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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使用故障排除指南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本指南

■

关于目标读者

■

关于与 技术支持联系

■

关于对 NetBackup Appliance 进行故障排除

关于本指南
本指南介绍对设备软件版本 2.7.3 的 Veritas NetBackup Appliance 进行故障排除的
相关信息。 指南中介绍了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和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对 NetBackup Appliance 进行故障排除的步骤。此外，本指
南还提供了有关如何对 52xx 和 5330 设备硬件进行故障排除的详细说明。本指南可
以帮助您执行以下任务：
■

通过使用可用工具诊断问题。

■

查找相关信息以通过引用相关日志确定核心问题。

■

通过实现最佳故障排除做法解决问题。

■

安全地移除并更换出现故障且导致问题再次出现的硬件组件。

注意：我们确保我们的文档是最新的，并提供有关 NetBackup Appliance 硬件和软
件的最新信息。有关最新版本的 NetBackup Appliance 文档，请参阅 NetBackup
Appliance 文档网页。

关于使用故障排除指南
关于目标读者

关于目标读者
本指南的目标读者为包括系统管理员和安排维护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IT 技术
人员在内的最终用户。

关于与 技术支持联系
技术支持网站上有大量的信息，可以帮助您解决 NetBackup 问题。可通过以下 URL
访问技术支持网站：
www.veritas.com/support
当您向支持人员报告问题时，请准备好以下信息：
■

请确保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中的“设置”>“通知”>“注
册”选项卡注册设备和联系人信息。NetBackup Appliance 注册有助于确保您收
到产品更新以及有关设备的其他重要信息的提示。

■

查找并记下设备、存储设备和交换机的序列号（如果适用）。
请参见第 12 页的“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序列号”。

■

请参考“故障排除指南”中的错误消息部分，并确认已执行所推荐的操作。您
可以参考以下部分：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初始配置期间显示的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116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132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140 页的“适用于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NetBackup 状态码”。

■

通过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设备日志。
请参见第 38 页的“通过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设备日志”。

■

确保自动通报已启用，并且所提供的代理设置是正确的。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中的“设置”>“通知”>“警报配置”来应用自动通报
设置。请参见第 21 页的“关于“通知”设置”。

有关最佳做法的完整列表，请参见请参见第 11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关于对 NetBackup Appliance 进行故障排除
如果您的设备遇到故障且使用通过“工具”图标获得的故障排除向导无法解决该问
题，则定义该问题并收集任何支持信息是很重要的。遇到这种情况时，应与 技术支
持联系。 技术支持代表将协助您诊断该问题，然后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以下步骤提供了一些一般性准则，可帮助您解决在使用 NetBackup 时可能遇到的任
何问题。这些步骤提供了指向更多具体故障排除信息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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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NetBackup Appliance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步骤

表 1-1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注意错误消息

要注意设备出现的故障，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
■

错误消息通常是指出哪里出现故障的手段。
请参考本指南中的错误消息部分，并确认已执行所推荐的操作。
您可以参考以下部分：
■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初始配置期间显示的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116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上显示的错误
消息”。
■ 请参见第 132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上显示的错误消
息”。
如果在界面上没有看到错误消息，但仍怀疑有问题，您可以执行以下操
作：
■

■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上的“监视”>“硬件”选
项卡，可以监视硬件、存储设备以及与它们关联的所有组件。
■ 使用 Support > Test 命令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执
行硬件自检。在硬件自检完成后，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上
将显示详细的硬件监视报告，此报告可帮助您识别设备的确切问题。
■ 检查 NetBackup Appliance 报告和日志。日志可显示出现问题的组
件，以及出现问题时正在执行的操作。请参见第 37 页的“可使用
Browse 命令从何处查找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如果您可以轻松访问设备硬件，则可以使用 LED 识别问题。有关 LED 位
置和含义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硬件安装指南》
■

■

步骤 2

确定出现问题时您正在执行什 提出以下问题：
么操作
■ 尝试执行了什么操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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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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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前是否成功执行过该操作？ 如果是，与现在有什么不同？

■

软件版本级别是什么？

■

您使用的操作系统软件是否安装了最新的修补程序？

■

您的设备固件级别是否已经过测试（根据发布的设备兼容性列表），或
者高于此级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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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3

记录所有信息

捕获以下可能有价值的信息：
■

进度日志

■

报告

■

实用程序报告

■

调试日志

■

对于 Windows 计算机，检查系统日志和事件查看器应用程序中的错误或
状态消息。

注意：要启动事件查看器，请从“开始”菜单中单击“所有程序”>“管
理工具”>“事件查看器”。
■

对话框中的错误或状态消息

请参见第 37 页的“可使用 Browse 命令从何处查找 NetBackup Appliance 日
志文件”。
步骤 4

更正问题

如果将问题定义为 NetBackup 问题，则可以使用以下信息将其更正：
■

■

步骤 5

执行状态码或消息建议的更正操作。
请参见第 140 页的“适用于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NetBackup 状态码”。
了解最常见的 NetBackup 错误或《NetBackup 状态码参考指南》。
如果不存在任何状态码或消息，或状态码中的操作未解决问题，请使用
其他故障排除过程查明常见问题。
请参见第 50 页的“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完成问题报告以获取技术支持 如果可以找出可帮助解决此问题的日志，请收集相应的日志。如果找不到解
决此问题所需的日志，请与技术支持人员联系以获取有关收集日志的建议。
如果故障排除不成功，请填写问题报告，准备与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请参见第 8 页的“关于与 技术支持联系”。
请参见第 36 页的“使用 Support 命令查看日志文件”。

步骤 6

与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网站上有大量的信息，可以帮助您解决 NetBackup 问题。
可通过以下 URL 访问技术支持网站：
www.veritas.com/support
请参见第 8 页的“关于与 技术支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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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佳做法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最佳做法

■

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序列号

■

关于光纤通道 HBA 卡配置验证

■

关于“通知”设置

■

关于 IPMI 配置

■

关于密码管理和恢复

■

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

关于启用 BMR 选项

■

关于删除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用户

关于最佳做法
本部分列出了使用设备硬件和软件的最佳做法。 其中包括以下部分：
表 2-1
部分

最佳做法一章中的各个部分
描述

链接

查找 NetBackup Appliance 序 本部分提供了获取设备序列号 请参见第 12 页的“确定
列号
的步骤。
NetBackup Appliance 序列
号”。
关于光纤通道 HBA 卡配置验 本部分提供了验证 SAN 客户 请参见第 19 页的“关于光纤通
证
端光纤通道 HBA 卡安装和配 道 HBA 卡配置验证”。
置的步骤。

最佳做法
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序列号

部分

描述

链接

关于“通知”设置

本部分提供了启用“通知”和 请参见第 21 页的“关于“通知”
设置”。
“注册”设置的重要性。

关于 IPMI 子系统

本部分提供了 IPMI 子系统必 请参见第 21 页的“关于 IPMI
不可少，且需要为您的设备进 配置”。
行配置的原因的简要说明。

关于密码管理和恢复

本部分提供了恢复密码要遵循 请参见第 22 页的“关于密码管
的步骤。
理和恢复”。

关于 IPv4 和 IPv6 网络支持

本部分提供了用于配置 IPV4
和 IPV6 地址的准则。

关于启用 BMR 选项

本部分提供了关于应用程序的 请参见第 24 页的“关于启用
简要说明，以及将设备配置为 BMR 选项”。
主服务器时启用 BMR 选项的
优势。

关于删除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用户

本部分提供了从 NetBackup
Appliance 删除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用户时需要
采取的预防措施。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请参见第 25 页的“关于删除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用
户”。

除上述各个部分以外，您还可以参考灾难恢复特定的最佳做法以了解更多信息请参
见第 73 页的“灾难恢复最佳做法”。

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序列号
向 Veritas 技术支持报告问题时，您需要注意并参考 NetBackup Appliance 序列号。
您可以使用以下选项之一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序列号和存储扩展架底盘编
号。
表 2-2

用于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系统序列号和底盘编号的选项

使用此选项：

请参见：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控制台

使用 Web 控制台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的序列号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使用 Shell 菜单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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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此选项：

请参见：
使用 Shell 菜单确定 NetBackup 5330 主存储
扩展架的序列号和底盘编号
使用 Shell 菜单确定 NetBackup 5330 扩展存
储扩展架的序列号和底盘编号

使用 Web 控制台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的序列号
执行以下过程，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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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序列号，请
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用户凭据登录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2

选择“监视器”>“硬件”。
此时将出现“硬件运行状况摘要”页面。

3

从左窗格中单击设备名称。
序列号位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中 NetBackup 5330 服务器名
称的右侧。

注意：在 NetBackup 5330 设备上，也可以通过单击左窗格中的存储扩展架名
称来确定每个挂接的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
要确定主存储器的底盘编号，请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请参见使用 Shell 菜单确定 NetBackup 5330 主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和底盘编
号。
要确定扩展存储扩展架的底盘编号，请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请参见使用 Shell 菜单确定 NetBackup 5330 扩展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和底盘
编号。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

使用 Shell 菜单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的序列号
执行以下过程，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确定 NetBackup Appliance
或 NetBackup 5330 服务器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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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hell 菜单确定 NetBackup 5330 主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
和底盘编号
执行以下过程，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确定 NetBackup 5330 主存
储扩展架的序列号和底盘编号
要确定主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和底盘编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登录凭据登录到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在 Main_Menu> 命令提示符中，键入 Monitor，然后按 Enter。
命令提示符将变为 Monitor>。

3

键入以下命令：Hardware ShowHealth PrimaryShelf Product，然后按
Enter。
例如，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th PrimaryShelf Product
将显示主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和底盘编号，如以下示例所示：

使用 Shell 菜单确定 NetBackup 5330 扩展存储扩展架的序列
号和底盘编号
执行以下过程，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查找 NetBackup 5330 扩展
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和底盘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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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确定扩展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和底盘编号，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使用您的登录凭据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在 Main_Menu> 提示符中，键入 Monitor，然后按 Enter。
命令提示符将变为 Monitor>。

3

键入以下命令：Hardware ShowHealth ExpansionShelf ExpansionShelfID
Product，然后按 Enter。
注意：ExpansionShelfID 是扩展存储扩展架的 ID。要检查 ExpansionShelfID，
请使用 Main > Monitor > Hardware ShowComponents 命令。
例如，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th ExpansionShelf 0 Product
将显示扩展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和底盘编号，如以下示例所示：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11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查找硬件序列号
如果您无法连接到该设备或存储扩展架，您可以通过实际硬件找到序列号。

NetBackup 5220 Appliance 的序列号位置
NetBackup 5220 Appliance 的序列号位于该设备的后面板。该标签在 IPMI 端口附
近的金属薄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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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NetBackup 5220 Appliance 序列号位置

NetBackup 5230 Appliance、NetBackup 5240 Appliance
和 NetBackup 5330 Appliance 的序列号位置
在 NetBackup 5230 Appliance、NetBackup 5240 Appliance 和 NetBackup 5330
Appliance 上，序列号位于后面板的竖栏上。
图 2-2

NetBackup 5230 Appliance、NetBackup 5240 Appliance 和
NetBackup 5330 Appliance 序列号位置

Veritas 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位置
Veritas 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位于存储扩展架的后面板。在存储扩展架的右侧拉出白
色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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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Veritas 存储扩展架序列号位置

注意：存储扩展架的早期型号可能有两个编号。HOST 编号适用于某个设备，您可
以忽略它。在这些型号中 STORAGE 编号是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

NetBackup 5330 Appliance 主存储扩展架和扩展存储扩展架
的序列号位置
NetBackup 5330 Appliance 主存储扩展架和扩展存储扩展架的序列号打印在白色标
签上。标签竖直置于底盘框架前端的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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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主存储扩展架和扩展存储扩展架序列号位置

关于光纤通道 HBA 卡配置验证
可以订购安装了至多六个光纤通道 (FC) HBA 卡的 NetBackup Appliance 服务器。
每个卡均具有两个标准光纤通道端口。您可以在设备上将光纤通道 HBA 卡配置为
光纤传输介质服务器以与 SAN 客户端一起使用，或配置为用于通过 FC 实现优化复
制和自动映像复制的目标主机。
注意：Veritas 不支持在设备后面板中重新配置 FC HBA 卡。除非事先联络 Veritas
技术支持，否则不要将卡换到其他插槽或安装来自其他设备的已使用卡。
在配置光纤通道 HBA 卡之后，您可能要验证是否已正确配置该 HBA 卡。为此，请
从命令行界面使用 Main_Menu > Manage > FibreChannel > Show 命令。运行
Main_Menu > Manage > FibreChannel > Show 命令且 HBA 卡已正确配置后，您
将会看到类似于以下内容的输出：
Testsys.FC> Show
FC HBA card(s) are configured cor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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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 HBA Cards ****
02:00.0 Fibre Channel: QLogic
to PCI Express HBA (rev 03)
02:00.1 Fibre Channel: QLogic
to PCI Express HBA (rev 03)
03:00.0 Fibre Channel: QLogic
to PCI Express HBA (rev 02)
03:00.1 Fibre Channel: QLogic
to PCI Express HBA (rev 02)
06:00.0 Fibre Channel: QLogic
to PCI Express HBA (rev 02)
06:00.1 Fibre Channel: QLogic
to PCI Express HBA (rev 02)

Corp. ISP2432-based 4Gb Fibre Channel
Corp. ISP2432-based 4Gb Fibre Channel
Corp. ISP2532-based 8Gb Fibre Channel
Corp. ISP2532-based 8Gb Fibre Channel
Corp. ISP2532-based 8Gb Fibre Channel
Corp. ISP2532-based 8Gb Fibre Channel

**** Drivers ****
qla2xxx
is loaded
windrvr6
is loaded
**** Ports ****
Bus ID Slot Port WWN
2:00.0 Slot3 21:00:...:07
2:00.1 Slot3 21:01:...:07
3:00.0 Slot2 21:00:...:30
3:00.1 Slot2 21:00:...:31
6:00.0 Slot1 21:00:...:82
6:00.1 Slot1 21:00:...:83
*** Devices ****
Device
Vendor
/dev/sg0 SYMANTEC
/dev/sg2 SYMANTEC

Status
Linkdown
Linkdown
Disconnect
Online
Fabric
Online

Mode
Speed Remote Ports
Initiator 4 gb/s
Initiator 4 gb/s
Target
8 gb/s
Initiator 2 gb/s 0x21000024...
Target
8 gb/s
Initiator 8 gb/s 0x21000024...

Host
Type
10.182.0.209 FCPIPE
10.182.0.209 FCPIPE

Remote Port
(NBU 50x0) 0x21000024ff232438
(NBU 50x0) 0x21000024ff3162be

*** Notes ****
(NOTE: Ports in mode "Initiator*" are configured for target mode
When SAN Client FT Media Server is active, however, are currently
running in initiator mode, i.e. SAN Client is disabled or in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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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通知”设置
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中的“设置”>“通知”>“警报配
置”来应用自动通报设置。设备中的 AutoSupport 使用由自动通报收集的数据为设
备提供主动监视。如果启用了自动通报，则设备会定期将硬件和软件信息（或自动
通报数据）上载到 Veritas AutoSupport 服务器。
如果此设备遇到错误状态，则会随当前日志一起收集三天前的所有硬件日志。然
后，将日志上载到 Veritas AutoSupport 服务器以作进一步的分析并获取支持。这些
错误日志也将存储在设备上。可从 /log/upload/<date> 文件夹访问这些日志。如
果某个硬件出现问题，您可能希望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技术支持工程师可以
使用设备的序列号并根据自动通报数据评估硬件状态。
注意：为了使自动通报正常工作，请确保您的设备可通过互联网直接访问或通过代
理服务器访问 Veritas AutoSupport 服务器。
NetBackup Appliance 支持市场上的所有 SNMP 服务器。但是，会对以下 SNMP
服务器进行测试和认证，以便与版本 2.7.3 配合使用：
■

ManageEngine™ SNMP 服务器

■

HP OpenView SNMP 服务器

另请确保使用“设置”>“通知”>“注册”菜单注册设备和联系人信息。注册
NetBackup Appliance 有助于确保您收到产品更新以及有关设备的其他重要信息的
提示。

关于 IPMI 配置
智能平台管理接口（或 IPMI）独立于主机系统的 CPU、固件和操作系统提供管理
和监视功能。可以配置设备的 IPMI 子系统。可以使用该设备后面板上的远程管理
端口连接到 IPMI 子系统。
下图显示了 NetBackup 5240 设备后面板上的远程管理端口（或 IPMI 端口）：

IP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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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于意外断电而关闭所连接的系统后，IPMI 很有帮助。如果电源恢复后设备仍不
可访问，可以使用便携式计算机或台式机，利用连接硬件而非操作系统或登录 shell
的网络连接来远程访问设备。这样即使设备电源关闭、无响应或者没有任何操作系
统，也可以对其进行控制和监视。
下图说明了 IPMI 的工作原理：

How does IPMI work?
When an appliance is
powered off or cannot be
accessed using the
network interface

Remote Management
Port

Out of band management using IPMI
Remote Management Console

IPMI 的一些主要用途如下：
■

管理关闭或无响应的设备。使用 IPMI 可以从远程位置打开、关闭或重新启动设
备。

■

提供频带外管理，并帮助管理无法对设备进行本地物理访问或者这种访问不是
首选访问的环境，例如分支机构和远程数据中心。

■

当使用正常网络接口无法访问设备时，可以使用 IPMI 远程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

使用 ISO 重定向从 IPMI 接口重新映像设备。

■

从远程位置监视设备的硬件运行状况。

■

省去杂乱的布线以及键盘、监视器和鼠标 (KVM) 等硬件的解决方案。

关于密码管理和恢复
Veritas 了解到可能存在一些需要恢复管理员 (admin) 密码的情形。用户的密码恢复
可基于以下方法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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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本地和 LDAP 用户的密码恢复

用户类型

密码更改的步骤

本地用户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密码恢复的步骤

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以更改
Console中的“设置”>“密码管理” 密码。维护密码的员工可能会离
开公司，或者您可能丢失或忘记
选项卡。
密码。如果出现以上任一情形，
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以获取
帮助。

LDAP 用户或
使用以下步骤为 LDAP 或 AD 用户重
Active Directory 用 置或更改密码：
户
■ 在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或
LDAP 服务器中更新用户密码。
■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考虑 LDAP 用户离开公司或者可
能丢失或忘记密码的示例。使用
以下步骤为 LDAP 用户重置或更
改密码：
■

Console中的“设置”>“密码管 ■
理”选项卡。

使用 LDAP 服务器恢复密码。
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以
更改密码。

请参见第 11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NetBackup 设备受双协议栈 IPv4-IPv6 网络支持，并可以与 IPv6 客户端就备份和
还原进行通信。 可以将 IPv6 地址分配到设备，配置 DNS，以及将路由配置为包括
基于 IPv6 的系统。
任一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或者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都
可以用于输入 IPv4 和 IPv6 地址信息。
查看以下 IPv6 地址的注意事项：
■

NetBackup 设备不支持纯 IPv6 网络。 必须为该设备配置 IPv4 地址，否则初始
配置（需要 hostname set 命令）不会成功。 要使此命令运行，至少需要一个
IPv4 地址。
例如，假设您要将特定主机的 hostname 设置为 v46。 要执行该操作，首先确保
特定主机至少具有一个 IPv4 地址，然后运行以下命令：
Main_Menu > Network > Hostname set v46

■

只可以使用全局地址，而不是具有链接本地范围或节点本地范围的地址。 主机
将全局范围地址和唯一本地地址都视为全局地址。
全局范围 IP 地址是指全局范围内可路由的地址。 唯一本地地址被视为全局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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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在同一命令中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 地址。 例如，无法使用 Configure
9ffe::9 255.255.255.0 1.1.1.1。 应该使用 Configure 9ffe::46 64
9ffe::49 eth1。

■

不支持在 IPv6 地址中嵌入 IPv4 地址。 例如，无法使用 9ffe::10.23.1.5 等地址。

■

如果 IPv6 地址和设备介质服务器的主机名可用，则可以将设备介质服务器添加
到主服务器。
例如，要将设备介质服务器添加到主服务器，请输入设备介质服务器的 IPv6 地
址，如下所示：
示例：
Main > Network > Hosts add 9ffe::45 v45 v45
Main > Appliance > Add v45 <password>

无需提供设备介质服务器的 IPv4 地址。
■

支持纯 IPv6 客户端的方式与在 NetBackup 中相同。

■

只能为一个网络接口卡 (NIC) 或结合输入一个 IPv4 地址。 但可以为一个 NIC
或结合输入多个 IPv6 地址。

■

设备上的 IPv4 网络支持网络文件系统 (NFS) 或通用 Internet 文件系统 (CIFS)
协议。 IPv6 网络不支持 NFS 或 CIFS。

■

现在，NetBackup 客户端可以与 IPv6 上的介质服务器设备进行通信。

■

Main_Menu > Network > Hosts 命令支持将多个 IPv6 地址分配到具有网络接

口卡 (NIC) 的相同主机名。 但是，仅一个 IPv4 地址可以使用此命令分配到具有
一个 NIC 的特定主机名。
■

无需指定网关地址就可以添加网络接口的 IPv6 地址。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命令参考指南》。

关于启用 BMR 选项
现在，当设备配置为主服务器时，您可以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
的“管理”>“主机”>“高级”中启用 Bare Metal Restore (BMR)。BMR 是
NetBackup 的服务器恢复选项，可自动化和简化服务器恢复过程。因此，无需手动
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或配置硬件。BMR 允许进行以下恢复：
■

在 Windows 系统上恢复到完全不同的硬件（不同系统恢复，或 DSR）

■

在 UNIX/Linux 系统上恢复到各种几何结构的磁盘（不同磁盘恢复，或 DDR）

有关使用 BMR 的恢复过程的更多信息，请参考“BMR 管理指南”。
请参见第 11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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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删除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用户
删除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用户时，请确保将用户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中
删除。如果在将用户从 NetBackup Appliance 中删除之前就已将其从 LDAP 或 Active
Directory 中删除，则会导致错误情况。
注意：如果从 LDAP 目录或 Active Directory 中移除用户，但未从设备中移除该用
户，那么尽管该用户仍列为 LDAP 或 AD 授权用户，也无法登录。因此，这些用户
不会构成安全威胁。
例如，您要将用户 John Doe 从 LDAP 服务器和 NetBackup Appliance 中删除。您
从 LDAP 服务器中删除 John Doe 的用户条目。然后，您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使用 LDAP > Users Remove John Doe 命令删除用户。设
备将无法识别该用户并显示以下错误：
The user name that you have entered is not valid. Enter a valid user
name.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NetBackup™ Appliance 安全指南》。
请参见第 11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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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软件故障排除工具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用于对 NetBackup Appliance 故障排除的工具

■

通过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

关于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用于对 NetBackup Appliance 故障排除的工具
本章介绍用于诊断 NetBackup Appliance 面临的问题的工具和命令，包括以下各个
部分：
表 3-1

“软件故障排除工具”一章中的各个部分

部分

描述

链接

使用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行 本部分介绍了用于使用一些交 请参见第 26 页的“通过设备诊
故障排除和调整
互自修复向导，以排除
断中心对设备进行故障排除和
NetBackup Appliance 中的多 调整”。
个故障并解决问题的设备诊断
中心。
关于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
序

本部分介绍了 NetBackup
请参见第 30 页的“关于
Appliance 支持的 NetBackup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支持实用程序。

请参见第 7 页的“关于本指南”。

通过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可以通过设备诊断中心的一些交互式自我修复向导来排除 NetBackup Appliance 中
的多种故障并解决问题。每个向导可帮助您执行特定的诊断任务。某些向导还可指

关于软件故障排除工具
通过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导您完成系统优化和调整。这些向导可以通过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上单击设备诊断中心图标进行访问。此图标位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右上角，类似如下：

单击此图标时，将显示设备诊断中心页面，在其中您可以看到“可用”和“运行向
导作业”选项卡。通过关闭此页面，您可以返回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所有故障排除向导都列在“可用”选项卡下。
“运行向导作业”选项卡列出了已启动但尚未完成的向导。如果在没有完成向导的
情况下关闭向导（使用叉号图标），或保持向导处于未完成状态，则将在“运行向
导作业”选项卡下列出该向导。通过单击“继续”或“删除”列中的相应图标，可
以继续或删除这些活动向导。
您可以从“可用”选项卡执行以下操作来运行向导：
单击“检查磁盘配置” 使用此向导可对磁盘存储问题、调整和可用性进行故障排除。此向
导可检查诸如 AdvancedDisk 等的存储分区并执行以下操作：
■

