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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述
本文档介绍 i2UP的安装部署方案及包含的各个产品功能的具体操作过程及注意事项。

读者对象
本文档适用于安装及运维工程师。

符号约定
本文档可能出现以下标志，他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硬件设备可能会导致人员死

亡或严重的人身伤害，软件可能会导致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无法

恢复。

用于警示潜在的危险情形，若不避免，硬件设备可能会导致中度或

轻微的人身伤害。软件可能会导致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可恢复。

用于传递设备或环境安全警示信息，若不避免，可能会导致设备损

坏、数据丢失、设备性能降低或其它不可预知的结果。

用于突出重要/关键信息、最佳实践和小窍门等。

“说明”不是安全警示信息，不涉及文件丢失或损坏。

名词解释
本文档 i2UP可能出现以下名词缩写，他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名词 说明

RTO RTO (Recovery Time Objective)：是指灾难发生后，从 I/T系统停机

导致业务停顿开始，到 IT系统恢复可以支持业务恢复运营之时，所

需要的时间。

RPO RPO (Recovery Point Objective)：发生意外灾难事件时可能丢失的数

据量。是指能够恢复至可以支持业务运作，系统及数据恢复到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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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 说明

的更新程度—可以是上一周的备份数据，也可以是上一次交易的实

时数据。

i2UP 英方统一数据管理平台：英方统一的容灾备份管理平台，通过该平

台，用户可以充分利用英方旗下的 i2COOPY、i2CDP、i2Availability、
i2FFO、i2MOVE、i2NAS、i2Block、i2Active、i2Stream等产品实现

一站式的数据和系统容灾备份管理。

i2Node 节点：是指安装了英方客户端复制软件的物理机或者虚拟机。

i2Ctrlcenter 控制机：用于实现数据和系统容灾备份管理的WEB控制台，通过

i2Ctrlcener，用户可以实现 i2COOPY、i2CDP、i2Availability、i2FFO、
i2MOVE、i2NAS、i2Block、i2Active、i2Stream等各种规则的配置

与监控。

i2COOPY 英方数据实时复制产品：实时数据复制，跨平台跨区域数据灾备。

i2CDP 英方持续数据保护产品：细粒度数据持续保护，可恢复至任意历史

时间点。

i2DTO 英方对象存储管理产品：对象存储数据迁移、备份和归档管理。

i2Backup 英方数据定时备份产品：定时备份各类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

及文件系统。

i2Availability 英方应用高可用产品：在本地/异地/云端实现应用级的高可用保护。

i2CS 英方高可用集群产品：基于共享存储的高可用集群软件。

i2FFO 英方全服务器备份产品：对 Windows/Linux 全服务器进行备份。

i2VP 英方虚拟化备份产品：无代理方式对虚拟机进行容灾备份。

i2NAS 英方 NAS海量数据备份产品：针对海量 NAS 数据进行灾备保护

i2Block 英方块设备复制产品：基于磁盘块级别的块数据实时复制。

i2Move 英方在线热迁移产品：生产业务不间断情况下对系统的整体热迁移。

OS Operating System 操作系统

I/O Input/Output 输入/输出

源端 又称作工作机或者生产机，是指需要对数据、应用、或者系统进行

保护所在的物理机或者虚拟机。

目标端 又称作灾备机或者备机，是指用于存放从源端复制过来的数据所在

的物理机或者虚拟机。

主节点 英方高可用（i2Availability）中的概念，是指在双机热备的高可用环

境中，对外提供服务的节点。

从节点 英方高可用（i2Availability）中的概念，是指在双机热备的高可用环

境中，处于热备状态的节点。从节点持续监控主节点的状态，一旦

达到切换条件，就会接管主节点，提供对外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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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 说明

iSCSI Internet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又称为 IP-SAN，是一种基于因特网

及 SCSI-3协议下的存储技术，把原来只用于本机的 SCSI协议透过

TCP/IP网络发送。

iSCSI发起端 iSCSI Initiator，iSCSI 客户端，一般使用 IP-SAN 存储的系统都需要

安装 iSCSI 客户端软件，来连接到 IP-SAN或者 iSCSI的目标端。

iSCSI目标端 iSCSI Target，iSCSI target是位于 iSCSI 服务器上的存储资源，

Windows Server 2012就提供 iSCSI target功能，可提供 IP-SAN服务。

TPG iSCSI Target Portal Groups, 通常一个 iSCSI target包含一个 IP地址和

端口，一个 Target Portal Group可以包含多个 IP和端口，这样一个

iSCSI Initiator和 Target Portal Group就可以建立多路径的 IO
（MultIPath I/O,MPIO）。

https://baike.baidu.com/item/SA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7%89%B9%E7%B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0%E7%89%B9%E7%B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SCSI-3
https://baike.baidu.com/item/TCP/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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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2UP数据统一管理平台

1.1 概述

总览界面主要向用户展示系统运行的基本信息，有助于用户实时掌握系统的基本运行状

况。展⽰模块主要包括节点、复制规则、高可用规则、虚拟平台等相关状态情况。

1.1.1 i2UP简介

随着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广泛应用，数据已经成为了组织的核心资产，但一

些分散的、孤立的数据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导致整个 IT系统进一步的臃肿和复杂。

为了解决这些数据管理难题，英方推出统一数据管理平台（i2UP）。i2UP包含了针对物理

机、虚拟化及云端环境的数据监控、灾备、迁移、同步、分发、共享、集成、治理，归档

等多维度大数据管理功能。可帮助用户实现高效率、智能化的数据管理工作，使一个软件

操作界面，全面掌握企业信息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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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UP集中管理容灾保护，提供业务连续性容灾解决方案，可实现跨平台、跨存储，对用户

的数据中心资源进行多维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和管理。重点满足企业针对核心业务生产系

统的数据级保护、应用级保护、系统级保护；同时满足用户向异构虚拟平台或公有云迁移

的要求，提高基础架构的自动化管理水平。

1.1.2 i2UP架构

i2UP组件结构如下图所示：

1. i2Node：i2Node节点包含 5个主要功能模块。

a. 工作机功能模块，用于捕获和发送用户端应用服务器的数据；

b. 灾备机功能模块，用于接收来自工作机模块的数据，保存在备份服务器；

c. 高可用功能模块，用于实现资源监控、切换、高可用服务的控制；

d. RPC模块，用于接收来自控制机和 NPServer的控制命令；

e. 日志模块，用于收集日志并发送到控制机。i2Node安装在用户的生产服务器（工

作机或者源机 Source），和备份服务器（灾备机或者目标端 Target）。

2. i2Node for i2VP：集成 VMware VDDK的 i2Node节点模块，包含生成 vmdk虚拟磁盘

格式所需要的库，VMware虚拟化备份和全服务器备份规则的备份成 vmdk 格式需要

安装此模块。

3. i2Node for i2CDM：集成块复制内核驱动的 i2Node节点模块，全服务器备份规则的

块设备备份、CDM整机复制规则需要用安装此模块。

4. NPServer：虚拟平台的代理程序，实现虚拟平台的接口调用，同时还实现虚拟化备份

/恢复的任务管理和其他管理功能。

5. i2Block-Client：块复制规则的客户端，可作为 iSCSI发起端，用于连接 iSCSI Target
端共享的磁盘设备。

6. i2Block-Server：块复制规则的服务端，包含存储管理功能，可作为 iSCSI的目标端，

用于提供块设备共享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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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2UP控制机：统一数据管理平台，安装 i2UP控制机软件后，通过WEB界面实现配

置和管理。如果是Windows环境可使用桌面 i2CtrlApp应用程序配置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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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登录

i2UP是统一数据管理平台，英方是通过登录平台来使用控制机对各个节点的控制，首次登

录控制机，需要对控制机的初始配置进行用户自定义调整。

1. 登录访问控制机，英方 i2Ctrlcenter和WebConsole控制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访问：

a.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管理控制台的 IP地址和端口（默认为 58080），格式如：

https://<i2UP控制机 IP地址>>:58086。以 IP地址为 192.168.100.102为例，则访

问地址为：http://192.168.100.102:58080/或者 https://192.168.100.102:58086，兼容

浏览器包括 Edge、Firefox、Chrome等。

b. 如果 i2Ctrlcenter控制机装在Windows OS下，也可以通过双击桌面的 i2CtrlApp
应用登录操作。

首次登录浏览器会遇到阻拦信息，这是因为 SSL证书不在浏览器的可信范围内，对于安全没有影响，
单击继续浏览即可。

用户可以对登录界面进行自定义修改，详见 i2UP自定义登录界面。

1. 输入登录用户和密码登录至 i2UP控制台。

首次登录的初始用户名为 admin，密码：Info1234。

2. 验证成功后选择所需的单击进入即可登录至控制台。

首次登录后需要对初始密码进行修改，管理员需要在系统设置中配置控制机地址，配置好后单击修
改全局设置就可以进入控制台界面。

3. 完成登录后，必须添加软件许可才能使用 i2UP的各项功能。

系统设置中配置控制机地址，不一定是控制机本身的 IP地址，可以 IP地址，或者域名，或者机器名，

但是无论设置什么，这个地址必须是节点可以访问的地址。节点通过该地址，发送节点的流量日志、
节点日志到控制机，以及升级时，通过该地址获取 i2Node升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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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菜单栏说明

用户登录至 i2UP平台后，即可看见英方控制机的总览界面，依次会详细介绍。

左侧的菜单栏说明：

 ：单击此按钮，可以将左侧栏的菜单进行隐藏，隐藏后，仅显示各个功能的图标，

扩大操作界面的体验感。

总览：显示当前控制机内的所有节点和规则的运行情况。

资源管理：主要是对用户添加至 i2UP平台内的资源进行管理，包括：业务组管理、资源

授权、容灾节点、虚拟化、存储管理、DTO资源、代理管理、数据库节点。

数据库同步：包含以下功能：

 ORACLE同步：同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异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MYSQL同步：同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异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SQL Server同步：同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异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PostgreSQL同步：同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异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DB2同步：同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异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KAFKA同步：同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异构数据库的实时数据复制。

数据安全：英方数据数据脱敏产品（i2Masking）的功能：实现敏感隐私数据的可靠保护

且不影响业务的应用。

实时数据复制：包含以下功能：

 复制规则，英方数据实时复制产品（i2COOPY）的功能：实时数据复制，跨平台跨区

域数据灾备。

 恢复管理，英方持续数据保护产品（i2CDP）的功能：细粒度数据持续保护，可恢复

至任意历史时间点。

 NAS文件复制，英方虚拟化备份产品（i2NAS）的功能：针对海量 NAS 数据进行灾

备保护。

 比较和同步，比较工作机上的数据和灾备机上的数据的一致性。

 块复制，英方块设备复制产品（i2Block）的功能：基于磁盘块级别的块数据实时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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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高可用：包含以下功能：

 英方应用高可用产品（i2Availability/i2HA）的功能：在本地/异地/云端实现应用级的

高可用保护。

定时管理：包含以下功能：

 全服务器保护，英方全服务器备份产品（i2FFO）的功能：对 Windows/Linux 全服务

器进行备份。

 应用保护，英方数据定时备份产品（i2Backup）的功能：定时备份各类结构化数据、

非结构化数据及文件系统。

 虚拟化支持，英方虚拟化备份产品（i2VP）的功能：无代理方式对虚拟机进行容灾备

份。

 DTO管理，英方对象存储管理产品（i2DTO）的功能：对象存储数据迁移、备份和归

档管理。

副本管理：包含整机 CDM，存储 CDM的功能。

业务迁移：包含以下功能：

 整机迁移，英方在线热迁移产品（i2Move）的功能：生产业务不间断情况下对系统的

整体热迁移。

系统管理：用户可以对系统设置主要是对 i2UP控制台系统进行设置。包括系统参数、许

可管理、配置备份和操作日志等。

更多：包含：统计报告、消息中心、模板管理、诊断、告警日志等功能。

右上角菜单栏说明：

 ：显示当前登录至 i2UP控制台的用户名。

锁定：单机可以锁定当前会话，需要再次进行身份鉴别才能够重新管理备份系统。

主题：单击可以自定义 i2UP控制台的背景颜色。

选择语言：选择当前 i2UP控制台显示的语言。

通知：显示当前 i2UP控制台中包含的规则的通知信息。

节点包下载：可以通过控制机下载节点包的操作。

 ：单击此按钮可以查看当前控制机的版本信息和 i2UP软件用户手册。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7 -

总览界面内容的说明：

系统正常运行时间：显示控制机程序所在机器的运行时间。

数据库节点状态：显示当前 i2UP控制台中所有数据库节点的状态信息。

节点状态：显示当前 i2UP控制台中所有数据库节点的状态信息。

实时数据复制规则状态：显示当前 i2UP控制台中所有复制规则运行中处于不同状态的数

量。

 复制：正常状态，复制阶段显示为备份状态。

 维护：正常状态，规则相关节点开启了维护模式。

 镜像：正常状态，遍历、镜像节点统计为镜像状态。

 停止：异常状态，规则停止。

 未知：异常状态，无法获取到规则状态。

数据库复制规则状态：显示当前 i2UP控制台中所有数据库复制规则运行中处于不同状态

的数量。

 全量：正常状态，处于全同步时的状态。

 增量：正常状态，处于增量时的状态。

 停止：正常状态，手动规则停止。

 未知：异常状态，无法获取到规则状态。

 错误：异常状态。

高可用规则状态：显示当前 i2UP控制台中所有高可用规则运行中处于不同状态的数量。

 运行：正常状态，所有规则正常运行时的状态。包括但不限于：就绪，复制等。

 维护：正常状态，规则相关节点开启了维护模式。

 切换：正常状态，切换条件达到，正在切换到从节点。

 停止：异常状态，规则停止。 当节点状态中出现停止时，该高可用状态归类为停止。

 未知：异常状态，无法获取到规则状态。当节点状态都为未知时，则归类为未知。

副本管理规则状态：显示当前 i2UP控制台中所有存储 CDM（快照任务）、整机 CDM(整
机复制)规则运行中处于不同状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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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正常状态，周期性规则，处于等待状态。

 维护：正常状态，规则相关节点开启了维护模式。

 复制：正常状态，数据传输时的状态。

 完成：正常状态，一次性规则，规则结束状态。

 停止：异常状态，规则手动停止或异常停止。

 未知：异常状态，无法获取规则状态。

定时数据复制规则状态：显示当前 i2UP控制台中所有 backup、VP（虚机备份，虚机迁

移 ，虚机复制）、FFO 规则运行中处于不同状态的数量。

 等待：正常状态，周期性规则，处于等待状态，或完成状态之前的状态，例如：迁移

就绪。

 维护：正常状态，规则相关节点开启了维护模式。

 复制：正常状态，数据传输时的状态。

 完成：正常状态，一次性规则，规则结束状态。

 停止：异常状态，规则手动停止或异常停止。

 未知：异常状态，无法获取规则状态。

备份统计：显示当前 i2UP控制台中所有 backup、VP（虚机备份，虚机迁移 ，虚机复

制）、FFO 规则近 7日的运行状态。

消息列表：显示节点或规则的异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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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系统管理

1.4.1 概述

系统设置主要是对 i2UP控制台系统进行设置。包括系统参数、许可管理、配置备份和操

作日志。

1.4.2 i2UP自定义登录界面

i2UP控制台的登录界面文字支持自定义设置，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自定义文字修

改。文字的修改是通过修改 diy_config.php文件里面的“title”和“product_name”来实现

的。具体配置方法举例如下：

1. 打开 diy_config.php文件，单击编辑修改。

diy_config.php文件在以下位置：

控制机装在Windows OS下，diy_config.php文件默认地址为：C:\Program Files
(x86)\info2soft\ctrlcenter\wwwroot\default\application\config\diy_config.php。

控制机装在Windows OS下，diy_config.php文件自定义地址为：<安装路
径>\info2soft\ctrlcenter\wwwroot\default\public\application\config\diy_config.php。

控制机装在 Linux OS下，diy_config.php文件路径为：
/var/i2data/www/default/application/config/diy_config.php。

2. 将$config['oem_flag']参数值设置为“true”。

3. 将 titel修改为“标签页名”。

4. 将 product_name修改为：“操作界面名”。

#修改前默认值：

<?php

defined('BASEPATH') OR exit('No direct script access allowed');

/*

| -------------------------------------------------------------------------

| diy_config

| -------------------------------------------------------------------------

| 用来自定义产品名称（登录页、页面标题等）

|

*/

$config['oem_flag'] = false;

$config['product_title'] = [

'zh_cn' => [

'title' => '英方统一数据管理平台',

'product_name' => '英方统一数据管理平台',

],

'zh_tw' => [

'title' => '英方統一資料管理平臺',

'product_name' => '英方統一資料管理平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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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 [

'title' => 'I2 UP',

'product_name' => 'I2 UP',

],

];

#修改后：

<?php

defined('BASEPATH') OR exit('No direct script access allowed');

/*

| -------------------------------------------------------------------------

| diy_config

| -------------------------------------------------------------------------

| 用来自定义产品名称（登录页、页面标题等）

|

*/

$config['oem_flag'] = true;

$config['product_title'] = [

'zh_cn' => [

'title' => '标签页名',

'product_name' => '操作界面名',

],

'zh_tw' => [

'title' => '英方統一資料管理平臺',

'product_name' => '英方統一資料管理平臺',

],

'english' => [

'title' => 'I2 UP',

'product_name' => 'I2 UP',

],

];

5. 保存后，登录访问控制机，英方 i2Ctrlcenter控制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访问：

a.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管理控制台的 IP地址和端口（默认为 58080），格式如：

https://<i2UP控制机 IP地址>>:58086。以 IP地址为 192.168.100.102为例，则访

问地址为：http://192.168.100.102:58080/或者 https://192.168.100.102:58086，兼容

浏览器包括 Edge、Firefox、Chrome等。

b. 如果 i2Ctrlcenter控制机装在Windows OS下，也可以通过双击桌面的 i2CtrlApp
应用登录操作。

6. 登录界面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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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内网下控制机配置节点包下载

当用户需要给新增的应用服务器部署 i2Node程序进行保护，或者当用户需要在原应用服

务器上卸载和重新部署 i2Node程序时，考虑到现场的网络限制，用户可能无法访问外网

下载 i2Node安装包。为此，软件提供从控制机下载 i2Node程序安装包的功能，用户可以

通过控制机点击直接获取 i2Node安装包。

1.4.3.1 Windows OS下的控制机配置 i2Node节点安装包下载

具体步骤如下：

1. 从英方获取 i2Node程序安装包；

2. 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控制机所在主机，找到控制机的安装目录，在此目录<安装路

径>\info2soft\ctrlcenter\www\default\public下创建文件夹，并命名为 packages，并将

i2Node安装包上传到此目录，如下图所示：

1. 修改配置文件，找到以下路径的文件：<安装路

径>\info2soft\ctrlcenter\www\default\application\config\i2.php配置文件，如节点需要下

载的版本为“7.1.56.19110122”，修改如下：

$config['package_version'] = '7.1.56.19110122';

这里的版本号“7.1.56.19110122”指的是节点安装包后面的数字版本号，设置 i2.php配置文件是为了
实现后续控制台的识别。

2. 登录控制机管理界面，单击右上角“节点包下载”，从下拉框中选择 i2Node安装包，

单击“下载”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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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的节点安装包后缀版本号都必须保持一致，所有类型的节点软件包名后面的版本
号（7.1.56.19110122）都必须保持一致。

2. 在<安装路径>\info2soft\ctrlcenter\www\default\public\packages目录下里放好用户所需

的节点安装包后，若控制机还处于登录状态，则需要退出当前用户，再重新登录
i2Ctrlcenter控制机才能生效。

3. <安装路径>\info2soft\ctrlcenter\www\default\public\packages目录下只能放节点安装
包，即安装包的前缀必须都是“info2soft-i2node”，非节点的安装包是无法识别的。

1.4.3.2 Linux OS下的控制机配置 i2Node节点安装包下载

具体步骤如下：

1. 从英方获取 i2Node程序安装包；

2. 使用 root账户登录控制机所在主机，找到控制机的安装目录，在此目录

/var/i2data/www/default/public/下创建文件夹，并命名为 packages，并将 i2Node安装包

上传到此目录，如下图所示：

3. 修改/var/i2data/www/default/application/config/i2.php配置文件，如节点需要下载的版

本为“7.1.56.19110122”，修改如下：

$config['package_version'] = '7.1.56.19110122';

这里的“package_version”赋予的值是“7.1.56.19110122”，此数字指的是节点安装包后面的版本号，
控制台是通过识别 i2.php配置文件中“package_version”的值来实现显示界面中的对应版本号的节点
安装包。

4. 登录控制机管理界面，单击右上角“节点包下载”，从下拉框中选择 i2Node安装包，

单击“下载”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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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有的节点安装包后缀版本号都必须保持一致，所有类型的节点软件包名后面的版本
号（7.1.56.19110122）都必须保持一致。

2. /var/i2data/www/default/public/packages目录下里放好用户所需的节点安装包后，若控

制机还处于登录状态，则需要退出当前用户，再重新登录 i2Ctrlcenter控制机才能生效。

3. /var/i2data/www/default/public/packages目录下只能放节点安装包，即安装包的前缀必
须都是“info2soft-i2node”，非节点的安装包是无法识别的。

1.4.4 i2UP用户设置

1.4.4.1 i2UP默认用户

i2UP 默认内置以下类型用户：

系统管理员（登录名：sysadmin）：增删改用户、用户权限管理。

业务管理员（登录名：admin）：业务相关操作管理员。

业务操作员（登录名：operator）：具有业务操作权限， 需要系统管理员对不同功能模块进

行授权，内置 operator用户角色默认只有资源相关的操作权限，如需更多权限，详见角色

管理。

审计员（登录名：auditor）：可查看系统的操作日志。

租户系统管理员（tenant admin）：租户相关操作，登录名为 system（该功能暂不支持，将

在后续版本开放，这里不做介绍，目前仅支持菜单管理，对菜单显示内容进行调整。）。

1. 内置所有用户的初始密码均为“Info1234”，首次登录后需要对密码及相关控制机配置

进行修改，修改完即可开始正常操作。

2. 只有当用户状态为“启用”的帐号才可以登录控制台进行相关操作。

3. 业务指的是统一灾备管理平台提供的数据复制、数据恢复、应用高可用保护、系统备

份和恢复、虚拟机备份和恢复等功能。

1.4.4.2 i2UP用户信息&密钥

使用用户账号成功登录到 i2UP的平台后，在右上方，单击“<用户名>”→“用户信息”，

在用户信息中可对用户的“基本信息”以及用户的“密码”进行修改，密码长度不能少于

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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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信息”&“修改密码”：按照提示操作即可，本文不予过多阐述，唯一需要注意

的是“修改密码”的密码长度不得少于 8位数字。

 “密钥管理”：初次进入是空白的，单击“新建”，会自动生成一行密钥信息，最多两条

信息。

自动生成的密钥信息中的“AccessKey”和“SecretKey”指的是当前用户账户用于 API授权的密钥管

理。请妥善管理“AccessKey”和“SecretKey”，切勿泄漏。

1.4.4.3 i2UP用户与角色管理

1.4.4.3.1 用户、角色与权限的关系

i2UP平台系统在用户管理上采用RBAC模型，基于角色的权限访问控制（Role-Based Access
Control），权限与角色相关联，用户通过成为某个角色的成员而继承当前角色的权限。角

色是为了完成各种工作而创造，用户依据它的责任和资格来被指派相应的角色，用户可以

很容易地从一个角色被指派到另一个角色。角色可依新的需求赋予新的权限，而权限也可

根据需要而从某角色中回收。

简单来说，一个用户拥有若干角色，每一个角色拥有若干权限。构成“用户-角色-权限”的
授权模型。在这种模型中，用户与角色之间，角色与权限之间，一般是多对多的关系，除

了部分系统内置受限的权限外。

在 i2UP的操作平台中，不用的业务操作用户所创建的节点，规则等一切信息都是互相独立的，但是
业务操作管理员“admin”可以查看所有用户创建的业务信息。

1.4.4.3.2 用户管理

用户指的是应用系统的具体操作者，用户可以自己拥有权限信息，可以归属于 0～n个角

色。他的权限集是自身具有的权限、所属的各角色具有的权限，具有的权限的合集。

i2UP控制台是使用超级用户管理员“sysadmin”账户登录对其余所有用户进行管理操作，使

用 sysadmin账户登录对用户进行管理，具体步骤如下：

1. 访问控制机地址 https://<i2UP 控制机 IP地址>>:58086，输入账户名“sysadmin”，账

户密码（默认密码：Info1234）。

2. 左侧菜单栏中：“系统设置”→“用户管理”。

3. 选择新建、删除、或修改等操作按钮根据提示进行下操作，允许修改的用户，在列表

操作栏中会出现“修改”选项，单击“修改”，可以选择将当前的用户进行角色的授权，

选择用户所对应的角色名即可赋予用户该角色的权限，角色的管理详见角色管理。

系统默认用户的权限详见 i2UP默认用户。

1. 内置的所有默认用户都不允许删除，仅能修改用户状态为“正常”和“禁用”两种状

态。

2. 内置角色“Operator”授权有以下七项角色不可选择：“访问租户”、“新增租户”、“编

辑租户”、“删除租户”、“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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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3 批量创建用户

i2UP控制台是使用超级用户管理员“sysadmin”账户登录对其余所有用户进行管理操作，使

用 sysadmin账户登录对用户进行管理，具体步骤如下：

1. 访问控制机地址 https://<i2UP 控制机 IP地址>>:58086，输入账户名“sysadmin”，账

户密码（默认密码：Info1234）。

2. 左侧菜单栏中：“系统设置”→“用户管理”。

3. 选择“用户导入”。会出现“用户导入”的界面，最上面有“示例文件”的“下载”

按钮，单击“下载”。

4. 会自动下载一份名为“user_ex”的 csv格式的文件，打开文件，有三列，分别是：

“Username”、“ Password(Length between 8 and 64)”、“ Role(admin|operator)”。

其中第一行中的用户名“test”为默认信息。

Username：用户自定义的用户账号名，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Password（Length between 8 and 64）：用户自定义用户账号对应的密码，该密码长度必须

在 8到 64位之间。

Role(admin|operator)：角色权限，仅有两种，“admin”和“operator”。

5. 将填写好的 user_ex.csv文件填写完毕后保存，并上传至“用户导入”的界面，会提示

“文件上传成功， 请稍后刷新用户列表，遇到导入不成功的请在日志中查找原因”。

6. 在“用户管理”的界面中单击“刷新”，即可看到成功导入的用户。

创建不成功，可以回到 i2UP控制台的登录界面，使用“auditor”用户来登录，默认密码位“Info1234”，
登录即可查看日志。

1. 用户在 user_ex.csv文件填写的过程中，Username 用户名只允许字母、数字、中文以

及下划线，不区分大小写，4-64字符，否则创建不成功。

2. 用户在 user_ex.csv文件填写的过程中，Password 密码的长度必须在 8位到 64位之间，
否则创建不成功。

3. 用户在 user_ex.csv文件填写的过程中，Role角色的选择只有“admin”和“operator”
两种，不可以填写用户自定义的角色，否则创建不成功。

系统默认用户的权限详见 i2UP默认用户。

1.4.4.3.4 角色管理

为了对许多拥有相似权限的用户进行分类管理，定义了角色的概念，例如系统管理员、管

理员、用户等角色。角色具有上下级关系。

i2UP控制台是使用超级用户管理员“sysadmin”账户登录对其余所有用户进行管理操作，使

用 sysadmin账户登录对角色进行管理，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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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访问控制机地址 https://<i2UP 控制机 IP地址>>:58086，输入账户名“sysadmin”，账

