (mergeitem+)>
<!ELEMENT mergeitem EMPTY>
<!ATTLIST mergeitem toobject IDREF #IMPLIED>
<!ATTLIST mergeitem fromobject IDREF #IMPLIED>
<!ELEMENT attribute (name,value*)>
<!ATTLIST attribute name CDATA #IMPLIED>
<!ATTLIST attribute value CDATA #IMPLIED>
<!ELEMENT name (#PCDATA)>
<!ELEMENT value (#PCDATA)>
]>

DTD 元素
XML DTD 的元素如下所示：
■

请参见第 587 页的“ DTD <application> 元素”。

■

请参见第 587 页的“DTD <objects> 和 <object> 元素”。

■

请参见第 589 页的“ DTD <attribute> 元素”。

■

请参见第 589 页的“DTD <view> 元素”。

■

请参见第 589 页的“DTD <node> 元素”。

■

请参见第 590 页的“DTD <aliaslevel> 元素”。

DTD <application> 元素
<application> 元素是根级别标记，包含其余 XML 定义。此标记包含 <objects>

标记以及零个或多个其他标记（即，依次为 <view> 和 <mergeitems>）。

DTD <objects> 和 <object> 元素
<objects> 标记包含要对其采取操作的各个对象的定义，因此包含多个 <object>

标记。 每个对象标记都表示 OpsCenter Analytics 配置中的一个资产。
每个对象都具有以下用于在 XML 文件中定义该对象的属性：
id

对象的 ID。此值不是实际对象 ID，但是，是在工作的
XML 中用于标识对象的唯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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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对象的实际名称。

action

要对对象采取的操作。

add

添加对象。

delete

删除对象。
请注意，对于对象，删除操作不是从 OpsCenter 数据
库中删除该对象。对于视图或节点，删除操作将删除视
图或节点，但不从 OpsCenter 数据库中删除相关对象。

update

更新对象的属性。

declare

无操作。在 XML 中可能在以后某个阶段需要该对象。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 OpsCenter Analytics 配置中
已存在的另一个对象使用此对象采取操作（例如，将其
设置为新定义对象的主对象）。若要能够执行此操作，
必须先在 XML 中“声明”该对象。

type

对象的类型。目前，对象可以是以下类型之一：
■

MASTER_SERVER

■

客户端

■

策略

■

MASTER_MEDIA

■

MASTER_CLIENT

■

MASTER_MEDIA_CLIENT

■

MEDIA_CLIENT

■

FILE_SYSTEM

■

MEDIA_SERVER

GENERIC

一种普通对象，例如，视图树中的层级节点。

FILE_SYSTEM

文件系统对象。

MEDIA_CLIENT

充当介质服务器和客户端的主机。

MEDIA_SERVER

仅为介质服务器的主机。

POLICY

策略对象

dbid

对象的数据库 ID。此字段是可选字段，导出数据时会
写入此字段。在要更新或声明对象时，此字段非常有
用。由于 dbid 是数据库中的 ID，使用该 ID 进行查
找，速度会快得多。因此，建议尽可能使用 dbid 来加
快整个 XML 的处理速度。此 ID 完全依赖于数据库，
在创建对象时会创建此 ID。不能为对象指定特定
d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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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D <attribute> 元素
每个对象都有一组用于在 OpsCenter Analytics 配置中定义该对象的属性。这些属
性是在 <attribute> 标记中定义的。每个属性标记都可包含一个 <name> 标记和多
个 <value> 标记。<name> 标记定义属性的名称，<value> 标记定义属性的值。可
以使用多种方法定义属性标记，如以下示例所示：
<attribute>
<name>attrname</name>
<value>attrvalue 1</value>
</attribute>

或：
<attribute name=”attrname” value=”attrvalue”/>

DTD <view> 元素
<view> 标记定义 OpsCenter Analytics 配置的视图。视图是对象的一种层级关联。
因此，此标记包含多个嵌套的用于定义树节点的 <node> 标记。tree 标记包含以下
属性：
identifier

视图的名称。

action

要对树采取的操作。

add

创建新视图。

delete

删除现有视图。

update

更新视图。

declare

无操作。此属性定义 XML 中已存在的树。

id

已过时，且不再使用。

type

指定视图类型

DTD <node> 元素
可将节点视为包含一个对象的容器。同一个对象可包含在树中的多个节点中，但一
个节点只能包含一个对象。节点的属性如下所示：
id

XML 中节点的唯一标识符。

589

使用 CSV、TSV 和 XML 文件创建视图
DTD <aliaslevel> 元素

object

节点所包含对象的 ID。此值是 XML 工作文件中为该对象指定的 ID，不
是实际 ID。一个节点可以有多个父节点。在这种情况下，以空格分隔
开 XML 中的父节点 ID。

parent

此节点的父节点的节点 ID。当前节点作为子节点添加到指定的父节点。
此值是 XML 工作文件中指定给父节点的 ID，不是实际 ID。

action

要对节点采取的操作。

add

将节点添加到树中。

delete

删除节点。

declare

无操作。在 XML 中可能在以后某个阶段需要该节点。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需要 OpsCenter Analytics 配置中已存在的另一个节点使用此节点
采取操作（例如，添加子节点）。要在 XML 中将节点用作其他某个节
点的父节点，必须首先在 XML 中“声明”该节点。

DTD <aliaslevel> 元素
在 OpsCenter Analytics 中，可为视图中的级别设置别名或标签。使用 <aliaslevel>
元素，您可以为视图级别指定名称。视图包含数字级别。默认情况下，将级别标记
为级别 1、级别 2 和级别 3，这种标记方式并不直观。要按照需求命名级别，可以
使用 <aliaslevel> 元素。
action

要对 aliaslevel 采取的操作。

add

添加级别数字和级别标签。

update

更新级别数字和级别标签。

delete

删除级别数字和级别标签。

declare

默认操作。

level number

输入级别数字，如 1 或 2。

level label

输入级别标签。

XML 文件示例
您可以创建多种类型的 XML 文件，其中包括：
■

添加对象。
请参见第 591 页的“示例 1：添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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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视图。
请参见第 592 页的“示例 2：添加视图”。

