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用于保护业务数据的解决方案无法满足关键任务企业数据库的需求。这些解决方案每次

执行恢复时会丢失多达几小时至数天的业务数据，在备份期间还会给生产服务器带来沉重负

担，并且无法确保数据库级别的可恢复性，也无法通过扩展满足不断增长的数据库需求。从

根本上说，它们将数据库作为一组分散的文件来复制，而不是具备特定完整性和性能需求的

事务系统。云和恩墨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是一个突破性的数据保护解决方案，可直接满

足这些需求。该设备可消除数据丢失风险并大幅降低数据保护对生产服务器带来的开销，满

足客户的恢复时间目标（RTO）和恢复点目标（RPO）要求。 

此外，它还可以通过扩展，以保护数以千计的数据库、确保端到端的数据验证并实现全

生命周期保护，包括磁盘备份和远程复制。 

当今的数据库数据保护问题 

当今数据库保护解决方案的问题根源是： 

⚫ 备份和恢复方法基于使用了数十年的夜间备份模式，每次恢复都会丢失多达一天的数据 

⚫ 无论数据是否更改，生产服务器和网络在每次备份时都要处理所有数据库数据，因此开

销极高 

⚫ 数据不断增长导致备份时间越来越长 

⚫ 备份设备扩展性有限，无法为数据中心中成百上千的数据库提供保护 

⚫ 缺乏对整个数据保护生命周期（从磁盘到复制）的可见性和控制力 

云和恩墨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简介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是云和恩墨专为保护数据库而设计的集成系统。该一体机可为关

键数据库提供持续保护，同时将所有备份处理从生产服务器分流出去，从而极大限度地降低

开销。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具备高可扩展性，只需一台设备即可满足数千数据库的数据保护

需求。 



 
图 1.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 架构概述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与 Oracle 数据库和 Recovery Manager (RMAN) 备份工具紧密

集成，可提供任何其他数据保护解决方案无法企及的数据保护功能和性能。 

ZDBM 设计目标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的首要设计目标如下： 

⚫ 消除现有数据保护解决方案存在的关键数据库数据丢失风险 

⚫ 及时验证备份数据的可恢复性，满足客户对备份数据的副本分配、虚拟克隆等需求。 

ZDBM 特色功能点 

实时重做日志传输 

重做日志是在 Oracle 数据库中实现事务更改的基本途径。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近实

时对重做日志进行数据保护，可确保数据库受到秒级的保护。由于重做日志数据保护每次只

获取增量数据，因此生产系统的开销很低。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以简单、经济高效的方式

可提供类似 Data Guard 级别相当的数据保护，专门用于不需要 Data Guard 快速故障切换

和查询分流功能的数据库。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部署无需对生产系统进行特殊更改，尽量

减少对生产系统的影响。 

永久增量备份架构 

尽管需要确保 24x7 运营，但许多企业不得不留出数小时的备份时间，并在这段时间内

尽量减少生产作业。备份时间不能创造直接业务效益，还会抢占关键业务报告和批处理负载

的非高峰处理时间。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备份时间不断缩小，而数据量却在不断增

加。 

使用数据库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来针对源生产数据库的保护，只需一次全备份，后

续仅需同步归档日志及 REDO 日志增量，这极大降低备份对生产系统的影响。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定期应用归档日志，这叫做“归档验证”。 

这样便可用成本低廉的 10 Gb 以太网进行备份。而不需要使用昂贵的专用光纤通道或

基于以太网的光纤通道备份网络。此外，由于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传输过程也可支持压

缩，这也极大地降低网络流量，因此无需与受保护的数据库放在一起。 

高效存储空间管理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存储管理是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软件引擎的“大脑”。ZDBM 数

据库备份系统对数据执行压缩、编制索引和存储操作。 

数据库全备份是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里其他数据操作的前提。当需要执行恢复操作

时，存储空间管理会基于所期望恢复时间点最近的快照重新创建一个物理完全备份。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的底层硬件架构具备高度可扩展性和卓越性能，可为恢复操作提供支持。与

速度更慢的传统恢复方式相比，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无需恢复完全备份然后按顺序恢复和

应用所有相关增量备份及归档日志，因此恢复的速度更快。 

 

实际上，所有与备份相关的处理将分流部分至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这包括耗时的

压缩、备份删除验证和维护操作。这可释放生产系统资源（不只是备份时间），从而提升生

产系统的性能。 

总之，借助实时重做日志传输和归档验证，在受保护的数据库这端，只需处理极少的备

份相关工作：仅向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传输重做日志、归档日志及特殊情况下产生的增

量备份。其他所有与备份和恢复相关的处理都将由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来完成。这是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的一个核心架构创新，当今很多其他备份解决方案都无法企及。 

恢复保障：端到端的数据验证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可识别内部 Oracle 数据库块格式，因此可支持深度数据验证。

所有备份数据和重做块在发送至 ZDBM数据库备份系统以及自我复制时都会自动进行验证。

此外，磁盘上的备份块也会定期进行验证。这可以确保恢复操作始终恢复有效数据。如在验

证过程中发现数据损坏，则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的底层存储软件会自动读取镜像副本中

的正常数据块，并立即修复受损数据块。 

此外，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存储软件还会定期检查底层硬盘。如果检测到坏扇区，则

会自动立即修复它们，降低静默错误风险。 

 