户密码（默认密：Info1234）

2. 左侧菜单栏中：“系统设置”→“角色管理”

3. 选择新建、删除、或修改等操作按钮根据提示进行下操作，允许修改权限的用户，在

列表操作栏中会出现“更多”选项，单击“更多”，选择“授权”跳转到“分配权限”的页面，

分配给角色所需要的权限。

系统默认角色的权限详见 i2UP默认用户。

1. 内置默认角色中业务操作员（operator）权限允许修改，新建角色允许删除和修改，内

置默认角色不允许删除。

2. 用户授权有以下七项角色不可选择：“访问租户”、“新增租户”、“编辑租户”、“删除
租户”、“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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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i2UP菜单管理

使用 system账户登录对菜单进行管理，具体步骤如下：

1. 访问控制机地址 https://<i2UP 控制机 IP地址>>:58086，输入账户名“system”，账户

密码（默认密：Info1234）

2. 左侧菜单栏中：“系统设置”→“菜单管理”

3. 根据需要对菜单进行调整。

系统默认用户的权限详见 i2UP默认用户。

1.4.6 邮件登录

1. 控制机界面点击“系统设置”→“系统参数”→“邮件配置”

2. 填写基本信息 详细请看系统参数·邮件配置

3. 点击“发送邮件测试”，测试邮箱地址为接收邮箱地址

测试邮箱地址填写接受的邮箱地址。

4. 使用浏览器重新载入控制机登录界面登录系统账户。

系统默认账号：sysadmin 密码：Info1234

5. 修改系统默认密码

6. 点击“系统设置”➡“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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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修改”

8. 选择用户并添加邮箱登录方式

9. 点击“确定”修改完成

10. 重新进入控制机登录界面选择邮箱登录

11. 填写邮箱并点击发送验证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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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系统设置·操作日志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操作日志”：

操作日志主要记录的是用户的所有WEB操作，包括用户的规则，节点的修改删除等，都

会进行记录，方便管理员管理日常事务，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操作，其他用户只能查看。

1. 此功能仅当前 i2UP操作用户为 auditor时，菜单栏才有此操作日志选项，用户可以查

看所有 i2UP控制台用户的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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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管理

2.1 概述

在统一灾备管理平台，被保护的资源涵盖了物理主机、虚拟机或者云主机。

针对传统架构，通过在被保护资源上部署 i2Node客户端软件，平台对这些资源进行统一

管理，包括资源的添加和删除、资源的状态监控和预警、灾备保护任务的配置和运行监控。

针对虚拟化平台环境，用户可以选择在虚拟机内部署 i2Node客户端软件进行文件级或者

磁盘级的复制保护，也可以选择无代理备份架构实现虚拟机级的备份保护。i2UP控制机对

虚拟机或虚拟化平台进行统一管理，包括资源的添加和删除、资源的状态监控和预警、灾

备保护任务的配置和运行监控。

2.2 业务组管理

组别管理是为了实现对各种业务通过分组的形式来管理，通过这种方式，将具有相关性的

主机节点、或者业务规则划分到相同组，便于管理。同时在每个运行规则的界面中的搜索

栏，可以通过对业务的分组来快速定位查找相关业务信息。

业务组管理的整体流程如下：“新建业务组”→“对业务组进行修改”→“对业务组的内

容进行设置”→“完成业务组的流程”

业务组管理·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业务组管理”，进入业务组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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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业务组管理界面中，单击“新建”。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任务的名

称。

主要是根据场景和管理需求进行命名和区分。比如针对众多主机或虚拟机，管理员需要按照所在 IDC
机房来分组，可填写“北京 IDC”或“上海 IDC”；如果管理员需要按照主机或虚拟机的业务类型来
分组，可填写“数据库”或“前置应用”。

组类型：用于定义当前灾备功能分组，按照预期使用的灾备功能来进行分组管理。

组类型 组类型细分

节点或集群 节点、集群

比较或同步

复制规则 普通、集群

恢复 普通、CDP、快照

全服务保护 迁移、备份、恢复

定时 备份、还原

NAS同步

虚拟平台 VMware、Hyper-V

虚机备份

虚拟恢复 普通、瞬时

虚机迁移/复制 迁移、复制

文件级恢复

平台监控

组类型为“节点或集群”的类别，在创建后不属于业务组，在日后的操作中默认为节点组，用于定

义节点分组，根据节点当前部署架构进行分组管理。

3. 用户自定义业务组名称，选择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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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单程业务组管理·新建。

2.2.1.1 业务组管理·界面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业务组管理”：

业务组管理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业务组名称过滤显示业务组列表。

业务组管理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的业务组名称。

角色：显示创建此业务组的 i2UP的用户。。

组类型：显示此业务组所属的类型。

业务组管理操作列说明：

修改：将对应的业务组的内容重新进行修改设置，详见业务组管理·修改。

设置：对业务组的资源进行设置分配，详见业务组管理·设置。

删除：删除对应的业务组。

业务组管理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业务组管理。详见业务组管理·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业务组。

刷新：刷新当前业务组的状态。

2.2.1.2 业务组管理·修改

业务组管理·修改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业务组管理”，进入业务组管理界面。

2. 业务组管理界面中，在操作一列中，找到对应的业务组单击“修改”。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23 -

3. 用户自行修改重新修改对应的业务组内容。名字解释详见业务组管理·新建。

4. 单击“确定”，完成修改。

2.2.1.3 业务组管理·设置

业务组管理·设置主要是对于当前功能业务进行分组的管理。

业务组管理分组只有在有业务的情况下，即在某些功能规则已经建立好的情况下，设置才会有信息
显示，否则没有信息显示，也就无法进行业务组分组建的信息。

业务组管理·设置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业务组管理”，进入业务组管理界面。

2. 业务组管理界面中，在操作一列中，找到对应的业务组单击“设置”。

3. 选择“未指派”栏中的资源，单击两列栏中的“<”“>”符号进行资源的分配，已指

派的资源会从左边一栏的“未指派”转移至“已指派”中。

4. 单击“确定”完成业务组管理·设置。

2.3 资源授权

2.3.1 资源授权·概述

用户的权限不一致，不同用户创建的节点之间的信息是互相独立的，为了方便业务之间的

往来，业务操作管理员通过“资源授权”管理的操作，将资源授权给业务操作员使用，允

许业务操作员选择授权的节点进行创建相关规则或任务，否则业务操作员登录后不能直接

选择资源进行创建规则或任务等。

所谓授权，就是将资源授权给某些普通用户使用（不包括资源创建者和管理员用户），普

通用户登录时，可对这些资源进行查看、修改和各种操作，不包含删除操作，只有管理员

和资源创建者能进行删除。

2.3.2 资源授权·设置

资源授权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使用具有资源授权的角色的用户登录到 i2UP控制台，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

源管理”→“资源授权”，进入到资源授权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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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授权界面列表中会显示所有的用户，在“操作”一列中，选择需要授权的用户，

单击“设置”，指派相关资源给该用户。

3. 在右侧栏中的选择为该用户指派的资源（包括所有功能的规则及节点等资源）。还可

为用户指定改资源的“修改”和“权限”的操作。

4. 单击“确定”，完成指定用户的资源授权。

1. 可以把资源授权给某些用户，供普通用户使用（非节点创建者、非管理员）。

2. 一个资源可以授权给多个用户管理。

3. 一个用户可以管理多个被授权的资源。

4. 用户创建的资源可以授权给其他用户进行使用，删除危险操作默认禁用。

2.3.3 资源授权·界面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资源授权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资源授权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资源授权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当前所有用户名。

角色：当前用户的角色名，角色管理详见角色管理。

操作：设置，用来对当前用户进行资源授权的资源操作，详见资源授权·设置。

资源授权菜单说明：

刷新：刷新当前资源授权信息。

2.4 容灾节点

2.4.1 资源管理·节点管理

2.4.1.1 节点管理·概述

i2Node，用于捕获和发送用户端应用服务器的数据、接收来自工作机模块的数据、保存数

据于备份服务器、实现资源监控、切换、高可用服务的控制、用于接收来自控制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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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Server的控制命令、同时还可以收集日志并发送到控制机。i2Node节点安装在用户的工

作机和灾备机，英方 i2UP 控制台内的软件功能是基于控制机与节点之间的协调来完成的。

2.4.1.2 节点管理·界面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

节点管理搜索栏说明：

节点组：按节点组名称过滤显示列表。创建节点组详见业务组管理·新建。

名称：按节点管理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数据地址：按数据地址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管理地址：按管理地址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节点管理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节点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状态：显示当前节点的状态，分为“在线”和“离线”，即节点机器的开机和关机状态（或

进程停止等其它状态），i2Node程序会定时刷新状态信息。

节点地址：显示为“数据地址”，当鼠标移至“数据地址”时，会显示“管理地址”和“数

据地址”。

 管理地址：管理地址就是主机用于和 i2Ctrlserver控制机通讯的 IP地址。如果主机有

多个网卡，用户可以实现分离，通过网卡#1执行管理，通过其他网卡进行其余功能操作，

如数据复制和恢复。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

操作系统：当前节点的 OS类别。

软件版本：当前安装在此 OS上的节点的版本号。

所有者：创建此节点的 i2UP操作用户名。

节点管理操作列说明：

修改：单击修改节点相关的注册和配置信息，用户需要在完成修改后执行节点认证操作。

详见节点管理·修改。

删除：单击删除该机器节点。

如果该主机节点当前还有关联的复制或恢复任务，页面拒绝删除并提示当前关联的任务。基于安全

考虑，只有当用户反复确认并清除了该节点关联的复制或恢复任务，页面才会允许用户执行删除节
点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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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查看日志：查看该节点 i2Node程序运行过程中生成的日志信息。

更多·查看磁盘空间：显示实时监控当前节点 OS的所有磁盘挂载点信息。

更多·系统状态：实时监控当前节点的系统状态，包含：CPU、内存、网络、硬盘、硬

盘信息等实时状态信息。详见节点管理·系统状态。

如果在新建节点时没有开启监控设置，则页面提示“节点未开启节点监控功能，即将跳转至节点列
表页面，请确认”，详见节点管理·修改·监控设置。

更多·授权：管理员可以将节点授权给普通用户使用。详见节点管理·授权。

节点管理底部栏说明：

新建：创建新的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节点。

批量注册：批量新建节点。详见节点管理·批量注册。

升级节点：用于在线升级节点的 i2Node程序版本。详见 i2Node节点在线升级。

刷新：刷新当前节点的状态。

快速新建：用于用户配置多个控制机管理同一节点时，第二个控制机注册节点是单击快

速新建进行注册节点。详见节点管理·快速新建。

基本信息：显示当前所选节点的基本信息。

日志：显示当前所选节点的日志，包含复制规则和高可用规则的日志。

2.4.1.3 节点管理·新建

节点管理·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新建”。

节点管理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监控设置和块复制设置。具体的每个

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1. 完成以上步骤后，单击“确定”，完成节点的创建。

2.4.1.3.1 节点管理·新建·基本设置

节点管理·新建·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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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模式：控制机位于外网或者公网上，节点位于内网（比如 NAT后面），节点可以连

接控制机，但是控制机无法直接连接节点，这时可以通过代理模式添加节点。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节点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管理地址：主机用于和 i2Ctrlserver控制机通讯的 IP地址。如果主机有多个网卡，用户

可以实现分离，通过网卡#1执行管理，通过其他网卡进行数据复制和恢复。

管理端口：主机用于和控制机通讯的端口（默认是 26821），可在 i2Node安装程序所在

目录找到 i2port.conf文件进行修改和确认。

Windows OS平台<安装路径>\etc\i2port.conf。

Linux OS平台/etc/sdata/i2port.conf。

数据地址：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

用户名：i2Node程序所在的主机 OS的登录帐号，可以选择使用管理员帐户或非管理员

帐户。也可以支持Windows平台域控用户的验证，Windows域用户名格式为：<Domain
Name>\<User Name>。

密码：可以完成正常登录的密码；如果用户场景由于信息安全管制禁止在第三方软件平

台上传递系统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详见节点管理·文件认证以完成节点认证。输入完

密码后，单击右侧的认证按钮，方便后续操作。

Windows和 Linux的用户账户都必须要设置密码才可以进行认证，不设置密码是无法添加节点的。

使用凭据登录：此选项默认关闭，打开即可使用用户提前创建的凭据进行登录，而无需

再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凭据的创建，详见凭据管理·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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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据：用户通过下拉框选择用户提前创建好的凭据（用户名和密码）。

添加：在下拉框中若没有对应的凭据，用户也可在通过单击此选项，进行添加凭据。详

见凭据管理·新建。

软件许可：用户根据实际需求，单击对应的 License进行关联，支持多选。

如果用户尚未通过菜单“系统设置”→“许可管理”添加有效 License，该选项下拉框显示

为空；如果已经添加有效 License，下拉框将显示所有可用的 License。

节点在没有关联 License的情况下，页面允许用户完成认证操作和并完成节点添加，但在

功能使用界面配置保护任务时会提示缺少 License。用户可以在菜单“系统设置”→“许可

管理”添加有效 License之后，在 License配置界面重新绑定该节点。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节点所对应的业务组，业务组管理详见资源管理·业务组管理。

日志目录：i2Node程序运行时产生的日志，需要指定存放目录，建议选择非 OS分区或

非关键应用所在分区。

需要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认证完成后才可设置目录。

数据缓存目录：数据缓存目录是存放灾备数据的磁盘缓冲区。一般情况下，数据直接从

工作机内存中直接取出并异步传输到灾备机。但某些情况下，如网络异常、带宽不足、远

端的灾备机不可达或发生异常、需要传输的文件较大等，这些因素会导致生产服务器本地

捕获的增量数据不能及时通过 IP网络传输到灾备机。此时 i2Node程序需要将部分数据缓

存到本地磁盘。

需要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认证完成后才可设置目录。

内存使用上限：分配给 i2Node程序用于缓存数据所能使用的内存上限。内存设置不得超

过最大可用内存的 90% ，内存设置不得低于 256MB。此处检测到的当前可用内存数值仅

供用户参考，实际部署时用户需要根据当前主机在生产运行阶段的实际内存使用情况做调

整。

需要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认证完成后，在方框内容后会显示此主
机的可用内存和总的内存量。

如果由于捕获的数据增量较大持续消耗分配给 i2Node程序的内存缓存并抵达内存上限，

i2Node程序开始将缓存数据写入以上配置的“数据缓存目录”即可磁盘缓存。

磁盘使用上限：分配给 i2Node程序用于缓存数据所能使用的磁盘上限。如果该值设置为

0，表示不进行磁盘缓存，那么一旦增量数据超过内存使用上限，复制规则将自动停止，

避免对工作机的影响。复制规则停止后，管理员需要手启动复制规则才能重新进行数据保

护。

需要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认证完成后，在方框内容后会显示此主
机的空闲磁盘空间和总的磁盘空间。

磁盘剩余空间阈值：根文件系统，对最低空闲磁盘空间的限制，默认为 4096。

若低于设定的阈值，规则进入失效状态，进入重镜像。

复制路径/排除路径：当主机节点是 Linux OS时，需要选择灾备保护的数据所在的挂载

点，默认填写“/”根路径即可，旨在给 i2Node程序定义具体的挂载点。

需要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认证完成后，才会显示此路径，仅当主
机是 Linux OS时，添加节点页面会显示该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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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ux OS下添加节点时，强烈建议用户手动将根目录选择为“/”作为复制路径。

安全检测：防止通过其他渠道对节点进行操作。

根据用户当前设置的管理地址和数据地址来进行安全检测。节点有多网卡的情况下，当前用户的管

理地址仅限于当前用户的使用，不允许其余用户通过其余的地址对此节点进行操作。

快照支持：使用基于快照的文件复制和恢复，如需使用，请启用该选项，默认是“关闭”。

需要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认证完成后，才会显示快照支持按钮，
仅当主机是 Linux OS时，添加节点页面会显示该选项。

备注：用户自行选择输入备注信息。

1. 注册 Linux OS的主机节点时，必须确保“复制路径”包含要监控的文件系统操作所
涉及的对象。比如 rename操作的情形，要包含 rename的源和目标。通常把“复制路

径”设置为根目录 / 。选择排除路径时，将排除路径添加到复制规则中时，镜像阶段
排除的路径数据会同步，复制阶段新生产的数据不会捕获。一般来说，只有纯粹的灾

备机节点或者只需要做定时备份的工作机节点才需要将复制规则设置为空。

2. 建议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后，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再进行后续配置操作。

3. 创建节点时，Windows和 Linux的用户账户都必须要设置密码才可以进行认证，不设

置密码是无法认证成功的，也是无法添加节点的。

4. Linux OS下添加节点时，如果没有特定需求，强烈建议用户手动将根目录选择为“/”
作为复制路径，若将复制路径设置成非“/”路径（A目录），在创建备份规则时，规

则内的复制路径若不包含 A目录，可能会出现数据不捕获问题，导致备份失败。

5. 缓存、日志目录等，如果被人为删除或者其他异常导致删除时，规则不会自动创建，

也不存在任何提示。解决办法：发现规则异常情况，如只写内存不写缓存，日志信息
收集不到等，可以查看是否是目录缺失导致。

2.4.1.3.2 节点管理·新建·监控设置

通过开启监控选项，用户可以通过 i2UP管理页面快速查看当前主机节点的系统信息。

节点管理·新建·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新建”→“监控设置”。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30 -

监控：勾选即启用监控；如果不启用，则节点管理页面“系统状态”将无法显示系统信

息。

开启监控后，才可以在操作栏中最后一项“更多”选项中，单击系统状态可查看节点的各项系统详

细状态。

需要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认证完成后，才可以开启监控功能。

监控延迟：节点发送信息到控制机时间间隔。

分析数据目录：节点监控信息保存日志目录，日志信息一天生成一个文件。

监控数据保留：控制机数据库保存数据天数。

分析数据保留：分析数据日志保存天数。

2.4.1.3.3 节点管理·新建·块复制设置

节点管理·新建·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新建”→“块复制设置”。

作为块复制节点：选择是否将此节点作为块复制的节点。如果需要使用 i2Block产品功

能所有相关节点需要启用该选项。

开启 iSCSI服务：是否需要开启 iSCSI服务，开启可以进一步选择节点是作为发起者，

还是目标端。

作为 iSCSI发起者：启用该服务后，该节点可在存储管理→SAN管理页面中使用 iSCSI
发起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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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点作为发起者时，除了安装 i2Node节点以外，还需要安装 i2Block-Client安装包。详见Windows
OS下安装 i2Block-Client。

2. Windows OS作为 iSCSI发起者时，开启前必须在操作系统服务列表需开启“Miscrosoft iSCSI
Initiator Service”服务。

3. Linux OS作为 iSCSI发起者时，检查 iSCSI客户端是否安装以及 iSCSI发起者服务是否启动。

# yum install iscsi-initiator-utils

# systemctl start iscsi

作为 iSCSI目标端：启用该服务后，该节点可在存储管理→SAN管理页面中使用 iSCSI
目标端功能，目前仅支持 CentOS7系统。

1. 节点作为目标端时，除了安装 i2Node节点以外，还需要安装 i2Block-Server。详见 Linux OS下安

装 i2Block-Server。

2. 节点需安装 targetcli软件，然后检查 target服务是否开启。

# yum install targetcli

# systemctl status target

2.4.1.3.4 节点管理·修改

英方修改功能允许用户对已添加设置的节点管理进行修改更正。

2.4.1.3.1 节点管理·修改·基本设置

节点管理·修改·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修改”。

3. 进行“基本设置”，里面的各个标题解释，详见节点管理·新建·基本设置。

日志目录和数据缓存目录需要对用户名和密码进行认证后才可以修改。

4. 修改完“基本设置”信息后，继续进行节点管理·修改·监控设置和节点管理·修改·块复制

设置。无需设置，则单击“确认”完成节点的修改。

2.4.1.3.2 节点管理·修改·监控设置

节点管理·修改·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修改”。

3. 单击“监控设置”，里面的各个标题解释，详见节点管理·新建·监控设置。

需要在“基本设置”中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认证完成后，才可以

开启监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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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完“监控设置”信息后，继续进行节点管理·修改·基本设置和节点管理·修改·块复制

设置。无需设置，则单击“确认”完成节点的修改。

2.4.1.3.3 节点管理·修改·块复制设置

节点管理·修改·块复制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修改”。

3. 单击“块复制设置”，里面的各个标题解释，详见节点管理·新建·块复制设置。

需要在“基本设置”中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认证完成后，才可以

开启 iSCSI服务功能。

修改完“监控设置”信息后，继续进行节点管理·修改·基本设置和节点管理·修改·监控设置。

无需设置，则单击“确认”完成节点的修改。

2.4.1.3.4 节点管理·系统状态

此功能实时监控当前节点的系统状态，包含：CPU、内存、网络、硬盘、硬盘信息等实时

状态信息。可以点到图中任一点，查看具体时间点的各个值；

节点管理·更多·查看系统状态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更多”→“查看系统状态”。

3. 单击右上角“设置”按钮，对监控图进行自定义显示。

4. 用户自定义开启对应的显示表后，单击“确定”，即可查看到当前此节点的状态信息。

用户自定义设置后如果没有正常显示，请返回节点管理菜单刷新后重新查看系统状态。

2.4.1.3.5 节点管理·授权

所谓授权，就是将资源授权给某些普通用户使用（不包括资源创建者和管理员用户），普

通用户登录时，可对这些资源进行查看、修改和各种操作，不包含删除操作，只有管理员

和资源创建者能进行删除。具体步骤如下：

节点管理·更多·授权具体步骤如下：

5.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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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更多”→“授权”。

用户名：显示当前 i2UP控制台其余的所有普通用户。

修改：赋予此节点的修改权限给当前 i2UP控制台其余的所有普通用户。

操作：赋予此节点的操作权限给当前 i2UP控制台其余的所有普通用户。

操作权限仅包括“查看日志”，“查看磁盘空间”和“系统状态”。

7. 用户自定义选择将此节点指派给的其余的普通用户。

8. 完成节点的授权。

1. 将当前节点授权给普通用户时，普通用户登录至 i2UP控制台是无法对节点进行删除

的操作。删除时，会提示“选中的节点中有部分没有操作权限，删除时会自动忽略”，

删除不成功。

2. 若普通用户对授权的节点建立了相关规则的任务，i2UP控制台的管理员 admin 账户时
无法删除此节点的。

2.4.1.1 节点管理·批量注册

i2UP同时也支持对节点的批量注册及批量安装的功能，增加了用户对批量节点管理的便利

性及效率。批量注册指的是将同时注册多台机器作为 i2UP控制台的节点。批量安装指的

是同时在多台机器安装 i2Node节点。

2.4.1.1.1 批量注册·地址列表

批量注册·地址列表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批量注册”→“地址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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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范围：填写 IP地址范围，用于搜索在线的主机。

搜索：搜索当前用户输入的 IP范围地址内的所有在线的主机。

新建：点击新建，下方的节点列表新增一行，为远程安装节点信息配置。

批量设置：填写预配置节点的 linux端口、管理端口、节点名称前缀、win节点安装路径、

win节点安装方式等信息，下方的地址列表点击新建按钮新增节点时会应用当前配置。

下载模板：i2UP为用户提供的模板下载，单击“下载”即可获得对应的模板。此模板用

于用户导入节点使用。

导入节点：将模板里用户输入的机器信息导入到此界面中。

名称：设定当前节点名称。

状态：显示当前节点的状态，分为 Online在线和 Offline离线两种状态。

节点地址：设定当前节点的 IP地址。

用户名：设定当前节点系统登录用户名。

密码：设定当前节点系统登录用户名的对应密码。

系统类型：分为Windows和 linux两种系统。

操作：“删除”、“更多·刷新状态”、“更多·端口配置”、“更多·win节点安装配置”。

 删除：删除当前的节点。

 更多·刷新状态：刷新当前机器的状态，Online或者 Offline。

 更多·端口配置：设定当前节点的相关端口，linux 端口（SSH）和管理端口（RPC）。

 更多·win节点安装配置：用户单独当前节点的安装路径和安装方式。

1. 填写完毕后，单击“确定”完成批量节点的注册。

2.4.1.1.2 批量注册·地址列表·使用模板批量导入

i2UP提供了使用模板来批量导入节点的功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批量注册”→“地址列表”。

3. 在地址列表界面中，单击“下载模板”，会自动下载一份“template.csv”的文件。

4. 打开“template.csv”文件，用户自定义填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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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名称：用户自定义节点名称。

地址：此机器的 IP 地址。

用户名：i2Node程序所在的主机 OS的登录帐号，可以选择使用管理员帐户或非管理员

帐户。也可以支持Windows平台域控用户的验证，Windows域用户名格式为：<Domain
Name>\<User Name>。

密码：可以完成正常登录的密码。如果用户场景由于信息安全管制禁止在第三方软件平

台上传递系统管理员的用户名和密码，详见“节点管理·文件认证。

系统类型：数字 0为 Linux操作系统，数字 1为Windows操作系统。

5. 保存“template.csv”文件，单击“导入节点”，选择保存的“template.csv”文件。

6. 系统会自动将“template.csv”文件内的数据显示界面内。

7. 用户点击“批量设置”可以批量配置地址列表中的节点，或者选择节点点击“操作·更

多”可以对当前节点进行配置。

8. 检查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会显示建立成功或失败的节点信息。

9. 会自动跳转至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

界面。

10. 查看刚刚所列出来的节点的状态由“注册中”→“在线”。

11. 完成批量注册·地址列表·批量导入-模板。

2.4.1.1.3 批量注册·地址列表·使用 IP范围批量导入

i2UP提供了使用 IP 范围地址来批量导入节点的功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批量注册”→“地址列表”。

3. 在地址列表界面中的 IP范围一栏中输入 IP范围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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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会自动将“template.csv”文件内的数据显示界面内。

5. 用户点击“批量设置”可以批量配置地址列表中的节点，或者选择节点点击“操作·更

多”可以对当前节点进行配置。

6. 检查确认无误后，单击“确定”，会显示建立成功或失败的节点信息。

7. 会自动跳转至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

界面。

8. 查看刚刚所列出来的节点的状态由“注册中”→“在线”。

9. 完成批量注册·地址列表·批量导入-模板。

2.4.1.1.4 批量注册·基本设置

批量注册节点的同时，可以为此节点选择对应的软件许可功能，没有许可是不可以使用此

节点进行英方功能的操作，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批量注册”→“基本设置”。

软件许可：用户根据实际需求，单击对应的 License进行关联，支持多选。

如果用户尚未通过菜单“系统设置”→“许可管理”添加有效 License，该选项下拉框显示

为空；如果已经添加有效 License，下拉框将显示所有可用的 License。

节点在没有关联 License的情况下，页面允许用户完成认证操作和并完成节点添加，但在

功能使用界面配置保护任务时会提示缺少 License。用户可以在菜单“系统设置”→“许可

管理”添加有效 License之后，在 License配置界面重新绑定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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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组：选择节点属于的节点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源管理·业务组管理”。

内存使用上限：分配给 i2Node程序用于缓存数据所能使用的内存上限。内存设置不得超

过最大可用内存的 90% ，内存设置不得低于 256MB。此处检测到的当前可用内存数值仅

供用户参考，实际部署时用户需要根据当前主机在生产运行阶段的实际内存使用情况做调

整。

需要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认证完成后，在方框内容后会显示此主
机的可用内存和总的内存量。