■

更新对象
请参见第 593 页的“示例 3：更新对象”。

■

将两个对象合并为一个对象。
请参见第 594 页的“示例 4：合并对象”。

示例 1：添加对象
示例 1，导入到 OpsCenter Analytics 中时，将对象 Detroit 添加到
MyMasterServers 视图之下。
（DTD 头已被截掉。）
<application version="2.0">
<objects>
<object id="o3" name="master.abc.domain.com" action="declare"
type="MASTER_SERVER" dbid="58">
<attribute>
<name>Location</name>
<value>Illinois</value>
</attribute>
</object>
<object id="o4" name="master1" action="declare"
type="MEDIA_CLIENT" dbid="61" />
<object id="o5" name="dailybackuppolicy" action="declare"
type="POLICY" dbid="62" />
<object id="o6" name="weeklybackuppolicy" action="declare"
type="POLICY" dbid="63" />
<object id="o7" name="monthlybackuppolicy" action="declare"
type="POLICY" dbid="64" />
</object>
<object id="o10" name="Detroit" action="add" type="GENERIC" />
</objects>
<view identifier="MyMasterServers" type="Master Server"
action="update">
<node id="n268" action="add" object="o9" />
<node id="n269" action="add" object="o3" parents="n268" />
</view>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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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添加视图
示例 2，导入到 OpsCenter Analytics 中时，将创建具有顶级分支 Chicago 的
TestMasterServers 视图，其中包含一个主机对象 master1.abc.domain.com。
（DTD 头已被截掉。）
<application version="2.0">
<objects>
<object id="o3" name="master.abc.domain.com" action="declare"
type="MASTER_SERVER" dbid="58">
<attribute>
<name>Location</name>
<value>Illinois</value>
</attribute>
</object>
<object id="o4" name="master2" action="declare"
type="MEDIA_CLIENT" dbid="61" />
<object id="o5" name="dailybackuppolicy" action="declare"
type="POLICY" dbid="62" />
<object id="o6" name="weeklybackuppolicy" action="declare"
type="POLICY" dbid="63" />
<object id="o7" name="monthlybackuppolicy" action="declare"
type="POLICY" dbid="64" />
<object id="o9" name="Illinois" action="declare"
type="GENERIC" dbid="66">
<attribute>
<name>Name</name>
<value>Illinois</value>
</attribute>
</object>
<object id="o10" name="Chicago" action="declare"
type="GENERIC" dbid="67">
<attribute>
<name>Name</name>
<value>Chicago</value>
</attribute>
</object>
</objects>
<view identifier="MyMasterServers" type="Master Server"
action="update">
<node id="n268" action="add" object="o9" />
<node id="n269" action="add" object="o3" parents="n268" />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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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identifier="TestMasterServers" type="Master Server"
action="add">
<node id="n271" action="add" object="o10" />
<node id="n272" action="add" object="o3" parents="n271" />
</view>
</application>

示例 3：更新对象
示例 3，导入到 OpsCenter Analytics 中时，将 master1.abc.domain.com 的“位
置”属性更新为 Illinois。Chicago 对象的“名称”属性也会更新为 Chicago。
（DTD 头已被截掉。）
<application version="2.0">
<objects>
<object id="o3" name="master.abc.domain.com" action="update"
type="MASTER_SERVER" dbid="58">
<attribute>
<name>Location</name>
<value>Illinois</value>
</attribute>
</object>
<object id="o4" name="master3" action="declare"
type="MEDIA_CLIENT" dbid="61" />
<object id="o5" name="dailybackuppolicy" action="declare"
type="POLICY" dbid="62" />
<object id="o6" name="weeklybackuppolicy" action="declare"
type="POLICY" dbid="63" />
<object id="o7" name="monthlybackuppolicy" action="declare"
type="POLICY" dbid="64" />
<object id="o9" name="Illinois" action="declare"
type="GENERIC" dbid="66">
<attribute>
<name>Name</name>
<value>Illinois</value>
</attribute>
</object>
<object id="o10" name="Chicago" action="update"
type="GENERIC" dbid="67">
<attribute>
<name>Name</name>
<value>Chicago</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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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
</object>
</objects>
<view identifier="MyMasterServers" type="Master Server"
action="update">
<node id="n268" action="add" object="o9" />
<node id="n269" action="add" object="o3" parents="n268" />
</view>
</application>

示例 4：合并对象
示例 4，导入到 OpsCenter Analytics 中时，将对象 o2 合并到对象 o1 中。对象 o1
和 o2 表示同一主机。其中一个对象的主机名为 hostA.veritas.com，另一个对象的
主机名为 hostXYZ.somedomain.veritas.com。将对象 o2 合并到对象 o1 时，可以
将 hostXYZ.somedomain.veritas.com 指定为对象 o1 的别名。合并对象 o2 后，将
删除该对象且仅保留对象 o1。
在示例 4 中，一个主机对象的主机名为 hostA.veritas.com（也可以为
hostXYZ.somedomain.veritas.com）。此对象的 XML 导出与如下所示类似：
（DTD 头已被截掉。）
<object id="o1" action="declare" type="Host" dbid="50">
</object>

此示例还具有另一个主机对象，其主机名为 hostA，其 XML 导出如下所示：
<object id="o2" action="declare" type="Host" dbid="70">
</object>

现在，只要特定 OpsCenter Analytics 代理将主机引用为 hostA，在该主机的其中
一个主机名与此对象匹配时，OpsCenter Analytics 服务器就能够识别此对象。更新
此对象后，可使用以下语法合并这两个主机：
<mergeitems>
<mergeitem toobject = "o1" fromobject = "o2"/>
</mergeitems>

合并两个主机时会将 hostA 对象中的所有数据移动到新更新的对象中，并删除 hostA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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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OpsCenter 中的错误消息
本附录包括下列主题：
■

OpsCenter 错误消息

OpsCenter 错误消息
下表列出了 OpsCenter 错误消息、导致问题的可能根本原因以及关于可应用的解决
方案的详细信息。
表 E-1

OpsCenter 错误代码与描述

错误代码

描述

根本原因

解决方法

401

该用户没有选定视图的权限。 当用户 A 将带有给定视图 V（主服务器/
介质服务器/客户端）的报告保存在公用
文件夹中时，会发生此错误。随后，如
果管理员更改了用户 A 对视图 V 的权
限，则用户 A 下次运行该报告时将导致
此异常。

402

提供的用户详细信息无效。

如果用户 A 将报告 S 保存在公用文件夹 此问题无法直接解决。最佳方式是
中，随后管理员删除了用户 A，则用户 重新创建报告并重新运行它。
B 或管理员运行保存的报告 S 时会发生
此错误，报告将无法运行，原因是原始
用户不存在。

10500

OpsCenter 数据库错误

此错误表示与 OpsCenter 数据库相关的 检查数据库是否已启动并正在运行。
通用问题。（连接性，超时等）
对数据库执行基本的健全性检查。
与支持部门联系并提供快照和相关
日志文件。

10501

执行 {<add/delete-API>} 时， 尝试将主键冲突/重复的条目插入同一表 与支持部门联系并提供快照和相关
OpsCenterDb PK 发生冲突， 中。
日志文件
位于: {<table/entity>}

确保运行该报告的用户对选定视图
有适当权限。如果对该视图没有权
限，则用户可以编辑报告并通过选
择可用视图来重新运行。

OpsCenter 中的错误消息
OpsCenter 错误消息

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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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描述

解决方法

10502

执行 {<add/delete-API>} 时， 此错误表示外键冲突或引用记录不存在。 与支持部门联系并提供快照和相关
OpsCenterDb FK 发生冲突，
日志文件。
位于: {<table/entity>}

10503

执行 {<add/delete-API>} 时， 当在数据库中为非空值列添加空值时会
OpsCenterDb 列值存在问
发生此错误。
题，位于: {<table/entity>}

与支持部门联系并提供快照和相关
日志文件。

10504

执行 {<add/delete-API>} 时， 当值太大而不适合数据库列时，会发生
OpsCenterDb 列发生截断， 此错误。
位于: {<table/entity>}

与支持部门联系并提供快照和相关
日志文件。

10505

执行 {<add/delete-API>} 时， 当数据库约束失败时，会发生此错误。
OpsCenterDb 约束失败，位 此错误可能有多个原因。例如，基于实
于: {<table/entity>}
体的约束或基于触发器的约束。

与支持部门联系并提供快照和相关
日志文件。

10506

执行 {<add/delete-API>} 时， 此错误类似于生成的代码存在问题，并
OpsCenterDb SQL 分析出
且是一个严重问题。
错，位于：{<table/entity>}。
DBAL 组件包括从数据库生成
的代码。