■

■

检查存储路径是否已装入。如果未装入，会提供用于进行装入的
选项。
检查磁盘池和磁盘卷是否已启动且正在运行。如果未运行，向导
会提供用于进行重置的选项。
检查 PureDisk 服务是否已启动且正在运行。如果未运行，向导
会帮助启动这些服务。

单击“收集日志文件” 使用此向导可从设备收集日志文件。
通过此向导，可以收集诸如 NetBackup、设备、操作系统、
PureDisk、GUI、NBSU（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DataCollect
等不同类型的日志文件。请注意，收集 NetBackup 日志可能需要几
分钟时间。
表 3-2 列出了有关向导所收集的日志文件的详细信息。
您可以选择将日志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收件人、下载到您的计
算机或者上载到 Veritas 支持。
如果您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日志文件，请检查下列事项：
■

必须已针对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日志配置 SMTP。您可以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中通过“设置”>“通
知”>“警报配置”配置 SMTP。

■

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日志，收集的日志大小不得超过 10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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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测试并诊断网络 使用此向导可检查您的设备与主服务器、介质服务器、存储服务器
和客户端的网络连接。此向导可帮助您快速测试和诊断网络相关问
问题”
题。

表 3-2 列出了由收集日志文件向导收集的日志文件。日志是根据您指定的日志类型
进行收集的。如果要收集 NetBackup 日志，还可以指定要收集日志的时段。
收集日志向导收集的日志文件

表 3-2
日志类型

收集内容

NetBackup

NetBackup 复制日志工具 (nbcplogs) 创建的日志。其中包括以下日志：
■

NetBackup 旧式日志

■

NetBackup VxUL（统一）日志

■

NetBackup OpsCenter 日志

■

NetBackup PureDisk 日志

■

Windows 事件日志（应用程序日志、系统日志、安全日志）

■

PBX 日志

■

NetBackup 数据库日志

■

NetBackup 数据库错误日志

■

NetBackup 数据库尝试日志

■

保管库会话日志

■

卷管理器调试日志

■

VxMS 日志（如果启用）

注意：旧式日志和 VXlog 都是根据您指定的时段进行收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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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类型

收集内容

设备

设备日志（包括升级、硬件和事件日志等）。收集了下列设备日志：
■

hostchange.log、selftest_report*

■

CallhomeDataGather 实用程序创建的日志。

■

config_nb_factory.log、iso_postinstall.log、sf.log

■

patch_*、upgrade_* logs

■

NetBackup Appliance VxUL（统一）日志，包括：
■ All
■

CallHome

■

Checkpoint

■

Common

■

Config

■

Database

■

Hardware

■

HWMonitor

■

Network

■

RAID

■

Seeding

■

SelfTest

■

Storage

■

SWUpdate

■

Commands

■

CrossHost

■

Trace

注意：NetBackup Appliance 统一日志与 NetBackup 统一日志不相同，
例如 nbpem 或 nbjm。NetBackup Appliance 有自己的统一日志集。要
收集 NetBackup 统一日志，请在收集日志向导中选择 NetBackup。
操作系统

重复数据删除
（介质服务器
重复数据删除
池或
PureDisk）

操作系统日志，其中包括：
■

boot.log

■

boot.msg

■

boot.omsg

■

messages

与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MSDP) 相关的所有日志收集在以下目录中：
<DIR> PD
■

/var/log/puredisk

■

/msdp/data/dp1/pdvo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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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类型

收集内容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控制台

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日志相关的所有日志收集在以下目录
中：
/log/webgui

NetBackup 支 有关 NetBackup 和操作系统的诊断信息。
持实用程序
(nbsu)
DataCollect

硬件和存储设备日志。将收集 DataCollect 实用程序创建的日志。

关于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etBackup Appliance 提供了以下支持实用程序以帮助诊断 NetBackup 问题：
■

NetBackup Domain Network Analyzer (NBDNA)

■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NetBackup Domain Network Analyzer (NBDNA)
可以在 NetBackup 主设备或辅助设备上运行 NBDNA 实用程序以执行以下任务：
■

确定 NetBackup 域配置以解决网络相关问题

■

确定 NetBackup 性能问题

■

确保关于主机名查找的行为正常运行

■

确保 NetBackup 主机和设备之间的连接已建立，并在 NetBackup 域中基于其角
色正常运行

■

生成供 Veritas 技术支持使用的报告。

NBDNA 实用程序在其输出中提供以下类型的信息：
Running audit as Media Server.
Collection Version: x.x
Collection Time: Tuesday, October 7, 2010 at 19:17:11 PM
NBU Release: NetBackup-RedHat2.6.18 7.7.1
NBU Version: 7.7.1
NBU Major Version: 7
NBU Minor Version: 7
NBU Release Update: 1
NBU Patch Type: Release Update
NBU GlobDB Host: "hos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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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GlobDB HOST?
UNAME:
Hostname:
Host's Platform:
Perl Architecture:

No
sample.name.symantec.com
Linux
Linux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 in 14.040101 seconds.

Brief Description of What It Does (for type 1):
---------------------------------------------------1) Perform basic self checks.
2) Check connectivity to Master (and EMM) server.
3) If SSO configured, get list of media servers sharing devices.
4) Get list of all clients which could send data here for backup.
5) Test NBU ports for basic connectivity between media servers
sharing devices.
6) Test NBU ports for basic connectivity between media server and
clients it backs up.
7) Perform service level tests for phase 2
8) Capture data for reports; save reports.
9) Save data to report files.
---------------------------------------------------Discovering and mapping the NetBackup domain network for analysis
by extracting data from current system's configuration.
(To see more details, consider using '-verbose' switch.)
Probing Completed in 2.867581 seconds.
Initiating tests...
COMPLETED.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log/dna/sample.name.symantec.com.NBDNA.20100907.191711.zip
Archive created successfully!
Return /log/dna/sample.name.symantec.com.NBDNA.20100907.191711.zip
to Symantec Support upon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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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su)
可以使用 nbsu 实用程序收集有关 NetBackup 和操作系统的相应诊断信息。
《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介绍了何时使用此实用程序以及如何运行它。
请参见第 26 页的“用于对 NetBackup Appliance 故障排除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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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日志文件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

关于“收集日志文件”向导

■

使用 Support 命令查看日志文件

■

可使用 Browse 命令从何处查找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

通过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设备日志

■

从何处查找有关 NetBackup Java 应用程序的信息

■

启用和禁用 VxMS 记录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可帮助您识别和解决您设备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
NetBackup Appliance 能够捕获与硬件、软件、系统和性能相关的数据。日志文件
可捕获设备运行等信息、取消配置的卷或阵列等问题、温度或电池问题以及其他详
细信息。
表 4-1 描述了可用于访问设备日志文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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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日志文件

表 4-1
起始位置...

使用...

日志详细信息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

Console中的“收集日志文件”向导从设备
收集日志文件。
■
请参见第 35 页的“关于“收集日志文件”向
导”。
请参见第 26 页的“通过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
进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
■

■

■

■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NetBackup 复制日志”工具
(nbcplogs) 创建的日志
设备日志（包括高可用性、硬件和
事件日志）
操作系统日志
与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池
(MSDP) 相关的所有日志
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相关的所有日志
有关 NetBackup 和操作系统的诊
断信息
硬件和存储设备日志

设备审核日志

Console中的“监视”>“SDCS 审核视图”
屏幕检索设备的审核日志。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可以使用 Main > Support > Logs >
Browse 命令打开 LOGROOT/> 提示符。可
以使用诸如 ls 和 cd 等命令处理设备日志
目录和获取各种日志。

■

设备配置日志

■

设备命令日志

■

设备调试日志

■

NetBackup 日志、卷管理器日志
以及 openv 目录中包含的
NetBackup 日志
设备操作系统 (OS) 安装日志

请参见第 36 页的“使用 Support 命令查看日
志文件”。
■
■

■

NetBackup 管理 Web 用户界面日
志和 NetBackup Web 服务器日志
NetBackup 52xx 设备的设备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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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始位置...

使用...

日志详细信息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可以使用 Main > Support > Logs >
VxLogView Module ModuleName 命令
访问设备 VxUL（统一）日志。您也可以使
用 Main > Support > Share Open 命
令和桌面映射、共享和复制 VxUL 日志。

设备统一日志：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可以使用 Main > Support >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存储设备日志。

■

All

■

CallHome

■

Checkpoint

■

Commands

■

Common

■

Config

■

CrossHost

■

Database

■

Hardware

■

HWMonitor

■

Network

■

RAID

■

Seeding

■

SelfTest

■

Storage

■

SWUpdate

■

Trace

■

FTMS

■

FTDedup

■

TaskService

■

AuthService

设备存储设备日志

请参见第 38 页的“通过 Datacollect 命令收
集设备日志”。
NetBackup-Java 应用程序

如果 NetBackup-Java 应用程序出现问题， 与 NetBackup-Java 应用程序相关的
则可以使用本节中的脚本收集与技术支持联 日志
系所需的信息。请参见第 39 页的“从何处查
找有关 NetBackup Java 应用程序的信息”。

关于“收集日志文件”向导
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中的“收集日志文件”向导从设备收
集日志文件。通过该向导，可以收集 NetBackup、设备、操作系统、NBSU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DataCollect 及其他项目的不同类型的日志文件。
可从任意 NetBackup Appliance 收集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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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日志文件后，可将这些文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收件人、下载到您的计算机或
上载到 Veritas 支持。
有关设备诊断中心的信息，请参考下列内容：
请参见第 26 页的“通过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请参见第 3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使用 Support 命令查看日志文件
您可以使用以下部分查看日志文件信息。
使用 Support > Logs > Browse 命令查看日志：

1

通过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中使用 Main_Menu > Support > Logs，
然后运行 Browse 命令，进入浏览模式。此时将出现 LOGROOT/> 提示符。

2

要显示设备上的可用日志目录，请在 LOGROOT/> 提示符下键入 ls。

3

要查看任何日志目录中的可用日志文件，请使用 cd 命令将目录更改为您选择
的日志目录。提示符将更改以显示您所在的目录。例如，如果您将目录更改为
GUI 目录，则提示符将显示为 LOGROOT/GUI/>。在此提示符下，您可以使用 ls
命令以显示 GUI 日志目录中的可用日志文件。

4

要查看文件，请使用 less <FILE> 或 tail <FILE> 命令。文件使用 <FILE>
来标记，目录使用 <DIR> 来标记。

请参见第 37 页的“可使用 Browse 命令从何处查找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
件”。
使用 Support > Logs 命令查看 NetBackup Appliance 统一 (VxUL) 日志：

1

使用 Support > Logs > VXLogView 命令查看 NetBackup Appliance 统一
(VxUL) 日志。在 Shell 菜单中输入命令，并使用下列选项之一：
■

Logs VXLogView JobID job_id

用于显示特定工作 ID 的调试信息。
■

Logs VXLogView Minutes minutes_ago

用于显示特定时段的调试信息。
■

Logs VXLogView Module module_name

用于显示特定模块的调试信息。

2

如果需要，可以使用 Main > Support > Share Open 命令复制统一日志。使
用桌面映射、共享和复制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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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NetBackup Appliance 统一日志与 NetBackup 统一日志不相同，例如 nbpem
或 nbjm。NetBackup Appliance 有自己的统一日志集。要收集 NetBackup 统一日
志，使用收集日志向导并选择 NetBackup。
请参见第 26 页的“通过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您也可以使用 Main_Menu > Support > Logs 命令执行以下操作：
■

将日志文件上载到 Veritas 技术支持。

■

设置日志级别。

■

导出或删除 CIFS 和 NFS 共享。

注意：NetBackup Appliance VxUL 日志不再被 cron 作业或预定任务存档。此外，
日志回收已启用，且日志文件的默认数量已设置为 50。
有关如何使用上述命令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
南》。
请参见第 3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可使用 Browse 命令从何处查找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表 4-2 提供了可以使用 Support > Logs > Browse 命令访问的日志和日志目录的
位置。
表 4-2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位置

设备日志

日志文件位置

配置日志

<DIR> APPLIANCE
config_nb_factory.log

自检报告

<DIR> APPLIANCE
selftest_report

主机更改日志

<DIR> APPLIANCE
hostchange.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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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日志

日志文件位置

NetBackup 日志、卷管理器日志以及 openv <DIR> NBU
目录中包含的 NetBackup 日志
■ <DIR> netbackup

操作系统 (OS) 安装日志

■

<DIR> openv

■

<DIR> volmgr

<DIR> OS
boot.log
boot.msg
boot.omsg
messages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 (PDDE) 配置脚本
日志

<DIR> PD

NetBackup 管理 Web 用户界面日志和
NetBackup Web 服务器日志

<DIR> WEBGUI

设备日志

pdde-config.log

■

<DIR> gui

■

<DIR> webserver

/tmp/DataCollect.zip
可以使用 Main > Support > Logs >
Share Open 命令将 DataCollect.zip 复
制到您的本地文件夹。

请参见第 3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通过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设备日志
可以使用 Main > Support Shell 菜单中的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设备日志。可以
和 Veritas 支持团队共享这些设备日志，以解决设备相关问题。
现在，DataCollect 命令连同操作系统、IPMI 和存储日志一起收集以下日志：
■

修补程序日志

■

文件系统日志

■

测试硬件日志

■

CPU 信息

■

磁盘性能日志

■

内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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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信息

通过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设备日志

1

登录到管理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2

打开 Support 菜单。要打开 Support 菜单，请使用以下命令：
Main > Support

设备会显示支持菜单中的所有子任务。

3

输入 DataCollect 命令以收集存储设备日志。
设备会在 /tmp/DataCollect.zip 文件中生成设备日志。

4

使用 Main > Support > Logs > Share Open 命令将 DataCollect.zip 复制
到本地文件夹。

5

可以将 DataCollect.zip 文件发送到 Veritas 支持团队以解决问题。

请参见第 3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从何处查找有关 NetBackup Java 应用程序的信息
如果 NetBackup-Java 应用程序遇到问题，请使用以下方法收集支持数据。
以下脚本可用于收集信息：
jnbSA
（NetBackup-Java 管理应用程序启动脚本）

将数据记录到位于
/usr/openv/netbackup/logs/user_ops/nbjlogs 的日志
文件中。启动时，该脚本会指出它将记录到此目录中的哪个文件。
通常情况下，此文件不会变得非常大（通常小于 2 KB）。有关会
影响此日志文件的内容的选项，请查阅文件
/usr/openv/java/Debug.properties。

Windows 上的 NetBackup-Java 管理应用程序

如果 NetBackup 安装在启动了该应用程序的计算机上，则将数据
记录到日志文件中。它记录在
install_path\NetBackup\logs\user_ops\nbjlogs 中。
如果 NetBackup 未安装在此计算机上，则不会创建日志文件。要
生成日志文件，请修改以下内容的最后 java.exe 行，以将输出重
定向到文件：install_path\java\nbjava.bat。

/usr/openv/java/get_trace

提供 Java 虚拟机堆栈跟踪以供支持人员进行分析。此堆栈跟踪将
写入与执行实例关联的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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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假定操作挂起之前，等待几分钟。有些操作需要一段时间才
能完成，尤其是“活动监视器”和“报告”应用程序中的操作。

几分钟后仍无响应。

使用启动 Java 应用程序的帐户运行
/usr/openv/java/get_trace。此脚本会导致堆栈跟踪写
入日志文件。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部门联 提供任何相关的日志文件。
系
请参见第 8 页的“关于与 技术支持联系”。

请参见第 3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启用和禁用 VxMS 记录
下列过程说明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启用或禁用 VxMS 记录。
注意：由于 VxMS 日志的大小，Veritas 建议您只在 VxMS 记录需要用于故障排除
时启用它。问题解决后，请再次禁用 VxMS 记录。
使用 Support > Logs > GetLevel 命令检查您的当前 VxMS 日志设置。
启用 VxMS 记录

1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的“支持”>“日志”视图运行下列命令：
SetLevel VxMS 1

2

使用 GetLevel 命令验证是否已启用 VxMS 记录。如果已经启用了 VxMS 日
志，GetLevel 命令输出会显示以下消息：
VxMS debug level is TRC_TOP|PARAM_IN|PARAM_OUT|DEBUG|PARAM_FULL

禁用 VxMS 记录

1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的“支持”>“日志”视图运行下列命令：
SetLevel VxMS 0

2

使用 GetLevel 命令验证是否已禁用 VxMS 记录。如果已经禁用了 VxMS 日
志，GetLevel 命令输出会显示以下消息：
VxMS debug level is disabled

请参见第 33 页的“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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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 NetBackup Appliance
设置和配置问题进行故障
排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对设备设置和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关于对设备安装和升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对设备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解决 NetBackup 5220 引导序列更改问题

■

未能在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关闭时完成角色配置

对设备设置和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本章提供了对设置和配置设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过程。本章包括以
下部分：
表 5-1
部分

有关对设备设置和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部分
描述

链接

关于对设备安装和升级问题进 此部分提供对设备安装和升级 请参见第 42 页的“关于对设备
行故障排除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步骤。
安装和升级问题进行故障排
除”。
对设备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此部分提供在执行初始配置或 请参见第 42 页的“对设备配置
对现有配置进行更改后检查问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题的步骤。

对 NetBackup Appliance 设置和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关于对设备安装和升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部分

描述

链接

解决引导序列更改问题

此部分提供由于引导顺序更改 请参见第 43 页的“解决
而导致的问题的解决步骤。
NetBackup 5220 引导序列更
改问题”。

在 CMDB 关闭时无法完成初
始配置

此部分提供在 CMDB 关闭时 请参见第 47 页的“未能在
初始配置失败的原因和解决方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关
案。
闭时完成角色配置”。

关于对设备安装和升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使用以下步骤对设备安装和升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对安装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步骤。

表 5-2
步骤

操作

步骤 1

确定是否可以通过使用 导致故障的原因如下：
释放介质在设备上安装
■ 未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软件。
■ 介质已损坏（与技术支持联系）

步骤 2

描述

解决网络问题。

■

有缺陷的驱动器（与技术支持联系以更换驱动器）

■

未正确配置的驱动器（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初始配置指南》）

确定此问题是否与一般的网络通信问题有关。

以下主题说明了您可能会遇到的特定问题。

对设备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使用以下步骤在执行初始配置或对现有配置进行更改后检查问题。
对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步骤

表 5-3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检查设备配置参数

从验证初始配置过程期间输入的参数是否正确开始。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初始配置指南》并查看“执行初始配置”主题。此主题逐步介绍成功配置设备所需
的 IP 地址、防火墙端口的用法和许可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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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2

重试该操作并检查状态 如果您发现并更正了某些配置问题，可重试该操作，然后检查以下内容中的状态码
码和消息。
或消息。
■

■

步骤 3

检查日志文件。日志内容可以提供特定信息，这对错误可能是由各种问题所导
致的情况很有用。
如果发现错误消息，请执行所推荐的更正操作。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初始配置期间显示的错误消息”。
检查已启用的相应调试日志。更正检测到的任何问题。
如果没有启用这些日志，请启用它们，然后再进行尝试。

重试该操作，并执行其 如果您执行了更正操作，请重试该操作。如果您未执行更正操作或问题仍然存在，
他故障排除操作。
请转到以下过程之一。
■

如果 NetBackup 安装目录已满，例如装满了日志记录文件，则可能导致许多问
题。NetBackup 可能会变得无响应。例如，即使所有的 NetBackup 进程和服务
都在运行，NetBackup 作业也可能排队很长时间。
请参见《NetBackup 故障排除指南》中的“解决磁盘已满的问题”。

解决 NetBackup 5220 引导序列更改问题
以下情况会导致引导序列更改，从而可能阻止设备启动。
■

新的 Veritas 存储扩展架已连接到当前正在使用的设备。

■

Veritas 存储扩展架断开连接后，设备会重新启动或打开。

■

电源中断导致两个组件重新启动，并且设备在 Veritas 存储扩展架之前打开。
在以上任意情况下，如果登录到设备，可能会遇到具有闪烁光标的空白屏幕或
显示 GRUB 的屏幕。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清除当前条件，以便设备可以成功引导。

注意：只能针对 5220 Appliance 更改引导序列。其他 NetBackup Appliance 具有
静态引导序列且在任意列出的情况下都不会更改。
解决引导序列更改问题

1

将监视器连接到设备上的 VGA 端口。

2

将键盘连接到设备上的 USB 端口之一。

3

请确保 Veritas 存储扩展架已连接到设备并且已打开。

4

通过关闭电源重新启动设备，然后再次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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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显示以下 Version 屏幕时，立即按 F2 进入设置。

6

在设置屏幕上按向右键，直到 Boot Options 选项卡突出显示，然后按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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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Boot Options 屏幕上按向下键，直到 Hard Disk Order 突出显示，然后按
Enter 键。

8

在以下屏幕上按向上键或向下键，直到 Boot Option #1 突出显示，然后按
Enter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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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当显示 Boot Option #1 弹出菜单时，选择 ICHx/ESB2 Embedded RAID，然
后按 Enter 键。
注意：如果将 NetBackup 5220 Appliance BIOS 版本升级至版本 01.00,00064，
OS RAID 1 引导设备名称将从 ICHx/ESB2 Embedded RAID 更改为 Embedded
RAID Controller (AHCI)。如果正在使用 BIOS 01.00.00064，则使用
Embedded RAID Controller (AHCI) 来代替 ICHx/ESB2 Embedded 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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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 ESC 返回到 Boot Options 选项卡。
此时应显示正确的引导序列，并且 ICHx/ESB2 Embedded RAID 或 Embedded
RAID Controller (AHCI) 设置为 Boot Option #1。

11 按 F10 保存此配置并退出设置。

设备会自动重新启动，并应成功引导。

未能在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关闭时完成角色配
置
角色配置将在以下情况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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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已关闭

■

与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连接时出现意外错误

注意： 此错误还会出现在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设备上。
当角色配置失败时，即会显示以下消息：
Appliance> Master
- [Info] Checking current state of the appliance
- [Info] Initializing storage configuration...
- [Info] Acquired lock on the storage.
- [Info] Looking for existing storage configurations...
- [Info] No existing storage configurations found.
- [Info] Looking for existing storage configurations...
- [Info] Creating a new storage configuration now...
- [Info] Storage partitions are not present.
- [Info] 'Configuration' storage partition does not exist. Creating it now...
- [Info] Creating the 'Configuration' partition '0'...
- [Info] Mounting the 'Configuration' partition '0'...
- [Info] 'Catalog' storage partition does not exist. Creating it now...
- [Info] Creating the 'Catalog' partition '0'...
- [Info] Mounting the 'Catalog' partition '0'...
- [Info] Moving appliance configuration database to the Configuration partition.
- [Info] Updating hostname in the NetBackup Authentication Service configuration
.
- [Info] Checking storage capacity of the appliance
Enter storage 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nfigure AdvancedDisk and dedupe storage pools.
You can view a summary of the storage settings and edit them, if desired.
1. To configure a storage pool, you must enter the following:
The size, the diskpool name, and the storage unit name.
2. To skip configuration, enter 0 (zero) when prompted for the size.
This also deletes any existing data.
3. To keep the storage pool intact, choose the default size, if applicable.
>> NetBackup Catalog volume size in GB [250..4096]: (250)
>> AdvancedDisk storage pool size in GB/TB (e.g., 50 GB) [0 GB..4.2 TB]: 1
- [Error] You must enter a valid value. For example, 512 GB or 8 TB.
>> AdvancedDisk storage pool size in GB/TB (e.g., 50 GB) [0 GB..4.2 TB]: 1 TB
>> AdvancedDisk diskpool name: (dp_adv_nbu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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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Disk storage unit name: (stu_adv_nbuappliance)
>> MSDP storage pool size in GB/TB (e.g., 40 TB) [0 GB..3.2 TB]: 0
- [Info] Summary of storage configuration.
-> NetBackup Catalog volume size:
250 GB
-> AdvancedDisk storage pool size:
1 TB
-> AdvancedDisk storage diskpool name: dp_adv_nbuappliance
-> AdvancedDisk storage unit name:
stu_adv_nbuappliance
-> Dedupe storage configuration:
None
The estimated time to configure storage is 3 minutes. The greater total storage size
you specify, the longer it takes to complete the storage configuration.
>> Do you want to edit the storage configuration? [yes,no]: no
- [Info] Removing existing NetBackup configuration on appliance 'nbuappliance'
- [Info] Stopping NetBackup processes.
- [Info] Removing current NetBackup configuration.
- [Info] Performing Deduplication Engine cleanup.
- [Info] Configuring appliance 'nbuappliance' as NetBackup master appliance
- [Info] Creating basic NetBackup configuration on appliance 'nbuappliance'
- [Info] Reconfiguring NetBackup databases
- [Info] Configuring NetBackup logging on appliance 'nbuappliance'
- [Info] Starting NetBackup processes on appliance 'nbuappliance'
- [Info] Waiting for NetBackup processes to start
- [Info] Configuring storage partitions for appliance 'nbuappliance'
- [Error] Failed to save the AdvancedDisk disk pool name in the NetBackup Appliance
Directory. Retry this operation. If the issue persists, see the NetBackup Appliance
Troubleshooting Guide.
- [Error] Could not configure the appliance.