如果由于捕获的数据增量较大持续消耗分配给 i2Node程序的内存缓存并抵达内存上限，

i2Node程序开始将缓存数据写入以上配置的“数据缓存目录”即可磁盘缓存。

磁盘使用上限：分配给 i2Node程序用于缓存数据所能使用的磁盘上限。如果该值设置为

0，表示不进行磁盘缓存，那么一旦增量数据超过内存使用上限，复制规则将自动停止，

避免对工作机的影响。复制规则停止后，管理员需要手启动复制规则才能重新进行数据保

护。

需要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认证完成后，在方框内容后会显示此主
机的空闲磁盘空间和总的磁盘空间。

安全检测：防止通过其他渠道对节点进行操作。

3. 填写完毕后，单击“确定”完成批量节点的注册。

2.4.1.1.5 批量注册·监控设置

批量注册节点的同时，可以为此节点选择是否打开监控的功能，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批量注册”→“监控设置”。

监控：勾选即启用监控；如果不启用，则节点管理页面“系统状态”将无法显示系统信

息。

开启监控后，才可以在操作栏中最后一项“更多”选项中，单击系统状态可查看节点的各项系统详
细状态。

需要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单击密码右侧的“认证”按钮，认证完成后，才可以开启监控功能。

监控延迟：节点发送信息到控制机时间间隔。

分析数据目录：节点监控信息保存日志目录，日志信息一天生成一个文件。

监控数据保留：控制机数据库保存数据天数。

分析数据保留：分析数据日志保存天数。

3. 填写完毕后，单击“确定”完成批量节点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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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节点管理·批量安装

i2UP为用户提供了批量安装节点的功能，以下是批量安装的流程图，需要有两个代理节点，

分别是 Linux OS的代理节点和 Windows OS的代理节点。其中 Linux OS的代理节点负责

Linux OS下的批量安装，Windows OS的代理节点负责Windows OS下的批量安装。

2.4.1.2.1 批量安装·环境要求

批量安装前，用户需要准备如下环境要求：

1. Linux OS作为代理节点仅支持批量安装 Linux OS的 i2Node节点。详见 Linux OS代

理配置。

2. Windows OS作为代理节点仅支持批量安装Windows OS的 i2Node节点。详见Windows
OS代理配置。

3. 若用户需要批量安装的远程节点既有Windows OS又有 Linux OS，那么需要同时准备

Linux代理节点和Windows代理节点。控制机也可以配置为代理节点。

1. 如果控制机为 Linux端可以选择任意Windows机器作为代理节点且无需配置，在控制

机配置本机代理节点即可。

2.4.1.2.2 Linux系统配置代理节点

Linux 系统作为代理节点时安装配置步骤如下：

1. 在 Linux OS代理节点上安装对应的 i2Node节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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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nux OS代理节点上需要安装 expect包。执行以下命令进行安装：

# yum install expect* -y

如果是 SUSE系统执行如下命令

# zypper install expect*

3. 新建批量安装配置文件/etc/sdata/remote_install.conf。

此步骤为可选步骤，有需要再配置,此文件默认是没有的。控制机页面上每次操作批量安装时，
代理节点都会重新读取/etc/sdata/remote_install.conf文件，因此修改此文件后，进行批量安装操作是
能够获得最新映射配置。

关于/etc/sdata/remote_install.conf文件格式如下：

配置文件规则 1:<uname -r>.<uname -m> = <安装包后缀>

安装包后缀：安装包名称中版本号之后的内容，不包括‘-’符号，包括扩展名（若存在）“.rpm”或
“.deb”。

范例：

3.10.0-957.el7.hg.3.x86_64.x86_64=neokylin7.3.10.0-957.el7.hg.3.x86_64.rpm

配置文件规则 2:<uname -r>.<uname -m>||查询命令||查询结果的关键字= <安装包后缀>

特殊说明：1) 如果查询命令为两条或者多条中间用分号隔开

2) 查询结果的关键字中出现‘&’， 代表&符号两边为与的关系,该符号两边不允许添加
空格，比如：V7Update6&Chromium，代表命令输出即包含 V7Update6又包含 Chromium
才获取=右边的安装包；

3) 执行时，通过<uname -r>.<uname -m>找对应的行，执行“查询命令”，如果找到指定
的结果，则匹配成功，采用=号右边的安装包；

范例：

3.10.0-957.el7.x86_64||cat /etc/neokylin-release;cat
/etc/centos-release||V7Update6&Chromium=neokylin7.3.10.0-957.el7.x86_64.rpm
3.10.0-957.el7.x86_64||cat /etc/neokylin-release;cat
/etc/centos-release||neokylin=neokylin7.3.10.0-957.el7.x86_64.rpm

查询机制如下：

①精准查询：通过配置文件/etc/sdata/remote_install.conf进行精确匹配查找；

②模糊查询：如果精确查询失败，按非标内核在文件名中模糊匹配即<uname -r>.<uname -m>进行匹

配；

③标准包查询：如果模糊查询失败，按标准包方式即<安装包后缀>进行匹配。

现在也支持批量安装定制版本的安装包了，也将定制包放到此目录下即可 。

4. 新建/var/i2data/log，创建 i2Node节点的日志目录。

5. 在/etc/sdata目录下新建 packages目录并将安装包放入。

1. 远程节点上必须启动 sshd服务并且防火墙开放 SSH端口，默认是 TCP 22端口。

2. 远程节点上必须已安装 i2Node相关依赖包，如 psmisc、unzip、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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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遇到安装失败，日志里报错找不到包的情况。可以尝试删除代理节点上的

/root/.ssh/known_hosts文件中相应目标机 IP的识别码。

4. 如果已经注册过的节点需要手动删除 regnode.conf文件否则注册失败。

2.4.1.2.3 Windows系统配置代理节点

Windows OS的 i2Node节点支持通过文件共享端口和通过远程管理端口安装。

通过文件共享端口方式

Windows代理节点的配置步骤如下：

1. 在Windows系统上安装对应的 i2Node节点包。

2. 将Windows节点的运行方式变为“应用方式运行”。

3. 获取 Install-Tools.exe 并上传至Windows代理节点，双击 Install-Tools.exe安装程序。

Install-Tools.exe安装程序文件可从发布目录获取。

4. Install-Tools.exe安装完成后，进入 info2soft-i2node安装目录的 bin目录，找到

“PsExec.exe”和“PsInfo.exe”，分别双击，在跳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Agree。

PsExec和 PsInfo所在的默认路径是 C:\Program Files (x86)\info2soft\node\bin；自定义路径是<安装路
径>\info2soft\node\bin。

5. 获取相关Windows OS的 i2Node安装包，上传至Windows代理节点系统

info2soft-i2node安装目录的 packages目录，若不存在 packages目录需新建文件夹。

packages目录默认路径是 C:\Program Files (x86)\info2soft\node\packages；自定义路径是<安装路
径>\info2soft\node\packages。

6. 完成Windows OS的代理配置。

7. 所有远程要安装 i2Node节点的Windows防火墙必须允许应用"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

即 TCP 445端口。

通过远程管理端口方式

Windows代理节点的配置步骤如下：

1. 在Windows OS上安装对应的 i2Node节点包，单击“立即安装”之前展开自定义安装

需勾选“批量安装”。

2. Windows系统的 i2Node程序的运行方式变为“应用方式运行”。

3. 获取 Install-Tools.exe 并上传至Windows代理节点，双击 Install-Tools.exe安装程序。

Install-Tools.exe安装程序文件可联系英方技术支持获取。

4. Install-Tools.exe安装完成后，进入 info2soft-i2node安装目录的 bin目录，找到

“PsExec.exe”和“PsInfo.exe”，分别双击，在跳出的对话框中单击 Agree。

PsExec和 PsInfo所在的默认路径是 C:\Program Files (x86)\info2soft\node\bin；自定义路径是<安装路
径>\info2soft\node\bin。

5. 获取相关Windows OS的 i2Node安装包，上传至Windows代理节点系统

info2soft-i2node安装目录的 packages目录，若不存在 packages目录需新建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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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kages目录默认路径是 C:\Program Files (x86)\info2soft\node\packages；自定义路径是<安装路
径>\info2soft\node\packages。

6. 完成Windows OS的代理配置。

7. 所有远程要安装 i2Node节点的Windows系统必须启用远程管理功能，配置步骤如下：

a. 快速配置Windows远程管理，默认启用HTTP连接，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exe，
执行命令：

winrm quickconfig

b. 查看监听配置，默认启用 HTTP连接，端口号 5985，命令如下：

winrm enumerate winrm/config/listener

c. 设置允许非加密传输，命令如下：

winrm set winrm/config/service @{AllowUnencrypted="true"}

2.4.1.2.4 配置批量安装

批量安装在批量注册新建页面进行配置，批量安装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2.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批量注册”→“地址列表”→“新建”。

3. 单击“下载模板”，打开下载到本地的 template.csv配置远程节点信息后保存，再单

击“导入节点”，选择 csv文件导入。

4. “节点版本”填写要安装 i2Node的版本，例如 7.1.64.20060121。“代理机器 IP”填

写代理节点的 IP地址。

5. 继续配置“基本设置”页面。

控制台 ip为必填项。

6. 继续配置“监控设置”页面。

7. 批量安装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弹出批量注册结果页面。

8. 节点管理页面检查所有远程节点状态是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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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版本：填写用户在环境要求中放置安装包的节点版本号。

代理机器 IP：填写代理节点的 IP地址，代理节点主要是负责远程发起安装请求的节点。

节点名称：用户自定义此机器作为 i2UP控制台节点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

节点地址：安装 i2Node节点的 IP地址。

用户名：安装 i2Node节点操作系统的登录用户名。

密码：安装 i2Node节点操作系统的登录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系统类型：安装 i2Node节点操作系统类型，分为Windows和 Linux。

复制路径：只有操作系统是 linux才用填写复制路径，多个复制路径用逗号分隔。

操作：

 更多·刷新状态：刷新显示当前机器的状态 Online或者 Offline。

 更多·端口配置：可以配置当前机器的对应端口。仅支持修改‘linux端口’一项，‘win
端口’和‘管理端口’两项不支持修改。

 更多·win节点安装配置：远程节点系统是Windows时，用户可以进一步选择 i2Node
节点的安装路径和安装方式，支持文件共享和远程管理两种。

2.4.1.3 节点管理·文件认证

i2UP管理平台提供基于文件的认证机制，以解决系统用户名和系统密码禁止在第三方平台

上传递的问题。用户登录需要添加到 i2UP管理平台的主机 OS，按照以下提示操作。

2.4.1.3.1 节点管理·Linux OS下的文件认证

节点管理·Linux OS下的文件认证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在/etc/sdata/目录下增加 auth.conf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auth_user=test1

auth_passwd=test1

2.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3.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新建”。

4. 在节点新建页面，输入以上认证文件 auth.conf自定义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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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后续操作详见节点管理·新建。

1. 通过 auth.conf自定义的认证信息，test1这个帐户信息只对 i2UP管理平台有效，对 OS
本身无效，即上述操作不会在 OS上创建名叫 test1的登录用户。

2.4.1.3.2 节点管理·SUSE下的文件认证

节点管理·SUSE下的文件认证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2. 在/etc/sdata/目录下增加 auth.conf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auth_user=test1

auth_passwd=test1

3.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4.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新建”。

5. 在节点新建页面，输入以上认证文件 auth.conf自定义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认证”。

6. 后续操作详见节点管理·新建。

1. 通过 auth.conf自定义的认证信息，test1这个帐户信息只对 i2UP管理平台有效，对 OS
本身无效，即上述操作不会在 OS上创建名叫 test1的登录用户。

2.4.1.3.3 节点管理·Windows OS下的文件认证

节点管理·Windows OS下的文件认证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在 i2Node<安装路径>\etc\目录下增加 auth.conf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auth_user=test1

auth_passwd=test1

2.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节点管理”，进入节点管理界面。

3. 节点管理界面中，单击“新建”。

4. 在节点新建页面，输入以上认证文件 auth.conf自定义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认证”。

5. 后续操作详见节点管理·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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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 auth.conf自定义的认证信息，test1这个帐户信息只对 i2UP管理平台有效，对 OS
本身无效，即上述操作不会在 OS上创建名叫 test1的登录用户。

2.4.1.4 节点管理·快速新建

配置多个控制机管理同一节点时，当节点已经注册到第一个控制机时，第二个控制机若注

册同一节点，需要单击快速新建进行注册节点。

实现多控制机管理节点的操作步骤如下：

1. 70版本之前如果使用该功能，登录被管理节点所在的操作系统，在 info2soft-i2node
程序的配置目录下创建名为 system.conf的文本文件，增加如下行：

cc_ip_allow=192.168.0.1,192.168.0.2

2. 70版本如果使用该功能，登录被管理节点所在的操作系统，在 info2soft-i2node程序

的配置目录下创建名为 system.conf的文本文件，增加如下行：

allow_multi_ctrlcenter=true

1. 70版本之前 cc_ip_allow参数值是每个控制机的 IP地址，使用逗号分隔。

2. system.conf文件在 Linux系统中的路径是/etc/sdata/；在Windows系统中的路径是<info2soft-i2node
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etc。

3. 重启 i2node服务。

4. 第一个控制机注册该节点时，按默认方式新建节点。

5. 第二个控制机注册该节点时，单击快速新建新建节点。

1. 如果第一个控制机已经注册过，需要再添加配置文件后重新修改提交一下节点，否则
在第二个控制机使用快速新建功能时新建节点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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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详见“节点管理·新建·基本设置”。

2.4.2 资源管理·集群管理

目前英方软件支持对Windows Cluster、Oracle RAC、VCS 三种集群的保护。

2.4.2.1 Windows集群

2.4.2.1.1 Windows集群·概述

Windows Cluster的保护拓扑结构如下：

对于MSCS cluster的保护，只需在各个 cluster node上安装英方工作机软件，并按照本文

档进行配置，就可以对 Cluster的共享磁盘（Shared Storage）中的内容进行保护，将共享

磁盘中的数据实时备份到指定的灾备机上。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46 -

2.4.2.1.2 Windows集群·环境要求

集群管理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已安装 i2UP控制机。

2. 用户环境有现成的Windows集群环境。

3. Windows集群环境中的每个集群节点系统上安装 i2Node节点安装包。

4. 登录控制机，进入节点管理页面，单击新建，添加Windows集群环境中的每个节点。

5. 登录Windows集群环境任意节点的系统，创建“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资

源类型，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程序，输入以下命令回车。

# cluster resourcetype "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 /create /dllname:"i2mscs.dll"

1. Windows Server 2012 R2以后的系统默认没有 cluster命令，需安装故障转移群集命令接口。

选择“服务器管理器”→“添加角色和功能”，在“添加角色和功能向导”中，选择如下所示的功能

进行安装。

6. 确认是否成功创建“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资源类型。

cluster resourcetype

1. 可以看到资源类型名为“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说明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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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创建只需在任意集群节点上完成即可，但要求每个集群先安装 i2Node。

7. 创建“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资源类型后，需要将此“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资源添加至集群应用组，下面分别介绍Windows Server 2003和Windows
Server 2008以后的系统版本配置流程。

Windows 2003版本添加“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资源至集群应用组：

在群集应用组中右键单击“新建”→“资源”，资源类型选择“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
组选择群集应用所在的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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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下一步”，将所有节点添加到“可能的所有者”，单击下一步。

将应用对外 IP地址和共享磁盘添加到该资源依存，注意这一步是必须的，否则会无法在

控制机上创建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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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成功后该资源默认脱机，右键资源单击“联机”，至此"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
资源实例添加完成。

Windows Server 2008及其以上版本添加“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资源至集群角

色：

在故障转移集群管理器中，找到对应的域名。单击“<域名>”→“角色”，在角色中，找

到应用集群组。

在对应的应用集群组中，右键对应的应用集群组，单击“添加资源”→“更多资源”→

“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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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角色”界面中的左下方，单击“资源”，即可查看添加的 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
资源。

右键“新建 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单击“属性”。

属性中的“常规”栏中可以对名称进行自定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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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依赖关系”，插入应用对外 IP地址以及共享磁盘（与关系）。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52 -

单击“确定”完成对此资源的属性配置。

右键该资源单击“使该资源联机”，添加“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资源实例完成。

8. 至此，完成在群集管理器中对“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资源的添加。

1. Windows Server 2008以后的系统版本配置“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资源过程

基本相同。

2. 已安装故障群集转移功能的系统在安装 i2node软件后，C:\WINDOWS\cluster目录下

会产生 i2mscs.bat文件。用管理员的身份运行 i2mscs.bat文件也可以创建“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资源类型。

2.4.2.1.3 集群管理·新建Windows集群

新建Windows集群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进入集群管理界面。

2. 集群管理界面中，单击“新建”。

名称：用户自定义填写要新建的Windows集群名称，便于管理。

集群类型：目前支持Windows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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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 IP地址：填写 Windows集群 IP地址，可从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器中“群集核心资源”

列表中找到集群 IP地址。

“非 Cluster本身的地址”：如果控制机能访问的目标集群 IP地址不是Windows集群本

身 IP地址，比如外部映射的 IP地址，请启用该选项。

管理接口端口：管理接口端口就是工作机用于和控制机通讯的端口（默认是 26821）。可

在 etc目录下 i2port.conf查询；Windows路径是<安装路径>\etc\i2port.conf；Linux路径是

/etc/sdata/i2port.conf。

域用户名：请输入集群的域用户名。

口令：请输入集群的域用户名对应的密码。然后单击验证按钮。

要求所有集群节点都安装 i2Node并且添加到节点管理后，单击验证控制机会从Windows集群查询到
相关的集群节点。

软件许可：需要授权 coopy或 cdp许可。

集群名：集群名称，控制机自动获取。

数据盘：显示当前集群主节点上所有磁盘盘符。

集群节点：i2UP控制机要求每个集群节点注册到节点管理列表中；控制机会自动发现集

群节点。如果集群节点没有注册到节点管理，单击验证时会提示，请进入资源管理→节点

管理新建。

 节点计算机名：显示集群节点对应的计算机名。

 状态：显示当前所选节点的状态，显示“在线”或“离线”。

 工作机名：选择节点管理列表中和集群节点对应的 i2节点，如果用户在资源管理→节

点管理中已新建对应集群节点，此处可通过下拉框选择对应的节点。

 管理地址：显示当前节点的管理地址。

 软件版本：显示当前节点安装的 i2Node节点的版本号。

 工作机验证：显示当前节点验证的情况。

2.4.2.2 RAC集群

2.4.2.2.1 RAC集群·概述

2.4.2.2.2 RAC集群·环境要求

1. 在 RAC所有的节点部署 i2Node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54 -

2. 登录 i2UP控制台，注册 RAC节点，并授权 Backup的软件许可。

2.4.2.2.3 集群管理·新建 RAC集群

进入资源管理·容灾节点·集群界面，选择 RAC集群，单击“新建”，新建 RAC集群。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集群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集群

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块设备备份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集群类型：默认为 RAC集群。

集群 IP地址：输入 RAC集群的任一 VIP/SCAN IP即可。

1. 仅支持 hosts文件解析 RAC SCAN。若使用 DNS服务器为 Oracle RAC集群解析,注册

集群时会显示报错：“请在用户手册查询此错误码以获取更多信息：（2250）”，请在
hosts文件增加 SCAN IP 信息。

软件许可：需要选择 Backup软件许可。

1. 此处选择 Backup软件许可不会扣除实际的许可节点数。

Oracle参数设置：填写节点对应的实例名等信息。

Oracle Home 目录：填写集群的 Oracle Home 所在的目录。

查询 Oracle Home：
# su - oracle

$ echo $ORACLE_HOME

Grid Home 目录：填写集群的 Grid Home所在的目录。

查询 Grid Home：
# su - grid

$ echo $ORACLE_HOME

2.4.2.3 VCS集群

2.4.2.3.1 VCS集群·概述

常见应用保护需要提供各种行为的脚本(启动,关闭,监控),也依赖于文件系统和网络接

口，而 VCS集群可以区分节点失败和节点通讯失败,采用心跳线，共享存储，冗余数据接

口来保护系统实现不同应用的高可用如 mysql、oracle等等。

2.4.2.3.2 VCS集群·环境要求

1. VCS集群的主副节点已部署 i2Node

2. VCS集群中的浮动 IP要能与控制机通讯

3. 已经在 VCS集群中的主从节点都添加了 postonline.pl脚本与 postoffline.pl脚本，且

VCS软件上也新增了对应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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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online.pl与 postoffline.pl脚本添加与模板说明请见附录。

2.4.2.3.3 VCS集群·Windows脚本配置

如果要使得Windows_VCS集群主从节点切换后自动对复制规则源端备端进行切换需

要按照以下两步进行：

1. 在 VCS集群主从节点指定路径下都添加 postonline.pl与 postoffline.pl脚本。

2. 进入 VCS软件添加脚本。

路径如下：

C:\Program Files\Veritas\cluster server\bin\Triggers

postoffline.pl脚本模板如下：

# put your code here...

system("date /t >>c:\\postoffline.log");

system("time /t >>c:\\postoffline.log");

if ( $ARGV[1] eq "ha_coopy" )

{

system("call \"C:\\Program Files

(x86)\\info2soft\\node\\etc\\delClusterRule_172.20.32.244.bat\" 172.20.32.244");

system("echo delete ha_coopy(172.20.32.244)'s rep, postoffline

done >>c:\\postoffline.log");

}

postonline.pl脚本模板如下：

# put your code here...

system("date /t >>c:\\postonline.log");

system("time /t >>c:\\postonline.log");

if ( $ARGV[1] eq "ha_coopy" )

{

system("call \"C:\\Program Files (x86)\\info2soft\\node\\bin\\rpcclient.exe\"

vcs 1 172.20.32.244");
system("echo add ha_coopy(172.20.32.244)'s rep, postonline

done >>c:\\postonline.log");

}

模板中标注蓝色的部分是指用户需要根据自身环境进行修改的，路径为节点默认安装

的路径如果节点安装路径已修改，请修改脚本中对应的路径。

ha_coopy:用户自定义 VCS 的应用名称。

172.20.32.244:用户浮动 IP的地址也称虚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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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4 VCS集群·Linux脚本配置

如果要使得 Linux_VCS集群主从节点切换后自动对复制规则源端备端进行切换需要

按照以下两步进行：

1. 在 VCS集群主从节点指定路径下都添加 postonline.pl与 postoffline.pl脚本。

2. 进入 VCS软件添加脚本，具体步骤如下。

3. 添加 mount参数。

路径如下：

/opt/VRTSvcs/bin/triggers

postoffline.pl脚本模板如下：

# put your code here...

system("date >> /var/i2data/log/postoffline.log");

system("echo \"argv0=$ARGV[0]\" >> /var/i2data/log/postoffline.log");

system("echo \"argv1=$ARGV[1]\" >> /var/i2data/log/postoffline.log");

print "$ARGV[1]\n";

if( $ARGV[1] eq "ClusterService" ){

printf "test ok\n";

system("/bin/bash /etc/sdata/delClusterRule_172.20.71.147.sh

172.20.71.147");

system("echo \"del mysql(172.20.71.147)'s rep, postoffline done\" >>

/var/i2data/log/postoffline.log");

postonline.pl脚本模板如下：

#!/usr/bin/perl

#

# put your code here...

system("date >> /var/i2data/log/postonline.log");

if ( $ARGV[1] eq "ClusterService" )

{

system("/usr/bin/rpcworkclient vcs 1 172.20.71.147");

system("echo \"add mysql(172.20.71.147)'s rep, postonline done\" >>

/var/i2data/log/postonline.log");

}

模板中标注蓝色的部分是指用户需要根据自身环境进行修改的，路径为节点默认安装

的路径如果节点安装路径已修改，请修改脚本中对应的路径。

ClusterService:用户自定义 VCS 的应用名称。

172.20.71.147:用户浮动 IP的地址也称虚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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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添加完毕后需要修改 mount配置文件 offline与 online，首先进入

/opt/VRTSvcs/bin/Mount/路径下编辑 offline文件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vim /opt/VRTSvcs/bin/Mount/offline

打开 offline文件后在对应位置($BlockDevice)参数下添加如下内容：

#unjoin sfs cfg

system("echo '+!$MountPoint' >> /proc/sfs/cfg");

进入/opt/VRTSvcs/bin/Mount/路径下并编辑 online文件：

vim /opt/VRTSvcs/bin/Mount/online

打开 online文件后在对应位置($rc=0;)参数下添加如下内容：

#unjoin sfs cfg

system("echo '+!$MountPoint' >> /proc/sfs/c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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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5 VCS集群·事件添加

在主从节点指定路径下添加脚本后，用户需要进入 VCS软件中添加对应的事件否则

脚本无效，具体操作如下：

1. 进入 VCS集群中鼠标右键单击应用名称进入 properties View

2. 鼠标左键单击 show all attributes 并找到 TriggersEnabled双击进行编辑

3. 添加两个脚本名称并鼠标单击 OK配置完成

2.4.2.3.6 集群管理·新建 VCS集群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集群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集群

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块设备备份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集群类型：默认为 VCS集群。

集群 IP地址：输入 VCS的浮动 IP。

软件许可：选择 coopy许可或 cdp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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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名：该区域将会被自动填充上 VCS集群名称，无需填写。

集群节点：

 节点计算机名：VCS 集群中的节点名称。

 状态：显示 VCS集群中节点的状态。

 工作机名：用户需要选择 VCS集群中已在控制机注册的对应节点名称。

 管理地址：用于传输指令的 IP地址。

 软件版本：控制机与节点的版本。

 工作机验证：验证选择的工作机节点与 VCS集群节点是否一致。

维护模式：开启后 VCS集群进入维护模式，VCS集群异常不统计在异常情况中，VCS
集群相关的规则也不统计在异常情况中。

备注：为集群信息添加备注信息。

2.4.2.4 集群管理·界面

集群管理界面导航：资源管理→容灾节点→集群管理

集群管理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集群管理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集群 IP地址：按集群 IP地址过滤显示列表。

集群管理信息栏说明：

集群状态：显示当前集群管理的状态。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集群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集群 IP地址：显示当前集群的集群 IP地址。

集群名：Cluster Name，控制机自动获取用户在底层创建的集群名。

集群类型：显示当前集群类型。目前仅支持Windows集群。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集群规则的的 i2UP操作用户名。

维护模式：开启后 VCS集群进入维护模式，VCS集群异常不统计在异常情况中，VCS
集群相关的规则也不统计在异常情况中。

集群管理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集群。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集群。

刷新：刷新当前集群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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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虚拟化

2.5.1 资源管理·虚拟平台

2.5.1.1 虚拟平台·环境要求

虚拟平台的环境要求主要分为 Hyper-V和 VMware部分。

2.5.1.1.1 虚拟平台·环境要求·Hyper-V

至少一台已安装 Hyper-V的Windows主机，支持的虚机平台列表详见《i2VP产品支持列

表》。

启用远程管理功能

1. 快速配置Windows远程管理，默认启用 HTTP连接，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exe，
执行命令：

winrm quickconfig

2. 查看监听配置，默认启用 HTTP连接，端口号 5985，命令如下：

winrm enumerate winrm/config/listener

3. 设置允许非加密传输，命令如下：

winrm set winrm/config/service @{AllowUnencrypted="true"}

如提示“公开网络无法配置”，需设置为专用网络，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PowerShell.exe，
然后执行命令：

Set-NetConnectionProfile -NetworkCategory Private

启用 HTTPS连接

用户也可以选配使用 HTTPS来实现 Hyper-V的远程管理，步骤如下：

1. 创建自签名证书，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PowerShell.exe，然后执行命令：

New-SelfSignedCertificate -DnsName "hostname" -CertStoreLocation

"cert:\LocalMachine\My"