与支持部门联系并提供快照和相关
日志文件。

10507

执行 {<add/delete-API>} 时， 此错误类似于生成的代码存在问题，并
OpsCenterDb 查询执行失
且是一个严重问题。
败，位于：{<table/entity>}。
DBAL 组件包括从数据库生成
的代码。

与支持部门联系并提供快照和相关
日志文件。

与报告服务有关的消息
10802

为此报告选择的视图不可用。 保存的报告中所使用的视图已被删除。
与此报告相关的视图可能已被 可以删除视图而无需验证该视图是否与
删除。
报告相关联。

编辑保存的报告并选择当前可用的
视图，然后再试一次。

10804

您无权查看报告 {0}。

10805

过滤器 {0} 未在 XML 定义文 错误定义或未定义过滤器可能导致此问
件中定义。请在
题。
FilterAttributeList.xml 中定义
过滤器。

10806

未能加载 XML 定义文件 {0}。 每个报告都与 xml 定义文件相关联。当 确保
请联系客户支持以获取帮助。 报告没有对应的定义文件时，会发生此 OPS_INSTALL_DIR/definitions/reports.zip
错误。
文件未损坏或未被修改。

访问报告的用户可能无权运行或查看报 用户可以查看自己创建的报告或公
告。用户实际上正在尝试通过修改 URL 用文件夹中的报告。
参数访问其他用户的私有报告。
未定义的过滤器应该在过滤器定义
xml 文件中正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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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描述

根本原因

解决方法

10807

未能读取 XML 文件。

XML 定义文件可能在使用中，因此无法 确保没有进程正在使用 XML 定义文
读取。
件。

10808

未能执行存储过程 {0}。

存储过程可能因过程中形成了无效查询
而失败。

根据堆栈跟踪消息，可以确定存储
过程的哪个环节出现问题。

10809

未能获取数据库连接。

DBAL 组件显示与报告的连接。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10

未能从数据库加载报告 ID {0}
的定义映射。请检查映射的
report_cannedReportMapping
表。

每个报告在
确保该表包含与正在运行的报告对
report_cannedReportMapping 表中都有 应的条目。
一个条目。此表保留报告 ID 和 XML 文
件之间的映射。如果不存在正在运行的
报告的映射，会发生此错误。

10811

未能从数据库获取日程表工作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流程详细信息。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14

未能从数据库获取报告 ID {0}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的报告条件列表。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15

未能从数据库获取报告 {0} 的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已保存报告详细信息。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16

未能从数据库获取报告 {0} 的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用户详细信息。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17

未能从数据库获取报告 {0} 的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已保存自定义报告详细信息。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18

未能从数据库获取自定义模板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类别映射列表。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19

未能从数据库获取类别 {0} 的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自定义模板。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20

未能从数据库获取用户 {0} 的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已保存报告列表。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21

未能从数据库获取用户 {0} 的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升级报告信息。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22

未能处理报告 {0} 的查询结
果。

10823

未能在数据库中执行报告 {0}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的查询。

每个结果集在发送到 GUI 之前都要经过 此问题应上报给 CFT/工程师以认清
处理。此错误消息表示为处理结果而写 问题的本质。
入的逻辑是断开的。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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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描述

根本原因

解决方法

10824

未能执行报告 {0} 的查询。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25

未能更新报告 {0}。

当在数据库级别更新报告时发生异常。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26

未能保存报告 {0}。

当在数据库级别保存报告时发生异常。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28

未能删除报告 {0}。

当在数据库级别删除报告时发生异常。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30

未能在数据库中更新日程表工 在数据库级别更新工作流程时发生异常。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作流程。

10831

未能在数据库中更新日程表工 在数据库级别更新日程表完成时间时发
作流程的完成时间。
生异常。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32

未能在数据库中创建报告日程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表 {0}。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33

未能从数据库中删除日程表工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作流程。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34

未能从日程表工作流程中删除 在数据库级别运行查询时发生异常。
报告。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35

找不到报告日程表。

重新创建报告日程表并尝试将报告
添加到此新建的日程表。

10836

已保存的报告 {0} 中缺少树 ID 这可能是升级导致的问题。迁移的每个 重新创建保存的报告并重新运行它。
和树类型信息。
报告在 report_savedreport 表中都应该
有一个树 ID 和树类型信息（如果它是基
于视图的报告）。

10837

数据库中不存在定义所使用的 时间过滤器在定义 .xml 文件中被错误定 确保 reports.zip 文件未损坏。如果
时间列 ID {0}。
义，或 OPS_INSALL_DIR/definitions 文 此问题仍然存在，请上报给工程部
件夹下的 reports.zip 文件已损坏。
门/CFT。

10838

数据库中不存在定义文件所使 时间过滤器在定义 .xml 文件中被错误定 确保 reports.zip 文件未损坏。如果
用的时间条件列 ID {0}。
义，或 OPS_INSALL_DIR/definitions 文 此问题仍然存在，请上报给工程部
件夹下的 reports.zip 文件已损坏。
门/CFT。

10839

您无权运行任何具有指定视图 因为用户没有访问选定视图的权限，所
的报告。但是，您可以编辑您 以无法运行具有选定视图的报告。
有权编辑的视图过滤器并重新
运行报告。

将报告添加到数据库中不存在的报告日
程表时，会发生此错误。

编辑报告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可用
的视图，然后重新运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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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描述

10840

视图过滤器不适用于该报告。 导致此错误的原因是定义中存在不一致。 在此类情况下，请编辑报告，然后
通过应用任何适用的有效视图来重
例如：假设用户已创建并保存具有某个
新运行报告。
视图的报告。在下一个版本中，如果从
定义中删除了对该视图的支持，则保存
的定义与 XML 定义就存在不匹配。如果
保存的定义与 XML 定义之间存在不匹
配，则意味着数据库没有正常更新，未
能反映新更改。

10841

保管库视图不适用于该报告。 报告不支持保管库视图过滤。

编辑报告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可用
的视图，然后重新运行报告。

10842

该报告不支持策略视图。但
报告不支持策略视图过滤。
是，您可以编辑视图过滤器并
重新运行报告。

编辑报告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可用
的视图，然后重新运行报告。

10843

该报告不支持 Exchange 视
该报告不支持 Exchange 视图过滤。
图。但是，您可以编辑视图过
滤器并重新运行报告。

编辑报告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可用
的视图，然后重新运行报告。

10844

该报告不支持主服务器视图。 该报告不支持主服务器视图过滤。
但是，您可以编辑视图过滤器
并重新运行报告。

编辑报告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可用
的视图，然后重新运行报告。

10845

该报告不支持客户端视图。但 该报告不支持客户端视图过滤。
是，您可以编辑视图过滤器并
重新运行报告。

编辑报告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可用
的视图，然后重新运行报告。

10846

该报告不支持文件系统视图。 该报告不支持文件系统视图过滤。
但是，您可以编辑视图过滤器
并重新运行报告。

编辑报告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可用
的视图，然后重新运行报告。

10848

找不到报告 {0} 的定义。

确保
OPS_INSTALL_DIR/definitions/reports.zip
文件未损坏或未被修改。

10849

请上载具有客户端名称的 .csv 如果用户运行客户端范围报告时未上载
文件来运行报告。
.csv 文件，可能发生此错误。

10850

报告 {0} 不能与 {1} 视图一起 在升级报告后或当 reports.zip 文件损坏 确保
运行。此上下文中的视图是指 时，可能发生此错误。
OPS_INSTALL_DIR/definitions/reports.zip
分发/分级/历史/表格。
文件未损坏或未被修改。如果问题
仍然存在，需要重新创建升级的报
告。