要解决该问题，请重新启动设备，然后重试。如果问题未得到解决，请执行恢复出
厂设置，然后重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注意：请始终确保在执行角色配置之前 NetBackup 进程已启动且正在运行。
请参见第 11 页的“关于最佳做法”。
请参见第 41 页的“对设备设置和配置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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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故障排
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关于光纤传输介质服务器验证

■

关于光纤传输重复数据删除目标模式端口验证

■

对无法连接到介质服务器和创建存储单元进行故障排除

■

对启用或禁用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的潜在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故障排除自检错误

■

关于对损坏存储分区进行故障排除

■

关于对 FactoryReset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恢复出厂设置后放弃 RAID 保留缓存

■

对 IPv6 网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或磁盘卷间歇性地进入关闭状态

■

在介质服务器上执行设备恢复出厂设置操作时失败

■

因缺少嵌入式 RAID 控制器信息而导致 NetBackup 5220 设备启动失败

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本章包含帮助您对低优先级、高优先级和严重问题进行故障排除的各个部分。本章
包含以下类型的问题：

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关于光纤传输介质服务器验证

表 6-1

低优先级问题

部分

链接

对无法连接到介质服务器和创建存储单元进
行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52 页的“对无法连接到介质服务器和
创建存储单元进行故障排除”。

对启用或禁用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的潜在问 请参见第 53 页的“对启用或禁用 SAN 客户端
题进行故障排除
光纤传输的潜在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故障排除自检错误

表 6-2

请参见第 53 页的“故障排除自检错误”。

高优先级问题

部分

链接

关于对损坏存储分区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54 页的“关于对损坏存储分区进行
故障排除”。

关于对 FactoryReset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56 页的“关于对 FactoryReset 问题
进行故障排除”。

恢复出厂设置后放弃 RAID 保留缓存

请参见第 56 页的“恢复出厂设置后放弃 RAID
保留缓存”。

对 IPv6 网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请参见第 57 页的“对 IPv6 网络问题进行故障
排除”。

表 6-3

严重问题

部分

链接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或磁盘卷间
歇性地进入关闭状态

请参见第 58 页的“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
磁盘池或磁盘卷间歇性地进入关闭状态”。

因缺少嵌入式 RAID 控制器信息而导致
NetBackup 5220 设备启动失败

请参见第 60 页的“因缺少嵌入式 RAID 控制
器信息而导致 NetBackup 5220 设备启动失
败”。

关于光纤传输介质服务器验证
安装并配置光纤传输 (FT) 介质服务器后，您可以使用 Settings > FibreTransport
SANClient Show 命令显示 SAN 客户端功能的状态。 当运行 FibreTransport
SANClient Show 命令并正确配置光纤传输 (FT) 介质服务器时，您会看到类似于以
下内容的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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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sys.Settings> FibreTransport SANClient Show
Fibre Transport server installed and running.

也可以使用 Manage > FC Show 命令验证和确认 SAN 客户端功能的状态。 从运行
Manage > FC Show 命令后您收到的输出中，您可以验证以下内容：
■

已加载 qla2xxx 和 windrvr6 驱动程序。

■

目标端口的物理状态处于 Target 模式，其配置类型为 Target(FTMS)

■

如果端口以物理方式连接到诸如交换机等设备，则在 Status 列下，目标模式端
口应具有 Fabric 状态
不会在 Remote Ports 列下显示有关目标模式端口的任何内容。
要查找有关目标模式端口的更多信息，您必须查看创建者 199 的 VxUL 日志
(nbftsvr)。

关于光纤传输重复数据删除目标模式端口验证
光纤传输重复数据删除功能可以将设备用作优化复制和自动映像复制的目标主机。
在目标设备上配置光纤通道 (FC) HBA 卡后，您可以使用 Settings >
FibreTransport Deduplication Show 命令来显示光纤传输重复数据删除功能的
状态。如果您已正确配置该功能，则将看到以下输出：
Testsys.Settings > FibreTransport Deduplication Show
[Info] Fibre Transport Deduplication is enabled.

也可以使用 Manage > FibreChannel > Show 命令验证和确认光纤传输重复数据删
除功能的状态。您可以通过输出验证以下内容：
■

已加载 qla2x00tgt、scst 和 scst_user 驱动程序。

■

目标端口的物理状态处于 Target 模式，其配置类型为 Target(MSDP)

■

在“状态”列下，目标模式端口应该处于“联机”状态。

对无法连接到介质服务器和创建存储单元进行故障排
除
确保可从主服务器对介质服务器的短名称和长名称执行 ping 操作。如果无法使用短
名称访问介质服务器，请执行以下操作：
■

将完全限定名称用作 DNS 后缀。

■

清除主服务器上的主机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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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这两个步骤后，您将可以从主服务器访问介质服务器，然后从介质服务器创建
存储单元。
请参见第 50 页的“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对启用或禁用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的潜在问题进行
故障排除
如果在设备上启用或禁用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则可能需要执行以下操作，以确
保已识别磁带设备且 SAN 客户端后台驻留程序正在运行：
■

如果在设备上启用或禁用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则必须重新扫描磁带设备，除
非已配置持久设备路径。此操作是必需的，因为启用和禁用操作会导致重新加
载光纤通道 HBA 驱动程序。重新加载会导致对设备上的磁带设备路径进行重新
编号，除非已配置持久路径。因此，要使用磁带设备，必须执行重新扫描，以
便该设备可以再次发现磁带设备路径。

■

如果在设备上禁用 SAN 客户端光纤传输，稍后再重新启用它，则必须重新启动
客户端系统上正在运行的任何 SAN 客户端后台驻留程序。例如，必须先在
Appliance 上启用 SAN 客户端，然后再在客户端上启动 SAN 客户端后台驻留程
序，因为它仅在启动时才会发现目标。

请参见第 50 页的“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自检错误
本节介绍自检失败时可能遇到的可能错误，以及解决这些错误的建议操作。

在测试 NetBackup 是否已配置且正在运行时，自检可能会失
败
在测试 NetBackup 是否已配置且正在运行时，自测试可能会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消
息：
....cannot connect on socket - CORBA transient error(3000001)

要在 NetBackup 配置和操作测试过程中解决自检故障，请执行下列操作：

1

停止所有的 NetBackup 服务。

2

停止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

3

启动 Veritas Private Branch Exchange (PBX)。

4

启动 NetBackup 后台驻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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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备份和还原操作时，自检可能会失败
测试备份和还原操作时，自测试可能失败。可能会显示以下错误：
Error:
[10-21-2011 00:33:17] [10882]
Debug (/opt/NBUAppliance/scripts/self_test.pm 812):
"Trying restore attempt number <1>"
[10-21-2011 00:34:50] [10882] cmd:
" /usr/openv/netbackup/bin/bprestore
-00:03:00 /tmp/test_backup.txt"( 10 )
stderr: EXIT STATUS 10: allocation failed

由于可用系统内存量不足，系统内存分配失败。可能的原因是系统加载了过多进
程，没有足够的物理或虚拟内存。
Veritas 建议您停止占用内存的任何不需要的进程，并增加更多交换空间或物理内
存。
请参见第 50 页的“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关于对损坏存储分区进行故障排除
极少会出现存储分区可能损坏的情况。此问题会显示为配置失败、备份失败以及状
态和监视失败。在大多数情况下，错误消息不会直接指向损坏的存储分区。软件堆
栈会屏蔽实际错误并显示一个不同的错误。
注意：在大多数情况下，存储分区通常为 VxFS 文件系统。
一种可能遇到的现象可以帮助您识别问题，那就是备份失败并显示以下错误消息。
1: (213) no storage units available for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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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以下方法之一检查分区大小。如果分区大小状态显示为“降级”，则表
示一个或多个分区未装入。另外，如果设备已配置，分区状态显示为“不可访问”。
由于此类问题属于 Storage Foundation 升级问题，针对该设备，Veritas 建议您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Veritas 不建议您尝试删除或重新格式化卷，因为此操作会
导致文件系统不可恢复。
Veritas 需要设备 DataCollect 工具收集不到的信息。Storage Foundation 团队通过
实用程序从设备收集丰富的故障排除信息以进行“根本原因分析”。有关这些实用
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 TechNote：
■

Veritas 根本原因分析说明页

■

Veritas 数据收集器工具参考页

■

如何收集损坏的文件系统的元数据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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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FactoryReset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FactoryReset 功能用于将设备返回到其默认状态。 使用此功能时可能会出现以下问
题：
■

当您在某个出现网络问题的设备上执行 FactoryReset 功能时，可能会遇到以下
问题之一：
■

网络可能超时。
如果设备是介质服务器设备且无法与主服务器通信时，可能会发生此情况。

■

主服务器上的任何已配置存储单元可能无法正确清理。

如果您遇到这些情况中的任意一种，必须在重新配置设备前确保已正确清理存
储单元。
■

如果您在恢复出厂设置期间选择“存储重置”选项，则可能无法删除数据或存
储。如果多个分区中的一个分区正在使用中，或者某些进程在继续访问该分区，
则会发生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删除存储，请在恢复出厂设置后运行
Support > Storage Reset 命令。
以下是无法重置存储时显示的错误消息的示例：
- [Error] Failed to unmount the 'Configuration' partition '0'
because the partition is currently in use. Restarting the appliance
and retrying the operation may help to resolve the issue. Contact
Symantec Technical Support if the issue persists.

注意：Storage Reset 命令仅当设备为出厂状态时才可用。

■

如果您在恢复出厂设置前删除挂接的存储磁盘，则将需要清除保留的 RAID 控制
器缓存。
请参见第 56 页的“恢复出厂设置后放弃 RAID 保留缓存”。

请参见第 8 页的“关于与 技术支持联系”。

恢复出厂设置后放弃 RAID 保留缓存
如果在恢复出厂设置前移除任何挂接的磁盘存储，则需要在 RAID BIOS 控制台中
放弃存储磁盘的保留缓存。这适用于具有存储扩展架的 5220 和 5230 设备。
放弃保留缓存

1

设备重新启动后，请在出现提示时按任意键。此时会打开 RAID 配置实用程序。

2

选择 RAID 控制器，然后单击“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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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时会出现一条消息，说明控制器无法访问一个或多个驱动器。单击“放弃缓
存”以放弃虚拟驱动器的保留缓存。

4

出现提示时，单击“是”放弃保留缓存。

5

重新启动设备，继续恢复出厂设置。

请参见第 50 页的“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对 IPv6 网络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您可以使用以下过程对 IPv6 网络进行故障排除。如果您需要进一步帮助，请随时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可能问题包括：
■

没有正确配置该 IPv6 网络。

■

IP 路由无法找到一个或多个主机。

■

默认网关不可访问。

■

网络主机不可访问。

■

NetBackup 功能仍然指向 IPv4 地址。

对 IPv6 网络错误进行故障排除

1

确认该 IPv6 接口有一个全局地址。
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中运行下列命令：
Main_Menu > Network > Show Configuration

在输出结果中，在其中一个 eth 标题（eth0、eth1 等等）下，寻找类似以下
内容的条目：
inet6 addr: 2001:db8::2/64 Scope: Global

至少一个地址的范围必须是全局的。如果命令输出结果中没有显示一个全局范
围地址，请重新配置该 IPv6 地址。

2

使用 Main_Menu > Network > Gateway Show IPv6 命令验证网络路由路径。
检查路由表的任何错误。如果任一网络路径信息不正确，请输入正确信息。您
可以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的 shell 菜单或“设置”>“网络”
页面使用 Network 视图命令。
详细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Appliance Command Reference Guide
（《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和 NetBackup Appliance
Administrator's Guide（《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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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与默认网关的通信。网关 IP 地址显示在上一步骤的路由表中。
使用 Main_Menu > Network > Ping Host 命令测试与网关的通信。在这种情
况下，Host 是网关的 IPv6 地址。
如果网关不是可访问的，请与您的网络管理员联系检查网关状态。

4

使用 Main_Menu > Network > Ping Host 命令检查与该主机的通信，其中
Host 是主机名或主机 IPv6 地址。
如果主机不可访问，请运行 Network > TraceRoute Host 命令沿网络路径检
查问题。

5

如果您在使用某一原来用于 IPv4 网络的功能时遇到 IPv6 问题，请确认
NetBackup 现在是否将一个 IPv6 地址与这个或这些主机名关联。
使用以下命令将主机名添加到 IPv6 网络：
Main_Menu > Network > Hosts Add IP_AddressFQHNShort_Name

其中 IP_Address 是 IPv6 地址，FQHN 是完全限定主机名，Short_Name 是短主
机名。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或磁盘卷间歇性地进
入关闭状态
配置为介质服务器的 NetBackup Appliance 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或磁盘卷会间歇性
地进入关闭状态。因此，备份或复制作业可能会失败，并分别返回状态 213（没有
可用的存储单元）和 2074。如果使用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的 NetBackup 52xx 和
5330 设备向介质服务器重复数据删除存储服务器执行写入，则会发生这种情况。
NetBackup 磁盘轮询服务 (DPS) 负责告知 NetBackup 磁盘池或磁盘卷是否正常运
行。DPS 使用 bpstsinfo 从 MSDP 存储服务器提取此信息。DPS 的默认超时限制
设置为 1 分钟，因此，如果 DPS 无法在一分钟内从 MSDP 收到有关当前状态的回
复，将自动视为发生错误，并将磁盘池或磁盘卷视为关闭。延迟 回复 DPS 可能是
由于系统资源耗尽。可以使用以下过程解决此错误：
解决 NetBackup 重复数据删除磁盘池或磁盘卷的关闭状态：

1

在位于以下位置的 DPS_PROXYNOEXPIRE 文件中将 DPS 代理超时增加到 3600
秒（最大值）：
/usr/openv/netbackup/db/config/DPS_PROXYNOEXPIRE

2

创建 DPS_PROXYDEFAULTSENDTMO 文件，其中包含值 1800：
/usr/openv/netbackup/db/config/DPS_PROXYDEFAULTSENDT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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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创建 DPS_PROXYDEFAULTRECVTMO 文件，其中包含值 1800：
/usr/openv/netbackup/db/config/DPS_PROXYDEFAULTRECVTMO

4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登录到 NetBackup Appliance 介质服务
器。

5

可以使用以下命令重新启动 nbrmms 进程。
Main > Support > Processes NetBackup Start

注意：如果再次出现此问题，请在受 300 秒更改 CR_STATS_TIMER = 300 影响的介
质服务器上取消注释或配置 pd.conf 中的 CR_STATS_TIMER 行。
请参见第 50 页的“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在介质服务器上执行设备恢复出厂设置操作时失败
介质服务器含有基于 SLP（存储生命周期参数）的备份映像时，请务必针对这些映
像和策略执行清除操作，然后再运行“设备还原”>“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原因
是，如果介质服务器的存储设备上存储着基于 SLP 的备份映像，则尝试在该介质服
务器上恢复出厂设置时，可能会出现以下错误：
- [Warning] Found some storage units in Storage Lifecycle Policies:
- [Warning] SLP: slp, storage units: stu_adv_applabc stu_disk_applabc
- [Warning] The factory reset will not be able to remove the
above storage units
as part of the reset. Please manually remove the storage units from
the
above Storage Lifecycle Policies using the NetBackup Administration
Console
before running a factory reset.
>> Factory reset validation found some minor issues.
Continue with factory reset shell menu? [yes/no]

要解决此错误，请选择 No，然后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手动清除基于 SLP 的
存储映像。删除掉所有 SLP 备份映像后，请执行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有关手动清除基于 SLP 的存储的详细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管理指南》中
的“SLP 参数属性”部分以及技术说明 TECH150431。
如果选择 Yes，然后继续恢复出厂设置，则重新配置同一个介质服务器时可能会失
败。
请参见第 50 页的“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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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缺少嵌入式 RAID 控制器信息而导致 NetBackup
5220 设备启动失败
此部分用来排除 NetBackup 5220 设备未启动且出现以下消息的问题：
Waiting for /dev/disk/by-id/scsi-46000805E0000000-part2

未检测到嵌入式 RAID 控制器信息且该信息未显示在 BIOS 时会导致该问题。
排除错误 Waiting for /dev/disk/by-id/scsi-46000805E0000000-part2：

1

将监视器和键盘连接到 5220 设备。

2

打开设备。

3

按 F2 进入 BIOS 主菜单。

4

使用箭头键朝右移动，选择 Boot Order 选项卡。

5

选择 Hard Disk Order，然后按 Enter。
此时会显示弹出窗口，请在三个 Boot Option 编号中确认是否看到选项
ICHx/ESB2 Embedded RAID 或 Embedded RAID Controller (AHCI)。如果
未看到任一选项，请转至下一步。

6

按 ESC 退出并返回 BIOS 主菜单选项。

7

选择顶部的 Advanced 选项卡。

8

使用箭头键朝下移动，选择 Mass Storage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以便
切换至 Mass Storage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选项。

9

在 Mass Storage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选项中，使用箭头键朝下移动，
选择 Intel (R) SAS RAID Module，然后按 Enter。

10 此时会显示弹出窗口，请将选项设为 Enabled。
11 在 Mass Storage Controller Configuration 选项中，使用箭头键朝下移动，
选择 SATA Mode，然后按 Enter。

12 此时会显示弹出窗口，请将选项设为 SW RAID，以便启用该选项。
13 此时便启用了 SW RAID，接着按 F10。
14 重新启动设备，然后返回 BIOS 确认能否看到 Embedded RAID 设备。
请参见第 50 页的“对一般性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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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硬件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启动未打开的设备

■

对设备上的琥珀色驱动器状态 LED 进行故障排除

■

对管理软件未标识的系统驱动器进行故障排除

■

对设备电源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对系统引发的关闭进行故障排除

■

对系统状态 LED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

对同一组件重复发出硬件监视警报进行故障排除

■

将 NetBackup 5330 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

■

移除和更换硬件组件

启动未打开的设备
此部分提供可用于确保设备已打开的建议。可能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

未正确插入交流电源插头。

■

电源不支持交流电。

■

未打开设备。

要确保已打开电源，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检查控制面板上的交流电源 LED 和系统状态 LED。
■

如果交流电源 LED 已关闭而系统状态 LED 为绿色，请按下交流电源按钮以
打开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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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系统状态指示器已关闭，则系统未启动。继续执行下一步。

2

将单元的交流电源线连接到其他外部电源。

3

检查电源插头和电源线，如下所示：

4

■

从后面板的电源插座中移除电源插头并重新插入。

■

检查控制面板上的打开电源和警报指示器的状态以查看以下情况：
■

如果电源指示器呈绿色闪烁，则单元的电源处于活动状态。故障已解
决。

■

如果电源指示器为黄色，则两个电源中的一个可能出现故障。

■

如果电源呈绿色闪烁，则电源处于待机模式。按下前面板的控制面板上
的电源按钮和 LED 以打开单元。

■

如果电源仍然关闭，请检查单元后面板上电源的 LED。
■

如果电源 LED 为绿色，表明已供电，则控制面板上的 LED 可能出现
故障。与 Veritas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

如果电源 LED 已关闭或为黄色，则未对电源供电。

如果电源已关闭，请检查单元后面板上电源的 LED。执行以下操作：
■

验证交流电源是否有用。将其他单元连接到电源并验证电源是否已打开。

■

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控制台中的硬件监视信息或设备 Shell 菜
单以获取错误信息。 有关使用硬件监视功能和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 关于 CLI
命令的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您能够在下列位置找到更多故障排除主题：
请参见第 61 页的第 7 章。

对设备上的琥珀色驱动器状态 LED 进行故障排除
每个 NetBackup 5230 和 NetBackup 5240 Appliance 驱动器在驱动器释放栓锁附
近的左边缘上有两个 LED。顶部的 LED 指示驱动器状态。底部的 LED 指示驱动器
的活动。表 7-1 介绍了 LED 的状态。
每个 NetBackup 5220 Appliance 驱动器在驱动器释放栓锁上方的上边缘有两个
LED。右侧的 LED 指示驱动器状态。左侧的 LED 指示驱动器的活动。表 7-1 介绍
了 LED 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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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系统磁盘状态 LED 指示

LED

行为

指示

状态

关

无访问且无故障。

持续黄色

磁盘驱动器发生故障。

闪烁黄色

正在重建 RAID (1-Hz)，标识
(2-Hz)。

持续绿色

电源已打开，但无驱动器活动。

闪烁绿色

电源已打开且驱动器处于活动状
态。

关

驱动器无电源。

活动

验证驱动器是否出现故障
小心：从设备移除驱动器之前，驱动器状态 LED 必须为持续黄色。以错误方式断开
与驱动器的连接会导致数据丢失和损坏。

1

请确保驱动器状态 LED 为黄色。

2

拉开驱动器盖的绿色把手，使驱动器与插槽分离。
注意：您可以轻轻地将驱动器向前拉 1 英寸（2.4 厘米）以确保驱动器已分离。

3

完全移除磁盘驱动器。

4

安装新的 Veritas 驱动器。
小心：您必须使用为 NetBackup RAID 正确设置的驱动器。

5

在新的驱动器加速旋转后，等待约 3 分钟。

6

检查磁盘驱动器的 LED 并执行以下操作：
■

如果活动 LED 为绿色，则故障已解决。

■

如果状态 LED 仍为黄色，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您能够在下列位置找到更多故障排除主题：
请参见第 61 页的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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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管理软件未标识的系统驱动器进行故障排除
您可以使用此过程对未被以下任意管理工具标识的系统磁盘驱动器进行故障排除：
■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

■

Symantec Remote Management 工具

不显示系统驱动器的某些可能原因如下：
■

未正确安装磁盘驱动器。驱动器上的连接器未与底盘中的连接器正确配对。

■

驱动器或驱动器插槽连接器已损坏或已阻塞。

■

驱动器出现故障。

确定磁盘驱动器是否已正确插入

1

找到未在监视接口中注册的系统驱动器。

2

检查驱动器盖和托架。查找是否存在损坏、松动和扭曲部分以及其他异常情
况。

3

检查驱动器盖左侧的活动 LED（底部 LED）。

4

验证驱动器是否已正确插入托架。如果需要，重新插入驱动器。

5

如果活动 LED 仍为黄色，请更换新的 Veritas 驱动器。

6

确保新的驱动器安装正确。

7

等待约 3 分钟，让驱动器加速旋转。

8

检查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或
Symantec Remote Management 工具是否可以扫描驱动器。
■

如果两个磁盘驱动器均可见，则故障已解决。

■

如果故障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您能够在下列位置找到更多故障排除主题：
请参见第 61 页的第 7 章。

对设备电源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NetBackup Appliance 有两个模块化电源来支持高可用性操作。在正常运行期间，
电源配置为执行活动待机操作。在此配置中，一个电源用于为整个系统供电，另一
个作为预留电源。一旦活动电源出现故障，系统会自动将负载转移到预留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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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要确保系统电源不中断，请定期检查预留电源。确保单元已打开且正常工
作。
在单元背面很容易便可找到电源模块。它们并排安装在单元的左侧。每个电源模块
包含交流电源插座、开关、LED 和风扇。电源上的 LED 提供有关电源状态的信息。
注意：电源设计为当发生潜在灾难性电事件时便进入保护模式。此类事件包括短
路、电压过载和电涌。在保护模式中，电源将关闭或锁定以保护其自身和系统中的
组件。
您可以使用以下 用户界面之一远程获取有关设备电源当前状态的信息：
■

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中使用“监控”>“硬件”页面查看电源
信息。

■

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中使用 Main_Menu >“监控”>“硬件”。

■

您也可以通过查看单元前后面板的 LED 来收集有关电源的信息。如果前控制面
板上的电源按钮和 LED 为黄色，则可能一个或两个电源出现故障。检查单元背
部电源上的 LED 以确定出现故障的电源。您可以使用以下过程验证电源是否出
现故障。