高效盘活数据：虚拟数据库 

VDB（VIRTUAL DATABASE，虚拟数据库）是使用生产系统数据库原始磁盘格式的文件

恢复出来的数据库。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具有 CDM 的特性。对于 CDM（Copy Data Management）， 

Gartner 定义如下： 

它是从生产环境通过快照技术获取有应用一致性保证的数据在非生产存储上生成“黄金



副本（Golden image）”，这个“黄金副本 ”数据格式是原始的磁盘格式，可再虚拟化成多个

副本直接挂载给服务器，构建为一个或多个 VDB(虚拟数据库),可分别用于备份恢复、容灾、

安全审查或者开发测试。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根据策略驱动： 

1） 它定时对生产系统数据库的备份数据进行归档应用，使备份的这部分数据尽量接近

生产库； 

2） 它通过选择保护期间的任一时间点或 SCN 来对生产系统数据库进行恢复测试，可

部署多个 VDB（虚拟数据库），可分别用于备份恢复、容灾、安全审查或者开发测

试等场景。 

 

基于策略的数据保护管理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引入了保护策略的概念。保护策略用于定义恢复目标，以便基于

每个数据库在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上执行这些目标。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可通过定制

支持各种业务服务级别协议。利用保护策略，可以按恢复策略轻松对数据库进行分组。例如，

当数据库 A 备份策略是本地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和远程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恢复周期

分别为 30 天 和 60 天，而数据库 C，本地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和远程 ZDBM 数据库备

份系统的恢复周期分别为 10 天和 20 天。同时 

在创建更多数据库之后，用户可轻松地将其添加到任一个现有保护策略下。例如，可以

简单地为一个新的财务数据库添加策略，然后策略的恢复周期目标便会自动应用到该数据库

的备份。借助这个自动、基于策略的框架，组织可以轻松在整个企业中实施数据库保护即服

务。 

高效数据容灾复制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可分为本地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和远程 ZDBM 数据库备份系

统。本地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上的备份可以轻松、快捷、安全地复制到远程 ZDBM 数据

库备份系统中，以防站点中断和区域性灾难等问题。例如，数据可以复制到远程 ZDBM 数据

库备份系统。远程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可以是物理机或运行在云环境的虚拟机。 复制过

程仅复制更改的块，从而极大地减少了 WAN 网络占用。 

如果本地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不可用，可以直接从远程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运行

恢复操作，而不需要在本地暂存数据。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配置 

基本配置 

ZDBM 配置的硬件可灵活搭配，下面的基准配置： 

  磁盘数 总容量 TB 可用容量 TB 备份 TB/小时 恢复 TB/小时 外观 备注 

精简版 12 28 14 4 6 2U 12 块 10K SAS接口 HDD 

标准版 12 46 23 7 9 2U 12 块 SATA 接口 SSD   

高级版 22 84 42 12 16 2U 22 块 SATA 接口 SSD 

高容量版 45 360 180 24 32 4U 45 块 SATA接口 HDD 

6 NVMe SSD 

配置描述如下： 

1） 精简版、标准版，高级版分别自,12、12 和 22 块磁盘，可选全 SATA/SAS SSD。可用

容量分别 12T、23T 和 42T。 

2） 高容量版适合有大量数据备份及较长保留期的客户。它标配 45 块 NL-SAS 磁盘，可扩

容至 90 块 NL-SAS 磁盘。标配容量 360TB，最高可扩展至 1P 容量。可用容量标配

180T，最高可扩展至 512T。 

性能特性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将吞吐量极高的计算、网络和存储与独特的数据库集成组合在一

起，使其性能水平能够轻松满足整个数据中心的数据保护需求。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可支

持有效速度高达 24TB/小时的完全备份。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只需读取、发送和处理更改

数据，其工作量远低于其他产品，因此能提供远超市场上其他产品的绝无仅有的高速度。 

单机架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可支持高达 24TB/小时的速度接收更改数据，支持高达

32 TB/小时的恢复速度。 

利用新的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软件版本，显著降低了备份和恢复操作过程中的 CPU 

使用量，因此对于基本配置到半机架配置，提高了备份和恢复吞吐量。实际性能指标因所选

配置、用户数据细节、源系统吞吐量和网络连接而异。 

软件配置 

运行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所需的一切软件均包含在单一软件许可中： 

⚫ 备份、恢复和复制 

⚫ 存储软件 

⚫ 监视和管理 



ZDBM 数据库备份系统硬件规格 

服务器包含基本配置如下： 

⚫ 2 个 18 核 Xeon 处理器 

⚫ 256 GB ECC 内存，适用于精简版、标准版 

⚫ 512 GB ECC 内存，适用于高级版和高容量版 

⚫ 磁盘控制器（带 2 GB 超级电容保护的写缓存） 

⚫ 12~24 块 1.8TB 高性能 SAS/SATA 接口磁盘，可选 SSD 磁盘，适用于精简版、标准版

和高级版 

⚫ 最高可达 90 块 12TB 7200 RPM 大容量 SAS/SATA 接口磁盘，标配 6 块 2T NVMe 闪存

盘，适用于高容量版 

⚫ 1 个双端口 EDR（100Gb/秒）InfiniBand 适配器 

⚫ 4 个 1/10 Gb 以太网端口（铜缆） 

⚫ 2 个 10 Gb 以太网端口（光缆） 

⚫ 1 个企业授权管理卡，以太网端口(铜缆) 

⚫ 冗余可热插拔电源及风扇 

⚫ 外观：2U【精简版、标准版和高级版】、4U 高度【高容量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