缺少报告的 XML 定义。

解决方法

当运行客户端范围报告时，应该上
载具有客户端名称的 .csv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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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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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

10851

报告 {0} 没有正确定义的 java 当运行基于 Java 的报告时，可能发生此 确保
类型。
错误。如果 reports.zip 文件损坏，可能 OPS_INSTALL_DIR/definitions/reports.zip
发生此问题。
文件未损坏或未被修改。如果问题
仍然存在，请上报给 CFT/工程部
门。

10852

应正确创建报告 {1} 的 Java 当运行任何基于 Java 的报告时，可能发 确保
类型执行程序 {0} 并用于每个 生此错误。如果 reports.zip 文件损坏， OPS_INSTALL_DIR/definitions/reports.zip
基于 java 的报告。
可能发生此问题。
文件未损坏或未被修改。如果问题
仍然存在，请上报给 CFT/工程部
门。

10853

报告 {0} 已存在于选定文件
用户无法保存已经存在的报告；否则他
夹。使用其他名称保存报告， 需要重写一次现有报告。
或重写现有报告。

使用其他名称保存报告。

10854

用于保存报告 {0} 的文件夹不 当用户尝试将报告保存在某文件夹中，
存在。每个报告应该保存在特 而某人同时删除了该文件夹时，会发生
定文件夹下。
此错误。

将报告重新保存在现有文件夹下。

10855

报告 ID {0} 的视图节点中没有 当数据库中的数据存在重大问题时，会
节点。
发生此错误。然而，它仅对保存的报告
发生。

重新创建报告并保存它。

10856

未能在视图级别执行报告
此错误表示视图组件存在问题。
{0}。报告组件使用视图层组件
进行与视图有关的查询。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57

未能在视图级别获取子节点。 此错误表示视图组件存在问题。
报告组件使用视图层组件进行
与视图有关的查询。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58

未能获取报告树。

获取视图树时视图组件未能执行查询。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59

未能删除报告。

从数据库删除报告节点时视图组件未能
执行查询。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60

未能将报告添加到视图树。

将报告添加到视图树时视图组件未能执
行查询。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61

未能将报告更新到视图树。

将报告更新到视图树时视图组件未能执
行查询。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62

未能在视图级别获取报告详细 从视图树获取报告详细信息时视图组件
信息。
未能执行查询。

堆栈跟踪有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OpsCenter 中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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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错误代码

描述

根本原因

解决方法

10863

列 {0} 不在数据库中。

当 XML 定义中存在错误定义的列时，会 确保
发生此错误。
{OPS_INSTALL_DIR}/definitions 文
件夹下的 reports.zip 文件未损坏。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上报给 CFT/
工程部门。

10864

报告日程表 {0} 已存在。请另 不允许存在重复的报告日程表名称。
外指定一个名称。

使用其他名称保存报告日程表。

10865

选定主服务器的数据收集失
败。

仅当我们为许可报告（容量和传统）运
行显式数据收集时，才会发生此错误。
它表示代理无法从主服务器收集数据。

确保代理的配置正确。堆栈跟踪有
助于查找根本原因。

10866

运行授权报告时出错。

仅当运行许可报告（容量/传统）时，才 堆栈跟踪有助于找到确切问题。
会发生此错误。它类似于执行文件 IO 操
作时发生的错误。

10867

由于 {0}，生成许可报告失
败。

当运行 nbdeployutil 时会发生此错误。
容量许可报告是通过 nbdeployutil 可执
行程序生成的，引发的任何错误都会导
致上述问题。

10868

生成许可报告失败。在日志文 是否生成容量许可报告取决于
件中检查 nbdeployutil 是否引 nbdeployutil 可执行程序。
发了任何异常。

10869

未配置用于收集授权数据的主 仅当在 OpsCenter 中配置了至少一个主 配置需要为其生成许可报告的主服
服务器。
服务器时，才能执行许可报告（容量/传 务器。
统）。

10870

许可数据收集或报告生成已在 当用户尝试同时多次运行许可报告时，
进行中。
会发生此错误。用户不能在任一给定时
间点多次运行许可报告。

10871

未能从数据库中获取授权详细 当许可报告（容量/传统）未能执行某些 日志文件有助于找到确切根本原因。
信息。
数据库活动（如获取失败主服务器的状
态）时，会发生此错误。

10872

未生成许可报告，因为主服务 仅当至少一个主服务器数据收集（特定 确保至少有一个主服务器的数据收
器许可数据收集均未成功。
于授权）成功时，才会生成许可报告（容 集（特定于授权）是成功的。
量/传统）。如果主服务器收集都不成
功，则不会生成报告。

在日志文件中检查 nbdeployutil 是否
引发了任何异常。因为这是可执行
程序，它会创建自己的日志文件，
该日志文件在许可报告 GUI 中显示
为一个链接。
在日志文件中检查 nbdeployutil 是否
引发了任何异常。因为这是可执行
程序，它会创建自己的日志文件，
该日志文件在许可报告 GUI 中显示
为一个链接。

确保仅当完成之前的运行请求时，
再运行报告。

OpsCenter 中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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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描述

解决方法

10873

无法发送电子邮件。请验证电 由于 SMTP 配置或指定的电子邮件 ID
子邮件地址、SMTP 服务器设 可能不正确，电子邮件组件未能发送电
置，然后重试。
子邮件。

如果未指定，请从“设置”>“配

10875

未能创建报告 {0}。

如果绘制图表组件在导出报告并通过电
子邮件发送时未能创建图表，会发生此
错误。

日志文件有助于找到失败的根本原
因。

10876

报告 {0} 不支持 PDF 格式。

当不支持 PDF 格式的报告添加到预定的 如果期望的导出格式为 PDF，请从
报告并且期望以 PDF 格式导出时，会发 预定的报告中删除不支持 PDF 格式
生此错误。
的报告。

10877

报告 {0} 仅支持 HTML 导出格 当支持 HTML 格式的报告添加到预定的 如果选定的导出格式（当定义报告
式。
报告并且期望以非 HTML 格式导出时， 日程表时选择）是 HTML，则确保
会发生此错误。
您在日程表中仅添加支持 HTML 的
报告。

10878

查询生成器无法生成报告 {0} 查询生成器生成构建实际 SQL 查询所必 此错误表示在查询生成器生成 SQL
的查询。
需的元数据。然后，将此元数据传递给 元数据时发生严重问题。需要从日
DBAL 组件来获得实际查询。
志文件中诊断此问题才能找到根本
原因。

10879

一个或多个报告执行失败，因 当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仪表板并且一个 当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仪表板报告时，
此无法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或多个报告未能以指定格式
确保仪表板下的所有报告都支持给
(PDF/HTML/CSV) 导出时，会发生此错 定导出格式。

置”>“SMTP 配置”页面设置
SMTP 配置。

误。例如，“每周快览”报告不支持
PDF 格式。
10880

为此报告选择的报告参数组合 用户可以通过自定义报告功能使用大量
无效。但是，可以编辑此报
参数组合来创建自定义报告。然而，并
告，更改参数，然后运行此报 非所有组合均有效。
告。