-DnsName：这里的 hostname 填写服务器名称，可通过查看我的电脑右键属性得知。

2. 请记录返回的 Thumbprint和 Subject内容，如下图所示：

其中，Thumbprint值是 630EFD192016EF0BEFFD1DDC743BF59BB30AD9DF；hostname
值是WIN-9GOPMI0PJM3。

3. 绑定证书，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 cmd.exe，命令格式如下：

winrm create winrm/config/Listener?Address=*+Transport=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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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name=`"`hostname`"`; CertificateThumbprint=`"`Thumbprint`"`}

根据上个步骤中的 hostname值和返回的 Thumbprint值修改后，命令如下：

winrm create winrm/config/Listener?Address=*+Transport=HTTPS

`@`{Hostname=`"`WIN-9GOPMI0PJM3`"`;

CertificateThumbprint=`"`630EFD192016EF0BEFFD1DDC743BF59BB30AD9DF`"`}

上述命令默认会启用 HTTPS监听，端口号是 5986，如未启用，执行命令：

winrm qc -transport:https

4. 查看 HTTPS监听配置，执行命令：

winrm enumerate winrm/config/listener

2.5.1.1 虚拟平台·新建

虚拟平台·新建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虚拟平台”，进入虚拟平台界面。

2. 虚拟平台界面中，单击“新建”。

3. 单击“确定”，添加虚拟平台完成。

2.5.1.2 虚拟平台·新建·基本设置

虚拟平台·新建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虚拟平台”，进入虚拟平台界面。

2. 虚拟平台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虚拟平台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

任务的名称。

管理地址：指 NPServer的 IP地址，详见安装 NPServer。

管理地址端口：指 NPServer的通信端口，默认为 26823。

平台类型：选择 VMware或 Hyper-V。

 VMware：如果要添加的虚拟平台是 ESXi主机或 vCenter Server，请选择 VMware，添

加过程不会在虚拟平台上安装任何代理程序，即无代理备份模式。

 Hyper-V：如果要添加的虚拟平台是 Hyper-V主机或集群，请选择 Hype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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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过程中 NPServer会在虚拟平台自动安装代理程序 info2soft-DataAgent，前提条件是开启 Hyper-V
的远程管理功能，详见虚拟平台·环境要求·Hyper-V。

平台地址：即虚拟平台的 IP地址，即 ESXi、vCenter、Hyper-V主机或者集群的 IP地址。

使用凭据登录：此选项默认关闭，打开即可使用用户提前创建的凭据进行登录，而无需

再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凭据的创建，详见凭据管理·新建。

凭据：用户通过下拉框选择用户提前创建好的凭据（用户名和密码）。

添加：在下拉框中若没有对应的凭据，用户也可在通过单击此选项，进行添加凭据。详

见凭据管理·新建。

账号：虚拟平台的登录账号。

口令：虚拟平台登录的密码。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全服务器迁移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

见资源管理·业务组管理。

软件许可：选择对该虚拟平台进行授权的 vp 软件许可。

2.5.1.3 虚拟平台·新建·演练设置

当虚拟平台需要作为演练环境时，需在“演练设置”中启用演练。

虚拟平台启用演练后，通过 NPServer在已有的虚拟平台上建立隔离网络和代理网关虚机。

代理网关虚机上有两块网卡，一块连接生产网络，另一块连接隔离网络。

启用演练：用户可以对当前虚拟平台选择是否启用演练功能，以便后续在该虚拟平台上

部署代理网关虚机。启用时会对当前虚拟平台进行连接验证。

数据中心：选择虚拟平台的数据中心位置。

主机名称：选择虚拟平台的主机名称，也就是代理网关虚机所在的 ESXi主机。

存储：选择虚拟平台的存储，也就是代理网关虚机所在的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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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网关网卡：选择代理网关虚机的网卡，这里选择虚拟平台上的网络，该网络与

NPServer同属于一个网络中。

代理网关名称：用户自定义代理网关虚机的名称。

代理网关 IP：用户指定代理网关虚机的 IP地址，该 IP地址必须 NPServer服务器相互通

信。

子网掩码：用户指定代理网关虚机的子网掩码。

网关：用户指定代理网关虚机的网关 IP地址。

关闭“启用演练”后，运行在虚拟平台上的代理网关虚机会被删除。

2.5.1.3.1 虚拟平台·环境要求·VMware

至少一台 vCenter Server或 ESXi主机，支持的虚机平台列表详见《i2VP产品支持列表》。

2.5.1.4 虚拟平台·界面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虚拟化”→“虚拟平台”：

虚拟平台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虚拟平台名称。

状态：在线和离线状态。

如果 NPSever自身离线，导致 i2UP控制机无法和 NPServer保持通信，或者如果虚拟平台自身故障
导致网路不可达，则显示为“离线”。

管理地址：显示 NPServer所在的 IP地址。

平台地址：显示虚拟平台所在的 IP地址。

平台类型：显示当前虚拟平台的平台类型，目前支持的有 Hyper-V和 VMware。

数据代理版本：添加 Hyper-V虚拟平台时，NPServer自动部署的 DataAgent版本。

演练状态：显示虚机演练的代理网关虚机的状态，状态有如下几种：

 部署中：表示正在新建代理网关虚机。

 部署完成：表示代理网关虚机新建完毕。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虚拟平台的 i2UP登录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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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平台操作列说明：

修改：修改虚拟平台的信息，包括修改名称、用户、口令和软件许可信息等，确定后生

效。

查看虚机列表：查看虚拟平台所包含的虚拟机，虚拟机以树状形式呈现。同时，还呈现

该虚拟机的备份状态，已经备份的虚拟机，不允许重复备份。用户可以直接选择虚拟机列

表中可用的虚拟机新建备份、迁移和复制任务。

查看统计信息：显示当前虚拟平台有关的备份和恢复任务的统计信息，包含备份已建立

备份任务的虚拟机占比、未建立备份任务的虚拟机占比、最近一段时间内的备份和恢复的

成功率、失败率。

删除：在没有关联任何备份或恢复任务的情况下，单击按钮可删除虚拟平台；基于数据

安全的考虑，如果当前虚拟平台存在与之关联的规则，不论规则处于停止状态或运行状态，

页面都会报错提示。用户需要进入“虚拟化支持”菜单删除不再需要的虚机备份规则、虚机

迁移规则、虚机恢复规则和虚机复制规则。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IP导入：用户可以将 IP输入对应的虚机中，并将文件上传。

导入 IP过后用户不需要再设置演练验证，演练规则创建后会自动 ping源虚机 IP。

虚拟平台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虚拟平台。详见虚拟平台·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虚拟平台。

更新数据代理：适用于 Hyper-V类型的虚拟平台。当用户升级了 NPServer，需要在当前

页面选择 Hyper-V虚拟平台，执行版本升级，以保持 DataAgent和 NPServer的版本一致性。

刷新：刷新当前虚拟平台的状态。

1. NPServer安装目录下（Windows平台，<安装路径>\Info2soft's NoProxy Server\package
目录；Linux平台，/usr/local/sdata/npsvr/package 目录）包含 info2soft-DataAgent.exe代理
程序安装包，适用于 Hyper-V虚拟平台的虚拟机备份和恢复。

2. 单击“更新数据代理”，NPServer自动卸载旧版本并安装新版本 DataAgent；

3. 如果 Hyper-V虚拟平台上 DataAgent被用户误删除，则需要用户手工从 NPServer上述

目录将 info2soft-DataAgent.exe安装包拷贝上传到 Hyper-V虚拟平台，执行手工安装。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65 -

4. 虽然 DataAgent支持向下兼容，但当用户升级了 NPServer的软件版本后，建议同步升

级 DataAgent。如果 Hyper-V虚拟平台上的 DataAgent版本太低，那么执行虚拟机备份时
会提示通过日志报错。

2.5.1.5 虚拟平台·IP导入

虚机列表页选择“IP导入 ”。

点击“下载”下载模板，并填入对应 IP地址。再将填写好的模板导入。

自动演练需要导入 IP才能使用。

2.5.2 资源管理·云平台

2.5.2.1 云平台·环境要求·EasyStack
1. 至少一台 EasyStack的云主机。

2. NPServer机器 etc目录下的 hosts文件已添加信息。

2.5.2.2 云平台·新建·基本设置

云平台·新建的具体步骤如下：

1. 鼠标左键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云平台”，进入云平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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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平台界面中，鼠标左键单击“新建”。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虚拟平台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

任务的名称。

平台类型：选择 OpenStack。

软件许可：选择 VP。

管理地址：指 NPServer的 IP地址。

平台地址：即 EasyStack云平台的 IP地址。

账号：EasyStack云平台账号。

密码：EasyStack云平台对应账号的密码。

域或者部门名称：EasyStack云平台对应的域或者部门名称。

项目 ID：EasyStack云平台对应的项目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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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虚拟平台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

任务的名称。

平台类型：选择华为云。

软件许可：选择 VP。

区域：用户根据华为云选择区域。

终端节点：当用户选择区域后终端节点自动填充。

管理地址：指 NPServer的 IP地址。

登录方式：用户自行选择账号登录或者 IAM 用户登录。

账号：华为云平台账号。

IAM用户：华为云中对应的 IAM用户。

密码：华为云平台对应账号的密码。

域或者部门名称：华为云平台对应的域或者部门名称。

项目 ID：华为云平台对应的项目 ID。

账号 ID：华为云平台对应的账号 ID。

2.6 存储管理

2.6.1 存储节点

2.6.1.1 存储节点·概述

存储节点在在 i2Node节点基础上提供了存储管理功能，如存储空间监控和告警，存储池

管理、SAN 管理，配额管理和历史统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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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池是 ZFS 管理一块或以上物理磁盘的存储池，需要在存储节点需要安装

i2Block-Server和 ZFS 软件。

逻辑磁盘是基于 ZFS存储池之上的虚拟卷，也称为 ZFS 逻辑卷，ZFS逻辑卷本身支持快

照克隆特性。

SAN管理根据存储节点的类型，分别提供 iSCSI发起者管理和 iSCSI目标端管理。作为

i2Block服务端并且块复制设置启用 iSCSI目标端服务，那么用户在 SAN管理界面可以配

置 iSCSI目标端功能。作为 i2Block客户端并且块复制设置启用 iSCSI发起者服务。

2.6.1.2 存储节点·新建

存储节点界面导航：“资源管理”→“资源管理”→“存储节点”

存储节点·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存储节点”，进入存

储节点界面。

2. 存储节点界面中，点击“新建”。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存储管理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节点组：用户选择所创建的节点业务组。

节点：用户选择所需的节点。

如果之前选择节点组，下拉选项中仅显示节点组中的节点数据。如果未选择节点组，下拉选项中会
显示当前可使用的所有节点。

开启监控：勾选即开启监控，对磁盘当前的状态进行监控。

监控数据保留：用户自定义设置监控数据的保留天数。

此功能需要“开启监控”打开，才会显示。

存储设备：在“节点”一栏填写完毕后会自动显示此节点机器内所有的磁盘信息。

 设备名：显示磁盘的名称。

 磁盘大小：显示磁盘的空间大小。

 剩余空间：显示磁盘剩余的空间大小。

 当前使用率：显示当前此磁盘的使用率情况。

 告警设置：用户自行设置当前磁盘使用率的情况来进行告警提示。

告警设置的功能需要开启监控，才可以进行设置，否则无法设置。

1. 输入完以上信息后，点击“确认”完成存储管理的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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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3 存储节点·界面

存储节点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存储管理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节点名称：按节点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存储节点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存储管理节点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节点名称：显示用户创建的存储管理所对应的节点名称。

节点状态：显示当前节点的状态，分为“在线”和“离线”，即节点机器的开机和关机状

态（或进程停止等其它状态），i2Node程序会定时刷新状态信息。

设备状态：

 设备名：显示节点机器磁盘的名称。

 磁盘大小：显示节点机器当前磁盘的空间总大小。

 剩余空间：显示磁盘当前还剩余多少空间。

存储节点操作列说明：

修改：修改当前存储节点配置，如名称、监控存储设备。

历史统计：查看开启监控的存储节点历史容量使用统计。

管理：存储节点的存储池管理、SAN管理等。

配额管理：为业务操作员分配该备份服务器的访问路径和可使用的存储配额。

配置管理是基于 ZFS文件系统实现。

删除：删除当前的存储信息。可以选择“是否一并删除存储上的所有配额及文件系统”。

存储节点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存储节点。

删除：通过点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存储设备。

刷新：刷新当前存储设备的状态。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70 -

2.6.1.4 存储管理·历史统计

存储管理功能会统计此磁盘所有的历史使用情况，以Multi Series Chart的形式直观展示出

来。

查看存储管理·历史统计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2. 存储管理界面中，点击“历史统计”。

3. 用户在左上角自行可以选择“最近一周”、“最近一个月”、“最近三个月”、“最

近六个月”、“最近一年”等时间段进行查看此存储磁盘的使用情况。

2.6.1.5 存储管理·管理

存储节点部署 i2Block客户端时，若启用了 iSCSI发起端功能时，SAN管理页面可以配置

iSCSI发起功能。

存储节点作为 i2Block服务端时，使用 ZFS 卷管理技术，将存储服务器上的物理磁盘，创

建成存储池，在存储池的基础上，可以分配逻辑卷，用于存储备份数据。此外，提供基于

文件系统和卷级快照，克隆等附加功能；若了启用 iSCSI目标端功能时，SAN管理页面可

以配置 iSCSI目标功能。

2.6.1.5.1 存储池

存储池指的是由 1个磁盘（分区）或多个磁盘（分区）组成的一个逻辑空间。逻辑磁盘构

建在存储池上。目前可配置的存储池类型是条带型，它的容量是磁盘集中所有磁盘容量之

和。要求存储节点上安装 i2Node节点和 i2Block-Server，在节点管理页面中完成新建节点。

2.6.1.5.2 存储池·界面

存储池·界面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 →“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2. 存储管理界面中，点击“管理”→“存储池”。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存储池名称。

容量：显示当前存储池的总容量大小。

空余容量：显示当前存储池的的空余容量大小。

操作：

 扩容：扩容当前的存储池。

 删除：删除当前的存储池、逻辑磁盘或者快照。

快照：对当前的逻辑磁盘进行快照的操作。

克隆快照：对当前的逻辑磁盘的快照进行克隆的操作。

2.6.1.5.3 存储池·创建

存储池的创建存储池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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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储管理界面中，点击“管理”→“存储池”→“创建存储池”。

3. 填写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存储池名称。

4. 点击“选择物理磁盘”后，系统会自动列出这台机器上所有的磁盘及磁盘分区，用户

需要选择至少一个磁盘或者磁盘分区作为存储池的存储设备。

如果选择磁盘或分区时有 出现，则说明该磁盘或分区已经作为一个存储池的存储设备或者存在文
件系统，所以无法选择。

5. 填写完成后，点击“确定”。完成存储池的创建。

2.6.1.5.4 存储池·扩容

已创建的存储池可以将新磁盘加入到存储池中进行扩容。扩容存储池的具体操作步骤如

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2. 存储管理界面中，点击“管理”→“存储池”→“扩容”。

3. 点击物理磁盘，然后勾选可用的新磁盘，支持多选。

4. 点击“确定”，完成扩容存储池。

2.6.1.5.5 逻辑磁盘

逻辑磁盘即逻辑卷，在存储池上创建。

逻辑磁盘列表

逻辑磁盘列表显示当前存储池上的逻辑卷信息和相关的快照信息，用户可以进行以下操

作：

逻辑卷·删除：用户选择逻辑卷点击“删除”，i2Block服务端进程将删除该克隆卷。

逻辑卷包含快照时删除会提示是否强制删除。

快照：用户选择逻辑卷点击“快照”，i2Block服务端进程对该逻辑卷生成快照。

新建逻辑卷：新建逻辑卷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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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储管理界面中，点击“管理”→“存储池”→“新建逻辑卷”。

3. 填写名称，用户自定义的逻辑卷的名称。

4. 填写容量，用户自定义填写容量大小，不可超过当前总容量大小。支持设定的容量单

位：KB、MB、GB、TB。

填写的容量大小必须是正整数。

5. 勾选是否启用 sparse：不勾选 sparse，产生的逻辑卷是实际占用磁盘空间的；勾选

sparse，产生的逻辑卷是不占用磁盘空间的。

6. 点击“选择存储池”，在已有的存储池之上新建逻辑卷。

7. 点击“确定”，完成逻辑卷的新建。

1. 新建逻辑卷的大小不能超过存储池的剩余容量。

2. 逻辑卷通常作为块复制规则的目标卷，所以建议逻辑卷的容量最好等于或稍微大于作
为源端磁盘的大小，同时英方在创建块复制规则时也提供了新建逻辑卷的选项，所以

不确定源端磁盘大小的话，可以在新建块复制规则时再新建逻辑卷。

快照列表

快照列表是显示当前用户对逻辑卷的快照信息和相关的克隆卷信息。用户可以进行以下操

作：

克隆快照：用户选择快照，点击“克隆快照”后，i2Block服务端进程对该快照生成克隆

卷，该克隆卷是快照的子集。

克隆卷·删除：用户对克隆卷点击“删除”后，i2Block服务端进程将删除该克隆卷。

快照·删除：用户点击删除后，删除该快照。

2.6.1.5.6 SAN管理

SAN存储管理器，是一个通用的存储设备管理工具，i2Block服务端将所管理的逻辑卷作

为 iSCSI目标端的后端存储，映射给 iSCSI 发起端连接并挂载磁盘。

2.6.1.5.7 iSCSI目标端

iSCSI目标端配置页面访问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2. 存储管理界面中，在作为 i2Block服务端的节点的操作栏，点击“管理”→“SAN管

理”。

iSCSI目标列表栏

iSCSI目标：显示此 iSCSI目标名称。

名称：显示用户设定的 LUN名称。

位置：显示此 LUN对应的卷位置。

容量：显示此 LUN对应的卷大小。

iSCSI目标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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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 LUN映射：在该 iSCSI目标下创建 LUN映射，关联 ZFS 逻辑卷。

 查看：显示当前 iSCSI目标已分配的主机访问列表。

 修改：修改当前 iSCSI目标的主机访问设置。

删除：删除当前 iSCSI目标。

添加 iSCSI目标

添加 iSCSI目标的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2. 存储管理界面中，点击“管理”→“SAN管理”，进入 SAN管理页面。

3. 点击 iSCSI目标列表下方的添加按钮，输入 iSCSI目标别名，例如 target_name。

4. 添加完成后，完整的 iSCSI目标名称是 iqn.1991-05.com.i2soft:target_name。

添加 LUN映射

添加 LUN映射的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2. 存储管理界面中，点击“管理”→“SAN管理”，进入 SAN管理页面。

3. 添加 iSCSI目标完成后，iSCSI目标列表会出现刚创建的 iSCSI 目标，然后点击操作

栏的“添加 LUN映射”。

4. 点击“确定”，完成 SAN管理中 LUN映射的添加。

iSCSI目标：显示当前的 iSCSI目标名称。

位置：用户选择已有的 ZFS 逻辑卷。

名称（LUN）：用户自定义的 LUN名称，对应逻辑卷。

查看 iSCSI目标的主机访问列表

iSCSI目标列表查看主机访问列表的访问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2. 存储管理界面中，点击“管理”→“SAN管理”，进入 SAN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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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已创建 iSCSI目标和 LUN映射，在 LUN映射的操作栏点击“查看”。

目标：显示当前 iSCSI目标名称。

TPG：显示 TPG。

发起者：显示可访问当前 iSCSI目标的发起者名称。

修改 iSCSI目标的主机访问设置

iSCSI目标端主机访问设置的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2. 存储管理界面中，点击“管理”→“SAN管理”→“修改访问设置”。

3. 点击“添加”，系统会自动检测到当前 iSCSI目标端的主机访问信息，添加至此 iSCSI
目标的主机访问列表，即可生效。

4. 完成对此 iSCSI目标端的主机访问设置。

2.6.1.5.8 iSCSI发起者

iSCSI发起者页面的访问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2. 存储管理界面中，在作为 i2Block客户端的节点操作栏，点击“管理”→“SAN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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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1. 点击“发现”，用户选择想要连接的 iSCSI目标端节点，发现成功后系统会自动列出

i2Block服务端系统所有的 iSCSI目标。

发现节点时，若 iSCSI目标端启用了发现认证，请启用 CHAP并输入对应的用户名和密码。

2. 完成发现后，已发现的目标列表会显示相应的 iSCSI目标。

连接

1. 完成发现后，已发现的目标列表会显示相应的 iSCSI目标。

2. 选择 iSCSI目标点击连接，显示“已连接”表示连接成功，然后进入操作系统查看磁

盘列表进行挂载操作。

连接 iSCSI目标端时，若 iSCSI目标端对当前发起者设置 CHAP认证，启用 CHAP并输入对应的用
户和密码。

2.6.1.5.9 物理磁盘

提供用户显示当前节点设备内的所有物理磁盘及分区的信息，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2. 存储管理界面中，点击“管理”→“物理磁盘”。

2.6.1.6 存储管理·配额管理

业务管理员通过“配额管理”为业务操作员分配用于灾备的存储空间，方法是从已有的存

储池中新建文件系统，指定业务操作员进行存储空间配额。

如需存储节点启用配额管理功能，存储管理页面选择一个存储节点，在相应的操作栏点击

“配额管理”按钮进入配额管理页面，打开“配额管理和访问控制”选项，此选项默认关

闭。配额管理需要存储节点安装 i2Block-Server，管理 ZFS 文件系统。

2.6.1.6.1 存储管理·配额管理·界面

配额管理界面显示了此节点机器设备的所有磁盘的配额管理对应的文件系统信息，存储管

理·配额管理·界面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2. 存储管理界面中，点击“配额管理”。

配额管理和访问控制：是配额管理和访问控制的控制开关，开启了则可以对此配额进行

新建、修改等操作。不开启则无法对此配额进行任何访问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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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配额：显示此列表中用户创建的文件系统信息。

用户名：显示此文件系统的用户名。

存储池：显示此文件系统所使用的存储池。

文件系统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文件系统设置的名称。

挂载点：显示此文件系统挂在的位置。

配额：显示用户配置此文件系统的额度大小。

修改：修改当前此文件系统的额度大小，其余信息无法修改。

删除：删除当前此文件系统。

2.6.1.6.2 存储管理·配额管理·新建文件系统

英方在 i2UP控制台上提供了为用户创建文件系统，具体步骤如下：

1.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

2. 存储管理界面中，点击“配额管理”→“新建文件系统”。

用户名：从在 i2UP控制台上已有业务操作员中选择

存储池：从已创建的存储池中选择。。

文件系统名称：用户自定义的文件系统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挂载路径：用户自定义指定该存储的文件系统挂载点。

配额：用户自定义指定该业务操作员的存储空间使用上限，以 GB为单位，不可超过存

储池的总容量大小。

3. 填写完信息后，点击“确定”，完成文件系统的新建。

1. 业务管理员授权业务操作员资源以及文件系统后，业务操作员建立规则选择灾备机路

径时只允许访问授权后的文件系统挂载路径，并且可使用的存储空间即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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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存储池管理

2.6.2.1 存储池·环境要求

将存储节点注册为存储池的要求如下：

1. 安装 i2node for CDM storage。

2. 安装 zfs、targetcli（保证服务运行）。安装 zfs 可参考用户安装部署手册。

#yum -y install targetcli

#systemctl start target.service

# lsmod |grep zfs

# systemctl status target

3. 安装挂载和读写工具 ntfs-3g、格式化的工具 ntfsprogs。
# wget -O /etc/yum.repos.d/epel.repo http://mirrors.aliyun.com/repo/epel-7.repo

# yum update --exclude=kernel*

# yum install ntfs-3g ntfsprogs

4. 在 i2UP控制台注册为灾备节点。

5. 存在可用的未创建文件系统的裸设备。

2.6.2.2 存储池·新建

存储池界面导航：“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存储池管理”

新建存储池的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存储池管理界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存储池新建界面。

3. 配置存储池相关信息。

4. 单击“确定”按钮，新建存储池。

5. 在管理页面可查看新建的存储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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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池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存储池名称，便于管理，存储池名称只能以英文字母开头，

可包含数字，不能包含中文及特殊字符。

存储类型：目前仅支持 BlockStorage。

存储地址：填写目标存储节点 IP地址和端口，格式是 IP:PORT。

例：172.20.76.40:26821

选择磁盘：输入存储地址后，单击扫描按钮，会列出存储节点的磁盘，用户可指定一个

或多个裸磁盘创建存储池。

授权容量：允许存储池上的复制卷实际使用的最大数据量，此容量为从 CDM许可容量

分配给该存储池的容量。

授权容量不能大于 CDM许可剩余容量。

CDM许可剩余容量=许可总量-已授权容量。

描述：可自定义填写该存储池的描述信息。

2.6.2.3 存储池·界面

存储池搜索栏说明：

存储池：按存储池名称过滤显示存储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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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池信息栏说明：

存储池：显示存储池名称。

状态：显示当前存储池是否在线。

存储类型：显示存储池的存储类型。

地址：存储池所在存储节点的 ip+端口。

剩余容量/总容量：总容量为存储池的大小，与勾选磁盘的大小基本相同。剩余容量为建

完复制卷之后还剩下的存储池大小。

描述：显示存储池的自定义描述内容。

存储池操作列说明：

查看：点击之后可查看存储池的信息，可以修改存储池的描述信息。

删除：用来删除存储池。

如果存储池上有复制卷，则删除时会有相应的报错提示，导致无法删除。

底部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存储池。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存储池。

刷新：刷新当前存储池的状态。

2.6.3 复制卷管理

2.6.3.1 复制卷·环境要求

挂载复制卷至客户端步骤如下：

1. 备机安装 i2Node。

2. 备机安装 iSCSI服务。

a. Windows系统作为客户端：

Microsoft iSCSI Initiator Service 服务，并设置开机自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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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HEL/CentOS系统作为客户端：

挂载复制卷的节点需运行 iSCSI Initiator服务。

#yum -y install iscsi-initiator-utils

# service iscsi status

3. （非必须）Linux客户端安装 ntfs-3g和 ntfsprogs。
# wget -O /etc/yum.repos.d/epel.repo http://mirrors.aliyun.com/repo/epel-7.repo

# yum update --exclude=kernel*

# yum install ntfs-3g ntfsprogs

仅在 Linux客户端上挂载 ntfs文件系统的复制卷时才配置。

4. 将备机在 i2UP控制台注册为节点。

5. i2UP控制台存在可用的存储池。

2.6.3.2 复制卷·新建

存储池界面导航：“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复制卷管理”

新建复制卷的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复制卷管理界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复制卷新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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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复制卷相关信息。

4. 单击“确定”按钮，新建复制卷。

5. 在管理页面可查看新建的复制卷信息。

复制卷：用户自定义的复制卷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

任务的名称。

客户端：下拉选择要建复制卷的客户端节点。

存储池：存储池管理中的存储池，选择后下方会提示剩余空间等信息。

卷容量：设置复制卷的大小。

复制卷大小既不能超过存储池的剩余容量，也不能超过存储池的授权容量大小。

是否创建文件系统：此选项默认打开，可选择关闭。关闭后意味着不格式化此复制卷。

此选项开启，可进行如下配置：

Linux客户端：

 文件系统类型：可选 ext4、xfs和 ntfs。

 挂载点：可手动填写，也可点击选择按钮进行手动选择。

Windows客户端：

 文件系统类型：ntfs。

 挂载点：下拉选择Windows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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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3 复制卷·界面