确定一个或两个电源是否出现故障

1

在后面板上，找到具有黄色 LED 的电源。

2

确保其他电源正常运行。

3

将具有黄色 LED 的电源的电源线拔掉。

4

等待 2 或 3 分钟，然后插入电源线。

5

如果 LED 仍为黄色，请更换电源。
小心：单元可以在使用一个电源的情况下正常运行。但是，如果第二个电源出
现故障，数据和操作将面临风险。应尽快更换故障电源。

警告：为确保单元不出现过热现象，请不要长时间在电源托架为空的情况下操
作单元。在更换电源可用前请将故障电源留在托架中。
如果两个电源的 LED 均为黄色，请关闭单元并更换电源。
您能够在下列位置找到更多故障排除主题：
请参见第 61 页的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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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统引发的关闭进行故障排除
电源设计为当发生潜在灾难性电事件时便进入保护模式。此类事件包括短路、电压
过载和电涌。在保护模式中，电源将关闭或锁定以保护其自身和系统中的组件。
当单元正在运行时，它可能会错误或意外关闭。单元正面的控制面板可能会显示故
障。单元背面电源上的 LED 可能会显示故障。
可能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

电源的交流电源输入不正确。

■

电源出现故障或处于保护模式。

■

CPU 处于过温保护模式。

确定电源的交流输入是否正确

1

检查控制面板上的电源按钮/LED 和每个交流电源插座附近的 LED 是否已关闭。

2

如果 LED 处于关闭状态，请拔下交流电源线并将其重新插入到电源中。执行以
下操作：

3

■

如果电源按钮 LED 为闪烁绿色，则异常锁定是由于插头连接松动。操作应
正常继续。

■

如果 LED 仍处于关闭状态，则机房的交流电源可能出现故障。在此情况下，
请联系客户来解决。

■

如果机房电源正常，请更换电源。

如果电源按钮为黄色，请检查其他组件（如风扇和 CPU）以作进一步的分析。

确定电源是出现故障还是处于保护模式

1

对于每个电源，请检查电源按钮 LED 和电源 LED。

2

如果两个 LED 为黄色，请更换电源。

3

如果仅有一个 LED 为黄色，请检查其他组件（如风扇和 CPU）以作进一步的
分析。

确定 CPU 是否处于过温模式

1

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控制台，然后单击“监视器”>“硬件”。

2

检查警报列表。
查看列表中与温度和风扇相关的警报，如下所示：
警报信息

描述

过热

温度不是太高，但接近范围上限。

缺少

缺少组件（如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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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显示有关 CPU 过热的警报，则原因可能是以下几个问题：

3

■

机箱内部的空气导管未正确安装或已损坏。

■

风扇和/或进气孔或出气孔问题。

■

机房温度过高（室温应介于 10°C 和 35°C (50°F - 95°F) 之间）。

4

检查单元背面左侧电源中的风扇。验证是否存在障碍物或损坏。

5

检查单元前面板和后面板中的进气孔和出气孔。验证是否存在障碍物或损坏。

6

如果室温过高，请以不超过每小时 10°C 的速度降低温度，直到达到可接受的
温度。

7

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然后验证 CPU 温度是否已降低。

8

如果 CPU 温度未能恢复正常状态，请根据需要继续尝试。该单元可能需要更
换。

请参见第 61 页的第 7 章。

对系统状态 LED 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颜色/操作

描述

持续绿色

正常工作。

闪烁绿色

性能下降。

持续黄色

情况严重或不可恢复。

闪烁黄色

情况不严重。

不亮

POST（开机自检）正在运行或单元已关闭。

如果系统状态 LED 为除持续绿色之外的任何情况，则必须进行调查。如下所示的环
境或组件问题可触发状态更改：
■

机房过热或过冷。

■

交流电流过高。

■

交流电流过低。

■

交流电源中的电流冲击会影响运行。

■

打开或受损的底盘盖可能会导致过热现象。

■

组件超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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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系统状态 LED 显示问题的原因

1

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然后单击“监视”>“硬件”。

2

查看警报页面。如果显示与 CPU 相关的警报，请执行以下操作：
■

立即关闭单元。

■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以安排更换单元。

■

保持系统完好无损，直到装入新单元。

3

如果显示电源模块警报，请检查电源部分。请参见第 64 页的“对设备电源问题
进行故障排除”。

4

如果显示与内存 (DIMM) 相关的警报，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5

如果显示过温或电流警报，请转到安装了单元的机房。执行以下操作：
■

检查机房中是否存在温度异常。

■

确保其他热源不会加热单元。检查安装在单元上、下或旁边的设备。

■

检查单元中是否存在松动或拔掉的电源线。

■

确保通气口未阻塞（间隙至少为 3 英寸）。检查单元的正面和背面。

■

检查单元外观是否受损。

您能够在下列位置找到更多故障排除主题：
请参见第 61 页的第 7 章。

对同一组件重复发出硬件监视警报进行故障排除
IPMI 系统可能发生问题，导致每隔 15 分钟发送有关处理器、系统风扇、电源或温
度的相同硬件监视警报。如果您收到有关这些组件的多个警报，请确保设备固件是
最新的。检查 BIOS、BMC 和 SDR。如果需要更新，请在固件更新周期完成时重
新启动设备。
此外，您还可以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中的 Support > IPMI Reset
命令重置 IPMI 模块。

将 NetBackup 5330 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
务”模式
单元的特定组件必须先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才能对主存储扩展架或扩展存储
扩展架执行服务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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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发生故障时会自动将受影响单元的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出现即将
发生故障的警告时，不会自动将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对于这种情况，必
须通过使用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将组件手动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
在 Main_Menu > Support 视图中，两个主要命令可用：
■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此命令与用于将相应的主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的选项一起
使用。
■

ServiceAllowed Set ExpansionShelf

此命令与用于将相应的扩展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的选项一
起使用。
下面介绍了用于将主存储扩展架组件或扩展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
式的可用命令选项。
表 7-2
存储单元

命令选项

主存储扩展架

■

“允许服务”命令选项

控制器
为主扩展架控制器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控制器位置 (A/B)。下
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Controller A/BOn/Off

■

FanCanister
为主扩展架风扇模块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风扇模块位置
(Left/Right)。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FanCanister Left/RightOn/Off

■

HDD
为主扩展架硬盘驱动器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抽屉位置
(DrawerID) 和磁盘驱动器位置 (SlotNo)。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HDD DrawerIDSlotNoOn/Off

注意：在运行此命令之前，先运行 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lth PrimaryShelf
RAID 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预防措施和准则”一节。
■

PowerCanister
为主扩展架电源模块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电源模块位置
(Top/Bottom)。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PowerCanister Top/Bottom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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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单元

命令选项

扩展存储扩展架

■

ExpansionCanister
为扩展架模块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模块位置 (Top/Bottom)。
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ExpansionShelf ExpansionCanister Top/BottomOn/Off

■

FanCanister
为主扩展架风扇模块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风扇模块位置
(Left/Right)。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ExpansionShelf FanCanister Left/RightOn/Off

■

HDD
为扩展架硬盘驱动器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扩展架 ID
(ExpansionShelfID)、抽屉位置 (DrawerID) 和磁盘驱动器位置 (SlotNo)。下面显示了完
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ExpansionShelf HDD
ExpansionShelfIDDrawerIDSlotNoOn/Off

注意：在运行此命令之前，先运行 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lth PrimaryShelf
RAID 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预防措施和准则”一节。
■

PowerCanister
为主扩展架电源模块设置“允许服务”标志。输入此选项时，还必须确定电源模块位置
(Top/Bottom)。下面显示了完整命令：
ServiceAllowed Set ExpansionShelf PowerCanister Top/BottomOn/Off

预防措施和准则
Veritas 要求您只能在 Veritas 技术支持的协助下执行此过程。了解某些情况可能会
对系统操作产生负面影响非常重要。运行“允许服务”命令选项时，请务必小心。
要使系统保持最佳性能，请在每个问题出现时进行修复，不要让问题累积。多个问
题可能会使系统性能下降，并使提供系统服务变得更困难。多个问题还可能会增加
导致数据丢失这一情况的可能性。
下面介绍了“允许服务”模式如何影响系统：
■

性能下降
在某些情况下，将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可能会导致性能下降。在继续
之前，将显示一条消息，提醒您这一可能性。例如，使用主扩展架的 Controller
选项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Support>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Controller A on
Service allowed flag is used for component replacement. Setting
this flag may caus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due to write cache
being turned off.
>>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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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况为“降级”的 RAID 卷状态
使用 HDD 选项将硬盘驱动器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时，将显示以下消息：
Support> ServiceAllowed Set PrimaryShelf HDD 1 2 on
Service allowed flag is used for component replacement. Before
you set this flag, run the
'Monitor->Hardware ShowHealth PrimaryShelf RAID' command to
make sure that this Hard Disk Drive (HDD) is in a RAID volume
with a status of Optimal. If the RAID volume status is not Optimal,
executing this command creates a RISK OF POTENTIAL DATA LOSS.
>>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yes, no): no

在这种情况下，最佳做法是输入 no。然后，必须解决当前 RAID 卷问题以将其
恢复到“最佳”状态。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将受影响的硬盘驱动器设置为“允许
服务”模式。
Veritas 建议在尝试将任何硬盘驱动器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之前，先运行
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lth PrimaryShelf RAID 命令。检查以确保要
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的硬盘驱动器在处于“最佳”状态的 RAID 卷中。
警告：确保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并协作以获得相应的指导，以避免发生可能
导致数据丢失的任何情况。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将主存储扩展架或扩展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
式。
将主存储扩展架或扩展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

1

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并通知代表，您需要将存储扩展架组件设置为“允
许服务”模式。
允许代表帮助您完成后面的剩余步骤。

2

登录到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3

输入 Main_Menu > Support。

4

从表 7-2 的命令列表中，输入相应的命令。
注意：在尝试将硬盘驱动器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之前，先运行 Monitor >
Hardware ShowHealth PrimaryShelf RAID 命令。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
“预防措施和准则”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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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检查受影响存储扩展架上的蓝色允许服务操作 LED 是否亮起，验证组件是
否处于“允许服务”模式。

6

对受影响的单元执行必要的操作。
完成操作并将单元恢复正常后，将自动清除“允许服务”模式。

移除和更换硬件组件
如果硬件组件出现故障，可能需要更换为新的部件。某些组件为热插拔组件。在移
除前应特别注意，确保热插拔组件处于安全状态。不当地移除热插拔组件会中断系
统操作并引起数据丢失和数据损坏。如果未适当地移除组件或更换部件未解决故
障，请立即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
处理电器组件时，请确保始终采取相应的防静电措施。执行以下操作：
■

戴上适当接地的腕带和符合防静电要求的手套或穿上符合防静电要求的衣物。

■

请将所操作的组件置于适当接地且符合防静电要求的表面。

■

在准备使用更换组件前，请将其置于符合防静电要求的运输材料中。

静电损坏的影响是无形的，且通常不会立即出现。但是，静电损坏会影响性能并缩
短敏感组件的寿命。
有关更换 NetBackup Appliance 和存储扩展架中各个组件的步骤，请导航到
NetBackup Appliance 硬件维修步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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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恢复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灾难恢复

■

灾难恢复最佳做法

■

灾难恢复方案

关于灾难恢复
设备随时都有可能遇到灾难。很抱歉，灾难的定义会因地区而异，并且可以不同的
方式进行解释。如电源故障和整个站点丢失等事件都属于灾难恢复领域。
本章介绍了以下主题：
■

灾难恢复最佳做法
可以实施这些策略以帮助您在设备遇到灾难时执行恢复过程。

■

灾难恢复方案
查看高级别的故障方案示例以及执行恢复所需的步骤，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数
据丢失问题。

在设备上尝试执行任何类型的灾难恢复之前，强烈建议您与 技术支持联系以获取帮
助。支持工程师会与您协作，确保执行适当的恢复步骤。如果设备不可恢复，则支
持人员可能会建议您重建设备。如果该选项不可行，则可能需要完全替换设备。

灾难恢复最佳做法
NetBackup 提供了一些不同的配置选项，有助于在出现灾难时执行灾难恢复过程。
注意：使用以下拓扑配置作为一般指导。请与 Veritas 客户代表联系，确定最适合
您的特定环境的拓扑配置。

灾难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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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域配置：
■

创建 MSDP 目录库的备份。此备份可以保护 NetBackup Appliance 上的备份数
据内容相关的重要 MSDP 信息。
首次配置 NetBackup Appliance 时以及在执行“存储”>“调整大小”操作期间
添加 MSDP 时，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策略。
查看策略配置并根据需要对其日程表、备份时段和驻留位置进行更改。确保要
激活该策略以保护目录库。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Appliance 52xx 初始配置指南》或
《NetBackup Appliance 5330 初始配置指南》中的“初始配置期间的 MSDP 目
录库备份策略创建”。

■

如果有必要执行恢复，请将目录库备份存储到场外位置。可以使用磁带或云来
还原到位于灾难恢复站点的重建主服务器。

多域配置：
■

将自动映像复制配置为将一个 NetBackup 域中生成的备份复制到其他 NetBackup
域中的存储。

灾难恢复方案
提供以下灾难方案作为指导，以帮助设备在灾难之后恢复运行。
与硬件相关的方案
■

请参见第 75 页的“设备持续断电”。

■

请参见第 77 页的“设备硬件故障”。

■

请参见第 78 页的“设备存储磁盘故障”。

■

请参见第 79 页的“带有可恢复操作系统驱动器和挂接存储磁盘的设备的完全丢
失”。

■

请参见第 80 页的“包含可恢复挂接存储磁盘的设备的完全丢失”。

■

请参见第 105 页的“设备和挂接存储磁盘全部丢失”。

与软件相关的方案
■

请参见第 105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损坏”。

■

请参见第 106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数据库损坏”。

■

请参见第 110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库损坏”。

■

请参见第 113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操作系统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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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持续断电
如果 NetBackup Appliance 和存储系统的站点持续断电一段时间，请使用以下步骤
作为指导来帮助您打开硬件。
注意：一旦电源中断后恢复供电，该设备将继续正常运行。
断电之后恢复设备供电所需的步骤

表 8-1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初始化存储系统和设备硬件。 按以下顺序初始化硬件：
■

存储系统

■

主服务器

■

介质服务器

注意：始终首先打开距离主设备最远的存储扩展
架，然后移动至下一个最近的扩展架，直到到达
主设备。
请参见第 76 页的“供电恢复过程”一节。
有关硬件初始化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5230 Appliance Hardware Installation
Guide（《Symantec NetBackup 5230 设备硬件
安装指南》）中的“验证设备和存储硬件的运行
情况”。
步骤 2

验证硬件组件的状态。

初始化设备和挂接的存储系统之后，验证所有硬
件组件的运行状态。
■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运行
“设备诊断中心”，然后选择“执行硬件运行
状况检查”。

■

请参见第 26 页的“通过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
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下载 DataCollect 日志以检查任何与硬件关联
的日志。
请参见第 33 页的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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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3

验证是否所有 NetBackup 服务 验证设备硬件的运行状态是否良好之后，检查以
已启动。
确保所有 NetBackup 服务已恢复。打开设备之后，
所有备份作业将恢复。
可以通过命令行界面或维护 Shell 菜单检查
NetBackup 服务。

注意：如果断电时正在进行备份，则备份作业可
能会失败。

供电恢复过程
使用以下过程作为指导来完成对硬件的供电恢复：

在断电后恢复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电源
本部分介绍了如何在断电后恢复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电源。
在断电后恢复独立设备的电源

1

确保电源可供单元使用且单元已关闭。
注意：在控制面板上，连接的以太网端口（1、2 和 3）的 LED 为绿色。系统
状态 LED 也为绿色。

2

按控制面板上的电源按钮。单元启动后，即会打开风扇。

请参见第 76 页的“在断电后使用外部存储恢复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电源”。
请参见第 61 页的第 7 章。

在断电后使用外部存储恢复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电源
本部分介绍了在断电后使用外部存储恢复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电源时必须遵循
的顺序
在断电后使用外部存储恢复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电源

1

确保 Veritas 存储扩展架处于打开状态且已进行初始化。

2

确保电源可供设备使用且设备已关闭。
注意：在设备控制面板上，连接的以太网端口（1、2 和 3）的 LED 为绿色。
系统状态 LED 也为绿色。

3

按控制面板上的电源按钮。单元启动后，即会打开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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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见第 76 页的“在断电后恢复 NetBackup Appliance 的电源”。

设备硬件故障
虽然 NetBackup Appliance 硬件很少出现故障，但仍然会因某些原因而使设备出现
故障。使用以下步骤作为指导可从硬件故障中恢复设备。
设备出现硬件故障的情况：
■

在硬件监视器页面上或通过电子邮件（如果已对 SNMP 配置）显示一条警告消
息。

■

设备未引导或打开。系统磁盘可能处于故障状态。

■

设备已启动并打开，但显示主设备或存储扩展架中的组件出现硬件错误。

■

虚拟磁盘已降级。
从硬件故障中恢复设备所需的步骤

表 8-2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打开设备。

按下前面板的控制面板上的电源按钮和 LED 以打开
单元。
■

■

■

■

步骤 2

确定存在故障的硬件。

如果单元没有打开，请确保该单元已接通电源。
请参见第 61 页的“启动未打开的设备”。
如果单元仍未打开，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以获取进一步帮助。
如果单元已打开但存在问题，请继续执行下一
步。
如果单元已打开且没有任何问题，请验证是否所
有 NetBackup 服务均已成功恢复。

执行以下操作来确定存在故障的硬件：
■

使用设备上的 LED 状态指示灯帮助确定硬盘和
电源是否正常运行。
请参见第 67 页的“对系统状态 LED 问题进行故
障排除”。

■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运行“设
备诊断中心”，然后选择“执行硬件运行状况检
查”。
请参见第 26 页的“通过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
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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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3

更换存在故障的硬件。

确定需要更换的硬件之后，移除存在故障的硬件，
然后将其更换为新单元。
用户可更换硬件包括：
■

电源

■

硬盘

有关本指南中未包含的更详细的过程，请导航到以
下链接：
http://www.veritas.com/docs/DOC7757

注意：如果您发现非用户可更换硬件存在故障，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以获取进一步帮助。
步骤 4

验证硬件更换是否成功。

执行以下操作以验证新硬件的状态：
■

使用设备上的 LED 状态指示灯可帮助确定硬盘
和电源是否正常运行。
请参见第 67 页的“对系统状态 LED 问题进行故
障排除”。

■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运行“设
备诊断中心”，然后选择“执行硬件运行状况检
查”。
请参见第 26 页的“通过设备诊断中心对设备进
行故障排除和调整”。

步骤 5

验证是否所有 NetBackup 服 验证设备硬件的运行状态是否良好之后，检查以确
务已启动。
保所有 NetBackup 服务已恢复。打开设备之后，所
有备份作业将恢复。

注意：如果断电时正在进行备份，则备份作业可能
会失败。

设备存储磁盘故障
如果您在设备中发现了故障磁盘，请使用以下步骤作为更换磁盘的指导，然后验证
是否存在数据丢失。
注意：设备中存在多个磁盘故障会导致整个文件系统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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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盘出现故障后在设备中更换硬盘所需的步骤

表 8-3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移除故障硬盘，然后更换为 移除并更换设备中的硬盘。
新硬盘。

步骤 2

验证是否所有 NetBackup
服务已启动。

验证设备硬件的运行状态是否良好之后，检查以确
保所有 NetBackup 服务已恢复。打开设备之后，
所有备份作业将恢复。

带有可恢复操作系统驱动器和挂接存储磁盘的设备的完全丢失
如果设备所在位置遇到了灾难性事件需要更换整个设备，但是操作系统驱动器和挂
接的存储磁盘仍在运行，请使用以下步骤作为指导来更换设备。
注意：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以帮助您更换和重新配置设备。此过程中所提供
的步骤可用作将设备更换为正在运行的挂接磁盘存储的一般指导。
表 8-4

带有可恢复操作系统驱动器和挂接磁盘存储的设备的更换步骤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从受损设备中移除操作系统和 Veritas 技术支持将为您调派
存储磁盘。
服务人员，他们将从设备中移
除驱动器。

步骤 2

移除损坏的设备，然后更换为 Veritas 技术支持将为您调派
新设备。
服务人员，然后由他们来帮助
您安装并配置新设备。

步骤 3

将操作系统和存储磁盘安装到 Veritas 技术支持将为您调派
新设备中。
服务人员，他们会将驱动器安
装到新设备中。

79

灾难恢复
灾难恢复方案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4

打开组件。

按以下顺序打开组件：
■

■

■

打开距离此设备最远的存
储扩展架，等到初始化完
成。
打开距离此设备最近的存
储扩展架，等到初始化完
成。
打开主设备。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包含多
个设备，请首先恢复主服务器
设备，然后恢复介质服务器。
步骤 5

验证是否所有 NetBackup 服
务已启动。

验证设备硬件的运行状态是否
良好之后，检查以确保所有
NetBackup 服务已恢复。打开
设备之后，所有备份作业将恢
复。

包含可恢复挂接存储磁盘的设备的完全丢失
如果设备所在位置遇到了灾难性事件需要更换整个设备，但是挂接的存储磁盘仍在
运行，请使用以下步骤作为指导来更换设备。此方案假定您的设备硬件和操作系统
驱动器是不可恢复的。
注意：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以帮助您更换和重新配置设备。此过程中所提供
的步骤可用作将设备更换为正在运行的挂接磁盘存储的一般指导。
表 8-5

设备已无法运行但挂接磁盘存储仍在运行时更换设备所需的步骤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移除损坏的设备，然后更换为 Veritas 技术支持将为您调派
新设备。
服务人员，然后由他们来帮助
您安装并配置新设备。

步骤 2

导出所有数据。

如果您的磁盘上包含数据，可
能需要导出该数据，然后将其
移动至新设备。如果故障设备
为主服务器，则需要执行目录
库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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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3

打开组件。

按以下顺序打开组件：
■

■

■

打开距离此设备最远的存
储扩展架，等到初始化完
成。
打开距离此设备最近的存
储扩展架，等到初始化完
成。
打开主设备。

注意：如果您的环境包含多
个设备，请首先恢复主服务器
设备，然后恢复介质服务器。
步骤 4

使用现有存储磁盘系统重新配 对新设备执行重新配置。重新
置新设备。
配置过程决定了是否已检测到
NetBackup 存储对象。您可以
选择保留以下内容：
■

NetBackup 目录库。

■

预先存在的存储分区和对
象。

有关重新配置设备的步骤，请
参考以下主题：
■

■

■

■

请参见第 82 页的“从 USB
驱动器重新映像
NetBackup Appliance”。
请参见第 86 页的“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52xx
主服务器设备”。
请参见第 93 页的“将主服
务器配置为与设备介质服
务器进行通信”。
请参见第 95 页的“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52xx
或 5330 介质服务器设
备”。

注意：如果要向配置添加其
他存储扩展扩展架，可在重新
配置过程完成之后进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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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重新映像和重新配置过程
使用以下过程作为指导来完成对设备的重新映像和重新配置：

从 USB 驱动器重新映像 NetBackup Appliance
以下过程介绍了在介质服务器设备上安装新映像所需的步骤。存储卷上的现有备份
数据会自动保留。为了完成数据恢复，设备必须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进行重新配置。如果要保留先前的存储配置，则无法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从 USB 驱动器重新映像设备

1

如果可以登录到设备并且可以访问设备的 shell 菜单，则使用以下步骤导出（复
制）IPsec 凭据并将其移动到远程驱动器，然后继续执行步骤 2。
注意：如果无法登录到设备，请将 USB 驱动器插入到设备中，打开设备，然
后继续执行步骤 4。
如果无法登录设备导出 IPsec 凭据，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在这种情况
下，您需要获得更进一步的帮助。
■

使用以下命令打开 CIFS 和 NFS 共享：
Manage > Software > Share Open

■

要导出（复制）IPsec 凭据，请输入以下命令：
Network > Security > Export <yes/no> /inst/patch/incoming

其中 <yes/no> 表示是否需要密码保护。
注意：export 命令的输出将创建实际证书的备份 .pfx 文件。如果选择 yes
以使用密码，则文件名为带有 .pfx 扩展名的编号 (nnnnnnn.pfx)。如果选
择 no 以不使用密码，则文件名之前带有句点 (.nnnnnnn.pfx)。
如果使用密码，请保留密码名称，以便稍后在此过程中运行 Import 命令时
使用。