例如：Y1 轴报告数据和 Y2 轴报告
数据不能相同。编辑创建的自定义
报告并指定有效参数。

10881

未能执行指定的 SQL -- {0}。 此错误表示用户指定的 SQL 无效。
请确保 SQL 语法正确。

日志文件有助于找到 SQL 的确切问
题。

10882

未能从 report.zip 中读取文件 导致此错误的原因是给定报告的特定
{0}。 每个报告都与 XML 定义 XML 文件不可用。
文件相关联。

确保
{OPS_INSTALL_DIR/definitions} 文
件夹下的 reports.zip 文件未损坏。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上报给 CFT/
工程部门。

10883

报告 {1} 中指定的表联接集 ID 此错误表明指定报告的定义不正确。
{0} 无效。

此问题需要上报给 CFT/工程部门以
更正 XML 定义。

OpsCenter 中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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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描述

根本原因

解决方法

10884

未能加载成本分摊定义 XML
文件。

导致此错误的原因是成本分摊报告的
XML 定义无效。

确保定义文件 reports.zip 未损坏。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上报给 CFT/
工程部门。

10885

未能执行成本分摊报告 {0}。

导致此错误的原因是从数据库获取成本
分摊变量/公式失败。

日志文件有助于找到确切根本原因。

10887

报告 {0} 已存在于某个其他文 您不能重写存在于另一个文件夹的报告。 请使用其他名称保存该报告。
件夹。请使用其他名称保存该 不能存在重复的报告名称，即使不同文
报告。
件夹中也是如此。它在保存的报告树中
应该是唯一的。

10888

请通过编辑报告来选择报告数 此错误表示报告数据参数在创建自定义
据参数，因为它是必填字段。 报告时是必填字段。

10889

您无权执行 SQL -- {0}。用户 当用户对 OpsCenter 数据库执行删除或 用户只需要执行不会损坏 OpsCenter
可以通过自定义 SQL 根据自 更新查询并因此导致损坏时，这会非常 数据库的那些查询。
己的选择执行任何 SQL。
有害。此错误表示用户无权执行指定的
SQL。然而，他可以对他在 OpsCenter
数据库上创建的表执行更新或删除。

10890

请通过编辑报告来选择 Y 轴报 此错误表示 Y 轴报告数据参数在创建自 通过编辑报告选择适当的 Y 轴报告
告数据参数，因为它是必填字 定义报告时是必填字段。
数据参数。
段。

10891

请通过编辑报告来选择时间基 此错误表示时间基础参数在创建自定义
础参数，因为它是必填字段。 报告时是必填字段。

10892

请通过编辑报告来选择 Y 轴函 此错误表示 Y 轴函数参数在创建自定义 通过编辑报告选择适当的 Y 轴函数
数参数，因为它是必填字段。 报告时是必填字段。
参数。

10893

请通过编辑报告来选择 X 轴报 此错误表示 X 轴报告数据参数在创建自 通过编辑报告选择适当的 X 轴报告
告数据参数，因为它是必填字 定义报告时是必填字段。
数据参数。
段。

10894

一个或多个选定列无效。请编 此错误表示在创建的自定义表格报告中 删除所有无效列并重新运行报告。
辑报告并删除无效列。
有一个或多个列无效。无效列的标签通
常是 -。删除所有此类选定列并重新运行
报告。此问题通常在升级报告后发生。
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列在升级时没有正确
映射，则会发生此类问题。

通过编辑报告选择适当的报告数据
参数。

通过编辑报告选择适当的时间基础
参数。

与 SCL 有关的消息
10901

发生错误。请联系系统管理
员。

这是一个未知错误。这种原因未知的情 日志有助于找到原因。
况极为少见。它是 Opscenter 的一个未
知错误。

OpsCenter 中的错误消息
OpsCenter 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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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描述

根本原因

解决方法

10902

已存在指定的主服务器。

当我们尝试添加已存在于 OpsCenter 的 不要尝试两次添加相同的主服务器。
主服务器时，会发生此错误。

10903

已存在相同显示名称的主服务 每个主服务器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关的唯
器。
一显示名称。

尝试指定另一个显示名称。

10904

指定的主服务器不是有效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尝试将 NetBackup 介质服务器添加到
OpsCenter。

相反，应尝试添加 NBU 主服务器。

10905

不允许操作。请验证
OpsCenter 主机是否在
NetBackup 配置文件（主机属
性或 bp.conf）中列出，以及/
或在使用 NBAC 的情况下是
否建立信任。

当您尝试添加在 bp.conf 文件中没有
确保 bp.conf 文件有与 OpsCenter
OpsCenter 主机条目的主服务器时，会 主机对应的条目。在使用 NBAC 的
发生此错误。在使用 NBAC 的情况下， 情况下，应该建立适当的信任设置。
另一个问题可能是 OpsCenter 和
NetBackup 之间的信任不足。

10906

指定主服务器的删除已在进行 如果用户尝试删除已在处理其删除请求
中。
的主服务器，则会发生此错误。

10908

找不到指定的主服务器。请检 当添加从 OpsCenter 无法访问的主服务 通过 ping 命令确保 NetBackup 主机
查计算机是否可访问，以及
器时，会发生此错误。
可从 OpsCenter 访问，反之亦然。
NetBackup 服务是否正在运
行。

10909

找不到指定的主服务器。请检
查计算机是否可访问，以及
NetBackup 服务是否正在运
行。

当添加从 OpsCenter 无法访问的主服务
器时，会发生此错误，反之亦然。当
NBU 主服务器上的 NBSL 服务未运行时
也会发生此错误。也可能是防火墙配置
阻止了 OpsCenter 与 NetBackup 的通
信。

10910

无法通过 NetBackup 事件通
道连接。请检查 NetBackup
服务是否正在运行。

在 NBU 6.5.x 或 NBU 6.0 的情况下。
确保 nbevtmgr 在 NetBackup 主服
MPx，如果 nbevtmgr（NetBackup 事件 务器上已启动并正在运行。
管理器）服务未运行。

不要多次执行删除操作。请等待，
直到之前的删除操作完成。

通过 ping 命令确保 NetBackup 主机
可从 OpsCenter 访问，反之亦然。
还要检查 NetBackup 主服务器上的
NBSL 服务是否正在运行。如果配置
了防火墙，请检查 TCP 端口 1556
在 OpsCenter 和 NetBackup 计算机
上是否已打开。

注意：此错误代码不适用于 OpsCenter
7.6.1 和更高版本。
10911

无法为事件创建使用者。

当 OpsCenter 服务器进程的资源不足
根本原因可能是对象泄漏或线程泄
时，可能发生此错误。这是 OpsCenter 漏。
资源不足的一种表现。

10912

指定的主服务器当前已禁用。 仅当存在重新连接主服务器任务且同时
有人禁用和启用了主服务器时，才会发
生此错误。

这只是安全警告。

OpsCenter 中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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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描述

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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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3

找到的 NetBackup 主服务器
的 GUID 无效。

NBSL 未从 NetBackup 获得有效
GUID。

检查 NBSL 日志。

10914

NetBackup 未初始化。请检查 NBSL 未传递产品名称。
NetBackup 服务是否正在运
行，以及 NetBackup 是否正
确初始化。

确保 NBSL 服务已启动且正在运行。
还要确认在服务启动期间没有发生
错误。

10915

无法从指定的主服务器访问
OpsCenter 计算机。

当无法从 NBSL/NetBackup 访问
OpsCenter 或防火墙配置可能阻止了
OpsCenter 与 NetBackup 之间的通信
时，会发生此错误。这表明 OpsCenter
能将信息传递到 NBSL，但无法进行反
向通信。