复制卷搜索栏说明：

复制卷：按复制卷名称过滤显示复制卷列表。

客户端：按客户端名称过滤显示复制卷列表。

复制卷信息栏说明：

复制卷：显示复制卷名称。

状态：显示当前复制卷的状态。常见状态有：

 创建失败：创建出错，可点击查看日志按钮查看相关日志

 已挂载：创建复制卷成功，并且格式化成了指定的文件系统并成功挂载到了设置的挂

载点

 在线：复制卷创建成功，未挂载

 不存在：客户端的 iSCSI发起程序无法发现 iSCSI目标时显示为此状态。

 未知：当客户端或存储池通讯障碍时显示未知状态。

客户端：显示客户端节点名称。

存储类型：显示存储池的存储类型。

容量（总空间）：复制卷大小。

复制卷操作列说明：

详情：点击可查看复制卷创建时的信息

快照列表：点击可查看该复制卷的快照列表

删除：可在界面上删除复制卷

查看日志：点击可查看该复制卷的相应日志

若该快照任务上有副本卷并且副本卷在挂载管理中被使用，则无法删除该快照。

快照列表按时间排序，支持分页查看，可在界面删除相应快照。

若该复制卷上有快照存在，则无法删除。要想删除，先删除其上的快照

底部菜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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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新建复制卷。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复制卷。

刷新：刷新当前复制卷的状态。

2.7 DTO资源

2.7.1 DTO资源·对象存储

2.7.1.1 概述

对象存储优势在于不需要文件系统的介入，可以直接通过 URL进行访问。一般常见于存

储厂商的存储设备，以及公有云厂商提供的云端存储服务。此处添加的对象存储资源，将

被用于 i2DTO功能模块，完成本地到对象存储，或者跨对象存储的数据复制。

2.7.1.2 对象存储·环境要求

1. 已部署 i2UP控制机。

2. 对象存储资源。

3. 访问对象存储的 Access Key和 Access Secret。

4. 对象存储的访问地址，即对象存储的访问域名 endpoint。

2.7.1.3 对象存储·新建

“对象存储”导航栏：“资源管理”→“DTO资源”→“对象存储”

2.7.1.3.1 对象存储·新建·基本设置

进入对象存储界面，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名称：自定义的对象存储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存储类型：支持 LocalFS、AWS S3、S3 Compatible 、Aliyun OSS、Baidu BOS、MSAzure
File、MSAzure Blob、MSAzure Blob、Jingdong OSS、FTP Server和 Swift。

华为云对象存储请选用“S3 Compatible”类型。

存储访问地址：对象存储的访问域名 endpoint。

Access Key：对象存储的访问账户对应的 Access Key。

Access Secret：对象存储的访问账户对应的 Access Secret。

大文件分片大小：用于将大文件分成小文件，加速存储的一个选项。默认值为：200，单

位为MB。输入框内右侧有增加和减少的按钮。

单个文件大小超过该值 5倍的文件才会被分片上传。

备注：用户自定义此对象存储的备注内容。

1. 输入完信息后，单击“确定”，即可完成对象存储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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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4 对象存储·界面

搜索栏：可以通过多重筛选迅速定位，分为“名称”搜索、等筛选进行定位。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对象存储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存储类型：支持 LocalFS、AWS S3、S3 Compatible 、Aliyun OSS、Baidu BOS、MSAzure
File、MSAzure Blob、MSAzure Blob、Jingdong OSS、FTP Server和 Swift。

华为云对象存储请选用“S3 Compatible”类型。

存储访问地址：对象存储的访问域名 endpoint。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对象存储的的 i2UP操作用户名。

操作：

 浏览对象：方便用户浏览对象存储内的文件。详见对象存储·浏览对象。

 修改：修改当前对象存储的基本设置。详见对象存储·新建·基本设置。

存储类型无法修改。

 删除：删除当前的对象存储。

新建：新建对象存储。详见对象存储·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对象存储。

刷新：刷新当前对象存储的状态。

2.7.1.5 对象存储·浏览对象

添加对象存储资源后，管理员通过 DTO主机可以直接访问并查看对象存储中的资源，步

骤如下：

1. 进入对象存储界面。

2. 选择具体对对象存储，单击“浏览对象”。

3. 选择已经创建好的 DTO主机。

对象存储浏览对象是通过 DTO主机来实现向对象存储的访问。

4. 页面显示出当前对象存储内存储的目录和文件。

5. 用户也可对存储内容进行删除等操作。

2.7.2 DTO资源·DTO主机

2.7.2.1 概述

DTO主机即同步主机，实现对本地存储及对象存储的访问和操作。

2.7.2.2 DTO主机·环境要求

DTO主机的环境要求如下：

1. 已部署 i2UP控制机。

2. 至少准备一台机器作为 DTO同步主机（也可以是生产主机）。

3. 同步主机需要安装 i2DTO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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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户设置 DTO主机的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和密码设置在下章节介绍。

2.7.2.3 DTO主机·环境要求·用户&密码设置

在 i2UP控制台添加 DTO主机的过程中需要用户手动输入用户和密码，需要在 auth.conf

文件里配置的用户密码参数。

2.7.2.3.1 环境要求·用户&密码设置·Windows OS

添加Windows操作系统的同步主机时需要做身份认证，配置如下：

1. Windows环境下，修改 C:\Program Files\i2dto\dto\conf\auth.conf配置文件。

2. 修改参数“username”和“secret”，对应同步主机认证时需要填写的认证用户名和密

码：

系统默认原auth.conf内容：

username = exampleuser

secret = examplepass

用户自定义auth.conf内容：

username = xxxxxx

secret = xxxxxx

2.7.2.3.2 环境要求·用户&密码设置·Linux OS

添加 Linux 操作系统的同步主机时需要做身份认证，配置如下：

1. Linux环境下，修改/usr/local/i2dto/dto/conf/auth.conf配置文件。

#vi /usr/local/i2dto/dto/conf/auth.conf

2. 修改参数“username”，“secret”，对应同步主机认证时需要填写的认证用户名和密

码：

系统默认原auth.conf内容：

username = exampleuser

secret = examplepass

用户自定义auth.conf内容：

username = xxxxxx

secret = xxxxxx

2.7.2.4 DTO主机·新建

“DTO主机”导航栏：“资源管理”→“DTO资源”→“DTO主机”

2.7.2.4.3 DTO主机·新建·基本设置

进入 DTO主机界面，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同步机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地址：部署同步主机机器的 IP 地址。

用户名和密码：默认用户名：exampleuser，默认密码：examplepass

此用户名和密码为默认用户和密码，如果需要配置其他用户和密码，详见 DTO主机·环境要求·用
户&密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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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存储：已在 i2UP控制台中创建完成的对象存储，这里提供了下拉框用户选择。详见

资源管理·DTO管理·对象存储。

1. 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后，需要单击“认证”，认证成功后才可以进行后续操作。

2. 单击“确定”，完成 DTO主机的新建。

1. DTO主机使用端口为 26824，如果开启了防火墙，请注意打开端口。不开启端口会导
致用户密码认证不成功。

2.7.2.5 DTO主机·界面

进入 DTO主机界面：

搜索栏：可以通过多重筛选以达到管理者能够迅速定位的作用，分为“名称”搜索、等筛

选进行快速定位。

名称、地址、目标存储：显示的同步主机的配置。

状态：“在线”和“离线”。

在线：dto-syncer 服务正常运行中。

离线：dto-syncer 服务未开启。

操作系统：显示同步主机的操作系统：Windows/Linux。

版本：显示当前 dto-syncer安装包的版本号。

操作：

 配置：配置当前 DTO主机的设置。

当存在正在运行的规则时不允许修改配置。

 删除：删除当前 DTO主机。

当存在与同步主机关联的规则时不允许删除 DTO主机，需要先删除相关规则后才可删除 DTO主机。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

权。

新建：新建 DTO主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 DTO主机。

刷新：刷新当前 DTO主机的状态。

升级主机：在完成在线升级的前置准备工作后，管理员选中 DTO主机，单击执行升级。

2.7.2.6 DTO主机·查看归档文件

DTO主机的归档功能是将满足条件的文件归档至对象存储，并从本地存储中将已归档的文

件做删除操作。

进入 DTO主机界面，单击“查看归档文件”即可根据条件查询已归档的文件记录：

源路径：精确匹配。

文件名：模糊匹配。

文件创建或者修改时间：时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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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年：近一年和其他年份。

2.7.2.7 DTO主机·备份记录

在完成上亿个文件（海量文件）的备份后，如果用户需要做快速检索，就需要使用“备份

记录”功能，还可以通过备份记录进行数据恢复。i2DTO提供了可以快速检索上亿个备份

记录的查询功能，这个备份记录保存在一个外接的 Elasticsearch服务器。每个文件的备份

记录包含了从本地存储被同步到对象存储的路径信息，搜索时管理员通过 Elasticsearch搜
索引擎输入关键字查询即可。

开启此功能的前提是配置好相关环境，请确保已经外接 ElasticSearch数据库，具体配置可参考环境
要求·备份记录设置·ElasticSearch。

配置好环境后，登录控制台，选择 DTO主机->操作->备份记录：可以根据条件查询已备份

的文件记录：

文件名：模糊匹配，根据输入的关键字进行查找，文件名符合输入的关键字的文件将会

被筛选出来，在下方进行显示。可以与其他筛选条件兼容。

源路径：精确匹配，选择具体的某一个路径，DTO支持的所有规则中，源路径属于所选

路径的文件都会被选出来，在下方进行显示。可以与其他筛选条件兼容。

目标路径：精确匹配，选择具体的某一个路径，DTO支持的所有规则中，目标路径属于

所选路径的文件都会被选出来，在下方进行显示。可以与其他筛选条件兼容。

文件备份时间：根据选择出来的时间范围进行比对，备份时间符合时间范围的文件会被

筛选出来，在下方进行显示。可以与其他筛选条件兼容。

1. 只有本地到对象存储的规则才会产生备份记录。如果是对象存储到对象存储的数据复
制不会产生备份记录。

2.8 代理管理

现有控制机、工作机、灾备机必须能够两两互相通信才能正常工作，即如下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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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多大企业，或者云端环境很难满足上述架构环境，这样控制机通讯就受到了限制。

因此，控制机还提供了代理访问功能。

控制机无需主动连接工作机和灾备机了，在控制机内部，我们实现了 CCProxy，工作机和

灾备机分别和 CCProxy建立了 TCP 长连接，Web Server通过 CCProxy实现控制命令的下

发。工作机和灾备机的日志数据，直接发送到控制机的Web Server。上述架构解决了，工

作机和灾备机在内网（NAT后面）但是可以链接外网的情况。

但是，还有部分公司或者公有云环境，所有的主机都是内网环境，或者 VPC环境，业务

主机只能在内网运行，不能连接外网。比如大的证券公司，分很多业务网络，各个网络是

通过防火墙隔离的，公有云环境，各个公司的主机运行在 VPC环境内。如果通过单一的

控制机就无法管理备份业务。基于上述网络环境，我们推出了如下 Proxy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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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还提供了 NodeProxy，NodeProxy是一个软件模块，装在内网的一台特殊的机器上，

这台机器一般有两个网卡，一个和内网的各个业务主机相连；另一个网卡和控制机相连，

实现和控制机的通讯。内网的业务节点通过 NodeProxy实现和控制机的通讯。

2.8.1 控制机代理模式

该章节主要介绍了控制机代理模式的环境要求、代理节点配置、代理节点添加的主要内容。

2.8.1.8 控制机代理模式·环境要求

进行控制机代理模式之前，用户需要准备如下环境要求：

1. 节点需要安装 i2Node，详见 i2UP安装部署手册。

2. 节点对应的机器需要能够访问到控制机。

3. 控制机需要安装 i2Ctrlcenter，详见 i2UP安装部署手册。

2.8.1.9 控制机代理模式·linux控制机配置

1. 若控制机部署在 Linux系统，编辑/etc/sdata/i2cc.conf将 max_client_num改为大于 0的
数字。

max_client_num=10

alive_interval=10

max_client_num:CCProxy接受的最大客户端数量，一般 4C8G的机器可以支持 2000个
客户端。

alive_interval:客户端为了维持长连接，每个 alive_interval秒，发送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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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_level:日志等级 1： Error，2：Warn； 3：Info；4：Debug，一般设置为 3比较合适。

2. 重启控制机服务

操作系统为El6： service i2up restart

操作系统为E17： service i2up restart 或 systemctl restart i2up

1. 确认 58081和 58082端口是否监听成功

netstat -anop | grep i2ctrl

2.8.1.10 控制机代理模式·linux节点配置

一级代理模式·linux节点具体配置步骤如下：

1. 执行命令

i2cfg -c

2. 配置完毕后可查看 i2id.conf文件，查看是否配置成功：

cat /etc/sdata/i2id.conf

2.8.1.11 控制机代理模式·windows节点配置

控制机代理模式·windows节点具体配置步骤如下：

1. 鼠标左键单击如下节点界面中的按钮进入代理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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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写代理地址，此处填写的代理地址为控制机地址。

Windows节点配置代理模式也可以使用命令行方式获取，具体方式见二级代理模式·环境要
求·Windows节点配置。

2.8.1.12 控制机代理模式·节点添加

控制机代理模式·节点具体添加步骤如下：

1. 进入节点·新建界面。

2. 选择代理模式。

3. 输入认证码。

4. 鼠标单击“完成”，完成代理节点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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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证通过后数据地址会自动填充即为节点的 ip地址。

2. Linux认证码通过 i2cfg -c命令获取。

3. Windows通过代理配置界面获取或者命令行方式获取。

1. 数据地址是节点实现数据备份和恢复所采用的 IP地址，需要根据网络情况慎重选择；

2. 控制台地址，该节点将日志、流量、备份记录发送到该地址的 58080端口。

2.8.2 二级代理模式

该章节主要介绍了二级代理下两种模式的环境要求、节点配置、节点添加等主要内容。

指令模式：不同网段下的源端备端的节点不能进行数据传输，只能与控制机进行指令、

日志的传输。

数据模式：不同网段下的源端备端的节点能够通过代理进行数据传输实现跨网段的

COOPY等功能。

1. 目前要实现数据模式的二级代理需要安装 1.3.2版本的 NodeProxy，低于 1.3.2版本的
不支持数据模式。

2. 数据模式目前仅支持 COOPY、CDP、比较与同步、MOVE，未来会陆续支持更多产

品如 FFO、Backup 等。

2.8.2.13 二级代理模式·指令模式

该章节主要介绍了二级代理模式·指令模式的环境要求、节点配置、节点添加等主要内容。

2.8.2.13.1 二级代理模式·指令模式·环境要求

1. A机：工作机：

a. 网卡模式仅主机，与外网隔离。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93 -

b. 假设 IP地址：192.168.3.170。

c. 工作机需安装 i2Node节点。详见 i2UP安装部署手册。

2. B机：灾备机：

a. 网卡模式仅主机，与外网隔离。

b. 假设 IP地址：192.168.3.171。

c. 灾备机需安装 i2Node节点。详见 i2UP安装部署手册。

3. C机：（双网卡）：

a. 网卡 1仅主机，连接内网，IP：192.168.3.166。

b. 网卡 2桥接模式，可连通控制机，IP：172.20.71.18。

c. 安装 nodeproxy（作为代理）。

我们推荐使用 Centos7/Redhat7操作系统来安装 NodeProxy。

4. D机：控制机：

a. 桥接模式，可连通公网，IP：172.20.71.19。

b. 安装 Ctrlcenter（作为控制机）。详见安装 Ctrlcenter控制机。

1. NodeProxy和 i2Node的 srepd存在冲突，因此 NodeProxy和节点软件 i2Node不能安

装在同一台机器。

2. NodeProxy和备机安装在一块，不利于业务分离。

2.8.2.13.2 二级代理模式·指令模式·NodeProxy·配置安装

Linux NodeProxy的安装和配置操作步骤如下：

1. 下载压缩包到 C机：info2soft-nodeproxy-el7.x86_64-1.3.2.zip

2. 解压 info2soft-nodeproxy-el7.x86_64-1.3.2.zip包

unzip info2soft-nodeproxy-el7.x86_64-1.3.2.zip

3. 到安装目录下修改程序运行权限:
chmod +x i2monitor

chmod +x nodeproxy

chmod +x NodeProxyDebug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94 -

4. 编辑 nodeproxy.conf文件

vi nodeproxy.conf

此时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端口方式：

单端口模式：

端口段模式：

Proxy_ip:Nodeproxy所在机器能够访问到内网的 ip地址。

Target_ip:控制机地址。

1. 如果端口是连续的，推荐实用端口段的方式。

5. 启动 Nodeproxy

./i2monitor #Watchdog程序

./nodeproxy #代理程序

6. 确认端口监听是否正常：

netstat -anop | grep nodeproxy

7. 通过 NodeProxyDebug命令，可以查看代理链路：

./NodeProxyDebug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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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链路需要 i2Node节点的配置完成并建立了链路后才可查看。

1. 修改完成之后一定要重启 Ctrlcenter控制机，否则不生效。

2. 如果链路没有搭建成功请查看 nodeproxy目录下查看对应日期的 node_proxy日志。

3. 如果版本是 70版本，请新增开启 58086端口否则可能会出现获取不到日志流量等情
况。

2.8.2.13.3 二级代理模式·Linux节点配置

Linux OS下 i2Node节点的配置操作步骤如下：

1. i2Node节点设置代理：

a. 在工作机 A机或者 B机输入以下命令来配置代理地址：

i2cfg -c

输入的新地址为 NodeProxy连接内网的 IP地址。

b. 输入完成后，可通过以下命令查看是否输入成功：

cat /etc/sdata/i2id.conf

2.8.2.13.1 二级代理模式·Windows节点配置

Windows OS下 i2Node节点的配置操作步骤如下：

1. 打开Windows cmd 命令行，CD到<INSTALLATION>\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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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的新地址为 NodeProxy连接内网的 IP地址。

Windows节点配置的方式也可以使用界面的方式进行配置，具体方式请参考控制机代理模
式·windows节点配置章节。

2. 查看 i2id.conf文件：

2.8.2.13.2 二级代理模式·节点添加

二级代理模式·指令模式·节点添加主要步骤如下：

1. 进入节点·新建界面。

2. 鼠标单击代理模式旁按钮。

3. 输入认证码。

4. 完成节点新建。

当用户的认证码认证通过后，数据地址会自动填充

2.8.2.14 二级代理模式·数据模式

该章节主要介绍了二级代理模式·数据模式的环境要求、节点配置、节点添加等主要内容。

2.8.2.14.1 二级代理模式·数据模式·环境要求

为了实现二级代理走数据的形式，我们进行了如下的环境模拟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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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机：工作机：

a. 网卡模式仅主机，与外网隔离。

b. 假设 IP地址：192.168.0.23。

c. 工作机需安装 i2Node节点。详见 i2UP安装部署手册。

2. B机：灾备机：

a. 网卡模式桥接模式。

b. 假设 IP地址：172.20.71.171。

c. 灾备机需安装 i2Node节点。详见 i2UP安装部署手册。

3. C机：（双网卡）：

a. 网卡 1仅主机，连接内网，IP：192.168.0.10。

b. 网卡 2桥接模式，可连通控制机，IP：172.20.71.208。

c. 安装 nodeproxy（作为代理）。

我们推荐使用 Centos7/Redhat7操作系统来安装 NodeProxy。

4. D机：控制机：

a. 桥接模式，可连通公网，IP：172.20.71.174。

b. 安装 Ctrlcenter（作为控制机）。详见 i2UP安装部署手册。

1. NodeProxy 和备机安装在一块，不利于业务分离。

2.8.2.14.2 二级代理模式·数据模式·NodeProxy·配置安装

Linux NodeProxy的安装和配置操作步骤如下：

1. 下载压缩包到 C机：info2soft-nodeproxy-el7.x86_64-1.3.2.zip

解压 info2soft-nodeproxy-el7.x86_64-1.3.2.zip 包

unzip info2soft-nodeproxy-el7.x86_64-1.3.2.zip

2. 到安装目录下修改程序运行权限:
chmod +x i2monitor

chmod +x nodeproxy

chmod +x NodeProxyDebug

3. 编辑 nodeproxy.con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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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nodeproxy.conf

此时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端口方式，端口段、单端口模式

Proxy_ip:双网卡机器中能够访问到源端数据地址。

Proxy_port:代理上的任意端口。

Target_ip:双网卡机器中能够访问数据目标端地址。

dynamic:该处会自动获取新建规则时选择的代理地址。

1. 此处的代理地址需要填写双网卡机器的 2个地址，此处是为了实现 172网段→192网段，192网
段→172网段，所以配置了 3个[PROXY]。如果要实现 172网段→192网段单边的方式，可以使用如
图配置方式：

2. [PARAMLIST]不需要配置默认即可。

3. 具体填写内容需要根据网络路由进行选择，例子如下：

如果要用代理实现 coopy功能，代理机器有双网卡的前提下有两种方式：

172网段 IP → 172网段代理 IP → 192网段 IP

192网段 IP → 192网段代理 IP → 172网段 IP

如果此处代理 IP不能够和源端进行通讯，那么就不能够进行数据传输，因此代理 IP必须能够
与源端进行通讯接受指令，数据是走的另一张网卡，所以另一张网卡必须能够与备端进行数据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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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代理模式实现数据传输，仅支持 COOPY、CDP、MOVE。

2. Proxy_port只起到连接的作用，填写任意端口即可。

3. 如果版本是 70版本，请新增开启 58086端口否则可能会出现获取不到日志流量等情

况。

4. 启动 Nodeproxy

./i2monitor #Watchdog程序

./nodeproxy #代理程序

5. 确认端口监听是否正常：

netstat -anop | grep nodeproxy

6. 进入 nodeproxy安装地址，观察寻找是否存在对应时间的日志文件：

cd </nodeproxy installation site/>

7. 通过 NodeProxyDebug命令，可以查看代理链路：

./NodeProxyDebug view

代理链路需要 i2Node节点的配置完成并建立了链路后才可查看。

1. 修改完成之后一定要重启 Ctrlcenter控制机服务，否则不生效。

2. 如果需要重新配置代理，请将进程 kill掉在重新启动。

2.8.2.14.3 二级代理模式·Linux节点配置

Linux OS下 i2Node节点的配置操作步骤如下：

1. i2Node节点设置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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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工作机 A机输入以下命令来配置代理地址：

i2cfg -c

输入的新地址为 NodeProxy连接内网的 IP地址。

b. 输入完成后，可通过以下命令查看是否输入成功：

cat /etc/sdata/i2id.conf

2.8.2.14.4 二级代理模式·Windows节点配置

Windows节点配置请参考二级代理模式·指令模式下的Windows节点配置章节。

2.8.2.14.5 二级代理模式·节点添加

二级代理模式·数据模式·节点添加主要步骤如下：

1. 进入节点·新建界面。

2. 鼠标单击代理模式旁按钮。

3. 输入认证码。

4. 完成节点新建。

当用户的认证码认证通过后，数据地址会自动填充，无需填写 。

2.8.2.14.6 二级代理模式·数据模式·代理添加

二级代理模式·数据模式·代理添加主要步骤如下：

1. 进入节点·代理管理·新建界面。

2. 添加代理地址和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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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代理端口需要再 nodeproxy配置文件中已经填写过的端口。

2. 代理地址需要填写双网卡机器能够访问目标端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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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时数据复制

3.1 复制规则与恢复管理

3.1.1 概述

实时复制与恢复中包含了 i2COOPY及 i2CDP的功能。i2COOPY 字节级实时复制软件，

广泛适用于文件系统、数据库系统、邮件系统等实时的容灾备份保护。通过部署在生产服

务器上的轻量级客户端实时捕获字节级增量并实时传输到灾备服务器。

CDP（Continuous Data Protection，CDP），即持续数据保护。持续数据保护可以捕获或跟

踪数据的变化，并将其独立存放在生产数据之外，以确保数据可以恢复到过去的任意时间

点。持续数据保护可以为恢复对象提供足够细的恢复粒度，实现任意的恢复时间点。由于

CDP记录所有的修改操作以及数据的变化，所以占用的磁盘空间是比较大的。i2Node程
序独特的多 Baseline支持可以提高配置的灵活性，以及 CDP恢复的速度。

数据实时灾备功能主要包含两个步骤：添加节点和新建规则。

添加节点包含工作机和灾备机。添加工作机，主要是指定需要保护的文件或目录；添加灾

备机，主要是确定数据备份的存放目录；添加规则，或任务，即关联工作机和灾备机，通

过设置各种参数实现不同的数据复制和保存效果，比如数据复制的映射关系、连续数据保

护 CDP的保护策略和全副本的保留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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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数据时，用户通过恢复管理菜单完成。i2UP提供三种方式：1）即时恢复，从灾备数

据中将生产数据的实时副本恢复出来；2）CDP 恢复，从数据备份历史中选择任意一个时

间点实现细粒度的数据恢复，前提是创建复制规则的时候开启 CDP选项；3）快照恢复，

即从数据生成的快照集合中，选择某一个快照所对应的数据切片进行恢复，前提是用户开

启了快照选项。

3.1.2 复制规则

复制规则，即数据从工作机到灾备机的复制“通道”。数据灾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将数据以

及相关的增量变化实时地从工作机复制到灾备机。i2Node程序以字节为最小单位，将数据

的变化部分通过 IP网络复制到灾备机，从而保证数据传输的高效、数据的完整性。

3.1.2.1 复制规则·普通

普通复制规则是对单个物理服务器或者虚拟机系统的文件复制。

3.1.2.1.1 复制规则·普通·环境要求

新建普通复制规则的环境要求如下：

1. 已部署 i2UP控制机。

2. 工作机系统已安装 i2node并且注册节点，需要有 coopy或 cdp许可。

3. 灾备机系统已安装 i2node并且注册节点，需要有 coopy或 cdp许可。

3.1.2.1.2 复制规则·普通·新建

复制规则界面导航：实时数据复制→复制规则界面

新建普通复制规则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复制规则界面。

2. 选择“普通”选项。

3. 鼠标单击“新建”。

4. 进入复制规则·新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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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置界面说明：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模板的建立。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普通复制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

识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选择预定义的业务组，详见业务组管理章节。

节点组：选择节点组，方便工作机，灾备机节点选择。

工作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

代理：选择已经添加对应端口的代理。详见附录下代理章节。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类型过滤：用户可以指定只保护某些后缀名的文件，或者排除某些后缀名的文件。

规则自动启动：默认选中，规则提交，自动开始镜像和复制。如果不选中，规则提交后

为停止状态。用户需要手动启动该规则，或者设置时间，到达时间点后。

预约启动：用户可以设置预定时间点，提交复制规则后到点时再启动。

路径设置界面说明：

映射类型：“多对一”和“一对一”。

 多对一：所有的工作机的源目录和文件都复制到灾备机的单一目录下。

为了防止同名文件覆盖，灾备机会保存工作机目录和文件的完整路径。比如，工作机需要保护的目

录为：C:\java\， C:\oracle\prod uct\10.2.0\oradata\， 则灾备机上的目录为： E：\bak\C\java\， E：
\bak\C\oracle\product\10.2.0\oradata\。

 一对一：工作机的源目录和文件一一对应到灾备目录。

灾备机不再需要保存工作机的完整路径。如工作机上的 C:\java\下的内容和灾备机下 C:\java\目录下
的内容是完全相同的。

要复制的目录和文件：当工作机是 Linux平台时，系统会将用户创建工作机时选择的灾

备目录在此列出，用户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化和配置，如排除个别不需要的文件或者目录。