■

要将 .pfx 文件移动到远程计算机上的本地目录中，请创建并装入一个装入
点，然后移动文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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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在此示例中，假定 Windows 系统使用 Samba。
■ 创建并装入一个装入点，如下所示：
net use <AnAvailableDriveLetter>:
\\<appliance-host>\"incoming_patches"
■

复制 .pfx 文件，如下所示：
# copy /inst/patch/incoming/*.pfx
/mnt/<computer_name>

UNIX 或 Linux

在此示例中，假定 UNIX 或 Linux 系统使用 NFS。
■ 创建并装入一个装入点，如下所示：
# mkdir -p /mnt/<computer_name>
# mount -t nfs <computer_name>:/<share_name>
/mnt/<computer_name>
■

复制 .pfx 文件，如下所示：
# cp /inst/patch/incoming/*.pfx
/mnt/<computer_name>

2

将 USB 驱动器插入要重新映像的介质服务器设备上的设备 USB 端口。

3

将要重新配置的设备的远程管理 (IPMI) 端口连接到公司网络，然后执行以下操
作：
■

使用为远程管理端口分配的 IP 地址，从远程计算机登录介质服务器设备的
远程管理端口。

在“系统信息”页面上，单击“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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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程控制”页面上，单击“启动控制台”。

4

单击“启动控制台”。此步骤将打开 JViewer 应用程序，用于远程监视和控制
介质服务器设备。

5

从“Veritas 远程管理”界面中，选择“服务器电源控制”。在该网页中执行
以下操作：
■

选择“重置服务器”单选按钮。

■

单击“执行操作”。

6

在 JViewer 应用程序窗口中，按 F6 输入设备的启动菜单。

7

选择 USB 驱动器后，按 ESC 键。此时将显示一个屏幕，用于选择要执行的安
装类型。您可以选择执行完整 NetBackup Appliance 安装或选择安装不含客户
端软件包的缩减版。
选择相应的安装，然后按 Enter 开始重映像操作。

84

灾难恢复
灾难恢复方案

8

安装完新设备软件包后，您会在 JViewer 应用程序窗口中收到一条“欢迎”消
息。输入默认设备密码 (P@ssw0rd)。现在，您已登录到设备 shell 菜单。
注意：在开始重新配置过程之前，您可能需要参考开始重新映像操作之前记录
的配置信息。

9

从之前将 IPsec 凭据（即 .pfx 文件）导出到的远程计算机导入 IPsec 凭据：
■

从设备的 shell 菜单打开一个共享，如下所示：
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Share Open

已在此设备上打开 CIFS 共享 \\<appliance-name>\incoming\patches
和 NFS 共享 <appliance-name>:/inst/patch/incoming。
■

要将之前保存的 .pfx 文件移动到打开的共享位置，请创建并装入一个装入
点，然后移动文件，如下所示：
Windows

在此示例中，假定 Windows 系统使用 Samba。
■ 创建并装入一个装入点，如下所示：
net use
<AnAvailableDriveLetter>:\\<appliance-host>\"incoming_patches"
■

将 .pfx 文件移回设备，如下所示：
# move /mnt/computer_name/*.pfx
/inst/patch/incoming/

UNIX 或 Linux

在此示例中，假定 UNIX 或 Linux 系统使用 NFS。
■ 创建并装入一个装入点，如下所示：
# mkdir -p /mnt/computer_name
move <directory where the pfx file was
save>/*.pfx <mounted drive>
■

■

将 .pfx 文件移回设备，如下所示：
mv <local directory where the pfx file was
kept>/*.pfx <mount point>

输入以下命令导入文件：
Main_Menu > Network > Security > Import
<yes/no>/inst/patch/incoming

注意：如果您在执行 Export 命令时在步骤 1 中使用了密码，则在运行
Import 命令时必须输入相同的密码。

■

从设备的 shell 菜单关闭共享，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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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_Menu > Manage > Software > Share Close

10 键入 Return 两次返回到主菜单。
11 确认您位于主菜单。
此时，设备已做好进行初始配置的准备。
请参考以下主题以重新配置 NetBackup 设备：
请参见第 86 页的“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52xx 主服务器
设备”。
请参见第 95 页的“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52xx 或 5330
介质服务器设备”。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52xx 主服务
器设备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52xx 主服务
器设备。
警告：NetBackup Appliance 不支持配置属于同一子网的两个 IP 地址。设备在 Linux
操作系统上运行，并且此类型的网络是当前的一项限制。您所创建的每个结合必须
使用属于不同子网的 IP 地址。

注意：如果设备主机名解析为某个 IP 地址，则无法移除该 IP 地址。

小心：在初始配置之前或紧接初始配置之后，必须更改您设备的默认维护密码
(P@ssw0rd)。必须将此密码提供给技术支持，以便在将来获取故障排除协助。您必
须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使用以下命令之一更改维护密码：Main
> Settings > Password maintenance 或 Main > Support > Maintenance >
passwd。有关完整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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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52xx 主服务器设备

1

在执行重新配置过程之前，确保已按重新映像过程执行操作。请参见第 82 页的
“从 USB 驱动器重新映像 NetBackup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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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输入以下命令来配置希望设备连接到的单
个网络的 IP 地址。
Configure IPAddressNetmaskGatewayIPAddress [InterfaceNames]

其中，IPAddress 是新 IP 地址，Netmask 是网络掩码，而 GatewayIPAddress
是该接口的默认网关。[InterfaceNames] 选项为可选选项。
IP Address 或 Gateway IP Address 可以为 IPv4 或 IPv6 地址。仅允许使用全
局范围 IPv6 地址和唯一本地 IPv6 地址。
请记住，您不应在同一个命令中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 地址。例如，无法使用
Configure 9ffe::9 255.255.255.0 1.1.1.1。您应使用 Configure 9ffe::46
64 9ffe::49 eth1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如果要配置多个网络，则必须先配置要添加的每个网络的 IP 地址， 然后配置
所添加的每个网络的网关地址。必须确保先添加默认网关地址。使用以下两个
命令：
配置每个网络的 IP 地址

根据是为网络接口配置 IPv4 地址还是配置 IPv6 地址，
使用以下命令之一：
配置网络接口的 IPv4 地址：
IPv4 IPAddressNetmask [InterfaceName]
其中，IPAddress 是新的 IP 地址，Netmask 是网络掩
码，而 [InterfaceName] 是可选的。对要添加的每
个 IP 地址重复此命令。
配置网络接口的 IPv6 地址：
IPv6 <IP Address> <Prefix> [InterfaceNames]
其中，IPAddress 是 IPv6 地址，Prefix 是前缀长度，而
[InterfaceName] 是可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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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所添加的每个网络的网关 Gateway Add GatewayIPAddress
地址
[TargetNetworkIPAddress] [Netmask]
[InterfaceName]
其中，GatewayIPAddress 是接口的网关，
TargetNetworkIPAddress、Netmask 和
InterfaceName 是可选的。重复此命令将网关添加到
所有目标网络。
Gateway IP Address 或 TargetNetworkIPAddress 可以
为 IPv4 或 IPv6 地址。
请记住，您不应在同一个命令中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
地址。例如，您不能使用 Gateway Add 9ffe::3
255.255.255.0 eth1。而应该使用 Gateway Add
9ffe::3 6ffe:: 64 eth1。

3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设置设备 DNS 域名。
注意：如果您不使用 DNS，可以继续进行步骤 6。
DNS Domain Name

其中，Name 是该设备的新域名。

4

在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将 DNS 名称服务器添加到
您的设备配置。
DNS Add NameServer IPAddress

其中，IPAddress 是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此地址可以是 IPv4 或 IPv6。仅允许使用全局范围 IPv6 地址和唯一本地 IPv6
地址。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要添加多个 IP 地址，请使用逗号分隔每个地址，不要使用空格。

5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将 DNS 搜索域添加到您的
设备配置，这样设备可以解析不同域的主机名：
DNS Add SearchDomain SearchDomain

其中，SearchDomain 是要添加以进行搜索的目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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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步骤为可选步骤。此步骤可让您在设备主机文件中添加其他主机的 IP 地址。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将主机条目添加到您设备上
的主机文件中。
Hosts Add IPAddressFQHNShortName

其中，IPAddress 是 IPv4 或 IPv6 地址，FQHN 是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ShortName 是短主机名。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7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设置您设备的主机名。
注意：如果计划在此设备上配置 Active Directory (AD) 身份验证，则主机名必
须为 15 个字符或更少。否则，AD 身份验证会失败。
Hostname Set Name

其中 Name 是此设备的短主机名或完全限定域名 (FQDN)。
除一些个例外，主机名应用于整个设备配置。短名称总是出现在以下位置：
■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提示

■

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

默认存储单元名称和磁盘池名称

如果此设备已恢复出厂设置，而您要导入其先前的任何备份映像，则设备主机
名必须满足以下规则之一：
■

主机名必须与恢复出厂设置前使用的主机名完全相同。

■

如果您要将主机名更改为 FQDN，则该名称必须包括恢复出厂设置前使用
的短名称。例如，如果恢复出厂设置前使用的是 myhost，则使用
myhost.domainname.com 作为新的 FQDN。

■

如果您要将主机名更改为短主机名，则该名称必须从恢复出厂设置前使用
的 FQDN 派生而来。例如，如果恢复出厂设置前使用的是
myhost.domainname.com，则使用 myhost 作为新的短主机名。

注意：仅可以在初始配置会话期间设置主机名。在初始配置顺利完成之后，您
可通过在设备上恢复出厂设置从而重新输入初始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
通过此步骤，NetBackup 得到重新配置，可以新主机名使用。完成此过程可能
需要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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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运行 Hostname set 命令，至少需要一个 IPv4 地址。例如，您可能要将特
定主机的主机名设置为 v46。要执行此操作，请首先确保特定主机至少有一个
IPv4 地址，然后运行以下命令。
Main_Menu > Network > Hostname set v46

8

除上述网络配置设置之外，您也可以使用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在设备
网络的初始配置过程中创建结合与标记 VLAN。
■

使用 Network > LinkAggregation Create 命令在两个或多个网络接口之
间创建结合。

■

使用 Network > VLAN Tag 命令为物理接口或结合接口标记 VLAN。

有关 LinkAggregation 和 VLAN 命令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9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为此设备设置时区、日期和
时间：
■

通过输入下列命令设置时区：
TimeZone Set

从显示的列表中选择相应的时区。
■

通过输入下列命令设置日期和时间：
Date Set MonthDayHHMMSSYear

其中 Month 是月份名。
其中 Day 是某月份中的某一天，其范围是 0 到 31。
其中 HHMMSS 是 24 小时格式的小时、分钟和秒。这些字段由分号分隔，
例如，HH:MM:SS。
其中 Year 是日历年，其范围是 1970 到 2037。

10 在 Main_Menu > Settings > Alerts > Email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输入 SMTP
服务器名称和设备故障警报的电子邮件地址。
输入 SMTP 服务器名称

Email SMTP Add Server [Account]
[Password]
Server 变量是用于发送电子邮件的目标 SMTP 服务器
的主机名。[Account] 选项标识用于向 SMTP 服务器进
行身份验证的帐户的名称。[Password] 选项是用于向
SMTP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密码。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Email Software Add Addresses
其中 Addresses 是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要定义多个电
子邮件，请用分号分隔这些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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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将设备的角色设置为主服务器。
从 Main_Menu > Appliance 视图中运行以下命令：
Master

12 如果检测到现有的 NetBackup 目录库，选择“是”保留它，或选择“否”创建
新的目录库。显示以下消息：
A NetBackup catalog database has been found on the disk that belongs to this appliance.
You have an option to create an empty catalog or reuse the preexisting NetBackup catalog.

If you choose 'yes', the following occurs:
1. The preexisting NetBackup catalog will be used.
2. Any preexisting storage partitions and objects will be used.
If
1.
2.
3.

you choose 'no', the following occurs:
The preexisting NetBackup catalog will be backed up.
An empty NetBackup catalog will be created.
You will an have opportunity to customize storage pools.

If you want to remove the backup and catalog data,
run 'Support->Storage Reset' before you proceed.
>> Do you want to reuse the NetBackup catalog? [yes,no]: yes

13 设置角色配置后，将显示 NetBackup 目录库、AdvancedDisk 和 MSDP 分区
的磁盘存储提示。
注意：如果在 12 中选择重用 NetBackup 目录库，则不会显示存储提示。跳至
14。
要配置存储分区，必须执行以下操作：
■

输入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目录库的大小。
要跳过 NetBackup 目录库分区的配置，请在提示输入大小时输入 0。要保
留分区的当前大小，请按 Enter。

■

输入存储池大小（以 GB 或 TB 为单位）。
要跳过任意分区的存储池大小配置，请在提示输入大小时输入 0。要保留存
储池的当前大小，请按 Enter。

■

输入磁盘池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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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AdvancedDisk，默认名称是 dp_adv_<hostname>，对于 MSDP，默
认名称是 dp_disk_<hostname>。要保留默认名称，请按 Enter。
■

输入存储池名称。
对于 AdvancedDisk，默认名称是 stu_adv_<hostname>，对于 MSDP，默
认名称是 stu_disk_<hostname>。要保留默认名称，请按 Enter。

将按以下顺序显示存储提示：
NetBackup Catalog volume size in GB [default size]:
AdvancedDisk storage pool size in GB/TB [default size]:
AdvancedDisk diskpool name:
AdvancedDisk storage unit name:
MSDP storage pool size in GB/TB [default size]:
MSDP diskpool name:
MSDP storage unit name:

配置存储分区后，将显示存储配置摘要并出现以下提示：
Do you want to edit the storage configuration? [yes, no]

键入 yes 进行更改，或者键入 no 保留当前配置。

14 从 NIC1 设备端口断开便携式计算机。
注意：如果您的网络使用 192.168.x.x IP 地址范围，请参考以下主题以获取重
要信息：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关于 NetBackup 设备上的 NIC1 (eth0) 端口用法”。

15 如果有需要重新配置的介质服务器，此时便可配置主服务器与该介质服务器通
信，然后重新配置该介质服务器。
请参见第 93 页的“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设备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请参见第 95 页的“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52xx 或
5330 介质服务器设备”。

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设备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在配置重映像的介质服务器设备之前，必须确保计划与该设备一起使用的主服务器
已配置。这样便允许在主服务器和重新配置的介质服务器设备之间进行适当的通
信。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设备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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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主服务器配置为与新的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主服务器，并确保介质服务器设备的名称已添加到主服务
器中：
对于设备主服务器：

从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执行以下操作：
■

单击“管理”>“附加服务器”>“添加”。

■

在“设备主机名”字段中，输入要添加的设备介质
服务器的完全限定主机名 (FQHN)。

■

单击“添加”。
如果设备具有多个主机名，则必须添加所有的主机
名。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

从 Main_Menu > Settings 视图运行以下命令：
Settings > NetBackup AdditionalServers
Add media-server
其中 media-server 是尚未配置的设备介质服务器的
完全限定主机名 (FQHN)。
如果设备具有多个主机名，则必须添加所有的主机
名。

对于传统 NetBackup 主服务
器：

■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

■

在主控制台窗口的左窗格中，单击“NetBackup 管
理”>“主机属性”>“主服务器”。

■

在右窗格中，单击主服务器的主机名。

■

在“主机属性”窗口的左窗格中，单击“服务器”。

■

在右窗格的“附加服务器”部分中，单击“添加”
并输入设备主机名。设备主机名应出现在“附加服
务器”部分的顶部。
如果设备具有多个主机名，则必须添加所有的主机
名。

■

2

单击“确定”，然后关闭“主服务器属性”窗口。

如果主服务器与介质服务器之间存在防火墙，则在主服务器上打开下列端口以
允许与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注意：您必须以管理员身份登录才能更改端口设置。
■

vnetd: 13724

■

bprd: 1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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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PBX: 1556

■

如果主服务器是使用 TCP 的 NetBackup Appliance，则打开以下端口：
443、5900 和 7578。

确保介质服务器的日期和时间与主服务器的日期和时间相匹配。您可以使用
NTP 服务器或手动设置时间。

请参见第 95 页的“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52xx 或 5330
介质服务器设备”。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52xx 或 5330
介质服务器设备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52xx 介质服
务器设备。
警告：NetBackup Appliance 不支持配置属于同一子网的两个 IP 地址。设备在 Linux
操作系统上运行，并且此类型的网络是当前的一项限制。您所创建的每个结合必须
使用属于不同子网的 IP 地址。

注意：如果设备主机名解析为某个 IP 地址，则无法移除该 IP 地址。

小心：在初始配置之前或紧接初始配置之后，必须更改您设备的默认维护密码
(P@ssw0rd)。必须将此密码提供给技术支持，以便在将来获取故障排除协助。您必
须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使用以下命令之一更改维护密码：Main
> Settings > Password maintenance 或 Main > Support > Maintenance >
passwd。有关完整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设备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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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52xx 介质服务器设备

1

在执行重新配置过程之前，确保已按重新映像过程执行操作。请参见第 82 页的
“从 USB 驱动器重新映像 NetBackup Ap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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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输入以下命令来配置希望设备连接到的单
个网络的 IP 地址。
Configure IPAddressNetmaskGatewayIPAddress [InterfaceNames]

其中，IPAddress 是新 IP 地址，Netmask 是网络掩码，而 GatewayIPAddress
是该接口的默认网关。[InterfaceNames] 选项为可选选项。
IP Address 或 Gateway IP Address 可以为 IPv4 或 IPv6 地址。仅允许使用全
局范围 IPv6 地址和唯一本地 IPv6 地址。
请记住，您不应在同一个命令中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 地址。例如，无法使用
Configure 9ffe::9 255.255.255.0 1.1.1.1。您应使用 Configure 9ffe::46
64 9ffe::49 eth1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如果要配置多个网络，则必须先配置要添加的每个网络的 IP 地址， 然后配置
所添加的每个网络的网关地址。必须确保先添加默认网关地址。使用以下两个
命令：
配置每个网络的 IP 地址

根据是为网络接口配置 IPv4 地址还是配置 IPv6 地址，
使用以下命令之一：
配置网络接口的 IPv4 地址：
IPv4 IPAddressNetmask [InterfaceName]
其中，IPAddress 是新的 IP 地址，Netmask 是网络掩
码，而 [InterfaceName] 是可选的。对要添加的每
个 IP 地址重复此命令。
配置网络接口的 IPv6 地址：
IPv6 <IP Address> <Prefix> [InterfaceNames]
其中，IPAddress 是 IPv6 地址，Prefix 是前缀长度，而
[InterfaceName] 是可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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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所添加的每个网络的网关 Gateway Add GatewayIPAddress
地址
[TargetNetworkIPAddress] [Netmask]
[InterfaceName]
其中，GatewayIPAddress 是接口的网关，
TargetNetworkIPAddress、Netmask 和
InterfaceName 是可选的。重复此命令将网关添加到
所有目标网络。
Gateway IP Address 或 TargetNetworkIPAddress 可以
为 IPv4 或 IPv6 地址。
请记住，您不应在同一个命令中同时使用 IPv4 和 IPv6
地址。例如，您不能使用 Gateway Add 9ffe::3
255.255.255.0 eth1。而应该使用 Gateway Add
9ffe::3 6ffe:: 64 eth1。

3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设置设备 DNS 域名。
注意：如果您不使用 DNS，可以继续进行步骤 6。
DNS Domain Name

其中，Name 是该设备的新域名。

4

在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将 DNS 名称服务器添加到
您的设备配置。
DNS Add NameServer IPAddress

其中，IPAddress 是 DNS 服务器的 IP 地址。
此地址可以是 IPv4 或 IPv6。仅允许使用全局范围 IPv6 地址和唯一本地 IPv6
地址。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要添加多个 IP 地址，请使用逗号分隔每个地址，不要使用空格。

5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将 DNS 搜索域添加到您的
设备配置，这样设备可以解析不同域的主机名：
DNS Add SearchDomain SearchDomain

其中，SearchDomain 是要添加以进行搜索的目标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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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步骤为可选步骤。此步骤可让您在设备主机文件中添加其他主机的 IP 地址。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将主机条目添加到您设备上
的主机文件中。
Hosts Add IPAddressFQHNShortName

其中，IPAddress 是 IPv4 或 IPv6 地址，FQHN 是完全限定的主机名，
ShortName 是短主机名。
请参见第 23 页的“关于基于 IPv4 和 IPv6 的网络支持”。

7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设置您设备的主机名。
注意：如果计划在此设备上配置 Active Directory (AD) 身份验证，则主机名必
须为 15 个字符或更少。否则，AD 身份验证会失败。
Hostname Set Name

其中 Name 是此设备的短主机名或完全限定域名 (FQDN)。
除一些个例外，主机名应用于整个设备配置。短名称总是出现在以下位置：
■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提示

■

重复数据删除池目录库备份策略

■

默认存储单元名称和磁盘池名称

如果此设备已恢复出厂设置，而您要导入其先前的任何备份映像，则设备主机
名必须满足以下规则之一：
■

主机名必须与恢复出厂设置前使用的主机名完全相同。

■

如果您要将主机名更改为 FQDN，则该名称必须包括恢复出厂设置前使用
的短名称。例如，如果恢复出厂设置前使用的是 myhost，则使用
myhost.domainname.com 作为新的 FQDN。

■

如果您要将主机名更改为短主机名，则该名称必须从恢复出厂设置前使用
的 FQDN 派生而来。例如，如果恢复出厂设置前使用的是
myhost.domainname.com，则使用 myhost 作为新的短主机名。

注意：仅可以在初始配置会话期间设置主机名。在初始配置顺利完成之后，您
可通过在设备上恢复出厂设置从而重新输入初始配置。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
通过此步骤，NetBackup 得到重新配置，可以新主机名使用。完成此过程可能
需要一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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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运行 Hostname set 命令，至少需要一个 IPv4 地址。例如，您可能要将特
定主机的主机名设置为 v46。要执行此操作，请首先确保特定主机至少有一个
IPv4 地址，然后运行以下命令。
Main_Menu > Network > Hostname Set v46

8

除上述网络配置设置之外，您也可以使用 Main_Menu > 视图在设备网络的初
始配置过程中创建结合与标记 VLAN。
■

使用 Network > LinkAggregation Create 命令在两个或多个网络接口之
间创建结合。

■

使用 Network > VLAN Tag 命令为物理接口或结合接口标记 VLAN。

有关 LinkAggregation 和 VLAN 命令选项的详细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9

从 Main_Menu > Network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为此设备设置时区、日期和
时间：
■

通过输入下列命令设置时区：
TimeZone Set

从显示的列表中选择相应的时区。
■

通过输入下列命令设置日期和时间：
Date Set MonthDayHHMMSSYear

其中 Month 是月份名。
其中 Day 是某月份中的某一天，其范围是 0 到 31。
其中 HHMMSS 是 24 小时格式的小时、分钟和秒。这些字段由分号分隔，
例如，HH:MM:SS。
其中 Year 是日历年，其范围是 1970 到 2037。

10 在 Main_Menu > Settings > Alerts > Email 视图中，使用以下命令输入 SMTP
服务器名称和设备故障警报的电子邮件地址。
输入 SMTP 服务器名称

Email SMTP Add Server [Account]
[Password]
Server 变量是用于发送电子邮件的目标 SMTP 服务器
的主机名。[Account] 选项标识用于向 SMTP 服务器进
行身份验证的帐户的名称。[Password] 选项是用于向
SMTP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的密码。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

Email Software Add Addresses
其中 Addresses 是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要定义多个电
子邮件，请用分号分隔这些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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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将设备的角色设置为介质服务器。
注意：将此设备配置为介质服务器前，必须将此设备的名称添加到必须与此设
备配合使用的主服务器。
从 Main_Menu > Appliance 视图中运行以下命令：
Media MasterServer

其中，MasterServer 为独立主服务器、多宿主主服务器或群集主服务器。以下
内容分别定义了这些情形：
独立主服务器

此情形将显示一个主服务器主机名。只要设备可以识别
网络上的主服务器，此名称便无需为完全限定的名称。
以下是该命令的用法示例。
Media MasterServerName

多宿主主服务器

在此情形中，主服务器有多个与之关联的主机名。您必
须使用逗号分隔各个主机名。以下是该命令的用法示
例。
Media MasterNet1Name,MasterNet2Name

群集主服务器

在此情形中，主服务器位于群集中。Veritas 建议先列出
群集名称，接着是群集中的主动节点，最后是被动节
点。此列表需要使用逗号分隔各个节点名称。以下是该
命令的用法示例。
Media
MasterClusterName,ActiveNodeName,PassiveNodeName

多宿主群集主服务器

在此情形中，主服务器位于群集中，而且有多个与之关
联的主机名。Veritas 建议先列出群集名称，接着是群集
中的主动节点，最后是被动节点。此列表需要使用逗号
分隔各个节点名称。以下是该命令的用法示例。
Media MasterClusterName,ActiveNodeName,
PassiveNodeName,MasterNet1Name,MasterNet2Name
为防止日后出现问题，执行设备角色配置时，Veritas 建
议提供所有关联的主服务器名称。

注意：如果主服务器的主机名是 FQDN，则 Veritas 建议您使用 FQDN 指定介
质服务器的主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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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配置过程决定了是否检测 NetBackup 存储对象。您必须决定是否需要保留任何
已经存在的存储对象和数据。
如果检测到存储对象，则会收到以下消息：
NetBackup storage objects have been detected that belong to this
media server node. You have an option to clean up (delete and
recreate) or preserve any preexisting NetBackup storage objects
that are solely owned by this appliance node.
If
1.
if
2.
up

you choose 'yes' the following occurs:
The NetBackup catalog images owned by this node are expired,
applicable.
The storage servers, disk pools, and storage units are cleaned
on the master server.