通过 ping 命令确保可从 NetBackup
访问 OpsCenter。还要检查是否配
置了防火墙，检查端口 1556 是否在
NetBackup 计算机上已打开。

10916

指定的代理已存在。

当尝试两次添加同一代理主机时，会导
致此错误。

不要多次添加代理主机。

10917

指定的数据收集器已存在。

每个代理都与用户可以创建的一个或多 使用唯一名称保存每个数据收集器。
个数据收集器相关。当创建的数据收集
器的名称与现有数据收集器名称相同时，
会发生此错误。

10925

指定的代理已删除。

当一个用户正在编辑代理，而另一用户
从另一会话删除了同一代理时，会发生
此错误。基本上，其中一个用户正在处
理无效数据。

用户通过再次访问代理主页，会看
到刷新的列表。

10926

指定的数据收集器已删除。返 当一个用户正在编辑代理收集器，而另
回代理主页，用户会看到刷新 一用户从另一会话删除了同一代理收集
后的列表。
器时，会发生此错误。基本上，其中一
个用户正在处理无效数据。

用户通过再次访问代理主页，会看
到刷新的列表。

10927

指定的数据已由其他用户更
新。请重试。

当更新代理信息时，可能有多个用户同
时尝试修改同一代理。这可能导致数据
库不一致，从而引发错误消息。

在一段时间后（认为其他用户已完
成更新），再尝试更新。

10928

指定的数据收集器已由其他用 当更新代理收集器信息时，可能有多个
户更新。请重试。
用户尝试同时修改同一代理收集器。这
可能导致数据库不一致，从而引发错误
消息。

在一段时间后（认为其他用户已完
成更新），再尝试更新。

10929

不支持指定的平台。代理在
Windows 平台中受支持。

此错误表示代理未安装在支持的平台上。 在 Windows 平台上安装代理。

OpsCenter 中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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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描述

10930

无法与指定的目标主机连接。 当添加从 OpsCenter 无法访问的单点产 通过 ping 命令确保单点产品主机可
品主机时，会发生此错误。也可能是防 从 OpsCenter 访问，反之亦然。
火墙配置阻止了 OpsCenter 与
NetBackup 的通信。

10931

指定的产品未获许可。

10932

无法与代理连接。请检查计算 当 OpsCenter 无法与代理主机连接时， 确保代理主机可从 OpsCenter 主机
机是否可访问，以及代理服务 会发生此错误。
访问，反之亦然。
是否正在运行。

10934

指定的数据收集器已禁用。

10935

指定数据收集器的删除已在进 如果删除代理数据收集器时已在处理另
行中。
一个删除请求，则会发生此错误。

请等待，直到之前的删除请求完成。

10936

指定的安装目录或卷目录无
效。

当定义高级数据收集属性时，请确
保为 NetBackup 安装目录和卷管理
器目录指定适当的路径。

当产品未获数据收集许可时，会发生此
错误。

仅当存在重新连接服务器任务且同时有
人禁用和启用了主服务器时，才会发生
此错误。

当在“添加主服务器”中定义“高级数
据收集属性”时，如果指定的“卷管理
器目录”或“安装目录”的路径无效，
会发生此错误。

10937

指定的产品安装目录不存在。 当“安装目录”路径（在“添加主服务

10938

指定的产品卷目录不存在。

解决方法

安装单点产品数据收集的适当许可
证。

这只是安全警告。

确保 NetBackup 安装在主机上并为
器”中的“配置高级数据收集属性”下） NetBackup 主目录指定适当的路径。
不正确或在 NetBackup 主机上不存在
时，会发生此错误。
当“卷管理器目录”路径（在“添加主

更正远程管理控制台安装路径（安

服务器”中的“配置高级数据收集属性” 装在“代理”框上）。或者在代理
下）不正确或在 NetBackup 主机上不存 上安装 NetBackup 远程管理控制
台。
在时，会发生此错误。
10939

指定的用户名或密码无效。

当通过 BPJava 连接到主服务器所用的
用户名或密码无效时，会发生此错误。

提供主服务器的正确用户名和密码。

10943

发生数据库错误。请联系系统 当发生与数据库有关的任何异常时，会
管理员。
发生此错误。

日志文件有助于找到确切根本原因。

10944

相同主服务器的删除正在进行 如果正在处理主服务器删除请求，而用
中。删除完成后，将会连接到 户同时尝试添加或定位主服务器，则会
该主服务器。
发生此错误。

在添加或定位主服务器前，请确保
已完成之前的主服务器删除请求。

与日程表有关的消息

OpsCenter 中的错误消息
OpsCenter 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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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

描述

根本原因

解决方法

20800

未能获得日程表 {0} 的下一个
日程表时间。数据库中的日程
表信息可能损坏。请重新创建
日程表，然后重试。

对于每个日程表，下一个日程表时间会
根据日程表的类型（每日、每周、每月
等）来计算。当数据库中日程表的数据
损坏时，可能发生此问题。

您可以删除出现此问题的日程表并
重新创建它，以便为日程表存储适
当的数据。如果升级了日程表，但
日程表数据未适当迁移，则可能发
生此类问题。

20801

未能在数据库中执行查询。

当执行与时间日程表有关的操作（例如
添加/删除/更新/获取）时，可能发生此
错误。导致此错误的原因是在数据库级
别执行相应查询时出现了一个问题。

日志有助于找到在数据库级别失败
的原因。

20802

无法删除日程表，因为一个或 如果时间日程表由一个或多个报告日程
多个报告日程表中引用了该日 表引用，则用户无法删除时间日程表，
程表。
因为它正在使用中。

如果您要删除时间日程表，请确保
它没有在任何报告日程表中被引用。

20803

日程表 {0} 已存在。请使用其 您无法使用已存在的相同名称保存时间
他名称保存该日程表。
日程表。

使用其他名称保存日程表。

与成本分摊有关的消息
20850

未能加载成本分摊定义文件
如果 XML 文件中存在任何问题，则会显 确保
{0}。成本分摊定义以 XML 格 示此错误消息。
{OPS_INSTALL_DIR}/definitions 文
式存储。
件夹下的 reports.zip 文件未损坏。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上报给 CFT/
工程部门。

20851

未能在数据库中执行查询。

当执行与成本分摊有关的操作（例如添
加/删除/更新/获取成本分摊变量、成本
分摊公式或成本分摊货币）时，可能发
生此错误。导致此错误的原因是执行相
应查询时在数据库级别出现问题。

日志有助于找到在数据库级别失败
的原因。

20852

无法删除公式，因为一个或多 创建的成本分摊公式可以用于基于成本
个成本分摊报告中引用了该公 分摊的报告。如果使用给定公式保存了
式。
此类报告，则只有在从所有保存的报告
中删除该公式的引用之后，才能删除该
公式。

在删除成本分摊公式前，请确保从
所有保存的报告中删除了该公式的
所有引用。

20853

无法删除变量，因为一个或多 创建的成本分摊变量可以用于基于成本 在您删除成本分摊变量之前，请确
个成本分摊报告或成本分摊公 分摊的报告和成本分摊公式。如果使用 保您从所有保存的报告和所有保存
式中引用了该变量。
给定变量保存了此类报告/公式，则只有 的公式中删除了该变量的所有引用。
在从所有保存的报告/公式中删除该变量
的引用之后，才能删除该变量。