如工作机是Windows平台，则用户可在此自由选择需要灾备的目录。

不要复制的目录和文件：不要复制的文件和目录表格的文件和目录，通常是映射表中工

作机源目录下的文件或者子目录。由该表指定的文件和目录不会被 i2Node程序监控。

当用户使用 Linux操作系统作为灾备机时，而且该 Linux节点在进行节点添加的操作时选

择了卷组方式时，那么此处不能选择“一对一”的映射类型，且此时所选择的 Linux目标
路径必须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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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像设置界面说明：

跳过镜像：“正常镜像”、“直接进入复制状态”和“仅同步目录”。

如果开启了 i2UP控制台菜单中“系统参数”里的“特殊参数”的参数“忽略镜像配置项”，则会在
此配置界面多出一个“直接进入复制状态”选项。

 正常镜像：默认配置，即正常进入镜像状态。

 直接进入复制状态：配置此选项会跳过镜像过程，直接进入复制状态。

 仅同步目录：镜像过程中只同步目录，不同步文件。

校验方式：在重镜像（Remirror）过程中有“严格校验”和“时间校验”两种算法可以

选择。时间校验模式速度比严格校验快很多，一般适用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复制场景或网络

带宽较小但需要要同步的数据量较大等场景。对于结构化数据比如数据库文件等频繁修改

的数据复制场景，应该选择 “严格校验”。默认配置为“严格校验”。

错误处理方式：如果源路径包含系统目录和文件，i2Node程序可能无法访问某些特定的

系统文件。对于这种情况，给出两种解决办法。

 遇到错误，立即停止：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立刻停止镜像。

 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在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记录无法访问的文件后，

继续镜像。

文件打开方式：在镜像阶段，源端打开文件的方式，该选项只适用于Windows平台的工

作机。在增量复制阶段，i2Node程序不会读取文件内容。

 普通文件：指 i2Node程序以普通文件的方式打开需镜像的文件，效率较高。

 自动选择：i2Node程序根据实际情况自动选择打开文件的方式。

 MFT：指 i2Node程序以MFT（Windows 操作系统提供）方式打开需要镜像的文件，

该种方式可以打开已经被其他进程以独占方式打开的文件，比如数据库文件等，该种方

式镜像效率相比普通文件方式较差。

文件安全属性：设置工作机文件的用户权限等安全属性是否需要同步到备端，默认为“同

步”。

1. 跳过镜像，此选项只满足特殊用户特殊场景，配置前请联系厂家。

压缩加密界面说明：

加密：默认不开启；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

数据，当灾备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

格式、属性和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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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1. 压缩速度：急速压缩>普通压缩。压缩效果：普通压缩>急速压缩。综合考虑时间和效
果，急速压缩能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快照设置界面说明：

针对复制规则，用户可自动或者手工生成快照。快照即当前数据集的一个“切片”。配置

自动快照的时候，必须定义快照的生成间隔时间、开始时间，以及快照数目。一个快照占

用的磁盘空间和当前的数据占用的磁盘空间一样，所以当定义自动快照的时候，要注意有

足够的磁盘空间放置相应的快照，不需要的快照通过快照管理及时删除。

复制规则·新建·快照设置的具体说明如下：

自动快照开关：默认为关闭状态；开启快照后的规则，可以在规则管理页面通过“快照

列表”查看当前任务所累积生成的快照列表。

间隔时间：每次执行快照操作的时间间隔，最小为 1小时。

开始时间：可以选择精确的时间，精确到秒。

快照数目：限定最大保留的快照数量，最大值 64。

快照个数达到上限时策略：

 自动循环：删除最旧的快照，并生成最新的快照。

 自动终止：规则自动停止，不再执行快照操作。

CDP设置界面说明：

CDP：默认为关闭状态，开启后可以在 Baseline管理查看。

使用快照做 Baseline：启用此选项后，规则采用快照技术生成 Baseline。旨在提高 CDP
数据恢复的效率和减少 CDP过程所消耗的灾备机存储空间。灾备机是 Windows系统时快

照依赖于Windows自身的卷影副本（Volume Snapshot Service），无需额外配置；灾备机是

Linux系统时快照依赖于 ZFS 软件，配置规则前 Linux灾备机需安装 ZFS软件和创建 ZFS
存储池。详见后面 Linux 灾备机配置 ZFS。不启用此选项，使用默认的文件拷贝方式生成

Baseline。

处理时间：指定 CDP策略在执行按天合并时的时间，一般使用默认配置 00：00：00。

数据目录：用于保存被复制目录或文件的所有 I/O日志；工作机上的被保护数据的实时

副本的位置，在 “路径设置”配置页面下定义的“灾备机目标路径。

1. 不允许将 CDP数据目录设置在“路径设置”页面设定的灾备机目标路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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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默认方式生成 baseline，也就是不启用快照生成 Baseline，需配置的参数如下：

保存天数：连续 CDP保留天数，设置此项在此时间段内可以恢复到任意有数据变化的时

间点。

保存个数：把连续的 CDP数据按天合并以减少磁盘占用，在此时间段内，数据可以恢复

到当天的按天合并的时间点，即“处理时间”参数配置的时间点。

存储格式：Baseline的保存形式分保持源目录结构和打包两种，默认为保持源目录结构。

 保持源目录结构：创建 Baseline时，直接从复制规则的目标路径拷贝至 CDP 数据目录

下。

 打包：英方定义的一种文件格式，适用于源目录下有海量小文件的场景，生成 Baseline
速度优于保持源目录结构。

创建副本：在生成 Baseline 的同时再创建一个副本，CDP恢复时合并过程中直接用该副

本进行增量数据合并，但会额外消耗磁盘空间即双份 Baseline。

生成策略：用户按照每周、每月或每年自动创建 Baseline并定义保留数量。

如果启用 Baseline 的生成策略，需要按配置生成 Baseline，“处理时间”就是指 CDP 后台

开始生成这些数据的开始时间。通常选择业务较为空闲的时间为宜，生成 Baseline的过程

中，数据会堵在源端，数据同步将会在 Baseline完成之后自动进行。

如果启用使用快照做 Baseline，需配置的参数如下：

使用数据增量做快照、数据增量大小：启用使用数据增量做快照后，需设定数据增量大

小，每产生该大小的 CDP数据，规则对目标数据做快照生成 Baseline。不启用此选项需设

定按时间生成细粒度快照。

细粒度快照的时间间隔：设定多久生成一个细粒度快照(Baseline)。

细粒度快照的保存个数：设定细粒度快照的最大保存个数，超过上限时最早的细粒度快

照和相关的 CDP连续数据会被删除。

按天生成的快照的保存个数：设定按天生成的快照(Baseline)最大保存个数，该快照在处

理时间点生成，超过上限时最早的按天生成的快照和相关的 CDP连续数据会被删除。

选择存储池：设定灾备机系统已创建的 ZFS存储池，用于存储灾备机目标数据和快照。

Baseline设置·生成策略：若使用快照生成 Baseline，无需启用此选项。

1. 创建复制规则时开启 CDP，如果后续对策略修改备份目录时，CDP会重新生成一个
新的 baseline，原 CDP继续保留；CDP 恢复时，可以选择不同时间点恢复到不同的时

刻，选择不同的时间点，目录结构不同。

2. 关闭 CDP 选项时，已经生成的 Baseline会被删除。

3. 应用高可用关联规则，如果发生切换，会导致关联规则的 Baseline重新生成。

4. 当复制规则已经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并产生了对应的 CDP变化日志，如果修改 CDP
配置项“数据目录”参数，那么之前所有的 I/O记录将被清空，需谨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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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用户在规则运行一段时间后，修改复制规则 “路径设置” 配置项“灾备机目标

路径”参数，i2Node程序会根据保护路径的变化立刻创建一个新的 Baseline，和原先
周期性创建的 Baseline 在时间上不是连续的，但之前保存的 I/O记录和 Baseline 记录

仍然有效。

6. 工作机和灾备机都需要授权 cdp许可才可以使规则建立成功，否则会导致失败。

Linux灾备机配置 ZFS

1. 首先需要下载 zfs repo，下载地址如下，根据当前 RHEL/CentOS系统版本号下载对应

的 zfs repo安装包：

Linux 版本ZFS Repo下载地址（用<zfs_repo_url>表示）

EL6 Package http://download.zfsonlinux.org/epel/zfs-release.el6.noarch.rpm

EL7.3 Package http://download.zfsonlinux.org/epel/zfs-release.el7_3.noarch.rpm

EL7.4 Package http://download.zfsonlinux.org/epel/zfs-release.el7_4.noarch.rpm

EL7.5 Package http://download.zfsonlinux.org/epel/zfs-release.el7_5.noarch.rpm

EL7.6 Package http://download.zfsonlinux.org/epel/zfs-release.el7_6.noarch.rpm

1. 根据 RHEL/CentOS版本号安装相应的 rpm：

[root@localhost i2]yum install <zfs_repo_url>

2. 安装 zfs-kmod 之前，需要修改当前 zfs.repo的配置：

[root@localhost i2]vi /etc/yum.repos.d/zfs.repo

[zfs]

name=ZFS on Linux for EL7 - dkms

baseurl=http://download.zfsonlinux.org/epel/7.6/$basearch/

# enabled=1

enabled=0

metadata_expire=7d

gpgcheck=1

gpgkey=file:///etc/pki/rpm-gpg/RPM-GPG-KEY-zfsonlinux

[zfs-kmod]

name=ZFS on Linux for EL7 - kmod

baseurl=http://download.zfsonlinux.org/epel/7.6/kmod/$basearch/

# enabled=0

enabled=1

metadata_expire=7d

gpgcheck=1

gpgkey=file:///etc/pki/rpm-gpg/RPM-GPG-KEY-zfsonlinux

3. 执行 yum 命令安装 ZFS：
[root@localhost i2]yum install -y z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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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fdisk -l命令确认当前系统的新硬盘，比如/dev/sdb和/dev/sdc，然后使用 zpool命
令创建名为 data的存储池，该池由/dev/sdb和/dev/sdc组成。

zpool create data /dev/sdb /dev/sdc

5. 显示存储池信息

zpool status data

6. 启用 CDP 并启用快照生成 baseline后，选择存储池选择“data”。

孤儿文件

当某个文件在灾备机端存在，但在工作机端不存在时，这个文件被称为孤儿文件。产生这

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网络故障或者用户关闭灾备机，导致两者之间的连接中断，而

且在中断的过程中，用户删除了工作机上的某个文件，但由于此时灾备机不可达导致这些

删除操作没有同步到灾备机上执行一样删除操作。当灾备机或网络恢复的时候，用户就会

发现这个文件在工作机上已经不存在了，但灾备机上还存有故障发生前的副本。

针对孤儿文件，i2Node程序针对这个场景设计了四种处理方式：

不处理：这类文件不做处理，将副本继续保存在灾备机上。

删除：从灾备机上删除掉这些孤儿文件，保持工作机和灾备机的数据一致。

移动到指定路径：镜像过程中会对比两边的目录结构，备端多出来的文件会被认为是孤

儿文件，用户设定此选项后，镜像时孤儿文件会移动到指定路径下。

移动到指定目录并归档：当复制规则处于正常的“复制”状态时，如果工作机目录下的

某个文件和目录被删除时，灾备机在同步执行删除操作时将这个文件和目录移到指定路径

进行归档。

指定路径：用户自定义选择指定孤儿文件存放灾备机的路径。

仅当选择了“移动到指定路径”和“移动到指定路径并归档”才可以选择执行路径的选项。

带宽控制

当在某些情况下，用户想限定带宽的使用，可以通过带宽控制来实现。比如，通过 Internet
实现数据异地灾备，但同时用户又不想在上班时间影响员工的 Internet访问速度，就可以

限定工作机时间的带宽。

时间范围：用户自行勾选具体的生效日。

带宽：根据用户需求选择需要执行限速的时间段；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限速规则，彼

此独立；带宽设定为 0，规则停止，带宽显示为 0。

比较计划

开启比较计划：添加计划。此选项默认不开启。

策略类型：每天、每周、每月，只能选择一种策略。

校验方式：

 严格校验：即采用MD5 Checksum 机制对两端的数据做一致性校验和比对。

 时间校验：即基于文件或文件夹的修改时间等属性做两端数据一致性的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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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完成后可以在工作机日志文件 work_sysrun_<DATE>.log中查询比较结果。

高级设置界面说明：

复制延迟阈值：用户所能接受的复制最长延迟时间，填入非负整数，为 0则不告警，单

位：毫秒。

超过用户设置的复制延迟阈值，就会有消息警告提示，当前账户需要开启消息权限才可以收到提示

信息。

检测机制为每 5分钟（300秒），检测一次，触发条件，超过阈值触发一次，延迟降到阈值以下再次
触发才会提醒。

文件名转换：软件可以通过文件名转换的方式，在备份到备端后，修改文件名，在其文

件头、后缀尾，自动添加前缀或者后缀，或者修改文件名称中的大小写。

增加前缀：在复制的文件名前缀添加字符串。

比如文件名为 test.txt，前缀设置为 prefix ，则备份后文件为 prefixtest.txt。

增加后缀：在复制的文件名后缀添加字符串。

比如文件名为 test.txt，后缀设置为 Suffix ，则备份后文件为 test.txtSuffix。

大小写：将文件名转换成设置的对应的格式。转大写、转小写或者保持不变。

设置大小写时，必须先设置前缀后缀，大小写设置不能单独使用。

并行任务数：设置并行任务数，设置软件并发连接数，对于海量小文件、单连接达到最

大带宽时，可以大大提升备份速度。

此选项用于提高数据复制的速度，默认为“0”，表示没有并发任务；数值越高数据复制的速度越快，

但会消耗更多的 CPU和内存资源，请根据用户环境适当选择。

启用禁止镜像功能：禁止镜像功能在指定的时间范围内，禁止镜像。

在该时间范围内，如果规则需要重镜像，则停止镜像。

在该时间范围内，如果规则正在镜像，则停止镜像。

在该时间范围内，如果规则状态为非镜像状态，保持不变。

镜像前检测脚本：复制规则开始镜像之前，允许用户在灾备机配置脚本。复制规则在执

行镜像之前，会执行脚本，根据脚本返回的结果决定是否执行镜像。

灾备机是Window系统时，脚本文件需要放在<i2node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scripts目录下，指定
bat脚本文件；灾备机是 Linux系统时，脚本文件需要放在/etc/sdata/scripts目录下，指定 shell脚本文
件，并赋予可执行权限。

脚本执行到最后输出结果必须是[result:true]或者[result:false]，输出[result:true]表示脚本输出符合规则
继续运行的要求，可继续运行规则，输出[result:false]表示脚本输出不符合规则继续运行的要求，需
在镜像前就停止规则。当脚本阻塞或者超时时，规则停止。

Windows系统 Bat脚本示例：

@echo off

sc query MSSQLSERVER

SET RET=%ERROR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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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RET% EQU 0 echo [result:true]

IF %RET% NEQ 0 echo [result:false]

Linux系统 Shell脚本示例：

#!/bin/bash

systemctl status mysqld

if [ $? = 0 ];then

echo [result:true]

else

echo [result:false]

fi

3.1.2.1.3 复制规则·普通·界面

复制规则·普通界面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普通复制规则名称过滤显示普通复制规则列表。

工作节点名称：按普通复制规则中工作节点名称过滤显示普通复制规则列表。

备份节点名称：按普通复制规则中灾备节点名称过滤显示普通复制规则列表。

复制规则·普通界面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复制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状态：

 镜像：正在将工作机上的数据全副本拷贝到灾备机上。

 复制：持续监测工作机生产数据的变化，将变化的数据复制到灾备机。

 异常：一些特殊的事件导致，工作机模块无法将数据复制到灾备机，从而使灾备系统

处于不一致的状态；比如，工作机无法连接到灾备机等，绝大多数都是网络导致的。

 失效：通常“异常”状态会导致规则“失效”，处于“失效”状态的规则无法将数据

复制到灾备机；但是 i2Node程序会自动尝试在“失效”状态中恢复过来。

 停止：表示工作机不会把数据复制到灾备机。有两种情况可能导致复制规则处于“停

止”状态：用户设置的带宽限速为 0，所以停止复制。当带宽不为 0时，复制规则重镜

像后自动恢复到有效状态；或者由于某些事件导致复制规则无法恢复到有效的状态。比

如，工作机或者灾备机的磁盘满等，此时的复制规则只有手工启动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未知：无法获取到规则信息。

 切换：规则从镜像状态转换到复制状态时的中间状态，时间很短，i2Node程序会定时

刷新该状态信息。

 “遍历:N”：规则正在遍历源目录结构，搜集文件路径和统计文件数量。

复制延迟：显示当前规则工作的延迟信息，单位 ms毫秒。工作机和灾备机之间由于网

络，传输速率等客观原因，复制过程会存在延迟。

工作机：显示此复制规则中用户创建的工作机节点名。

灾备机：显示此复制规则中用户创建的灾备机节点名。

所有者：创建此复制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带宽限制：显示此规则中用户设置的带宽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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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规则·普通界面操作栏说明：

启动：用户根据自己建立的复制规则，对规则进行启动的操作。

停止：用户自行停止建立的复制规则。

修改：用户单击即可修改当前规则的内容。用户可以对当前复制规则的配置内容进行一

定的修改，若复制规则状态处于“复制”状态时，仅仅只能对带宽控制进行修改。如果复

制规则状态处于“停止”状态时，可以对规则的复制路径及带宽控制进行修改。

删除：删除当前的复制规则。

恢复：用户单击“恢复”，操作平台读取当前规则的基本配置，进行恢复操作。详见恢复

管理章节。

更多·查看日志：日志文件是用于记录系统操作事件的记录文件或文件集合，具有处理

历史数据、诊断问题的追踪以及理解系统的活动等重要作用。查看规则的日志信息，包含

了日志执行的镜像过程、增量传输过程、统计信息和异常错误代码等，主要用于规则异常

时的排错。

更多·查看数据占用空间：用户可以查看该规则所在主机节点的磁盘空间的情况。

更多·查看数据流量：用户可以查看该复制规则的数据流量的情况。

更多·查看孤儿文件列表：用户可以查看该规则的孤儿文件情况，并对孤儿文件进行管

理，执行删除或者下载操作。

更多·查看 Cdp Baseline：若规则启用 CDP，用户可以查看当前复制规则关联的 Cdp
baseline信息，可对 Cdp baseline进行删除操作。

更多·快照列表：用户可以查看该规则快照列表的情况，可对快照进行删除操作。

更多·新建比较任务：用户可以通过对当前复制规则单击新建比较任务，控制机直接读

取规则的路径配置。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授权章节。

复制规则·普通界面底部说明：

新建：新建普通复制规则。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普通复制规则。

批量修改：当规则较多时，可以一次修改多个规则的某些参数，比如带宽控制。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普通复制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普通复制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普通复制规则的状态。

基本信息：显示当前复制规则的基本配置内容。

日志：显示当前复制规则的日志内容。

流量：显示当前复制规则的实时流量、日流量、历史流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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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4 复制规则·批量新建

批量新建复制规则步骤如下：

1. 进入复制规则界面。

2. 鼠标单击“批量新建”。

3. 进入普通规则界面。

4. 进入复制规则·新建界面。

名称前缀用于命名复制规则名称，批量新建规则提交后，每个复制规则名称用“名称前缀+工作机节

点名称”表示。

1. 进入路径设置页面配置：选择工作机系统类型，选择灾备机系统类型，工作机下拉列

表选择多个工作机节点，单击添加，出现路径列表。

2. 路径列表中对每个工作机分别进行配置：选择灾备机、路径映射及目标路径。

若灾备机和目标路径都是相同的，路径列表第一项配置好灾备机、路径映射、目标路径后，单击“向
下同步”，后面的列表项都会应用第一项配置。

3.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提交。

镜像设置、压缩加密、快照设置、CDP设置、孤儿文件、带宽控制、比较计划、高级设置

配置说明详见复制规则·普通章节。

3.1.2.2 复制规则·集群

集群规则指的是针对集群环境中共享磁盘上的文件复制，支持集群切换时复制规则转移。

3.1.2.2.1 复制规则·集群·环境要求

新建集群复制规则的环境要求如下：

1. 已部署 i2UP控制机。

2. i2UP控制台集群管理页面已新建集群，新建的集群需要有 coopy或 cdp许可。

3. i2UP控制台节点管理页面已新建灾备机，灾备机节点需要有 coopy或 cdp许可。

3.1.2.2.2 复制规则·集群·新建

复制规则界面导航：实时数据复制→复制规则界面

新建集群复制规则的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复制规则界面。

2. 鼠标选择“集群”。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114 -

3. 进入集群复制规则界面。

4. 鼠标单击“新建”。

5. 进入复制规则·新建界面。

基本设置界面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集群复制规则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

和识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代理：选择已经添加对应端口的代理。详见附录下代理章节。

业务组：选择预定义的业务组，详见业务组管理章节说明。

节点组：选择节点组，方便工作机，灾备机节点选择。

集群：选择在集群管理页面已创建的集群，详见集群管理章节说明。

角色：选择该集群中已有的角色，用户可以登录系统打开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器确认要保

护的集群角色。

1. 用户可以为不同的角色创建各自的集群复制规则。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文件类型：用户可以指定只保护某些后缀名的文件，或者排除某些后缀名的文件。

规则自动启动：默认开启，规则提交，自动开始镜像和复制。如果不选中，规则提交后

为停止状态。用户需要手动启动该规则，或者设置时间，到达时间点后。

集群故障转移：默认关闭，集群故障转移到另一节点时，自动启动复制规则。

预约启动：用户可以设置预定时间点，提交复制规则后到点时再启动。

路径设置、镜像设置、压缩加密、快照设置、CDP设置、孤儿文件、带宽控制、比较计划

和高级设置与普通复制规则设置相同。

如果是 VCS集群路径一定要选择共享磁盘下的路径。

用户在基本设置页面指定集群角色后，路径设置页面添加源目录时只显示角色当前节点上

的所有盘符，这里不要指定与集群角色无关联的群集磁盘作为要复制的目录，否则当该群
集磁盘转移到另一个节点，规则当前角色的所有者节点不变，此集群复制规则会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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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3 复制规则·集群·界面

登录 i2UP控制台，进入复制规则页面，单击集群标签页：

复制规则·集群界面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集群复制规则名称过滤显示集群复制规则列表。

工作机：按集群复制规则中的工作机名称过滤显示集群复制规则列表。

灾备机：按集群复制规则的灾备机名称过滤显示集群复制规则列表。

复制规则·集群界面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复制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状态：

 镜像：正在将工作机上的数据全副本拷贝到灾备机上。

 复制：持续监测工作机生产数据的变化，将变化的数据复制到灾备机。

 异常：一些特殊的事件导致，工作机模块无法将数据复制到灾备机，从而使灾备系统

处于不一致的状态；比如，工作机无法连接到灾备机等，绝大多数都是网络导致的。

 失效：通常“异常”状态会导致规则“失效”，处于“失效”状态的规则无法将数据

复制到灾备机；但是 i2Node程序会自动尝试在“失效”状态中恢复过来。

 停止：表示工作机不会把数据复制到灾备机。有两种情况可能导致复制规则处于“停

止”状态：用户设置的带宽限速为 0，所以停止复制。当带宽不为 0时，复制规则重镜

像后自动恢复到有效状态；或者由于某些事件导致复制规则无法恢复到有效的状态。比

如，工作机或者灾备机的磁盘满等，此时的复制规则只有手工启动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未知：无法获取到规则信息。

 切换：规则从镜像状态转换到复制状态时的中间状态，时间很短，i2Node程序会定时

刷新该状态信息。

工作机：显示此复制规则中用户创建的工作机节点名。

灾备机：显示此复制规则中用户创建的灾备机节点名。

所有者：创建此复制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带宽限制：显示此规则中用户设置的带宽限制。

复制规则·集群界面操作栏说明：

启动：用户根据自己建立的复制规则，对规则进行启动的操作。

停止：用户自行停止建立的复制规则。

修改：用户单击即可修改当前规则的内容。

删除：删除当前的集群复制规则。

恢复：用户单击恢复后进入即时恢复新建页面。

更多·查看日志：日志文件是用于记录系统操作事件的记录文件或文件集合，具有处理

历史数据、诊断问题的追踪以及理解系统的活动等重要作用。查看规则的日志信息，包含

了日志执行的镜像过程、增量传输过程、统计信息和异常错误代码等，主要用于规则异常

时的排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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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查看数据占用空间：用户可以查看该规则所在主机节点的磁盘空间的情况。

更多·查看数据流量：用户可以查看该复制规则的数据流量的情况。

更多·查看孤儿文件列表：用户可以查看该规则的孤儿文件情况，并对孤儿文件进行管

理，执行删除或者下载操作。

更多·查看 Cdp Baseline：若规则启用 CDP，用户可以查看当前复制规则关联的 Cdp
baseline信息，可对 Cdp baseline进行删除操作。

更多·快照列表：用户可以查看该规则快照列表的情况，可对快照进行删除操作。

更多·同步角色信息：若当前集群角色下的 IP地址变更，"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
资源依赖的 IP地址也会相应变化，此时集群复制规则会出现“未知”。用户需要单击“同

步角色信息”，重新获取集群角色最新的资源信息，比如"Info2soft Connection Resource"资
源依赖的 IP地址等，然后单击“启动”下发集群复制规则。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

复制规则·集群界面底部栏说明：

新建：新建集群复制规则。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集群复制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集群复制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集群复制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集群复制规则的状态。

3.1.2.3 复制规则·ASM
ASM复制规则实现从生产 Linux系统中的块设备复制到目标 Linux系统中的块设备，当生

产系统发生不可恢复的故障时，可以挂载目标块设备来使用备份数据。

3.1.2.3.1 复制规则·ASM·环境要求

新建 ASM 复制规则的环境要求的如下：

1. 已部署 i2UP控制机。

2. 工作机系统已安装 i2node并且注册节点，需要有 asm coopy许可。

3. 灾备机系统已安装 i2node并且注册节点，需要有 asm coopy许可。

3.1.2.3.2 复制规则·ASM·新建

复制规则界面导航：实时数据复制→复制规则界面

复制规则·ASM·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复制规则界面。

2. 鼠标选择“ASM”。

3. 鼠标单击“新建”。

4. 进入 ASM 同步界面界面。

基本设置界面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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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普通复制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

识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代理：选择已经添加对应端口的代理。详见附录下代理章节。

业务组：选择预定义的业务组，详见业务组管理章节。

节点组：选择节点组，方便工作机，灾备机节点选择。

工作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规则自动启动：默认选中，规则提交，自动开始镜像和复制。如果不选中，规则提交后

为停止状态。用户需要手动启动该规则，或者设置时间，到达时间点后。

预约启动：用户可以设置预定时间点，提交复制规则后到点时再启动。

路径设置界面说明：

要复制的目录和文件: 用户单击添加，选择工作机系统/dev目录下要保护的块设备，如

/dev/sdb，目标块设备必须事先在灾备机添加相应的硬盘，并且大小必须大于或等于源块

设备大小。

压缩加密、带宽控制和高级设置选项说明和“普通复制规则规则”是一致的。

3.1.2.3.3 复制规则·ASM·界面

复制规则·ASM界面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 ASM 复制规则名称过滤显示普通复制规则列表。