Whether you chose 'yes' or 'no', the backup data on the disk is
preserved.
If you want to remove the backup data, run 'Support->Storage
Reset'
before you proceed.
>> Do you want to clean up existing storage objects? [yes,no]

如果输入 Yes，则会出现以下情况：
■

此介质服务器计算节点拥有的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会失效。

■

在主服务器上清除存储服务器、磁盘池和存储单元。

■

磁盘上的备份数据会得到保留。

如果选择 No，则会出现以下情况：
■

NetBackup 目录库映像会得到保留。

■

磁盘上的备份数据会得到保留。

注意：如果希望删除备份数据，请在继续操作前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运行以下命令。
Main_Menu > Support > Storage Reset

13 输入存储配置属性，以配置 AdvancedDisk 和/或 Deduplication (MSDP) 的存
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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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映像过程后配置存储池大小时，系统会显示默认存储大小。如果在重映像
前调整了存储池大小，这些新的存储池大小会作为新的默认值显示。但是，显
示的默认磁盘池名称和存储单元名称仍与初始配置过程中的默认名称相同。如
果在重映像前更改了磁盘池名称和存储单元名称，则必须在重新配置过程中重
新输入之前选择的名称
注意：要跳过此步骤，请在提示输入大小时输入 0。此时也会删除该分区的任
何现有数据。
如果出现提示时输入 0 且存储分区不存在，则不会创建分区。如果输入 0 且分
区已经存在，则会删除分区，同时删除任何现有数据。
要配置 AdvancedDisk 存储池，请提供以下信息：
■

AdvancedDisk partition size in GB/TB [1GB..4.51TB]: (1 GB)
[1.6395 GB..51.8 TB]:

■

AdvancedDisk diskpool name: (dp_adv_5230)

■

AdvancedDisk storage unit name: (stu_adv_5230)

要配置 MSDP 存储池，请提供以下信息：
■

MSDP partition size in GB/TB [118GB..4.49TB]: (4.23 TB)

■

MSDP diskpool name: (dp_disk_5230)

■

MSDP storage unit name: (stu_disk_5230)

■

MSDP Catalog partition size in GB/TB [19GB..294GB]: (19 GB)

注意：开始重映像过程前，您可能需要参考之前记录的配置说明，以便创建相
同的存储池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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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选择是否要对以上存储配置进行更改。
注意：配置存储的估计时间范围取决于系统负载。重新启动 NetBackup 服务可
能还需要几分钟时间。系统负载越大，完成此操作所需的时间越长。
Do you want to make changes to the storage configuration shown
above? [yes,no]: no

15 从 NIC1 设备端口断开便携式计算机。
注意：如果要从网络执行重新配置，则跳至下一个步骤。

注意：如果您的网络使用 192.168.x.x IP 地址范围，请参考以下主题以获取重
要信息：
请参见第 104 页的“关于 NetBackup 设备上的 NIC1 (eth0) 端口用法”。

关于 NetBackup 设备上的 NIC1 (eth0) 端口用法
默认情况下，已将 NIC1 (eth0) 出厂设置为 IP 地址 192.168.229.233。保留此专用
网络地址用于提供便携式计算机的直接连接以执行初始配置。NIC1 (eth0) 通常未连
接至您的网络环境。
完成初始配置后，您可以将 NIC1 (eth0) 连接到不提供任何备份数据传输的管理网
络。但是，如果您的主网络使用相同的 IP 地址范围，可能需要更改默认 IP 地址。
NetBackup 设备不支持在 NIC1 (eth0) 上使用与管理员接口的默认 IP 地址范围相同
的任何网络配置。
例如，如果 NIC2 (eth1) 已设置为 192.168.x.x IP 地址范围，则必须将 NIC1 (eth0)
的默认 IP 地址更改为不同的 IP 地址范围。
要在完成初始配置后更改 NIC1 (eth0) 的 IP 地址，请执行以下操作之一：
■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登录到设备后，单击“设置”>“网络”>“网络设置”。在“网络配置”部分，
编辑 NIC1 (eth0) 的 IPv4 地址设置。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

■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登录到设备后，使用 Network > IPv4 命令更改 NIC1 (eth0) 的 IP 地址。
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Appliance 命令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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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挂接存储磁盘全部丢失
如果设备所在位置遇到了灾难性事件，需要更换整个设备，请使用以下步骤作为指
导来更换设备。此方案假定您的设备、操作系统驱动器和挂接的存储磁盘是不可恢
复的。
注意：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以帮助您更换设备。此过程中所提供的步骤可用
作执行灾难恢复的一般指导。
设备和挂接的存储磁盘单元无法运行后进行更换所需的步骤

表 8-6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移除损坏的设备，然后更换为
新设备。

Veritas 技术支持将为您调派服务人员，然后由
他们来帮助您安装新设备。

步骤 2

移除损坏的存储系统，然后更
换为新存储系统。

所有损坏的存储系统必须与设备硬件同时进行更
换，以便实现正确的配置。Veritas 技术支持将
帮助您更换存储系统。

步骤 3

打开新组件的电源。

按以下顺序打开组件的电源：

步骤 4

配置设备和存储系统。

■

存储系统

■

主服务器

■

介质服务器

按新配置来配置设备。
对于 52xx 设备，有关设置 52xx 设备和挂接存
储系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52xx
初始配置指南》中的“初始配置”一章。
对于 5330 设备，有关设置 5330 设备和挂接存
储系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5330
初始配置指南》中的“初始配置”一章。

步骤 5

从辅助备份站点恢复数据。

如果您具有辅助备份站点，Veritas 技术支持将
帮助您完成从辅助备份站点恢复数据的过程。

NetBackup Appliance 软件损坏
使用以下过程作为指导来确定您所遇到的软件损坏类型，以及可以获取特定情况详
细信息的位置

105

灾难恢复
灾难恢复方案

确定软件损坏类型的步骤

表 8-7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确定设备上所发生的软件 以下是由于许多因素而导致设备上发生的软件损坏
损坏。
类型：
■

■

■

数据库损坏：所做的更改不显示，或者完全不显
示任何内容。
目录库损坏：无法执行备份或还原，或者无法查
看正在备份的映像。
操作系统损坏：无法登录，或无法执行任何
NetBackup 和 NetBackup Appliance 操作。

注意：如果您存在比此处所列出的软件损坏更严重
的情况，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以获取有关特
定情况的进一步帮助。
步骤 2

针对特定的软件损坏案例 有关数据库损坏灾难恢复的信息，请参见请参
执行灾难恢复。
见第 106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数据库损
坏”。。
有关目录库损坏灾难恢复的信息，请参见请参
见第 110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库损
坏”。。
有关操作系统损坏灾难恢复的信息，请参见请参
见第 113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操作系统损
坏”。。

NetBackup Appliance 数据库损坏
如果您对配置进行了更改，或者设备在启动后没有显示任何内容，则设备配置数据
库可能已发生损坏。
使用以下步骤作为指导来恢复设备上的已损坏数据库。
恢复设备上已损坏数据库的步骤

表 8-8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将设备回滚到先前创建的检查
点。

如果您确定配置数据库已损坏，则可将设备回
滚到现有检查点。
请参见第 107 页的“从设备 shell 菜单回滚到某
个设备检查点”。

106

灾难恢复
灾难恢复方案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2

验证回滚是否成功。

验证回滚是否已还原下列组件：
■

设备操作系统

■

设备软件

■

NetBackup 软件

■

网络配置

■

任何先前应用的软件更新

回滚中不包括的项目：
■

■

不包括主服务器设备上的 NetBackup 目录
库。
不包括备份数据。

请参见第 109 页的“关于设备回滚验证”。

设备回滚过程
使用以下过程作为指导来对设备执行回滚：

从设备 shell 菜单回滚到某个设备检查点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从设备 shell 菜单将设备回滚到某个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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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备 shell 菜单回滚到现有检查点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并打开设备 shell 菜单。

2

输入以下命令：
Main_Menu > Support > Checkpoint Rollback

将开始以下交互过程。shell 菜单会通知您会在此过程中还原的组件。还会列出
所有现有检查点。
Rolling back to an Appliance Checkpoint will restore the
system back to the checkpoint's point-in-time. This can help
undo any misconfiguration or system failures that might have
occured.
Rolling back to an Appliance Checkpoint will revert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1) Appliance Operating System
2) Appliance Software
3) NetBackup Software
4) Networking Configuration
5) Any previously applied patches
6) Backup data is not reverted
The existing Appliance Checkpoints in the system are:
-----------------------------------------------------------(1) Checkpoint Name: User directed checkpoint
Date Created: Fri Oct 5 09:27:32 2012
Description: User checkpoint after configuring network
-----------------------------------------------------------Please enter the checkpoint to rollback to (Available
options: 1 only):

3

输入要在回滚操作中使用的检查点的编号。

4

如果要在回滚完成后自动重新启动所有设备，请输入 Yes。
A reboot of the appliance is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checkpoint rollback. Reboot automatically after rollback (yes/no)?
Automatically rebooting the appliance after the rollback will not
provide you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progress/final
status of the rollback. Are you sure you would like to
automatically
reboot the appliance (yes/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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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次输入 Yes 以确认想要在回滚操作完成后自动重新启动设备。
---------------------------ROLLBACK OPTIONS AND SUMMARY
---------------------------Rollback to checkpoint name : [User directed checkpoint]
Auto reboot after rollback? : [YES]
The rollback reverts the entire system to the following versions:
+------------------------------------------------------+
|
Appliance
| Current Version | Reverted Version |
|-----------------+-----------------+------------------|
|app1.Veritas.com|NetBackup 7.6
|NetBackup 7.6
|
|
|Appliance 2.6
|Appliance 2.6
|
|-----------------+-----------------+------------------|
|app2.Veritas.com|NetBackup 7.6
|NetBackup 7.6
|
|
|Appliance 2.6
|Appliance 2.6
|
+------------------------------------------------------+

6

输入 Yes 开始回滚到检查点的操作。
回滚操作开始后，将提供以下状态。
Rollback
- [Info]
- [Info]
- [Info]
- [Info]

to checkpoint? (yes/no) yes
Stopping NetBackup Services...please wait.
PERFORMING REVERT TO USER CHECKPOINT
This takes approx. 15 to 20 mins. Please wait...
Rollback to Appliance Checkpoint (User directed
checkpoint) successful.

A reboot of the appliance is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checkpoint rollback. Reboot now? (Type REBOOT to continue) REBOOT
Rebooting the appliance now...
- [Info] Rebooting app2.Veritas.com
Please reconnect to the appliance shell menu to continue
using this appliance.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for reboot NOW!

关于设备回滚验证
此页面将显示回滚的设备配置组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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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回滚期间，会暂停所有设备功能。
回滚到设备检查点可还原下列组件：
■

设备操作系统

■

设备软件

■

NetBackup 软件

■

网络配置

■

任何先前应用的软件更新

■

检查点中不包括的项目：
■

不包括主服务器设备上的 NetBackup 目录库。

■

不包括备份数据。

查看操作列表后，单击“验证”继续回滚操作。
随即会显示“回滚设备”弹出窗口。此弹出窗口会通知您，一旦您开始回滚过程，
将无法撤消。单击“是”继续回滚操作。单击“否”停止回滚过程。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库损坏
如果无法执行备份和还原，或者无法查看正在备份的映像，则可能发生了设备配置
目录库损坏。
使用以下步骤作为指导，恢复设备上损坏的配置目录库。
从设备上的目录库损坏进行恢复的步骤

表 8-9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在设备上执行恢复出厂设置，同 设备恢复出厂设置会将设备返回到干净的、
时保留存储配置和备份数据。
未配置的默认状态。
在该过程期间，可以选择保留存储配置和
备份数据，以避免在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
配置设备。
有关执行恢复出厂设置的详细过程，请参
见请参见第 111 页的“从设备 shell 菜单启动
恢复出厂设置”。。
有关恢复出厂设置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中的
“设备恢复出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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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2

验证恢复出厂设置是否成功。

验证回滚是否已还原下列组件：
■

设备操作系统

■

设备软件

■

NetBackup 软件

■

主服务器上的磁带介质配置

■

网络配置

■

存储配置和备份数据（可以选择保留）

注意：如果恢复出厂设置无法修复目录库
损坏，请继续执行步骤 3。
步骤 3

使用目录库恢复选项重新配置设 如果恢复出厂设置不成功，可以将设备重
备。
新配置为原始配置。
Veritas 建议您记录所有初始配置信息，以
便在重新配置过程中可以对其进行参考。
有关重新映像和重新配置设备的详细过程，
请参见请参见第 82 页的“设备重新映像和
重新配置过程”一节。。
有关重新配置过程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Appliance 淘汰和重新配置指
南》中的“重新配置 NetBackup
Appliance”。

恢复出厂设置过程
使用以下步骤作为指导对设备执行恢复出厂设置：

从设备 shell 菜单启动恢复出厂设置
以下过程介绍了如何从设备 shell 菜单启动恢复出厂设置操作。
注意：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可将密码恢复为原始默认值。

注意：在恢复出厂设置过程中导入映像、重映像或将数据从一台主服务器移动到另
一台可能在 NetBackup 5330 设备上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 5330 硬件的基础
存储布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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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备的 shell 菜单开始恢复出厂设置

1

以管理员身份登录到设备，并打开设备 shell 菜单。

2

输入 Main_Menu > Support > FactoryReset。此命令将显示以下消息，并且
在开始恢复出厂设置之前需要您回答以下问题。

Appliance factory reset will reset the entire system to the
factory installed image. The appliance will have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reset to the factory restored settings/image:
1) Appliance Operating System
2) Appliance Software
3) NetBackup Software
4) Tape media configuration on the master server
5) Networking configuration (optionally retain)
6) Storage configuration and backup data (optionally retain)
7) Fibre Transport Deduplication target port configuration
- [Info] Running factory reset validation...please wait (approx 2 mins)
- [Info] Factory reset validation successful.
RESET NETWORK CONFIGURATION [Optional]
-- Resets the IP and routing configuration.
-- Resets the DNS configuration.
>> Do you want to reset the network configuration? [yes/no] (yes) no
RESET STORAGE CONFIGURATION and BACKUP DATA [Optional]
-- Removes all the images on the AdvancedDisk, MSDP, and Share partitions.
-- Resets the storage partitions.
-- Resets storage expansion units, if any.
- [Warning] Performing a factory reset interrupts all share activity and
removes and resets all share data.
Unmount all the shares on clients before continuing with this operation.
- [Info] Performing a factory reset removes the current Fibre Transport
Deduplication target port configuration.
>> Do you want to delete images and reset backup data? [yes/no] (yes) yes
>> Resetting the storage configuration will remove all backup data on the
storage partitions and any connected expansion units. This is not reversible.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reset storage configuration? [yes/no] (yes) yes
>> A reboot of the appliance is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factory reset.
Reboot automatically after reset? [yes/no] (no) yes
>> Automatically rebooting after the reset will not provide you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progress/final status of the reset. Are you sure you would like to
automatically reboot? [yes/no]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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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答这些问题之后，将显示“恢复出厂设置摘要”。下面是该摘要的一个示
例：

FACTORY RESET SUMMARY
--------------------Reset Appliance OS, software configuration
:
Reset Appliance network configuration
:
Reset Appliance storage configuration (REMOVE DATA) :
Auto reboot after reset?
:

[YES]
[NO]
[YES]
[YES]

Appliance will make the following version changes:
+-----------------------------------------------------------------------------+
|
Appliance
| Current Version
| Reverted Version |
|-----------------------------------+--------------------+--------------------|
|appl1
|NetBackup 7.7.3
|NetBackup 7.7.3
|
|
|Appliance 2.7.3
|Appliance 2.7.3
|
+-----------------------------------------------------------------------------+

4

将显示以下警告。如果要开始恢复出厂设置操作，请输入 Yes。
WARNING: An appliance factory reset cannot be reversed!
Continue with factory reset?? (yes/no) yes

恢复出厂设置操作将继续，并会显示信息消息。

5

必须使用远程管理端口重新配置网络设置并重新连接到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执行以下步骤：
■

设备重新启动并且在屏幕顶部出现键盘提示后，请点击键盘上的 F2 功能
键。

■

使用键盘上的向左键和向右键导航到 Server Management 菜单。

■

使用键盘上的向上键和向下键导航到 Baseboard LAN configuration 部
分。

■

选择 RMM4 LAN Configuration 部分。

■

输入网络配置信息，如 IP 源 [静态]、IP、子网掩码和网关 IP 地址。

■

现在，您可以连接到设备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NetBackup Appliance 操作系统损坏
如果无法登录或无法执行任何 NetBackup 或 NetBackup Appliance 操作，则可能
发生了操作系统损坏。

113

灾难恢复
灾难恢复方案

使用以下步骤作为指导，恢复设备上的已损坏操作系统。
从设备上的操作系统损坏进行恢复的步骤

表 8-10
步骤

操作

描述

步骤 1

使用 USB 驱动器为设备执行重新 通过 USB 驱动器为设备执行重新映像会将
映像。
设备返回到干净的、未配置的状态。
请参见第 82 页的“从 USB 驱动器重新映像
NetBackup Appliance”。

步骤 2

为设备执行初始配置。

按新配置来配置设备。
Veritas 建议您记录所有初始配置信息，以
便在配置过程中可以对其进行参考。
对于 52xx 设备，有关设置 52xx 设备和挂
接存储系统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NetBackup 52xx 初始配置指南》中的
“初始配置”一章。

步骤 3

从辅助备份站点恢复数据。

如果您具有辅助备份站点，Veritas 技术支
持将帮助您完成从辅助备份站点恢复数据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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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etBackup Appliance 错误
消息
本章节包括下列主题：
■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错误消息

■

初始配置期间显示的错误消息

■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适用于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NetBackup 状态码

关于 NetBackup Appliance 错误消息
本章的内容是一个您访问 NetBackup Appliance（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 和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时可能会遇到的最重要的错误消息
存储库。 本节列出了每条错误消息的说明以及建议的操作。 本节还列出了适用于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NetBackup 状态代码。 本节包括下列类型的错误消息：
■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初始配置期间显示的错误消息”。

■

请参见第 116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请参见第 132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请参见第 140 页的“适用于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NetBackup 状态码”。

初始配置期间显示的错误消息
表 9-1 列出了在 NetBackup Appliance 初始配置期间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常见错误消
息：

NetBackup Appliance 错误消息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初始配置中的错误

表 9-1
错误消息

说明

推荐的操作

由于某些意外错误，无法配置 DNS 设 如果在设置 DNS 信息时出现问题，会 请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并联系支
置或主机名解析条目。
显示此错误消息。 该错误产生的原因 持部门来收集设备日志。
可能是脚本未返回有效的输入或出现
某些意外情况。
由于某些意外错误，无法加载主机配
置设置。

如果在获取设备的 DNS 信息时出现问 请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并联系支
题，会显示此消息。 该错误产生的原 持部门来收集设备日志。
因可能是脚本未返回有效的输入或出
现某些意外情况。

无法设置主机名 "Name"。 设备中发生 发生此错误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
尝试执行以下操作来解决此问题：
了内部错误。 查看日志以了解详细原
■ 设置主机名时未配置设备 IP 地址。 ■ 请先配置设备 IP 地址，然后再配置
因。
主机名。
■ 如果尝试使用“nb-appliance”作
■
使用短名称“nb-appliance”和
为短名称或完全限定域名 (FQDN)
的主机名。
FQDN“nb-appliance.domain.com”
■ 其他内部错误
以外的其他主机名。
■ 如果上述操作无法解决该问题，请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所有
Vxul 日志并与技术支持联系。
无法连接到主服务器。

出现此消息的原因如下：
■

■

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检查来解决此问题：

选择角色作为介质，然后输入主服 ■
务器的主机名。
主服务器不可访问，或主服务器上 ■
的 NetBackup 进程已关闭。

用户输入不正确 - 主服务器名称与设备 如果选择角色作为介质，然后输入主
主机名不能相同。
服务器的主机名，则会出现此消息。

请检查是否可以针对主服务器使用
ping 命令。
请确保所有的 NetBackup 进程已启
动且正在运行。

请输入正确的主服务器名称。

请参见第 140 页的“适用于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NetBackup 状态码”。
请参见第 132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116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上显示的错误消
息
此部分列出了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操作 NetBackup Appliance
时，在以下选项卡上可能会出现的常见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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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9-2 列出了“登录”屏幕和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控制板上显
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3 列出了“监视”>“硬件”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4 列出了“监视”> SDCS 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5 列出了“管理”>“存储”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6 列出了“管理”>“主机”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7 列出了“管理”>“设备还原”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8 列出了“管理”>“许可证”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9 列出了“管理”>“迁移实用程序”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10 列出了“管理”>“软件更新”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11 列出了“管理”>“附加服务器”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12 列出了“设置”>“通知”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13 列出了“设置”>“网络”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14 列出了“设置”>“日期和时间”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15 列出了“设置”>“身份验证”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16 列出了“设置”>“密码”选项卡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

表 9-17 列出了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上的所有选项卡中常见的错
误消息。

表 9-2 列出了“登录”屏幕和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控制板上显示的
所有错误消息。
表 9-2
错误消息

“登录”屏幕和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控制板
解释

当前会话已失效。正在重定向到登录页 当前会话已失效，因为设备
面。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闲置时间超过 10 分
钟。

推荐的操作
请尝试重新登录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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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登录失败，单击 ? 了解详细信息。

此错误在以下情况下显示：

■

■

■

如果尝试登录到
■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控制台的新实例，而
该设备上正在进行初始配
置。
如果出现意外错误。

用户身份验证失败。请输入有效的用户 此错误可能会因以下原因而显 ■
名和密码。如果问题依然存在，请与系 示：
■
统管理员联系。
■ 如果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
不正确。
■ 如果身份验证服务器未响
应。

确保不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控
制台的多个实例登录到单个设备。
查看 UI 日志以查看异常堆栈和跟踪所有编
程语句。可在以下位置找到 UI 日
志：/opt/SYMCnbappws/webserver/logs

验证输入了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此错误再次出现，请与系统管理员联
系。

连接超时。

如果 Web 服务器未响应，以 如需更多帮助，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致于登录页面未显示时，此错
误会显示。

无法连接

Web 服务器已关闭时会显示
此错误。

连接到 Symantec Product
Authentication Service (AT) 时出错。
请确保 AT 服务正在运行。

身份验证服务器未响应时会显 如果此错误再次出现，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示此错误。

如需更多帮助，请与系统管理员联系。

由于出现意外错误，因此检索重复数据 重复数据删除磁贴上无法显示 确保配置了重复数据删除解决方案。如果问题
删除率时出错。
当前的重复数据删除率时会显 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支持联系。
示此错误。
检索重复数据删除率时出错，请在 10
分钟后再次检查。

因出现意外错误，导致重复数 请在 10 分钟后刷新控制板提供的信息。如果
据删除率无法显示时，此错误 错误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支持联系。
会显示。

由于用户无法识别或无效，登录失败

如果从 LDAP 目录中移除了用
户，但未从设备允许登录列表
中移除该用户，那么尽管该用
户仍列为 LDAP 授权用户，也
无法登录。因此，这些用户不
会构成安全威胁。

在此情况下，如果需要从 LDAP 目录中删除或
移除经配置可使用设备的 LDAP 用户，需要先
从设备中移除该用户。否则，我们将无法从设
备用户列表中移除该用户。

表 9-3 列出了“监视”>“硬件”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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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3