20854

成本分摊变量 {0} 已存在。请 发生此错误的原因是使用已存在的同一
使用其他名称保存该变量。
名称保存成本分摊变量。

使用其他名称保存该变量。

OpsCenter 中的错误消息
OpsCenter 错误消息

错误代码

描述

根本原因

20855

成本分摊公式 {0} 已存在。请 发生此错误的原因是使用已存在的同一
使用其他名称保存该公式。
名称保存成本分摊公式。

解决方法
使用其他名称保存该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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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OpsCenter Analytics

OpsCenter 的授权版本称为 OpsCenter Analytics。
OpsCenter Analytics 允许您执行高级业务级别报告。

OpsCenter 数据库

驻留在 OpsCenter 服务器上的 Sybase SQL Anywhere 数据库管理系统。 OpsCenter
数据库收集与监视、报告、警报、成本衡量标准，成本分摊公式等有关的数据。 安
装 OpsCenter 服务时，将会静默安装该数据库。

事件

指示对存储网络上的一个或多个对象进行操作（如警报或状态更改）时的通知。

应用程序

用于执行特定任务的一个程序或程序组。Oracle 数据库和 Veritas NetBackup 是应
用程序的示例。

数据收集器

数据收集器是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代理的一部分，用于从各种产品中收
集数据。

视图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视图是 IT 资产（主机或文件系统）逻辑分组，以层
级方式进行组织。您可以在 Java View Builder 中创建视图，并在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控制台中使用。以下视图详细信息显示在 Veritas NetBackup OpsCenter
控制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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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SMTP 服务器”选项 198
选项 198
“SNMP 陷阱收件人”选项 222
“报告导出位置”选项 203
“编辑代理”选项 242
“编辑货币列表”选项 228
“编辑时间日程表”选项 526
“成本估计”选项 234
“创建代理”选项 242
“创建时间日程表”选项 526
“代理”选项 240
“电子邮件”选项 221
“对象类型”选项 203
“分解作业”选项 251
“复制用户配置文件”选项 202
“更改作业优先级”对话框
选项 305
“更改作业优先级”对话框选项 305
“管理文件夹”选项 517
“货币设置”选项 227
“监视”视图
控制范围 290
“内容”窗格
“摘要”视图和“层级”视图 52
放大 54
“日程表”选项 521
“视图”选项 273
“添加 SNMP 陷阱收件人”选项 224
“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选项 223
“添加主服务器”选项 263
“我的报告”选项卡 512
“我的仪表板”选项 515
“我的仪表板”选项卡 515
“用户组”选项 219

A
ActiveX 29
agent.conf 文件 27
安装
OpsCenter DVD 68

群集. 请参见 群集
安装 OpsCenter 79
在 UNIX 上 84
在 Windows 上 80
安装和升级清单 74

B
Backup Exec 266
保存
报告 492
报告
格式 489
工具提示 490
情况 510
通知
条件参数 510
图形
格式 489
数字数据 490
自定义
创建 503
报告导出 203
报告导出位置
选项 203
报告格式 489
报告模板 484
报告日程表 522
备份
OpsCenter 数据库 167
编辑
货币列表 228
主服务器 265
编辑货币列表
选项 228
编辑用户 206
编辑用户配置文件 215–216
饼图报告 489

C
changeDbPassword 555
configurePorts 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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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代理
自定义报告向导 503

策略
按类型进行过滤 319
查看
电子邮件收件人 221
主服务器发出的警报 353
查看 NetBackup 主服务器发出的警报 353
查看 OpsCenter 警报
使用 HP OV NNM 481
使用 SCOM 2007 480
在 Windows 上使用 HP OV NNM 7.50/7.51 481
查看警报
使用列表视图 345
使用摘要视图 351
产品 ID 180
成本
公式 231
成本变量 229
选项 228
成本变量选项 228
成本分摊
成本变量 229, 231
公式 232
建模 233
成本估计 233
选项 234
创建
SNMP 陷阱收件人 224
成本变量 229
成本公式 231
电子邮件收件人 222
视图 279
自定义 SQL 查询 511
自定义报告 498, 503
创建警报策略 384
创建者 ID 180
磁带库
修改 201
存储单元
报告 461
存储单元组
报告 461
存储生命周期策略
报告 461

D
dbbackup 557
dbdefrag 558

概述 25
删除 243
修改 243
单一实例存储
SIS 268
导出
报告 493
登录
到 OpsCenter 38
典型 OpsCenter 任务快速入门 60
电子邮件
报告 496
选项 221
电子邮件收件人
创建 222
定义
成本变量 229
成本公式 231
端口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23
端口号
HTTPS 175
备份和存档产品 175
关键 OpsCenter 组件 172
对象（主机）
合并 199
对象合并
选项 200
对象类型 203
删除 204
删除属性 205
添加 204
添加属性 205
修改 205
选项 203

F
防火墙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23
防火墙注意事项 172
访问 OpsCenter 控制台 31
分级报告 489
分解作业 254–255
查看 255
服务
按类型进行过滤 314
控制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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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用户配置文件 202
复制用户配置文件
选项 202

G
工具提示 54, 490
故障排除
OpsCenter 服务器问题 42
OpsCenter 控制台登录问题 39
OpsCenter 中的支持脚本 177
访问 OpsCenter 33
关联报告 489
关于 OpsCenter 18
关于 OpsCenter Analytics 19
管理
文件夹 517
管理视图
管理存储 393
管理警报策略 376
管理设备 398
控制范围 374
管理信息库 (MIB) 464
过滤
参数 510

H
还原
OpsCenter 169
还原购物车
关于 427
使用 428
货币设置
选项 227

J
JavaScript 29
jre (Java Run Time Environment) 65
监视视图
监视策略 315
监视服务 313
监视介质 324
监视警报 344
监视设备 333
监视设备硬件
NetBackup 362
介质服务器 359
重复数据删除 365

主服务器 356
监视云 372
监视主机 340
监视作业 297–298, 305
简单网络管理协议 (SNMP) 462
SNMP 陷阱 464
配置 SNMP 版本 478
配置团体名称 478
支持的 SNMP 版本 463
建模
成本分摊 233
脚本
runstoredquery 567
禁用安全警告
在 Mozilla 上 32
警报
按类型进行过滤 348
查看主服务器 353
响应 349
警报策略
打开存储警报条件 455
警报条件 378

K
可操作还原
备份时间线 422
还原购物车 427
简单或高级搜索 419
浏览客户端 418
浏览文件和目录 426
控制 OpsCenter 服务和进程 152
控制 OpsCenter 日志记录
在 UNIX 上 181
在 Windows 上 181
快速链接
最小化 51

M
密码
更改 193
默认 admin 用户登录 38

N
nbfindfile 命令 559
nbproxy 进程 154
NetBackup 7.0 主服务器
添加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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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PureDisk 数据收集器
配置 270
NetBackup 服务层 (NBSL) 70, 176, 249
NetBackup 授权 443
NetBackup 数据收集
编辑主服务器 265
概念 249
启用或禁用数据收集 266
删除主服务器 265
添加主服务器 259
支持的数据类型和收集状态 257
NetBackup 选项 248
NetBackup 主服务器状态
未连接 258
已禁用 258
已连接 258