工作机：按 ASM 复制规则中工作节点名称过滤显示普通复制规则列表。

备份机：按 ASM 复制规则中灾备节点名称过滤显示普通复制规则列表。

复制规则·ASM界面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 ASM复制规则名称。

状态：

 镜像：正在将工作机上的数据全副本拷贝到灾备机上。

 复制：持续监控工作机要保护的块设备的变化，将变化的块复制到灾备机。

 异常：一些特殊的事件导致，工作机模块无法将数据复制到灾备机，从而使灾备系统

处于不一致的状态；比如，工作机无法连接到灾备机等，绝大多数都是网络导致的。

 失效：通常“异常”状态会导致规则“失效”，处于“失效”状态的规则无法将数据

复制到灾备机；但是 i2Node程序会自动尝试在“失效”状态中恢复过来。

 停止：表示工作机不会把数据复制到灾备机。有两种情况可能导致 ASM 复制规则处

于“停止”状态：用户设置的带宽限速为 0，所以停止复制。当带宽不为 0时，ASM复

制规则重镜像后自动恢复到有效状态；或者由于某些事件导致复制规则无法恢复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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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比如，工作机或者灾备机的磁盘满等，此时 ASM复制规则只有手工启动才能

恢复到正常状态。

 未知：无法获取到规则信息。

 切换：规则从镜像状态转换到复制状态时的中间状态，时间很短，i2Node程序会定时

刷新该状态信息。

 “遍历:N”：规则正在遍历源目录结构，搜集文件路径和统计文件数量。

工作机：显示此 ASM 复制规则中用户创建的工作机节点名。

灾备机：显示此 ASM 复制规则中用户创建的灾备机节点名。

所有者：创建此 ASM 复制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带宽限制：显示此 ASM 复制规则中用户设置的带宽限制。

复制规则·普通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用户根据自己建立的 ASM 复制规则，对规则进行启动的操作。

停止：用户自行停止建立的 ASM 复制规则。

修改：用户单击即可修改当前规则的内容。用户可以对当前复制规则的配置内容进行一

定的修改，若 ASM 复制规则状态处于“复制”状态时，仅仅只能对带宽控制进行修改。

如果 ASM 复制规则状态处于“停止”状态时，可以对规则的复制路径及带宽控制进行修

改。

删除：删除当前的复制规则。

更多·查看日志：日志文件是用于记录系统操作事件的记录文件或文件集合，具有处理

历史数据、诊断问题的追踪以及理解系统的活动等重要作用。查看规则的日志信息，包含

了日志执行的镜像过程、增量传输过程、统计信息和异常错误代码等，主要用于规则异常

时的排错。

更多·查看数据占用空间：用户可以查看该规则所在主机节点的磁盘空间的情况。

更多·查看数据流量：用户可以查看该复制规则的数据流量的情况。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章

节。

复制规则·ASM界面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 ASM复制规则。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 ASM 复制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 ASM 复制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 ASM 复制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 ASM复制规则的状态。

3.1.3 恢复管理

当需要恢复数据时，用户可通过恢复管理来实现。针对不同的情形，i2灾备软件提供了三

种恢复方式：

即时恢复：即立刻将当前的数据副本从灾备机恢复到指定路径。

CDP恢复：即恢复到历史的一个时间点，前提是创建复制规则的时候启用了 CDP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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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恢复：即针对生成的快照，恢复到快照所对应的数据切片，前提是用户手工生成了

快照或者，在创建规则的时候启用自动快照的配置。

3.1.3.1 恢复管理·即时恢复

即时恢复即立即将当前灾备数据恢复到工作机上。默认设置为恢复到工作机的原目录；用

户可以指定其他的恢复目标路径。但复制规则正在运行时，数据不能恢复到工作机源目录

及其子目录下，因为会形成数据复制循环。

恢复管理界面导航：实时数据复制→恢复管理界面

新建即时恢复时有“基本设置”和“高级设置”两个内容。基本设置主要是任务的名称、

恢复目标工作机和路径以及孤儿文件处理方式等。在高级设置中可以选择是否对恢复的对

象的文件名进行转换及转换规则。恢复管理·即时恢复·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恢复管理界面。

2. 选择“即时恢复”。

3. 鼠标单击“新建”。

3.1.3.1.1 恢复管理·即时恢复·新建

基本设置页面说明：

，系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一条复制规则的内容来自动选择并填写“复制名称”、“恢复目标工作机”
和“路径选择”。

任务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即时恢复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

识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复制名称：用户通过下拉框选择在已经创建好的复制规则，自行选择需要恢复内容所对

应的规则名。

通过选择复制规则的名称快速定位所需要恢复的数据备份的所在地，选中正确的规则后，页面自动
定位数据备份当前所在的灾备主机和路径。

代理：用户自行选择已添加对应端口的代理。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即时恢复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业

务组管理章节。

恢复目标工作机：系统自行选择所需要恢复的目标工作机，用户需要明确当前恢复操作

时，数据恢复的目标机。

孤儿文件处理方式：用户自行选择孤儿文件的处理方式。如果用户选择将数据恢复到原

工作机的原数据所在路径时，会涉及孤儿文件的处理。如果恢复前，由于某些环境异常导

致生产端的数据被删除（故意或误删除），但系统未及时通过 IP网络同步到灾备机做删除

操作，则灾备机可能是存在孤儿文件的。页面提供两个选项，“不处理”和“删除”。

 不处理：执行恢复时，以灾备机当前的数据副本为基准覆盖到目标工作机的数据目录。

 删除：当恢复目标工作机的数据副本存在孤儿文件时（多余文件）时，会将这些多余

的文件删除后，再恢复到目标工作机的数据目录。

路径选择：用户选择需要指定数据恢复时具体的目标路径，以及灾备机的复制文件的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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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自行选择“复制名称”后，会自动显示灾备机中复制文件的路径。目标生产服务器的目录一般
选择一个用户创建的临时目录，在完成校验后再覆盖到原数据目录。

1. 继续填写高级设置。

2.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完成即时恢复规则的创建。

提交任务时，页面会再次提示，需要用户确认，“如果从灾备机恢复的文件和工作机目标目录下的文
件重名，则该文件将被覆盖，是否继续？”。

压缩加密页面说明：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高级设置页面说明：

高级设置主要是对恢复文件的文件名进行用户自定义设置，中用户自行选择是否更改备份

文件中前后缀等操作。

文件名转换：用户自行选择是否打开文件名转换，默认是关闭状态。

默认常规：默认常规时，有以下配置，“去除前缀”、“去除后缀”和“大小写”三项。

 去除前缀：指的是复制文件中的的前缀名，去除前缀后恢复到目标工作机。

 去除后缀：指的是复制文件中的后缀名，去除后缀后恢复到目标工作机。

 大小写：为用户提供文件名，保持不变，转大小写的选择。

 保持不变：将备份文件的名中的字母保持原来的大小写。

 转小写：将备份文件的名中的大写字母改为小写。

 转大写：将备份文件的名中的小写字母改为大写。

用户自定义：用户自定义分为匹配正则式和替换规则来实现。

 匹配正则式：使用正则表达式来对备份的文件进行筛选的功能。

 替换规则：用户自定义输出文件名，备端文件将通过正则表达式筛选到的文件名，替

换成用户在此替换规则中填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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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则表达式，举例说明：匹配正则式填写的内容为(?!^)(?=(\d{3}))，意为纯数字命名文件时，筛选文
件名从后往前看，匹配到（三位数字在一起的）开始起前面必须得为数字，为一个空字符位置，之
后每隔一个数字起就会多一个空字符位置，直至文件开头结束（文件开头不包括在内）。我们将匹配

的空字符替换为 a为例（即替换规则填写为 a）：

示例：2345637.txt通过此正则式后，有 4处符合筛选，转化的内容为：2a3a4a5a637.txt。

1. 继续填写基本设置，详见恢复管理·即时恢复·新建·基本设置章节。

2.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完成即时恢复规则的创建。

1. 在用户设置即时恢复规则中高级设置中，填写对应的文件名设置规则后，如若恢复过
程中，经过去除文件前后缀名或者正则表达式的筛选出现了重复文件名，则会导致恢

复失败。

3.1.3.1.2 恢复管理·即时恢复·界面

即时恢复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即时恢复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工作机：按即时恢复规则中的工作机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灾备机：按即时恢复规则的灾备机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即时恢复信息栏说明：

创建时间：显示用户创建此即时恢复规则的时间点。

任务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即时恢复规则时自定义的规则名，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

文字符。

灾备机：显示此即时恢复规则对应的灾备机节点名。

工作机：显示此即时恢复规则对应的工作机节点名。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即时恢复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进度：显示恢复规则的恢复进度。

即时恢复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用户根据自己建立的即时恢复规则，对规则进行启动的操作。

停止：用户自行停止建立的即时恢复规则。

更多·修改：用户仅能自行修改此即时恢复规则的配置信息。

更多·删除：用户自行选择删除当前即时恢复规则。

更多·查看日志：查看该即时恢复规则运行过程中生成的日志信息。日志文件是用于记

录系统操作事件的记录文件或文件集合，具有处理历史数据、诊断问题的追踪以及理解系

统的活动等重要作用。查看规则的日志信息，包含了日志执行的镜像过程、增量传输过程、

统计信息和异常错误代码等，主要用于规则异常时的排错。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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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恢复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即时恢复规则。详见恢复管理·即时恢复·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即时恢复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即时恢复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即时恢复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即时恢复规则的状态。

清除已完成任务：自动删除当前已完成即时恢复任务的规则。

3.1.3.2 恢复管理·CDP恢复

CDP恢复允许用户将数据恢复到过去一段时间内的任意一个时间点，实现细粒度的文件

恢复，可以做到整个目录的整体恢复，或者针对某个目录下的个别文件做恢复。

1. Oracle数据库做 CDP恢复，建议选择控制文件或日志文件的 IO事件作为恢复时间点。

不支持选择 Delta时间点或数据文件的 IO事件时间点进行恢复，否则可能会出现恢复
后数据库启动失败。

3.1.3.2.1 恢复管理·CDP恢复·新建

恢复管理界面导航：实时数据复制→恢复管理界面

基本设置页面说明：

任务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即时恢复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

识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恢复方式：用户可以选择“按复制规则名称”和“按路径”两种方式。

1. 用户若选择“按复制规则名称”，用户选择已有的启用 CDP的复制规则，进行 CDP
恢复。

复制名称：用户通过下拉框选择在已经创建好的复制规则，该复制规则必须开启了 CDP
功能的，用户自行选择需要恢复内容所对应的规则名。

通过选择复制规则的名称快速定位所需要恢复的数据备份的所在地，选中正确的规则后，

页面自动定位数据备份当前所在的灾备主机和路径。该复制规则必须开启了 CDP功能才

可以进行选择。

2. 用户若选择“按路径”，用户选择包含 CDP数据目录的灾备机，然后选择 CDP数据

目录下的 UUID目录，进行 CDP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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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类型：用户可以选择“恢复到异机”和“恢复到备机”两种类型。

3. 用户若选择“恢复到异机”：

代理：用户自行选择已经添加过的对应 CDP端口的代理。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即时恢复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

源管理·业务组管理。

恢复目标工作机：系统自行选择所需要恢复的目标工作机，用户需要明确当前恢复操作

时，数据恢复的目标工作机。

孤儿文件处理方式：用户自行选择孤儿文件的处理方式。如果用户选择将数据恢复到原

工作机的原数据所在路径时，会涉及孤儿文件的处理。如果恢复前，由于某些环境异常导

致生产端的数据被删除（故意或误删除），但系统未及时通过 IP网络同步到灾备机做删除

操作，则灾备机可能是存在孤儿文件的。页面提供两个选项，“不处理”和“删除”。

 不处理：执行恢复时，以灾备机当前的数据副本为基准覆盖到原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目

录。

 删除：当灾备机的数据副本存在孤儿文件时（多余文件）时，会将这些多余的文件删

除后覆盖到原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目录。

路径选择：用户选择需要指定数据恢复时具体的目标路径，以及灾备机的复制文件的路

径。左侧“灾备机的目录和文件”显示截止快照副本备的生成时间所保存的目录结构和文

件列表；右侧“恢复到工作机的目录”需要用户自定义，可以是原路径覆盖，或是临时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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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自行选择“复制名称”后，会自动显示灾备机中复制文件的路径。目标生产服务器的目录一般
选择一个用户创建的临时目录，在完成校验后再覆盖到原数据目录。

CDP恢复时间范围：将显示当前复制规则所捕获到的第一个 I/O的时间，到最后一个捕

获 I/O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页面刷新，那么最后一个捕获 I/O的时间会自动更

新显示。

CDP恢复时间点：用户自行指定需要数据恢复的时间点，精确到秒。选择框里显示的时

间值对应所选中的“复制名称”（复制规则）最后捕获的 I/O的时间。当用户单击右侧按钮

“查看相关 CDP日志”时，页面显示指定时间段内所有 I/O的日志记录，精确到百万分之

一秒。

 查看相关 CDP日志：用户在当前页面选中“复制名称”即确定需要 CDP恢复的复制

规则后，左侧的文本框显示的 CDP恢复时间点自动对齐到选定复制规则最后捕获的 I/O
日志时间；用户单击“查看相关 CDP日志”按钮，页面将显示这个复制规则所有捕获的

I/O日志（包括用户单击这个按钮之前时间段内最新捕获的 I/O日志）。用户需要通过浏

览历史 I/O记录（也可以是 Baseline记录）来最终确定 CDP恢复的时间点。

基本设置页面根据时间戳，从远到近显示 I/O日志，单击“上一页”显示更早时间的 I/O
日志，单击“下一页”显示最近时间的 I/O日志。

 过滤 CDP日志：如果用户期望恢复的时间点需要精确到百万分之一秒，用户可以浏览

I/O日志选择精确的时间点；如果用户期望恢复的时间只要精确到上一个 Baseline（根据

用户配置 CDP的策略），则勾选“只显示 Baseline”只显示当前可用的 Baseline记录。

例如该复制规则配置CDP Baseline生成策略设定的时间是每周六生成 1个 Baseline, 因此过滤后可选
择的 Baseline记录分别来自 2019/12/7和 2019/12/14两个周六的时间。

 CDP时间：用户进入“查看相关 CDP日志”选择一个 I/O日志或一个 Baseline记录，

此时间点即为用户所需要数据恢复的时间点。

 操作：只读选项，显示在 CDP时间点，用户对某数据进行的操作。

如果用户选择的 I/O记录包含的操作是“Write”，则显示“Write”。

如果用户选择的 I/O记录包含的操作是“Create”，则显示“Create”。

如果用户选择的 I/O记录包含的操作是“unlink”，则显示“unlink”。

如果用户选择的 I/O记录包含的操作是“Rename”，则显示“Rename”。

如果用户选择的 Baseline记录，则显示“Backup”。

 目录/文件：显示此 CDP数据复制备份的目录/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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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时间：显示用户在“查看相关 CDP日志”选择一个 I/O日志或一个 Baseline记录

CDP时间点，此时间点即为用户所需要数据恢复的时间点。

此时间点自动显示出来的，不可编辑。需要用户进入当前界面中，单击“查看相关 CDP日志”选择

一个 I/O日志或一个 Baseline记录才会显示。

操作：只读选项，显示用户在“查看相关 CDP日志”选择一个 I/O日志或一个 Baseline
记录对应的操作。

此操作自动显示出来的，不可编辑。需要用户进入当前界面中，单击“查看相关 CDP日志”选择一
个 I/O日志或一个 Baseline记录才会显示。

目录/文件：显示用户在“查看相关 CDP日志”选择一个 I/O日志或一个 Baseline记录对

应的目录/文件。

此目录/文件自动显示出来的，不可编辑。需要用户进入当前界面中，单击“查看相关 CDP日志”选
择一个 I/O日志或一个 Baseline记录才会显示。

4. 用户若选择“恢复到备机”：

有些场景下，用户需要先将数据通过 CDP恢复到灾备机目录做数据校验。用户只需要确

定 CDP恢复的时间点、和灾备机上用于数据恢复合并的目录，页面设定参考恢复到工作

机。操作前，请选择一个空目录，因为合并操作会清空所选目录，防止用户数据丢失。

CDP恢复时间点等其他配置说明参考前面“恢复到异机”流程。

代理：用户自行选择已经添加过的对应 CDP端口的代理。

数据恢复合并目录：用户选择灾备机上从 CDP数据中恢复的输出目录位置。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126 -

单击“选择”时候，页面会提示，需要用户确认，“请确保所选数据合并目录为空，合并前会删除所
选目录，是否继续?”。

5.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完成 CDP恢复规则的创建。

1. 当复制规则已经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并产生了对应的 CDP变化日志，如果修改 CDP
配置项“数据目录”参数，那么之前所有的 I/O记录将被清空，请谨慎操作。

2. 如果用户在规则运行一段时间后，修改复制规则 “路径设置” 配置项“灾备机目标
路径”参数，i2Node程序会根据保护路径的变化立刻创建一个新的 Baseline，和原先

周期性创建的 Baseline 在时间上不是连续的，但之前保存的 I/O记录和 Baseline 记录
仍然有效。用户可以在“查看相关 CDP日志”页面勾选“只显示 Baseline”，查看触
发的新增 Baseline。对应的，在执行 CDP恢复操作时，用户恢复得到的数据取决于页

面上选择的 I/O日志或 Baseline记录。

压缩加密页面说明：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3.1.3.2.2 恢复管理·CDP恢复·界面

CDP恢复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 CDP恢复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工作机：按 CDP恢复规则中的工作机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灾备机：按 CDP恢复规则的灾备机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CDP恢复规则信息栏说明：

创建时间：显示用户创建此 CDP恢复规则的时间点。

任务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 CDP 恢复规则时自定义的规则名，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

文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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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备机：显示此 CDP恢复规则对应的灾备机节点名。

工作机：显示此 CDP恢复规则对应的工作机节点名。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 CDP恢复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进度：显示当前此规则的恢复进度。

CDP恢复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用户根据自己建立的 CDP恢复规则，对规则进行启动的操作。

停止：用户自行停止建立的 CDP恢复规则。

更多·修改：用户自行修改此 CDP恢复规则。

更多·删除：用户自行选择删除当前 CDP恢复规则。

更多·查看日志：查看该 CDP恢复规则运行过程中生成的日志信息。日志文件是用于记

录系统操作事件的记录文件或文件集合，具有处理历史数据、诊断问题的追踪以及理解系

统的活动等重要作用。查看规则的日志信息，包含了日志执行的镜像过程、增量传输过程、

统计信息和异常错误代码等，主要用于规则异常时的排错。。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CDP恢复规则菜单信息：

新建：新建 CDP恢复规则。详见恢复管理·CDP恢复·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 CDP恢复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 CDP恢复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 CDP恢复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 CDP恢复规则的状态。

清除已完成任务：自动删除当前已完成 CDP恢复任务的规则。

3.1.3.3 恢复管理·快照恢复

英方 i2UP控制台同时也提供了快照恢复功能，即每隔一段时间对生产数据生成一个快照。

当生产数据发生异常时，可通过灾备端的快照副本来执行数据恢复。

3.1.3.3.1 恢复管理·快照恢复·新建

恢复管理界面导航：实时数据复制→恢复管理界面

具体恢复管理·快照恢复·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恢复管理界面。

2. 鼠标选择“快照恢复”标签。

3. 鼠标单击“新建”进入恢复管理·快照恢复·新建界面。

基本设置界面说明：

任务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快照恢复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

识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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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名称：用户通过下拉框选择在已经创建好的快照复制规则，自行选择需要恢复内容

所对应的规则名。

通过选择复制规则的名称快速定位所需要恢复的数据备份的所在地，选中正确的规则后，页面自动

定位数据备份当前所在的灾备主机和路径。

代理：用户自行选择已经添加对应恢复端口的代理。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即时恢复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

源管理·业务组管理。

恢复目标工作机：系统自行选择所需要恢复的目标工作机，用户需要明确当前恢复操作

时，数据恢复的目标机。

孤儿文件处理方式：用户自行选择孤儿文件的处理方式。如果用户选择将数据恢复到原

工作机的原数据所在路径时，会涉及孤儿文件的处理。如果恢复前，由于某些环境异常导

致生产端的数据被删除（故意或误删除），但系统未及时通过 IP网络同步到灾备机做删除

操作，则灾备机可能是存在孤儿文件的。页面提供两个选项，“不处理”和“删除”。

 不处理：执行恢复时，以灾备机当前的数据副本为基准覆盖到原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目

录。

 删除：当灾备机的数据副本存在孤儿文件时（多余文件）时，会将这些多余的文件删

除后覆盖到原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目录。

路径选择：用户选择需要指定数据恢复时具体的目标路径，以及灾备机的复制文件的路

径。左侧“灾备机的目录和文件”显示截止快照副本备的生成时间所保存的目录结构和文

件列表；右侧“恢复到工作机的目录”需要用户自定义，可以是原路径覆盖，或是临时目

录。

用户自行选择“复制名称”后，会自动显示灾备机中复制文件的路径。目标生产服务器的目录一般
选择一个用户创建的临时目录，在完成校验后再覆盖到原数据目录。

选择快照：根据页面显示的所有可用快照副本，用户根据需要选择并锁定恢复时间。

1.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完成即时恢复规则的创建。

提交任务时，页面会再次提示，需要用户确认，“恢复到原机器原目录，可能会导致原端数据损坏,
是否继续?”。

压缩加密页面说明：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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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2 恢复管理·快照恢复·界面

快照恢复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快照恢复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工作机：按快照恢复规则中的工作机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灾备机：按快照恢复规则的灾备机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快照恢复规则信息栏说明：

创建时间：显示用户创建此快照恢复规则的时间点。

任务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快照恢复规则时自定义的规则名，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

文字符。

灾备机：显示此快照恢复规则对应的灾备机节点名。

工作机：显示此快照恢复规则对应的工作机节点名。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快照恢复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快照时间：显示恢复的快照时间点。

进度：显示当前此规则的恢复进度。

快照恢复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用户根据自己建立的快照恢复规则，对规则进行启动的操作。

停止：用户自行停止建立的快照恢复规则。

更多·修改：用户自行修改此快照恢复规则。

更多·删除：用户自行选择删除当前快照恢复规则。

更多·查看日志：查看该快照恢复规则运行过程中生成的日志信息。日志文件是用于记

录系统操作事件的记录文件或文件集合，具有处理历史数据、诊断问题的追踪以及理解系

统的活动等重要作用。查看规则的日志信息，包含了日志执行的镜像过程、增量传输过程、

统计信息和异常错误代码等，主要用于规则异常时的排错。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快照恢复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快照恢复规则。详见恢复管理·快照恢复·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快照恢复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快照恢复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快照恢复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快照恢复规则的状态。

清除已完成任务：自动删除当前已完成快照恢复任务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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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NAS文件复制

3.2.1 概述

i2NAS 是针对 NAS 环境实现海量数据灾备的高性能软件。解决传统 NAS 灾备场景数据

量大、无法安装客户端、消耗大量主机资源等问题，实现数据的准实时同步。NAS同步规

则是针对共享目录提供数据复制，以相对路径存储的方式同步到灾备机。

i2NAS具备海量数据灾备能力：它能够满足 TB 级的数据灾备要求，即使在业务数据均为

小文件、数量达到上亿级别的场景都能轻松应对。兼容异构环境特点：i2NAS 工作在主机

层，可以实现异构 NAS 存储间的数据复制和迁移，帮客户解耦并增加灾备方案的灵活性。

高效且安全的传输特点：提供带宽及数据流控制功能，每个复制任务可根据时间动态调整

带宽限制功能。灾备数据一致性特点：在海量数据复制和迁移过程中，i2NAS 支持数据一

致性比对，严格校验以确保生产数据和灾备数据一致性，发现异常可自动 定位并进行修

复；i2NAS 同时提供定期比对任务以及数据比对报表，大大提高运维便利性。操作的灵活

性特点：可根据实际需求灵活选取单个文件、文件夹、卷做保护，支持文件及目录选择，

并提供打开文件的镜像和复制功能，节省传输数据量，节约带宽。同时可对数据进行恢复，

提供恢复至本机、恢复至异机等灵活的恢复机制。

3.2.2 NAS同步·NAS同步

根据不同的应用架构和生产环境，用户选择适配的部署方式：直接同步和同步机同步。

直接同步：直接在生产服务器上部署 i2Node程序，生产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可以是Windows
平台（i2Node程序需要以应用方式运行）或 Linux平台。当生产服务器产生增量数据并写

入共享目录时，生产服务器上的 i2Node程序将变化的数据以镜像的方式传输到备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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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增量数据。当存在大批量操作时，i2node会执行操作事件合并。一般适用于生产服务

器数量较少、服务器可用 CPU和内存资源较充足，或者用户环境没有条件增加同步机的

场景。

同步机同步：也称为间接同步。需要新增一个同步机并安装 i2Node程序（扮演 Proxy功能），

将生产服务器读写的共享目录以相同的方式挂载同步机。当生产服务器产生增量数据写入

共享目录时，生产服务器将监测到的文件操作以“事件方式”（当存在大量操作时会执行事

件合并）发送给同步机。最终的数据同步由同步机完成，负责将增量数据以镜像方式同步

到灾备机。

1. NAS同步的机制和 i2COOPY有所不同，NAS捕获的变化的文件列表，不截获文件的
内容，对变化的文件进行差异镜像。

2. NAS规则只支持增量同步，全量数据的同步可以借助比较计划完成。

3.2.2.1 NAS同步·环境要求

3.2.2.1.1 环境要求·直接同步

NAS同步的直接同步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工作机

节点需要有 nas许可。

3. 工作机之间需挂载相同的共享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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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有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需要有

nas许可。

1. 工作机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OS时，需要将 i2Node节点的运行模式改为“以应用方
式运行”。具体操作详见以应用方式运行有关章节。

3.2.2.1.2 环境要求·同步机同步

NAS同步规则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同步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同步主

机节点需要有 nas许可。（需要和工作机保持一致的操作系统）。

3. 同步机需挂载与工作机相同的共享文件夹。

4. 至少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且每台工作机都需挂载与同步机相同的共享

文件夹。

5. 装有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需要有

nas许可。

1. 工作机或同步机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 OS时，需要将 i2Node节点的运行模式改为“以

应用方式运行”。具体操作详见以应用方式运行有关章节。

2. 工作机亦可安装 i2Node节点，装有节点的情况下，可以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对一些
特殊情况进行配置操作。具体操作请联系英方。

3.2.3 NAS同步·新建

NAS同步规则界面导航：实时数据复制→NAS文件复制界面

NAS同步·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 NAS文件复制界面。

2. 鼠标单击“新建”。

NAS同步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压缩加密、带宽控制、比较计划和高

级设置。具体的每个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3.2.3.1 NAS同步·新建·基本设置

同步类型为：直接同步（默认选项）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 NAS同步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

当前任务的名称。

文件安全属性：用户选择是否同步文件的权限、用户属性等。此选项默认为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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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用户选择需要 NAS同步的工作机，可选择多个工作机。

源端目录和文件：用户自行选择需要同步的数据所在的共享目录。

如果是Windows OS部署了 i2Node程序，必须以应用方式运行，否则无法显示Windows OS挂载的

共享目录。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 NAS同步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

源管理·业务组管理。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灾备机路径：用户自行选择灾备机的备份路径，将数据同步的路径。

文件类型：如果用户需要对源端共享目录上的数据类型进行过滤后再复制到灾备端，可

以选择“包含”或“排除”规则来过滤。此选项默认为包含。

正则表达式：使用正则表达式来对需要备份的文件进行筛选的功能，页面提供基于正则

表达式的匹配规则，自动同步符合此正则表达式的文件。

需要填写正则表达式，举例说明：正则表达式填写的内容为^[0-9]+abc，意为筛选数字 0-9开头的，
以 abc结尾的文件名。

同步类型为：同步机同步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 NAS同步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