Monitor > Hardware

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无法检索硬件运行状况信息。

设备无法检索硬件运行状况信 至少等待 10 分钟，然后尝试重新查看运行状
息时会显示此消息。
况信息。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
术支持联系。

无法应答选定错误或删除对选定错误的 应答错误通知或删除对错误通 您可能需要试着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应答。
知的应答时，如果发生内部错 Shell Menu使用 Settings > Alerts >
误，则会显示此消息。
AcknowledgeErrors 命令应答错误通知或
删除对错误通知的应答。
无法闪烁磁盘驱动器指示灯。

Beacon 无法闪烁磁盘驱动器 磁盘驱动器上的 Beacon 可能出现技术问题。
的指示灯时会显示此消息。
请与 Veritas 技术工程师联系以修复 Beacon。

输入内容无效。请输入 1 到 300 之间
的一个整数。

为 Beacon 闪烁持续时间输入 检查您输入的 Beacon 闪烁持续时间值，并确
无效值时会显示此消息。该值 保其位于有效范围内。
应为整数，而且应在 1 到 300
（以分钟为单位）的范围内。

未检测到适配器。

无法检索适配器信息时会显示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在其帮
此消息。
助下解决此错误。

未检测到 BBU。

无法检索 Battery Backup Unit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在其帮
(BBU) 信息时会显示此消息。 助下解决此错误。

未检测到 CPU。

无法检索 CPU 信息时会显示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在其帮
此消息。
助下解决此错误。

未检测到磁盘。

无法检索磁盘信息时会显示此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在其帮
消息。
助下解决此错误。

未检测到风扇。

无法检索风扇信息时会显示此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在其帮
消息。
助下解决此错误。

未检测到固件。

无法检索固件信息时会显示此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在其帮
消息。
助下解决此错误。

MSDP 信息不可用。

未为设备配置 MSDP 或设备 验证是否为设备配置了 MSDP。如果已配置
无法检索状态信息时会显示此 MSDP 却遇到此错误，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
消息。
联系，以在其帮助下解决此错误。

分区信息不可用。

无法检索分区信息时会显示此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在其帮
消息。
助下解决此错误。

未检测到 RAID 组。

无法检索 RAID 组的信息时会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在其帮
显示此消息。
助下解决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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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温度信息不可用。

无法检索温度信息时会显示此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在其帮
消息。
助下解决此错误。

无法获取连接信息

当无法检索 5330 设备的连接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在其帮
信息时，显示此消息。
助下解决此错误。

未检测到控制器

当无法检索 5330 设备的控制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在其帮
器信息时，显示此消息。
助下解决此错误。

未检测到卷

当无法检索 5330 设备的卷信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在其帮
息时，显示此消息。
助下解决此错误。

表 9-4 列出了“监视”> SDCS 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表 9-4

Monitor > SDCS

错误消息或错误类型

解释

推荐的操作

证书下载失败。

无法找到和下载提供的用于
SDCS 服务器的 SSL 证书。

请检查 Internet 连接，验证用来下载证书的路
径，然后重试。

请输入一个有效端口

提供的 SDCS 服务器端口详细 请验证为 SDCS 服务器输入的端口号是否正
信息不正确。
确。

没有要显示的审核日志。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要查看 SDCS 日志，请登录 SDCS 服务器，
Console上无法显示 SDCS 日 然后查看日志。
志。此错误在以下情况下显
示：
■

■

没有要显示的审核日志。

已连接到 SDCS 服务器，
但审核日志当前正推送给
SDCS 服务器。
日志在本地不可用。

如果尚未连接到 SDCS 服务
器，则无法查看日志。

请使用以下任一方法修复此错误：
■

■

刷新 GUI 数次，并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验证。
停止并重新启动 Web 服务器。重新访问
“监视”> SDCS 选项卡。

SDCS 文档链接未提供所需的信息。

Internet 连接中断时可能会出 请使用以下任一方法修复此错误：
现此错误。
■ 检查 Internet 连接。
■

查看 SymHelp 了解有关 SDCS 的其他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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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或错误类型

解释

日志正在填满设备上的存储空间。

未连接 SDCS 服务器且将保留 请使用以下任一方法修复此错误：
设置设为默认值时会显示此错
■ 与 SDCS 服务器建立连接。
误。
■ 将保留期设为小于 30 天默认保留期的值。

无法与 SDCS 服务器建立连接。

此错误在以下情况下显示：
■

■

■

■

推荐的操作

SDCS 服务器应与设备处
于同一网络。
SDCS 服务器或主机名或
IP 地址不正确。
无法找到 SDCS 服务器的
身份验证证书。
SDCS 服务器的身份验证
证书已损坏。

请使用以下任一方法修复此错误：
■

确保 SDCS 服务器与设备处于同一网络。

■

确保 SDCS 服务器或主机名或 IP 地址正
确。
下载身份验证证书的本地副本，并将其用
于对 SDCS 服务器执行身份验证。
将现有证书替换为 SDCS 服务器的有效身
份验证证书。

■

■

如果连接到 SDCS 服务器后， 此情况并无建议的操作。
审核日志由 SDCS 服务器管
理，而且保留设置不适用，则
会显示此错误。

“保留”按钮遭到禁用

表 9-5 列出了“管理”>“存储”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管理 > 存储

表 9-5
错误消息

解释

未能获取存储信息。

此错误可能会因以下原因而显 请与 Veritas 支持联系。
示：
警告：这是不可恢复的错误。您需要使用
■ 如果设备存储组件无法获取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所有 Vxul 日志，并
任何分区、磁盘和分布，则 与 Veritas 支持团队共享以调试该错误。
会显示此消息。
■ 如果设备核心和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之
间的连接中断，也可能会出
现此消息。

源磁盘和目标磁盘相同。

执行“移动分区”操作时可能 您无法选择相同的磁盘名称，请为源和目标选
会出现此消息。如果在“源” 择不同的磁盘。
和“目标”下拉列表中选择了
相同的磁盘名称，则可能会出
现此情况。

推荐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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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最大长度为 256 个字符。

如果为存储单元或磁盘池提供 输入少于 256 个字符的名称。
的名称中出现错误，则会出现
此消息。

不允许使用以下字符：在存储单元和磁 为存储单元或磁盘池提供的名 从存储单元或磁盘池名称中删除以下特殊字
盘池名称中
称中含有以下字符时会出现此 符：
消息：
`~!@#$%^&*()=|\\\"\':;<,>,?/
`~!@#$%^&*()=|\\\"\':;<,>,?/

表 9-6 列出了“管理”>“主机”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管理 > 主机

表 9-6
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重置重复数据删除参数时出错。

设备无法将当前的重复数据删
除参数重置为默认设置。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检索重复数据删除参数时出错

无法显示设备的当前重复数据
删除参数。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更新重复数据删除参数时出错

无法将设备的当前重复数据删
除参数更新为新参数。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重置数据缓冲区参数时出错。

设备无法将当前的数据缓冲区
参数重置为默认设置。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更新数据缓冲区参数时出错。

无法将设备的当前数据缓冲区
参数更新为新参数。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检索数据缓冲区参数时出错。

无法显示设备的当前数据缓冲
区参数。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检索存储生命周期参数时出错。

无法显示设备的当前存储生命
周期参数。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更新存储生命周期参数时出错。

无法将设备的当前存储生命周
期参数更新为新参数。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检索 BMR 状态时出错。

无法显示设备的当前 BMR 状
态。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更新 BMR 设置时出错。

无法启用设备的 BMR 设置。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无法启用设备的 BMR 设置。

选择“在此设备上启用 BMR”选项。

在此设备上更新 BMR 状态时出错。
未选择 BMR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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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7 列出了“管理”>“设备还原”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管理 > 设备还原

表 9-7
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无法恢复所有设备或部分设备的设置。 系统资源可能比较繁忙。

重新启动设备，然后重试恢复出厂设
置操作。

无法重置存储。有关其他信息，请检
查日志。

查看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
系以获取进一步帮助。

装入点可能繁忙。

不支持恢复出厂设置，因为不存在出 尝试重置经过升级的设备时会出现此
厂检查点。有关如何重置此设备的更 错误。
多信息，请参见《Symantec
NetBackup Appliance 管理指南》。请
单击 ? 以了解更多信息。
设备检查点创建失败。单击“完成”
返回到“设备还原”页面。
检查点验证未成功。回滚操作无法启
动。请单击 ?以了解更多信息。

将设备回滚到升级后的检查点。

磁盘空间不足，以致于无法存储检查
点时，此错误可能会出现。

查找错误消息上方列出的其他信息。
重试操作。出现此类错误时会执行清
除操作，以便释放磁盘空间。

安全网络通信有问题。

查找错误消息上方列出的其他信息。
请尝试更正此错误，然后重试操作。

回滚设备配置时未成功。请单击 ?以了 设备配置（NetBackup Appliance 目
解更多信息。
录）回滚失败。

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以获取进一
步帮助。

表 9-8 列出了“管理”>“许可证”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管理 > 许可证

表 9-8
错误消息

解释

无法从介质服务器 {0} 删除选定的许可 出现内部系统错误时可能会出
证。
现此错误。

推荐的操作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无法从主服务器 {0} 删除选定的许可
证。
添加许可证时出错

删除许可证时出错

此错误可能会因以下原因而出
现：
■

许可证密钥可能无效。

■

出现内部系统错误。

出现内部系统错误时可能会出
现此错误。

尝试执行以下操作来解决此问题：
■

■

检查许可证是否有效，或与 Veritas 技术
支持联系。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所有日志，然
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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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检索许可证列表时出错。

出现内部系统错误时可能会出
现此错误。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加载许可证密钥时出错。

出现内部系统错误时可能会出
现此错误。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无法在介质服务器 {1} 上安装许可证密 此错误可能会因以下原因而出
钥 {0}。
现：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

许可证密钥可能无效。

■

出现内部系统错误。

表 9-9 列出了“管理”>“迁移实用程序”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管理 > 迁移实用程序

表 9-9
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无法发送所选条件。

出现内部 NetBackup 问题或通信错误 请重试，因为它可能是由于间歇性通
时，此消息会出现。
信错误造成的。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 GUI
日志，以获取其他详细信息或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无法取消作业。

出现内部 NetBackup 问题或通信错误 请重试，因为它可能是由于间歇性通
时，此消息会出现。
信错误造成的。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 GUI
日志，以获取其他详细信息或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无法查看作业详细信息。

出现内部 NetBackup 问题或通信错误 请重试，因为它可能是由于间歇性通
时，此消息会出现。
信错误造成的。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 GUI
日志，以获取其他详细信息或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无法发送所选策略。

出现内部 NetBackup 问题或通信错误 请重试，因为它可能是由于间歇性通
时，此消息会出现。
信错误造成的。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 GUI
日志，以获取其他详细信息或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表 9-10 列出了“管理”>“软件更新”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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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 软件更新

表 9-10
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加载联机更新失败。

设备未能获得联机更新时会显示此错
误。

请检查与 Veritas 软件更新中心的网络
连接，或检查脚本是否出现内部错误。

加载可用更新失败。

未能获取可用更新时，即无法获取已
下载的软件更新的状态时，此错误会
显示。

请检查脚本是否出现内部错误。

检索联机更新列表时出错。

如果检索联机更新时出错，则会显示
此错误。

请检查与 Veritas 软件更新中心的网络
连接，或检查脚本是否出现内部错误。

检索软件更新列表时出错。

如果无法检索软件更新列表，则会出
现此错误。

请检查脚本是否出现内部错误。

检索预安装检查问题时出错，请联系 如果无法检索预安装检查问题，则会
系统管理员以查看 RPM 文件是否存在 显示此错误。
问题。

请联系系统管理员，检查 RPM（Linux
软件安装程序包）文件是否存在问题。

表 9-11 列出了“管理”>“附加服务器”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管理 > 附加服务器

表 9-11
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无法添加附加服务器。

出现内部系统错误时可能会出
现此错误。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无法删除附加服务器。

出现内部系统错误时可能会出
现此错误。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请提供有效的服务器名称条目，并使用 如果添加的服务器名称不含逗
逗号 (,) 分隔。
号或服务器列表以逗号结束，
则可能会出现此错误。

请检查服务器列表，确保服务器名称使用逗号
分隔，而且列表未以逗号结尾。

表 9-12 列出了“设置”>“通知”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设置 > 通知

表 9-12
错误消息

解释

请验证该系统是否已置备为
SYMAPPMON。

如果设备未置备为 AutoSupport 且尝

推荐的操作

将设备置备为 AutoSupport 服务器（或
试在“设置”>“通知”页面上保存变 注册服务器）。如果问题仍然存在，
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更时，您可能会遇到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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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自动通报测试失败。验证该系统是否
已正确置备为 SYMAPPMON。

如果设备尚未置备，而且在“设

无法启用自动通报。

无法启用自动通报，而且尝试保存“设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
置”>“通知”页面变更时，您可能会 在其帮助下解决此错误。

将设备置备为 AutoSupport 服务器。
置”>“通知”页面的“自动通报配置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
支持联系。
设置”窗格中单击“测试自动通报”
时，此错误消息会显示。

遇到此错误。
无法禁用自动通报。

无法禁用自动通报，而且尝试保存“设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
置”>“通知”页面变更时，您可能会 在其帮助下解决此错误。
遇到此错误。

无法访问自动通报服务器。

设备无法访问自动通报服务器时，您
可能会遇到此错误。

代理服务器身份验证失败。无法解析
或验证一个或多个代理条目。请检查
代理服务器条目，并进行任何必要的
更正。

如果启用代理服务器时输入了无效的

保存注册详细信息时出错，请稍后更
新详细信息。

设备无法将注册详细信息更新到
AutoSupport 服务器时，此消息会显
示。

您可能需要联系 Veritas 技术支持，以
在其帮助下解决此错误。

验证是否为代理服务器输入了正确且
有效的身份验证详细信息，如代理服
置”>“通知”选项卡上保存变更，则 务器凭据。
会显示此错误消息。
身份验证详细信息，而且尝试在“设

您可能需要验证以下内容：
■

设备置备为 AutoSupport 服务器。

■

设备和 AutoSupport 服务器之间无
连接问题。

受以下情况影响，更新详细信息时可
能会失败：
■

设备未置备为 AutoSupport。

■

设备和 AutoSupport 服务器之间存
在连接问题。
AutoSupport 服务器可能无法访
问。

■

该设备无法访问 Symantec 支持站点 设备无法从 AutoSupport 服务器检索
以检索该设备当前存档的位置和联系 注册详细信息时，此消息会显示。
信息。请在以下字段中重新输入信息。 受以下情况影响，更新详细信息时可
能会失败：
■

设备未置备为 AutoSupport。

■

设备和 AutoSupport 服务器之间存
在连接问题。
AutoSupport 服务器可能无法访
问。

■

您可能需要验证以下内容：
■

设备置备为 AutoSupport 服务器。

■

设备和 AutoSupport 服务器之间无
连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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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如果配置了含硬件管理员电子邮件的 启用 SNMP 详细信息或输入了 SMTP 验证是否为“警报配置”选项卡的“通
SNMP 或 SMTP 服务器，则通知间隔 详细信息后，如果将“警报配置”选 知间隔”字段输入了值，以及此值是
不能为空或零。输入的通知间隔应为 项卡的“通知间隔”字段留空或设为 否为 15 的倍数（且不是零）。
15 的倍数。
0（零），而且现在尝试在“设
置”>“通知”选项卡上保存变更，您
可能会遇到此消息。
代理服务器和代理端口字段为必填字
段。

选中“启用代理服务器”复选框但将
必填的代理服务器详细信息留空时，
此消息会显示。

确保输入了设置代理服务器所需的正
确值。

代理端口值应为整数，且在 1 到 65535 为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输入无效值时， 确保为代理服务器的端口号输入了正
的范围内。
此消息会显示。
确且有效的值。
为代理服务器输入的值无效

配置代理服务器时，如果输入了无效
值，如无效的 IPv4 或 IPv6 地址，则
会显示此消息。

确保配置代理服务器时提供的值正确
且有效。

请输入代理服务器的用户名

为代理服务器输入了密码，但未为代
理服务器输入用户名时，此消息会显
示。

为代理服务器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
码。

无法发送测试电子邮件。请验证此设 在以下情况下可能会遇到此错误：无 验证 SMTP 服务器的配置设置，然后
备的 SMTP 服务器和电子邮件配置是 法使用“SMTP 服务器配置”发送测 尝试发送测试电子邮件。
否正确。是否要继续?
试电子邮件，或 SMTP 服务器暂时无
法访问；尽管为 SMTP 服务器输入的
配置详细信息正确无误。

列出了“设置”>“网络”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设置 > 网络

表 9-13
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无法创建 VLAN。<vlan_id> 已存在。 尝试使用已存在的 vlan_id 标记 VLAN ID 是唯一标识符。因此，请提供不同
VLAN 时会显示此消息。
的 vlan_id 来标记该 VLAN。
无法标记 VLAN <vlan_id>。指定的 IP 尝试使用已为其他接口配置的
地址 <ip> 已配置。指定未使用的 IP IP 地址标记 VLAN 时会显示此
地址。
消息。
网络掩码 <subnet_mask> 无效。

指定其他接口未使用的 IP 地址。

如果您输入无效的子网掩码，则 输入有效的子网掩码。
会显示此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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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IP 地址无效。IP 地址 <ip> 正在使用
中。使用 Main->Network->Show
Status 进行验证。

尝试使用已为其他接口配置的
IP 地址创建结合时会显示此消
息。

指定其他接口未使用的 IP 地址。

无法更新路由信息。使用提供的路由
信息无法访问网络网关。您的网络接
口设置能够访问的子网掩码下可能未
包含该网关，所以无法访问。

如果您输入的网关信息属于其他 输入对应于您的域的网关信息。
域，则会显示此消息。

更新 WAN 优化状态时出错。

出现内部系统错误时会出现此消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息。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检索 WAN 优化设置时出错。

出现内部系统错误时会出现此消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息。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检索光纤传输设置时出错

无法显示设备的当前光纤传输设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置。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启用/禁用 FT 标志配置时出错

无法为设备启用光纤传输设置。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更新 SAN 客户端标志配置时出错

无法为设备启用 SAN 客户端光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纤传输。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加载失败。

无法显示设备的当前光纤传输设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置。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此设备不包含可用作通过 FC 实现优化 以下情况中显示了此信息：
复制和复制的目标主机的 HBA 卡。单
■ 此设备中的硬件配置不包含
击帮助 (?) 图标，查看您的设备 HBA
HBA 卡。例如，NetBackup
配置是否支持此功能。
5220 设备的配置 A。
■ 此设备包含一个或多个 HBA
卡，但所有 HBA 卡已发生故
障。
■ 此设备包含一个或多个 HBA
卡，但它不支持用作实现优
化复制和复制的目标主机。
原因如下：
■ 此设备 HBA 配置不支持
此功能。例如，
NetBackup 5330 设备的
配置 C。
■ 当前的 HBA 配置不是此
功能要求的任何标准
HBA 配置。

要解决可能的问题，请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

■

■

请参见《NetBackup Appliance 产品说明
指南》以查看您的设备配置是否包含一个
或多个 HBA 卡
如果设备配置包含一个或多个 HBA 卡，
请参见《NetBackup Appliance 光纤通道
指南》以查看您设备的 HBA 配置是否支
持用作通过 FC 实现优化复制和复制的目
标主机。
如果您设备的 HBA 配置支持此功能，请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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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4 列出了“设置”>“日期和时间”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设置 > 日期和时间

表 9-14
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无法保存日期和时间设置。

此错误可能会因以下原因而出现：

请确保 NTP 服务器与 Web 服务器已
连接。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

出现了内部系统错误。

■

无法与 NTP 服务器建立连接。

■

未与 Web 服务器建立连接。

无法保存 NTP 服务器设置。请检查指 如果 NTP 服务器 IP 详细信息不正确 请确保提供的 NTP 服务器 IP 地址有
定的 NTP 服务器是否存在。
或 NTP 服务器不存在，则会出现此错 效。另请确保 NTP 服务器已连接至设
误。
备

表 9-15 列出了“设置”>“身份验证”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设置 > 身份验证

表 9-15
错误消息

解释

无法禁用当前 LDAP 配置。

已配置的 LDAP 服务器无法禁 使用 DataCollect 命令收集日志，然后与
用。LDAP 服务器未响应时可能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会出现此错误。

无法启用当前 LDAP 配置。

推荐的操作

未与 Web 服务器建立连接。
无法取消配置当前 LDAP 配置。

已配置的 LDAP 服务器无法取消 请使用以下任一操作解决该错误：
配置。
■ 验证 LDAP 服务器是否响应。
■

■

配置 LDAP 时出错。

此错误可能会因以下原因而显
示：
■

■

设置服务器名称时出错。

验证是否拥有正确的身份验证信息来取消
配置 LDAP 服务器。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验
证与 LDAP 服务器的连接。

验证要配置的 LDAP 服务器的配置详细信息。

为 LDAP 服务器提供的详细
信息不正确。
LDAP 服务器未响应。

提供的 LDAP 服务器名称无法配 验证为 LDAP 服务器提供的服务器名称是否
置。
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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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设置基本 DN 时出错。

为 LDAP 服务器提供的基本目录 验证提供的基本目录名称是否正确，且不含
名称无法配置。
任何错字或拼写错误。
验证基本目录名称是否与 Active Directory 或
LDAP 服务器设置相符。

设置绑定 DN 时出错。

为 LDAP 服务器提供的绑定目录 验证提供的绑定目录名称是否正确。
名称无法配置。
验证绑定目录名称是否与 Active Directory 或
LDAP 服务器设置相符。

设置密码时出错。

提供的用来访问 LDAP 服务器的 输入有效的密码以配置 LDAP 服务器。
密码不正确。

设置常见用户名时出错。

访问 LDAP 服务器时，提供的现 输入有效的用户名以配置 LDAP 服务器。
有 LDAP 用户名不正确。

设置常见组名时出错。

访问 LDAP 服务器时，提供的现 输入有效的组名以配置 LDAP 服务器。
有 LDAP 组名不正确。

设置 SSL 时出错。

此错误可能会因以下原因而显
示：

■

请确保 SSL 证书未损坏。

■

请确保指向 SSL 证书的路径正确。

■

SSL 证书已损坏。

■

指向 SSL 证书的路径错误。 ■
SSL 证书过期。

■

导出 LDAP 配置设置时出错。

请使用以下任一操作解决该错误：

此错误可能会因以下原因而显
示：
■

■

请确保 SSL 证书为最新证书。

请刷新页面，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保存生成的 XML 文件的路径
不正确。
无法生成 XML 文件。

保存用户时出错。

设备无法保存新添加的用户。

请确保具备执行任务所需的恰当权限。请刷
新页面，然后重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保存组时出错。

设备无法保存新添加的用户组。 请确保具备执行任务所需的恰当权限。请刷
新页面，然后重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授权时出错。

设备无法将管理权限授予选定的 请确保具备执行任务所需的恰当权限。请刷
用户。
新页面，然后重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撤消授权时出错。

设备无法撤消授予选定用户的管 请确保具备执行任务所需的恰当权限。请刷
理权限。
新页面，然后重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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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删除用户时出错。

设备无法删除添加的用户。

请确保具备执行任务所需的恰当权限。请刷
新页面，然后重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删除用户组时出错。

设备无法删除添加的用户组。

请确保具备执行任务所需的恰当权限。请刷
新页面，然后重试。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由于用户无法识别或无效，登录失败

如果从 LDAP 目录中移除了用
户，但未从设备允许登录列表中
移除该用户，那么尽管该用户仍
列为 LDAP 授权用户，也无法登
录。因此，这些用户不会构成安
全威胁。

在此情况下，如果需要从 LDAP 目录中删除
或移除经配置可使用设备的 LDAP 用户，需
要先从设备中移除该用户。否则，我们将无
法从设备用户列表中移除该用户。

服务器配置未成功。有关更多信息，
请查看错误消息。

出现此错误的原因有多种。请查 请刷新页面，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看完整的错误消息，了解解决方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法。

表 9-16 列出了“设置”>“密码”选项卡上显示的所有错误消息。
设置 > 密码

表 9-16
错误消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提供的密码不满足所需的模式!