O
opsadmin 562
OpsCenter 458, 460
安装
UNIX 84
Windows 80
安装后健全性检查 121
大小调整 70
启动时执行的任务 123
使用的 Sybase 数据库 65
使用的颜色 54
数据库 70
卸载
UNIX 124
Windows 123
在单独的磁盘上存储数据库和日志 157
状态栏 54
OpsCenter Analytics 和 OpsCenter 65
OpsCenter AnalyticsXML
DTD 586
DTD 元素 587
示例文件 590
OpsCenter DVD 布局 68
OpsCenter View Builder 27
OpsCenter 安装
Web 浏览器注意事项 28
安装清单 74
硬件要求 70
主服务器注意事项 69
OpsCenter 安装后
开始使用 OpsCenter 122
OpsCenter 报告 482

OpsCenter 备份和还原过程 167
OpsCenter 登录页面
自定义 40
OpsCenter 服务器 22
OpsCenter 服务器脚本
在 Windows 和 UNIX 上 150
OpsCenter 服务依赖性 153
OpsCenter 进程
在 UNIX 上 149
OpsCenter 警报
创建警报策略 377
关于警报策略 375
管理警报策略 392
警报条件 378
了解警报计数 391
OpsCenter 控制台
“内容”窗格 51
标题栏 45
警报摘要窗格 51
快速链接 50
描述 43
视图窗格 47
选项卡和子选项卡 45
OpsCenter 启动任务 123
OpsCenter 任务快速入门 60
OpsCenter 上下文相关帮助
位于 28
OpsCenter 升级过程 102
OpsCenter 使用的软件组件 65
OpsCenter 视图
概述 271, 273
管理 278
OpsCenter 数据库
备份 167
还原 169
使用 backupDB 脚本备份 167
OpsCenter 数据库密码文件 168
OpsCenter 数据库实用程序
更改数据库管理员密码 155
OpsCenter 体系结构
数据库 24
OpsCenter 文档 62
OpsCenter 系统要求
参见 OpsCenter 70
OpsCenter 用户配置文件 168
OpsCenter 中的表
查看多页 58
查看隐藏列 56
创建自定义过滤器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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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过滤器 58
选择行 58
应用过滤器 59
自定义 56
opsCenterAgentSupport 563
opsCenterSupport 564

P
PBX 23
PDOS 268
PureDisk 报告
表列 509
配置
会话超时间隔 41
配置 SMTP 197

Q
启动
runstoredquery 567
启动任务
OpsCenter 服务器 123
趋势报告
格式 489
群集 125
OpsCenter 服务器
Windows 128
安装 OpsCenter 服务器
Windows 129, 132
前提条件
Windows 128
限制
Windows 128
卸载 OpsCenter 服务器
Windows 136
支持的操作系统 125
支持的解决方案 125

R
runstoredquery 567
日程表 519
日志记录
从 OpsCenter 41
日志文件
在 Unix 服务器上 185
在 Windows 服务器上 183
容量许可 450

S
SIS
单一实例存储 509
SNMP 端口 176
SNMP 陷阱接收方
选项 222
SNMP 陷阱收件人
创建 224
startagent 568
startdb 569
startgui 570
startserver 571
stopagent 572
stopdb 573
stopgui 574
stopserver 575
Symantec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23
删除
成本公式 232
警报收件人 226
视图 281
用户组 220
主服务器 265
删除用户 215–216
设置
默认货币 226
时段
参数 504
时间日程表 526
使用的颜色
在 OpsCenter 中 54
视觉提示
OpsCenter 控制台中 54
视图
访问 276
级别 277
视图类型 274
视图窗格
进行选择 48
使用 47
受控服务器的状态图标 54
受控服务器图标 54
受控主服务器注意事项 69
授权模型 65
书签
与 OpsCenter 一起使用 62
数据
参数 507
在图形报告中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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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
参见“OpsCenter 数据库” 154
数据清除
配置 195
数据收集 262
数据收集器
Backup Exec 266
配置 244, 247
删除 247
数据收集器配置 246
数据收集器向导 245
数据收集器状态
查看 243
数据收集视图 249
数据收集状态 254–255
视图 257
数字数据
查看 490
刷新 OpsCenter 控制台 46
搜索文件
使用 OpsCenter 412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端口号配置 65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 65
Veritas 技术支持
OpsCenter 自定义 SQL 查询 486
OpsCenter 自定义报告 486
Veritas 统一日志记录 (VxUL) 65
OpsCenter 所使用的创建者 ID 180
日志文件 180
view_exportimport.bat 576

W

NetBackup 7.0 主服务器 260
现有用户 215–216
新用户 215–216
主服务器 259, 263–264
添加 SNMP 陷阱收件人
选项 224
添加电子邮件收件人
选项 223
添加用户 206
统一日志记录 (VxUL) 180

Web 浏览器
UTF-8 29
弹出窗口拦截程序 28
书签 62
Windows
安装
OpsCenter 80
升级
OpsCenter 107
升级 OpsCenter 107
卸载
OpsCenter 123
Windows 上的 OpsCenter 服务 148
网络地址转换 (NAT) 网络注意事项 69
文档
HTTPS 端口 176
NBSL 70
NetBackup 28
Sybase 155
SymcOpsCenterWebServer 65
VxUL 65
文件格式 493

U

X

UNIX
安装

XML

T
添加

OpsCenter 84
升级 114
OpsCenter 114

DTD 586
导入 586
导入示例 590
向导
自定义报告向导 503

V

卸载

Veritas Java Web 服务器
(SymcOpsCenterWebServer) 65
Veritas NetBackup PureDisk
PDOS 268

修改

OpsCenter
UNIX 124
Windows 上的 OpsCenter 123
报告导出位置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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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变量 231
成本公式 232
警报收件人 225
视图 280
许可报告问题 449, 453
许可的 OpsCenter 功能 67
许可页面 453
许可证
查看 194
管理 194
添加 194
许可证密钥 66
查看 195
删除 195
添加 194

Y
业务规划 21
引导式恢复 434
“克隆前检查”屏幕 440
“选定内容摘要”屏幕 439
“选择控制文件备份”屏幕 438
“选择目标参数”屏幕 439
“选择主服务器”对话框 437
“作业详细信息”屏幕 440
操作前检查 435
故障排除 441
克隆后操作 440
目标主机和登录屏幕 438
选择源数据库 437
元数据 434, 441
执行克隆操作 436
应用程序日志 182
用户访问权限 210
用户配置文件
查看 214
用户首选项
选项 191
用户首选项选项 191
用户组
创建 219
选项 219
预测
报告 489
阈值
报告 510

Z
在 OpsCenter 中添加 AD/LDAP 域 208
支持的备份产品 21
支持的升级路径 71
重复数据删除 268
主服务器 262
常规详细信息 256
添加 259
详细信息 255
主机别名
查看 198
添加 198
状态图标 54
自定义
OpsCenter 登录页面 40
警报设置 479
自定义 SQL 查询 486
自定义报告 486, 503
表列 509
过滤参数 510
时段 504
数据 507
自定义报告向导
过滤参数 510
过滤器参数
使用 506
选择 506
列参数
填写表列 509
时段参数 504
数据参数 507
遵从性报告 21
作业列表视图
选项 298
作业列表视图的选项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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