新密码不含所有必需的参数。

输入新密码。
具有 7 个字符的密码必须满足以下所有要求，
而较长的密码必须至少满足三个要求：
■

一个大写字母。

■

一个小写字母。

■

一个数字 (0-9)

■

一个特殊字符 (@#$%%^&*(){}[].)
密码可以以大写字母开头，或以数字结
尾。但是，当字符位于这些位置时，密码
会被认为不满足最低要求。

无法重置密码，请重试。请单击 ?以了 由于出现技术错误，密码无法重 请与 Veritas 支持联系。
解详细信息。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与 置。
Symantec 技术支持联系。

表 9-17 列出了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上的所有选项卡中常见的错误
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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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7

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上可能出现的常见错误消息

错误

解释

推荐的操作

发生未知错误。请与 Symantec 支持
联系以解决此问题。要继续执行其他
操作，请单击任何选项卡。

这是一个一般性错误，可能在 Web 服 请重新启动 Web 服务器，然后重试。
务器未响应时出现。

此图标会在未显示更新信息的字段旁 请输入合适的值，然后重新保存。请
显示。输入的值在 NetBackup
确保与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的
Appliance 目录中未获更新时会出现此 连接未中断。
情况。也就是说，新值与数据存储不
匹配

请参见第 140 页的“适用于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NetBackup 状态码”。
请参见第 132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初始配置期间显示的错误消息”。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表 9-18 列出了从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工作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常见
错误消息：
表 9-18
错误消息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中的常见错误消息
说明/推荐的操作

AdvancedDisk 存储分区缺少磁盘池名称。 如果在角色配置/后配置期间存储分区缺少磁盘池，则存储配置和角色配
请添加磁盘池名称，然后重试。如果此问题 置将失败。
仍然存在，请参考故障排除指南。
请添加磁盘池名称然后重试，如果此问题仍然存在，请与 Veritas 支持联
系。
AdvancedDisk 存储分区缺少存储单元名称。 如果在角色配置/后配置期间存储分区缺少存储单元名称，则存储配置和
请添加存储单元名称，然后重试。如果此问 角色配置将失败。请添加存储单元名称然后重试，如果此问题仍然存在，
题仍然存在，请参考故障排除指南。
请与 Veritas 支持联系。
如果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未响应，则无法在设备目录中保存磁盘
池。这会导致存储配置和角色配置失败。请确保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能够响应，然后重新尝试在设备目录中保存存储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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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说明/推荐的操作

未能在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中保存
如果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未响应，则无法在设备目录中保存存储
AdvancedDisk 存储分区的磁盘池信息，请 单元。这会导致存储配置和角色配置失败。请确保 NetBackup Appliance
重试。如果此问题仍然存在，请参考故障排 目录能够响应，然后重新尝试在设备目录中保存存储单元。
除指南。
未能在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中保存
AdvancedDisk 存储分区的存储单元信息，
请重试。如果此问题仍然存在，请参考故障
排除指南。
无法 ping 主服务器

请确保已正确配置设备介质服务器网络。应确保设备具有正确的 IP 地
址、网络网关和网络掩码。确保已定义 DNS 服务器和 DNS 搜索域，或
者 /etc/hosts 文件中存在相应条目。

主服务器拒绝了对此设备的访问

验证是否已将设备主机名添加到主服务器的已知服务器列表。可以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将设备添加到主服务器的已知服务器列表。
有关说明，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南》。

无法连接到主服务器

确保主服务器上已启动并运行 NetBackup 服务。此外，验证没有任何防
火墙阻止对主服务器服务的访问。
有关允许穿过防火墙进行访问的更多信息，请参见《NetBackup 管理指
南》。

未能获取 NetBackup 版本

确保设备上已启动并运行 NetBackup 服务。如果遇到此问题，请重新启
动 NetBackup 服务。

主服务器版本低于介质服务器版本

如果主服务器是标准的非设备主服务器，则将主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软件版本升级到等于或高于当前介质服务器的版本。
如果是设备主服务器，且其设备版本包含的 NetBackup 版本等于或高于
介质服务器上的 NetBackup 版本，则升级主服务器。

未能访问磁盘存储

未能调整卷大小

此问题可由多种问题引起。例如，如果磁盘脱机或磁盘卷被禁用。在这
些情况下：
■

收集 DataCollect 日志

■

有关与实际磁盘组和卷相关的错误，请查看
/log/app_vxul/409-9-*.log。

首先，尝试更改所需分区大小或百分比的值。然后，以与原先使用的格
式不同的格式输入值。例如，输入绝对大小并且重新启动设备主机。
有关卷 (VxVM) 的错误消息，请查看 /var/log/sf.log。

调整大小操作挂起很长时间

请等待一天，如果问题仍未解决，请与 Veritas 客户支持联系。

AdvancedDisk 存储的许可证检查失败

请确保已在介质服务器上安装有效的 NetBackup Flexible Disk Option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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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说明/推荐的操作

重复数据删除存储的许可证检查失败

请确保已在介质服务器上安装有效的 NetBackup Deduplication Option
许可证。

未能创建重复数据删除存储单元

检查介质服务器上是否已存在存储单元或对应的磁盘卷。如果存在，则
验证当前是否正在使用该存储单元或对应的磁盘卷。如果该存储仅为冗
余存储，则使用 NetBackup 管理控制台或 nbdecommission 实用程序
将其删除。
这些工具可从 NetBackup 主服务器获取。使用 Support > Logs >
VxLogView Module ALL 命令查看 NetBackup Appliance VxUL（统
一）日志，了解更准确的错误信息。

表 9-19 列出了特定于 Manage > Software view 命令的错误消息。
表 9-19
错误消息

Manage > Software view
说明

推荐的操作

未能读取 <RPM name> 的更新配置。 rpm 修补程序中有某些错误。

请与 Veritas 支持联系以获取帮助。

NetBackup Appliance 版本已经是
<version number>。

当前的设备版本与修补程序中的版本
相同。设备已停止安装该修补程序。

请检查是否已安装该修补程序，如果
是，则确定设备中安装的是正确的修
补程序。

不能安装软件更新。软件更新版本是
<version number>，设备版本是
<version number>。

当前设备中安装的版本高于尝试安装
的修补程序的版本。

请确定设备上安装的修补程序是否正
确并尝试安装正确的修补程序。

安装因修补程序不存在或未运行 List 安装失败的原因是尝试下载的修补程
downloaded 命令（该命令用于检查 序不存在或不是最新。
是否存在已下载的修补程序）而失败。

请确定设备上安装的修补程序是否正
确并尝试安装正确的修补程序。运行
List downloaded 命令以检查是否
存在已下载的修补程序并安装正确的
修补程序。

此设备上已在运行升级过程。

无法获取升级锁定，这意味着此设备
上正在运行其他升级。

请检查设备上是否有其他升级过程实
例正在运行。

未知的错误。请与 Symantec 技术支
持联系!

无法找到错误的来源。

请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计算节点 <node name> 上已安装软件 rpm（安装包）已安装在设备上。
更新 <rpm>。

请检查您尝试安装的 rpm 是否已安装
在设备上。

无法验证软件更新 <rpm> 是否已安装 无法检查设备中是否存在您正尝试安
装的 rpm（安装包）。

请检查是否有某些系统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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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说明

推荐的操作

未能获取主服务器 <master server
name> 上的 NetBackup 版本。

未能获取主服务器上的版本信息。

请检查是否存在某些网络问题，或主
服务器是否已意外关闭。

主服务器 <master server name> 上的 主服务器上的版本号不符合修补程序
的要求。
NetBackup 版本是 <version
number>，但它应为 <version number>

请确保该 NBU 版本已安装到主服务器
上，或确定要安装的修补程序是否正
确。

设备模式无效。

bp.conf 文件中的设备模式不正确。 请检查 bp.conf 中的设备模式并与
Veritas 支持联系。

请提供有效的 EEB 名称。

此错误消息仅针对 EEB 回滚出现。
EEB 名称无效。

请检查已使用的 EEB 名称。

修补程序 <rpm name> 签名检查失败。 在 rpm（安装程序包）中发现签名错
误。

请检查 rpm（安装程序包）的 md5 编
号是否正确。建议重新下载 rpm。

NetBackup 作业当前正在进行。停止 升级需要停止所有的 NetBackup 作
所有的 NetBackup 作业，然后重试升 业。
级。

请先停止 NetBackup 作业，然后再升
级设备软件。

无法收集备份作业摘要信息。这可能
说明一些进程并未运行，您应当重新
启动设备。

升级过程会检查是否存在任何活动的
NetBackup 作业。仅当确定没有检测
到任何活动作业时，升级过程才会继
续。如果无法编译备份作业摘要，则
意味着一些进程未在运行。

请检查 NetBackup 服务是否正确运
行。

软件升级过程失败。设备使用升级前
检查点回滚到升级前状态!

软件升级过程已失败，设备将自动回
滚到升级前状态。

请等待回滚完成。

自动回滚失败。请与 Symantec 技术
支持联系!

软件升级过程失败后，设备将自动回
滚到升级前状态。但是，自动回滚已
因意外原因失败。

请与 Veritas 支持联系，让其查看检查
点日志。

未能创建升级前检查点，请先解决此
问题!

升级前检查点因发生意外错误而不能
创建。

请与 Veritas 支持联系，让其查看检查
点日志。

自检失败，请先解决此问题!

自检因发生意外错误而失败。

请运行 Support > Test software
命令查看详细的错误消息。

表 9-20 列出了特定于 Manage > Appliance Restore 命令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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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0

Manage > Appliance Restore view

错误消息

说明

推荐的操作

设备检查点创建失败。请在解决错误
后重试。

这可能是由于磁盘空间不足引起的。

查找在该错误消息上方列出的其他信
息。重试操作。发生此错误时，请进
行清理，这样可释放磁盘空间。

回滚验证失败。无法继续执行到设备
检查点的回滚。请更正以上错误，然
后重试。

安全网络通信有问题。

查找在该错误消息上方列出的其他信
息。请尝试更正此错误，然后重试操
作。

到设备检查点 <checkpoint_name> 的 系统资源可能比较繁忙。
回滚失败。请继续执行建议的系统重
启。某些到设备检查点的回滚错误可
通过重启设备来解决。

重启设备，然后重试回滚操作。

恢复出厂设置验证失败。无法继续。
请解决以上错误，然后重试。

安全网络通信有问题。

查找在该错误消息上方列出的其他信
息。尝试更正错误，然后重试操作。

将设备重置到出厂状态失败。请继续
执行建议的系统重启。某些重置故障
可通过重启设备来解决。

系统资源可能比较繁忙。

重启设备，然后重试恢复出厂设置。

表 9-21 列出了特定于 Main_Menu > Network 命令的错误消息。
表 9-21

Main_Menu > Network view

错误消息

说明

推荐的操作

无法创建 VLAN <vlan_id>。设备
{interface} 不存在。

当您输入无效的接口时会发生此错误。 为 <vlan_id> 提供一个有效的数字标识
符。

无法创建 VLAN <vlan12>。接口
尝试通过已使用 IP 地址进行配置的接
<eth4> 已使用 IP 地址 10.10.10.10 进 口标记 VLAN 时会发生此错误。
行配置。无法通过已配置的接口创建
VLAN 设备。先取消配置 IP，然后再
添加 VLAN 设备。

输入一个尚未配置给其他接口的 IP 地
址。或者，您也可以取消给定接口的
现有 IP 地址配置，然后再标记
VLAN。

无法创建 VLAN <vlan12>。接口
<eth2> 未连接。

确保选择用于标记 VLAN 的接口已连
接。

尝试通过未连接的接口标记 VLAN 时
会发生此错误。

无法创建 VLAN <vlan12>。接口
如果您尝试通过结合接口标记 VLAN， 确保选择用于 VLAN 标记的接口不属
<eth4> 从属于结合 <bond0>。无法通 则会显示此错误。
于任何结合。
过结合接口创建 VLAN。
接口 {interface} 不存在。

如果您输入的用于通过
输入有效的接口名称以用于创建结合。
LinkAggregation 命令创建结合的
接口名称无效，则会发生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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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消息

说明

推荐的操作

所有给定接口 <interface(s)> 均未连
接。确保至少一个接口已连接。

如果参与创建结合的所有接口均未连
接，则会显示此错误。

确保至少其中一个参与创建结合的接
口已连接。

无法为单个接口启用结合。要启用结
合，请提供多个接口的详细信息。

如果您提供用于创建结合的单个接口
的信息，则会显示此错误。

要创建结合，请提供多个接口的接口
详细信息。

接口 <interface(s)> 的类型与速度不
同。

当您尝试使用端口速度不同的接口创
建结合时会发生此错误。

确保选择用于创建结合的接口具有相
同的端口速度。

接口 <interface> 属于某个结合。

当您提供详细信息的接口已属于其他
结合时会发生此错误。

确保选择用于该操作的接口不属于任
何结合。

无法为重复接口 <eth4> 启用结合。要 如果创建结合时输入重复的接口名称， 请勿在创建结合时输入重复的接口名
启用结合，请提供不同接口的详细信 则会显示此错误。例如，<eth3>、
称。
息
<eth4> 和 <eth4>
接口 <bond0> 是一个结合接口。无法 如果您尝试使用已属于其他结合的接
在结合中使用结合接口。
口来创建结合，则会显示此错误。

确保选择用于创建结合的接口不属于
任何现有结合。

无法在结合中使用接口 <eth4>。VLAN 当您尝试使用某个接口创建结合而且
<vlan12> 正在使用该接口。
已通过该接口标记了 VLAN 时，则会
发生此错误。

输入未通过其标记任何 VLAN 的接口
的详细信息。

已配置多个接口 (eth4:10.10.10.10
当您尝试使用已配置了 IP 地址的接口 要在接口之间创建结合，不应为多个
eth5:10.10.10.11)。使用
创建结合时会发生此错误。
接口配置 IP 地址。
Main->Network->Unconfigure 删除其
中一个接口。

表 9-22 列出了特定于 Main_menu > Network > WANOptimization 命令的错误消
息。
表 9-22

Main_ Menu > Network > WANOptimization

错误代码和错误消息

说明

推荐的操作

<V-409-925-01> 服务错误。

身份验证可能已超时或服务已关 通过启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重新启
闭。
动后台服务。然后，运行以下命令：
Support > Processes > AdminConsole
Start

<V-409-925-02> 未输入任何参
数。

必须至少输入一个命令参数才能 在命令行中键入 Enable 后，请至少输入一个命
运行 Enable 命令。
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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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和错误消息

说明

推荐的操作

<V-409-925-11> 返回的结果无
效。

由于意外错误或服务可能已关
通过启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菜单重新启
闭，无法获取 WAN 优化状态。 动 Web 服务。然后，运行以下命令：
Support > Processes > AdminConsole
Start
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技术支持联系。

< V-409-925-12> 无法为网络端 单个网络接口属于某个网络接口 要启用属于某个结合的单个网络接口的 WAN 优
口 {{port}} 启用网络接口优化。 端口结合。无法启用组成某个结 化，必须先删除该结合。删除该结合后，则可以
合的各个网络接口。
启用选定的网络接口的 WAN 优化。

注意：删除该结合会自动禁用组成该结合的所有
网络接口的 WAN 优化。
< V-409-925-13> 无法为网络端 单个网络接口属于某个网络接口 要删除属于某个结合的单个网络接口的 WAN 优
口 {{port}} 禁用网络接口优化。 端口结合。无法禁用组成某个结 化，必须删除该结合。删除该结合会自动禁用组
合的各个网络接口
成该结合的所有网络接口的 WAN 优化。
< V-409-925-14> 无法为网络端 指定的网络接口不存在。
口 {{port}} 禁用 WAN 优化。

从在命令行中输入的参数中删除要禁用的网络端
口的名称。

< V-409-925-15> 无法为网络端 指定的网络接口不存在。
口 {{port}} 启用 WAN 优化。

从在命令行中输入的参数中删除要启用的网络端
口的名称。

表 9-23 列出了特定于 Main_menu > Settings > 视图的错误消息。
表 9-23
错误代码和错误消息

Main_menu > Settings
说明

推荐的操作

设置设备角色之后，才可将设备配置 设置设备角色。
色，无法检测到“重复数据删除”服 为通过光纤通道 (FC) 实现优化复制和
自动映像复制的目标主机。
务。必须先使用 Main_Menu >
Appliance 命令配置设备角色，然后才
能启用此功能。
V-409-810-0001：因为未设置设备角

V-409-810-0013：由于内部错误，无
法启用“重复数据删除”服务。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由于内部错误，无法将设备配置为通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过 FC 实现优化复制和自动映像复制的
目标主机。

V-409-810-0014：由于内部错误，无 由于内部错误，设备无法执行此操作。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法执行此操作。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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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代码和错误消息

说明

推荐的操作

V-409-810-0015：由于内部错误，无

由于内部错误，设备无法加载目标端
口配置。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V-409-810-0017：由于内部错误，无 由于内部错误，设备无法禁用光纤传
法执行此操作。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 输重复数据删除。
系。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V-409-810-0018：当前设备处于非标 由于实际面板中的 HBA 卡配置不符合
准模式。检查 HBA 卡配置，然后联系 NetBackup Appliance 的标准硬件配
Veritas 技术支持。
置，因此设备无法启用光纤传输重复
数据删除。由于以下原因，HBA 卡的
出厂配置可能已发生更改：

要解决此问题，请执行以下操作：

法启用“重复数据删除”服务。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

一个或多个 HBA 卡发生故障。

■

一个或多个 HBA 卡已安装或卸载。

■

检查硬件运行状况或硬件警报

■

检查实际面板中的 HBA 卡

■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V-409-810-0019：由于内部错误，无 由于内部错误，设备无法执行此操作。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法执行此操作。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
系。

表 9-24 列出了特定于 Main_menu > Support > FibreTransport view 视图的错
误消息。
表 9-24

Main_menu > Support > FibreTransport view

错误代码和错误消息

说明

推荐的操作

V-409-810-0006：因为未设置 设置设备角色之后，才可配置 设置设备角色。
设备角色，无法配置优化复制 和使用光纤传输 (FT) 片段大
和复制的片段大小。必须先设 小。
置设备角色，然后才能配置优
化复制的片段大小。
V-409-810-0007：由于内部错 由于内部错误，无法配置和使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误，无法设置优化复制和复制 用 FT 片段大小。
的片段大小。与 Veritas 技术
支持联系。
V-409-810-0016：由于内部错 由于内部错误，设备无法执行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误，无法执行此操作。与
此操作。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表 9-25 列出了特定于 Main_menu > Manage > FibreChannel 视图命令的错误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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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5

Main_menu > Manage > FibreChannel

错误代码和错误消息

说明

V-409-810-0002：由于内部错误，无

由于内部错误，无法将设备配置为通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过 FC 实现优化复制和自动映像复制的
目标主机。

法重新启动“重复数据删除”服务。
与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V-409-810-0011：无法将端口
Slot:Port 配置为 FC Initiator 端口。
此端口为 %s 预留，无法更改它。有关
已保留的 HBA 端口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NetBackup Appliance 光纤通道指
南》。

推荐的操作

此端口预留用作 SAN 客户端 FTMS 的 请使用其他端口作为通过 FC 实现优化
目标模式端口，无法用作通过 FC 实现 复制和自动映像复制的启动器端口。
优化复制和自动映像复制的启动器端
有关可用的端口，请参考《NetBackup
口。
Appliance 光纤通道指南》。

V-409-810-0012：找不到端口
设备找不到用户指定的端口。用户必
Slot:Port。HBA 端口标识符无效。 须输入有效的插槽号、端口号或同时
检查设备上的 HBA 端口，并确保输入 输入两者。
有效的插槽号 (1-6) 和有效的端口号
(1-2)。

有关可用的端口，请参考《NetBackup
Appliance 光纤通道指南》。

V-409-810-0014：由于内部错误，无 由于内部错误，设备无法执行此操作。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法执行此操作。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
系。
V-409-810-0020：由于内部错误，无 由于内部错误，设备无法执行此操作。 与 Veritas 技术支持联系。
法执行此操作。与技术支持部门联系.

请参见第 140 页的“适用于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NetBackup 状态码”。
请参见第 132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初始配置期间显示的错误消息”。

适用于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NetBackup 状态码
本节列出了与 NetBackup Appliance 一起使用时可能会出现的 NetBackup 错误。
它可帮助您根据相应的错误消息解决问题：
表 9-26
NetBackup 状 消息
态码

NetBackup 状态码
说明

13

文件读取失败

读取文件或套接字失败。

48

无法找到客户端主机名

系统函数 gethostbyname() 无法找到客户端的主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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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Backup 状 消息
态码

说明

83

介质打开错误

磁带管理器 (bptm) 或磁盘管理器 (bpdm) 未能无法打开
备份或还原必须使用的设备或文件。

84

介质写入错误

NetBackup 写入可移动介质或磁盘文件时，系统的设备
驱动程序返回 I/O 错误。

89

设置共享内存期间遇到问题

NetBackup 进程使用共享内存执行某些操作。通过操作
系统的 API 初始化共享内存过程中遇到错误时，将返回
此状态。

213

没有可供使用的存储单元

NetBackup 资源代理 (nbrb) 未找到可供使用的存储单
元。所有存储单元均不可用，或所有存储单元均已配置
为“只根据要求”。此外，策略和日程表不需要特定存
储单元。

242

操作将导致非法复制

如果处理请求，将导致条目重复（例如，在目录库或配
置数据库中）。目录库条目重复通常是由于指定
NetBackup 目录库备份的介质 ID 时出错。

1500

存储单元无效

为存储生命周期策略中的一个或多个目标指定的存储单
元或存储单元组无效。

有关 NetBackup 状态码的更多信息，请参考《NetBackup™ 状态码参考指南》。
请参见第 140 页的“适用于 NetBackup Appliance 的 NetBackup 状态码”。
请参见第 132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116 页的“NetBackup Appliance Web Console上显示的错误消息”。
请参见第 115 页的“初始配置期间显示的错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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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G

52xx 介质服务器设备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重新配置
95
52xx 主服务器设备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进行初始
配置 86
通过 USB 和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重新配置 86
52xx 主服务器设备的初始配置
通过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86
5330 存储扩展架组件
设置为允许服务模式 68

故障排除
NetBackup Appliance 8
关于恢复出厂设置 56
和配置 41
配置 42
设置 41
故障排除指南
关于指南 7
目标读者 8
与技术支持联系 8
关闭
系统诱发
故障排除 66
管理
设备还原 107, 109, 111
光纤通道
HBA 卡验证 19
过温 67
故障排除 66

B
Browse 命令
设备日志文件 37
保护模式
说明 66

C
CPU
警报 67
测试并诊断网络问题向导 26
初始配置故障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 47
磁盘驱动器状态 LED
设备
故障排除 62

D
datacollect
设备日志 38
电流
警报 67
电源
保护模式 66
警报 67
设备
故障排除 64

H
恢复出厂设置
放弃 RAID 保留缓存 56
故障排除 56

I
IPMI 配置
关于 21
IPv4 和 IPv6 支持 23
IPv6 网络
故障排除 57

J
记录信息 10
检查磁盘配置向导 26
解决
引导序列更改问题 43
介质服务器
恢复出厂设置失败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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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故障 51–52

L
LED
系统状态
故障排除 67

M
内存
警报 67

N
NetBackup Appliance
关于故障排除 8
回滚设备 107
设备恢复出厂设置 111
设备回滚验证 109
NetBackup Appliance 目录关闭
初始配置故障 47
NetBackup 设备
NIC1 (eth0) 端口用法 104
NetBackup 支持实用程序
NBDNA 30
nbsu 30
NIC1 (eth0) 端口用法
NetBackup 设备上 104

P
配置主服务器
与设备介质服务器进行通信 93

电源
故障排除 64
故障排除
未打开 61
设备介质服务器
配置主服务器以进行通信 93
设备日志文件
Browse 命令 37
设备序列号 12
设备诊断中心 26
收集日志
datacollect 38
NetBackup-Java 应用程序 39
命令 36
日志类型 36
日志文件位置 36
收集日志文件 35
收集日志文件向导 26

T
TECH187722 60

V
VxMS 记录
启用和禁用 40

X
系统状态
LED
故障排除 67
状态 67
向导

Q
启动失败
嵌入式 RAID 控制器 60

R
热插拔
关于 72
日志文件
简介 33
启用和禁用 VxMS 记录 40

收集日志文件 35

Y
引导序列更改
解决 43
硬件监视警报
对重复发出警报进行故障排除 68
允许服务模式
5330 存储扩展架组件 68

Z

S
设备
磁盘驱动器状态 LED
故障排除 62

重新配置 52xx 或 5330 介质服务器设备
使用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95

143

索引

重新配置 52xx 主服务器设备
通过 USB 和 NetBackup Appliance Shell
Menu 86
自我修复向导 26
最佳做法
BMR 24
HBA 卡验证 19
故障排除 11
密码 22
删除用户 25
通知设置 21
序列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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