当前任务的名称。

文件安全属性：用户选择是否同步文件的权限、用户属性等。此选项默认为不同步。

工作机：用户选择需要 NAS同步的工作机，可选择多个工作机。

源端目录和文件：用户自行选择需要同步的数据所在的共享目录。

如果是Windows OS部署了 i2Node程序，必须以应用方式运行，否则无法显示Windows OS挂载的
共享目录。

同步机：用户自行选择作为同步机的节点。

同步机路径：选择用户需要备份的同步机的共享目录。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 NAS同步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

源管理·业务组管理章节。

灾备机：用户选择需要 NAS同步的灾备机。

灾备机路径：用户自行选择灾备机的备份路径，将数据同步的路径。

文件类型：如果用户需要对源端共享目录上的数据类型进行过滤后再复制到灾备端，可

以选择“包含”或“排除”规则来过滤。此选项默认为包含。

正则表达式：使用正则表达式来对需要备份的文件进行筛选的功能，页面提供基于正则

表达式的匹配规则，自动同步符合此正则表达式的文件。

需要填写正则表达式，举例说明：正则表达式填写的内容为/^[0-9]+abc$/，意为筛选数字 0-9开头的，
以 abc结尾的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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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NAS同步·新建·压缩加密

NAS同步·压缩加密界面说明：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3.2.3.3 NAS同步·新建·带宽控制

当在某些情况下，用户想限定带宽的使用，可以通过带宽控制来实现。比如，通过 Internet
实现数据异地灾备，但同时用户又不想在上班时间影响员工的 Internet访问速度，就可以

限定工作机时间的带宽。

时间范围：用户自行勾选具体的生效日。

选择带宽：根据用户需求选择需要执行限速的时间段；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限速规则，

彼此独立；如果带宽设定为 0，表示不做带宽限制。

3.2.3.4 NAS同步·新建·比较计划

比较计划界面说明：

开启比较计划：添加计划。此选项默认不开启。

NAS规则只支持增量同步，全量数据的同步可以借助比较计划完成，如果任务类型选择“同步文件”，

比较后，若有差异的文件会直接同步到备端。

策略类型：每天、每周、每月，只能选择一种策略。

任务类型：

 同步文件：即比较后，若有差异的文件直接同步。

 不同步文件：即比较后，若有差异的文件不同步。

孤儿文件处理方式：由于某些环境异常导致生产端的数据被删除（故意或误删除），但系

统未及时通过 IP网络同步到灾备机做删除操作，则灾备机可能是存在孤儿文件的。页面

提供四个选项，“不处理”、“删除”、“移动到指定路径”、“移动到指定路径并归档”。

 不处理：当发现孤儿文件时不做任何处理，依然留在备端

 删除：当发现孤儿文件时会将灾备机上的孤儿文件删除。

 移动到指定路径：当规则启动时候发现孤儿文件时，会将孤儿文件移动到灾备机指定

的目录下加上规则运行当前时间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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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到指定路径并归档：当规则启动时候发现孤儿文件时，会创建当前规则启动日期

文件夹并将孤儿文件移动到灾备机指定的目录下无后缀。

校验方式：

 严格校验：即采用MD5 Checksum 机制对两端的数据做一致性校验和比对。

 时间校验：即基于文件或文件夹的修改时间等属性做两端数据一致性的比对。

3.2.3.5 NAS同步·新建·高级设置

NAS同步·高级设置界面：

过滤删除：过滤删除开启后，源端删除文件，备端不会删除。源端产生同名文件，备端

之前所保留的文件会被覆盖。

并行任务数：设置并行任务数，设置软件并发连接数，对于海量小文件、单连接达到最

大带宽时，可以大大提升备份速度。

此选项用于提高数据复制的速度，默认为“0”，表示没有并发任务；数值越高数据复制的速度越快，
但会消耗更多的 CPU和内存资源，请根据用户环境适当选择。

如果开启“在指定时间范围内同步数据”选项即：在用户选择的时间范围内进行全量数据

的同步。

3.2.4 NAS同步·界面

NAS同步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 NAS同步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同步机：按 NAS同步规则中同步机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工作机：按 NAS同步规则中工作机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灾备机：按 NAS同步规则中灾备机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NAS同步规则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 NAS同步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当前带宽：显示此 NAS同步规则中用户设置的带宽信息。

灾备机：显示当前此 NAS同步规则中对应的灾备机的名称。

同步机：显示当前此 NAS同步规则中对应的同步机的名称。

同步机状态：显示当前此 NAS同步规则中对应的同步机的状态。

工作机：显示当前此 NAS同步规则中对应的工作机的名称。

工作机状态：显示当前此 NAS同步规则中对应的工作机的状态。

NAS同步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NAS同步规则开始启动。

停止：停止 NAS同步规则。

修改：修改当前 NAS同步规则的配置信息。详见 NAS同步·修改。

更多·删除：删除当前 NAS同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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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查看日志：查看当前 NAS同步规则的日志信息。详见 NAS同步·更多·查看日

志。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NAS同步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 NAS同步规则。详见 NAS同步·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 NAS同步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 NAS同步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 NAS同步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 NAS同步规则的状态。

1. 当采用同步机同步模式，并且生产服务器是Windows操作系统时，如果发现共享目录
上的增量数据没有被同步复制到灾备机，则可能是受生产服务器所在的Windows操作
系统的限制，解决办法如下：在每个生产服务器上安装 i2Node程序，以应用方式运

行，并配置 system.conf文件 nassync_use_sysapi赋值为 0或 false，即 nassync_use_sysapi
= 0 或者 nassync_use_sysapi = false。完成配置后，i2Node程序将基于内核模式捕获

数据变化和发送文件操作事件；如果不做设置，nassync_use_sysapi默认为 true，则
NAS同步将基于生产服务器的Windows系统API捕获数据变化和发送文件操作事件，

最终由同步机完成数据复制。

2. NAS同步针对同步机挂载的共享目录和灾备机的目标目录，创建一个定期比较和同步

的规则，可以确保两端数据最终的同步和一致性。

3. NAS同步采用非实时数据捕获和传输，RPO可以达到秒至分钟级别。

4. Linux针对共享文件同步时，只捕获自己主机变化的数据，其他主机变化的数据不会
传输。Linux目前只支持 NFS 挂接的 NAS。

5. 采用直接同步方式的规则中，工作机初始状态是“停止”；采用同步机同步方式的规则
中，工作机初始状态是“停止”，同步机状态是“未知”，均属于正常显示。当用于启用

NAS同步规则后，i2Node程序才能把正确的信息发送到同步机，信息同步后同步机
上才状态显示。

6. NAS同步只会对增量数据做同步，如果需要同步存量数据，请使用复制规则或一致性

比较同步来完成镜像。

7. NAS同步使用端口为 26841、26843两个端口，如果开启了防火墙，请注意打开端口。

8. NAS同步不适合频繁修改的单个大文件。

3.2.5 NAS同步·修改

NAS同步规则中，仅支持压缩加密压缩等级的修改和带宽控制的修改，NAS同步·修改

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 NAS同步界面。

2. NAS同步界面中，找到对应的规则，单击“修改”即可 NAS同步的压缩加密中压缩

等级和带宽控制的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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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定”，完成此 NAS同步规则的修改。

3.2.6 NAS同步·更多·查看日志

日志文件是用于记录系统操作事件的记录文件或文件集合，具有处理历史数据、诊断问题

的追踪以及理解系统的活动等重要作用。查看规则的日志信息，包含了日志执行的镜像过

程、增量传输过程、统计信息和异常错误代码等，主要用于规则异常时的排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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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比较和同步

用户会对工作机上的数据和灾备机上的数据的一致性存在疑问，一致性比较功能可以比较

工作机的数据和灾备机上的数据，并给出报告。用户透过该比较报告可以判断工作机端和

灾备机端的数据是否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不断变化的文件，报告可能显示工作机端

和灾备机端不一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i2实时同步出现问题。因此，在进行数据比较时，

推荐工作机上没有数据变化时才进行，这样报告比较准确。

在比较任务列表中，可以查看各任务的进度和比较结果以及对任务进行“删除”、“下载比较

结果“等操作。为了减少工作机资源消耗，任何时刻一个复制规则只能启动一个比较任务。

3.3.1 比较和同步·新建

比较和同步规则界面导航：实时数据复制→比较和同步界面

比较和同步·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比较和同步界面。

2. 比较和同步界面中，单击“新建”。

比较和同步规则的新建，主要包含内容：基本设置和高级设置。

3.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完成比较和同步规则的创建。

3.3.2 比较和同步·新建·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比较和同步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工作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工作机。

代理：用户自行选择已创建的代理，该代理要有对应数据传输端口方可使用，详见附录

中代理章节。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此处选择的工作机和灾备机需要在之前的规则中有备份规则，做比较和同步才有意义。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比较和同步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

资源管理·业务组管理。

任务类型：

 只比较：是指只比较工作机和灾备机的数据，如果发现数据不一致，则记录在报告中。

 自动从工作机同步文件到灾备机：是指当比较任务发现工作机上文件和灾备机上

对应的文件不一致时，记录该文件，并将该文件从工作机同步到灾备机。

文件安全属性：用户选择是否同步文件的权限、用户属性等。此选项默认为不同步。

文件比对方式：

 文件大小+文件修改时间：根据文件大小和修改时间来判断工作机和灾备机上的数据

是否一致。这种比较方式，效率比较高，但是准确性不及严格校验（M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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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校验（MD5）：通过计算文件的 md5值来判断数据是否一致，这种方式效率比较

差，但是可靠性高。

任务运行时间：目前支持三种方式，立即开始，只运行一次,重复运行。

 立即开始：提交任务立刻开始比较。

 只运行一次，预约时间：在新建任务时，设置运行时间，到达设定时间时，比较任务

开始执行。

 重复运行：定期执行比较任务。目前支持四种运行策略：每天，每周，每月，每隔。

开始时间：用户自定义设置任务开始执行时间。

仅任务运行时间选择“只运行一次，预约时间”才会显示。

运行策略：

 每天：设定运行时间,到达设定时间开始执行。

 每周：设定任务在周几的某个时间点执行并设置保留数。

 每月：设置每月的某一天的特定时间开始执行任务并设置保留数。

 每隔：设置每隔多久执行一次，并设置保留数。

 保留数：当子任务的数量超过设定的保留数时，会从前往后删除。

仅任务运行时间选择“重复运行”才会显示。

比较的目录和文件：用户自定义选择要比较工作机中文件的路径。

灾备机目标路径：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中备份要同步文件路径。

不比较的文件和目录：选择不要同步到备端的文件和目录路径。一般默认即可。

3.3.3 比较和同步·新建·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3.3.4 比较和同步·新建·高级设置

高级设置主要是对文件的文件名进行用户自定义设置中，用户自行选择是否更改备份文件

中前后缀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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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转换：软件可以通过文件名转换的方式，在备份到备端后，修改文件名，在其文

件头、后缀尾，自动添加前缀或者后缀，或者修改文件名称中的大小写。

增加前缀：在需要同步的文件名前缀添加字符串。

比如文件名为 test.txt，前缀设置为 prefix ，则备份后文件为 prefixtest.txt。

增加后缀：在需要同步的文件名后缀添加字符串。

比如文件名为 test.txt，后缀设置为 Suffix ，则备份后文件为 test.txtSuffix。

大小写：将文件名转换成设置的对应的格式。转大写、转小写或者保持不变。

设置大小写时，必须先设置前缀后缀，大小写设置不能单独使用。

用户自定义：用户自定义分为匹配正则式和替换规则来实现。

 匹配正则式：使用正则表达式来对备份的文件进行筛选的功能。

 替换规则：用户自定义输出文件名，备端文件将通过正则表达式筛选到的文件名，替

换成用户在此替换规则中填写的内容。

正则表达式，举例说明：匹配正则式填写的内容为(?!^)(?=(\d{3}))，意为纯数字命名文件时，筛选文
件名从后往前看，匹配到（三位数字在一起的）开始起前面必须得为数字，为一个空字符位置，之

后每隔一个数字起就会多一个空字符位置，直至文件开头结束（文件开头不包括在内）。我们将匹配
的空字符替换为 a为例（即替换规则填写为 a）：

示例：2345637.txt通过此正则式后，有 4处符合筛选，转化的内容为：2a3a4a5a637.txt。

1. 仅在基本设置中的任务类型选择“自动从工作机同步文件到灾备机”时，此处的高级
设置才会生效。否则无效。

3.3.5 比较和同步·界面

比较和同步信息栏说明：

任务开始时间：显示此比较和同步规则开始运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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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显示此比较和同步规则名称。

状态：显示当前比较和同步规则的运行状态。分为“比较中”和“完成”。

工作机：显示此比较和同步规则对应的工作机节点的名称。

灾备机：显示此比较和同步规则对应的灾备机节点的名称。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比较和同步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消耗时间：显示此比较和同步规则运行到结束所消耗的时间。

结果预览：显示当前规则运行的结果情况。

操作列说明：

比较结果：可单击“比较结果”，查看到此比较和同步的比较结果。

查看配置：可查看用户创建此比较和同步规则的所有配置情况。

删除：删除当前的比较和同步规则。

更多·下载比较结果：可将比较结果下载保存。

比较和同步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比较和同步规则。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比较和同步规则。

下载比较结果：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下载比较和同步规则的比较结果。

刷新：刷新当前所有比较和同步规则的状态。

3.3.6 比较和同步·下载比较结果

英方可以通过下载比较结果的报告的方式来保存或者查看。比较和同步·更多·下载比较

结果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比较和同步界面。

2. 在比较和同步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更多”→“下载比较结果”。

3. 此时会自动下载一个 zip文件，命名为“CPR_时间”。

4. 解压后，会有一个相同命名的 txt文件，打开即可查看。

如若通过比较和同步的菜单栏中的下载比较结果（批量），此时会有两份 txt文件。

1. 英方比较和同步功能是以工作机为标杆进行的对比。举例说明：若工作机内有 10个
文件，而灾备机中有 160个文件（其中包含工作机传过去的 10个文件），在这种场景

下进行对比后，结果将会是：diff 0，missing 0，即数据一致。此时若创建反向规则（即
工作机和灾备机互换进行对比），就会有显示数据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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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英方软件进行文件一致性对比时，原目录（包括子目录）下的空文件个数不会统

计到结果中，即对比结果不会计算原目录的 0KB 文件。举例说明：若工作机数据（3
个 0KB的数据文件-A，2个空文件夹-B，4个非 0KB数据文件-C）对比灾备机数据（空

数据时）时，会显示有 4个不一致的结果（即工作机中 4个非 0KB数据文件-C），不
会对比统计空文件夹或 0KB 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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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块复制

3.4.1 概述

i2Block产品提供对生产系统内的磁盘数据进行实时备份及恢复的功能。

目前提供的复制方式有实时和定时两种。

实时复制：任何对被保护磁盘的数据更改会立即备份到备端。

定时备份：增量数据的复制可以定时进行传输。

目前提供的恢复方式有两种：

备份到 ZFS逻辑卷，通过快照克隆，然后用 iSCSI协议将克隆的卷映射给其他主机。

备份到 vmdk虚拟磁盘文件，通过快照克隆，然后用 VMware虚拟平台创建虚拟机读取

vmdk虚拟磁盘进行系统恢复。

i2Block原理如下：

i2Block是通过在操作系统内核植入模块，来监控磁盘物理数据的变化。通过这种方法，

i2Block每次数据备份只需要将上次备份以来变化数据同步，而不需要重复复制未曾改变

的数据块，以此来减少同步数据量，降低备份所需要的时间。

i2Block优势如下：

1.高效性：

i2Block是位于文件系统之下和硬件磁盘驱动之上的，它增加了一个软驱动，忽略了文件

和结构，处理过程简洁，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所花费在搜索操作上的开销较少，备份的性能

很高，而且当文件出现一个很小的改动的时候，它不需要对整个文件做备份，只是会去对

做改动部分的磁盘块进行备份，有效的提高了备份效率，节省了备份时间。

2.实时性：

i2Block可以做到高效的实时备份。

在实时备份时，每次主机往磁盘写数据的时候，都会被 i2Block所捕获，i2Block会将变化

数据及时传输到备端，完成数据同步。

3.不依赖文件系统：

i2Block是基于磁盘块进行备份的，所以它不受文件系统的限制，可以支持各种文件系统

甚至没有文件系统的磁盘也可以进行数据备份。

3.4.2 块复制单规则

3.4.2.1 块复制单规则·环境要求

块复制基本功能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机。

2. 灾备机安装 i2Block-Server软件。

3. 工作机安装 i2Block-Client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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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2UP控制机的节点管理添加该工作机和灾备机，授权 block许可，块复制设置启用块

复制节点。

5. 存储管理界面添加该灾备机，在灾备机上需创建存储池。

3.4.2.2 块复制单规则·新建

块复制界面导航栏：“实时数据复制”→“块复制”→规则界面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进入界面

块复制规则·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块复制规则界面中，点击“新建”。

2. 根据块复制规则新建向导进行配置，然后提交。

3.4.2.2.1 块复制单规则·新建·源端配置

块复制规则·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块复制规则界面中，点击“新建”。

2. 进入源端配置页面，需配置以下参数

规则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块复制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

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工作机：下拉列表显示具有 block许可的节点，用户选择其中一个节点作为工作机。目

前仅支持Windows系统。

要保护的磁盘：下拉列表显示工作机上的所有磁盘，用户选择其中一个磁盘作为要保护

的磁盘。

镜像对象格式：用户可以选择逻辑卷、VMDK、QCOW2 作为目标磁盘保存形式。

 镜像卷：目标磁盘保存为逻辑卷。需要通过配置 iSCSI 目标共享给远程主机连接并挂

载。用户可以选择已有的 ZFS逻辑卷或者在 ZFS 存储池上新建 ZFS逻辑卷。

 VMDK：目标磁盘保存为 VMDK虚拟磁盘文件。通过快照克隆后创建 VMware虚拟

机进行备端拉起。

 QCOW2：目标磁盘保存为 QCOW2 虚拟磁盘文件。通过快照克隆后可以创建 KVM
虚拟机进行备端拉起。

1. 如无法选择 QCOW2格式，可能原因是 i2Block-Server没有安装 qemu-img。使用以下命令安装。

# yum install qemu-img

2. 检查是否可以备份为 QCOW2。

/usr/local/i2block/server/q2adm is_nbd_loaded

备份为逻辑卷

灾备机：下拉列表显示具有 block许可的节点，用户选择其中一个节点作为灾备机。

选择目标卷：下拉列表显示存储管理中的 ZFS逻辑卷。如无 ZFS 逻辑卷可选，用户需新

建 ZFS逻辑卷作为规则的镜像卷。

新建镜像卷：用户新建 ZFS 逻辑卷作为规则的镜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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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自定义镜像卷名称。

 容量：显示镜像卷的容量大小，根据源块设备大小匹配。

 sparse：勾选是否启用 sparse。不勾选 sparse，产生的逻辑卷是实际占用磁盘空间的；

勾选 sparse，产生的逻辑卷是不占用磁盘空间的。

 选择存储池：用户选择灾备机上哪个存储池创建 ZFS 逻辑卷作为镜像卷。

备份为 VMDK/QCOW2

灾备机：下拉列表显示具有 block许可的节点，用户选择其中一个节点作为灾备机。目

前仅支持 Linux系统。

选择文件系统：下拉列表显示已创建的具有挂载点的文件系统。如无文件系统可选，用

户需新建文件系统。

新建文件系统：在灾备机的存储池上创建文件系统，设定挂载点。

 名称：用户设定文件系统名称。

 挂载点：用户设定该文件系统在灾备机上的挂载点（路径）。

 选择存储池：用户选择存储池，在其之上创建文件系统。

3.4.2.2.2 块复制单规则·新建·同步设置

配置完“源端配置”后，点击“下一步”，进行配置“同步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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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系统分析：此选项作用是分析要保护的磁盘上文件系统实际使用了多少空间，比如

说一个磁盘的大小是 1T，但是其上的文件系统实际使用了只有 500G，如果没有分析文件

系统那么会对整个磁盘 1T的内容进行备份。若启用，块复制规则会对磁盘上所有的文件

系统进行快速扫描，之后的数据同步中，只将被文件系统使用的数据块复制到备端。此选

项默认不启用，建议启用。

初始比对：如果目标磁盘存在并且同步过数据，可以通过比对文件块 checksum来减少同

步数据量。假设源磁盘大小为 1TB，实际数据占用 500GB，脏数据是 1GB，如果未启用文

件系统分析和初始比对选项需要重新同步 1TB的数据，如果启用了文件分析未启用初始对

比，那么需要重新同步 500GB的数据，如果同时启用了文件分析和初始对比重新同步 1GB
数据。

重试次数，重试间隔：在数据同步过程中如果发生诸如网络中断等异常情况下，同步操

作会根据重试策略的设置，进行后续的重新同步操作。次数表示最多允许重试几次，重试

间隔表示每隔多长时间重试一次。

精度：高精度和普通精度分别代表同步过程中定义块的大小，精度高代表对每次数据修

改的定位更精确需要备份的数据量更小，但是跟踪变化所需的开销会变大；精度低则跟踪

的变化的开销会变小，但是需要备份的数据量更大。

同步速率：平衡和激进分别表示同步过程的速率大小，选择激进则同步速率快，但是对

磁盘 IO影响较大；平衡则同步速率较慢，同时对磁盘 IO影响较小，所以建议对磁盘 IO
要求较高的选择平衡，对磁盘 IO要求低的可以选择激进。

周期性策略：若启用，保护类型为定时保护，用户通过添加计划制定同步执行计划；若

不启用，保护类型为实时保护。此选项默认不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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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执行：若启用周期性策略，用户可选择是否启用立即执行。若启用，提交规则后直

接进行一次同步。

开启快照：若启用，如果是定时保护类型的规则，根据执行计划每次同步完成后对目标

磁盘生成快照。如果是实时保护类型的规则，根据执行计划直接对目标卷生成快照。此选

项默认不启用。

开启静默快照：开启静默快照后，需要进一步进行数据库配置。

数据库配置：点击数据库配置，列出目前支持静默快照的数据库类型，通过点击详情进

一步配置数据库本地连接信息。

 MySQL详情配置：若源磁盘上有MySQL数据，需要开启静默快照保证数据的一致

性。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密码等信息，然后点击“获取数据库名称”按钮，若正确通过

验证，数据库名称栏中会列出工作机上所有数据库名称，然后勾选数据文件存储位置在

要保护的磁盘上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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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详情配置：若源磁盘上有 Oracle数据，需要开启静默快照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输入具有 sysdba身份的用户名、密码、Oracle执行目录（sqlplus所在目录）、Oracle_SID
信息，然后点击“获取表空间名称”按钮，若正确通过验证，数据库名称栏中会列出工

作机上所有表空间名称，选择需要保护的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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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Server详情配置：若源磁盘上有 SQL Server数据时，需要开启静默快照保证数据

的一致性。设定超时时间，并启用“配置MSSQL”。

添加计划：连续性策略时，添加计划用于设定快照策略；周期性策略时，添加计划用于

设定同步和快照策略。

策略类型：支持每天、每周、每月、每隔

 每天：可设定运行时间，快照保留个数。

 每周：可设定一周内哪几天执行计划，运行时间，快照保留个数

 每月：可设定一月内哪几天执行计划，运行时间，快照保留个数。

 每隔：可设定按分钟或者按小时执行计划，运行间隔，快照保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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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规则是实时保护，添加计划需要开启快照，规则根据计划对目标 ZFS逻辑卷执行快照。

3.4.2.2.3 块复制单规则·新建·任务记录

配置完“同步设置”后，点击“下一步”，进行配置“任务记录”。

任务历史记录，最多保存数，保存的时间：设定规则的任务记录策略。

 历史任务记录：从哪个时间点开始保存。

 最多保存条数：最多同时保存多少条。

 保存时间：当前时间往前多长时间到当前时间段之间的历史记录。

3.4.2.2.4 块复制单规则·新建·总结

配置完“任务记录”后，点击“下一步”，进行“总结”确认配置。

总结配置确认完成，点击确定，提交块复制单规则。

3.4.2.3 块复制单规则·界面

点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块复制”→“块复制规则”，点击“规则”。

块复制单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灾备机：按灾备机节点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工作机：按工作机节点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块复制单规则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规则的名称。

保护对象：显示规则的要保护的磁盘名称。

目标对象：显示规则的目标卷名称。

脏数据：显示规则的工作机上记录到的磁盘变化但未同步的磁盘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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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执行时间：若规则的保护类型是定时保护，根据执行计划，显示该组规则的下次执

行同步或快照的时间。

状态：

 同步：此状态表示块复制规则·规则当前正在实时监控要保护的磁盘，有数据写入时

将变化的数据块实时复制到灾备机。

 分析：此状态表示块复制规则·规则正在比对源磁盘和目标磁盘的一致性。

 空闲：此状态表示块复制规则·规则不进行同步或分析，此时工作机仅记录数据变化

信息，等待定时同步或用户手动同步。

 暂停：此状态表示块复制规则·规则不进行同步或分析，此时工作机仅记录数据变化

信息，等待用户手动继续。

保护类型：显示该块复制规则·规则的保护类型，定时保护通过启用周期性策略开启，

实时保护通过关闭周期性策略开启。

工作机：显示当前规则工作机节点名称。

灾备机：显示当前规则灾备机节点名称。

实时保护类型块复制单规则的操作栏说明

修改：用户点击后进入块复制规则修改页面修改该规则的配置。

恢复：恢复功能仅对规则的镜像对象格式选择镜像卷时有效。用户点击后进入块复制恢

复新建页面恢复该规则要保护的磁盘。

删除：用户点击删除后，此规则从界面列表中删除，可选择仅删除规则或者同时删除规

则和其备份盘。

更多·取消分析：当前规则处于分析状态时，用户通过取消分析操作跳过分析过程。

更多·取消同步：当前规则处于同步状态时，用户通过取消同步操作，规则状态变为空

闲。取消同步后，工作机仅记录数据变化信息，而不会将变化数据同步到目标磁盘。

 同步：用户点击取消同步后，通过同步操作使规则进入同步状态。同步设置包含文件

系统分析和开启快照开关选项。

暂停：当前规则正在同步或分析状态时，用户通过暂停操作中止同步或分析过程，该状

态下不能直接进行同步、分析、快照操作，直到用户点击继续，该规则变为同步状态。

 继续：当前规则正在暂停状态时，通过继续使规则变为同步状态。

定时保护类型块复制单规则的操作栏说明

修改：进入块复制规则修改页面修改该规则的配置，详见块复制规则·规则·修改。

恢复：进入块复制恢复新建页面恢复该规则要保护的磁盘，详见块复制恢复·新建。

删除：此规则从界面列表中删除，可选择仅删除规则或者同时删除规则和其备份盘。

更多·暂停：当前规则正在同步状态或分析或空闲时，用户通过暂停操作中止同步或分

析过程，该状态下不能直接进行同步、分析、快照操作，直到用户点击继续，该规则变为

空闲状态。

 继续：当前规则正在暂停状态时，通过继续使规则变为空闲状态，等待下一次执行。

更多·同步：规则处于空闲状态时，用户通过点击同步，弹出页面做同步设置，确定后

规则开始同步源磁盘到灾备机上的目标磁盘。同步结果可在规则信息栏→规则历史信息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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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系统分析：启用文件系统分析，则同步时将文件系统所使用的块进行全同步；不

启用文件系统分析，则同步时直接同步记录到的脏数据。

 开启快照：开启快照后，同步结束时立即做快照。

 开启静默快照：开启静默快照后，做快照时根据数据库配置对当前系统中的数据库缓

冲刷到磁盘上后再做快照，保证快照数据的完整性。

 更多·取消同步：规则处于同步状态时，用户通过点击取消同步。

更多·分析：规则处于空闲状态时，用户通过点击分析，弹出页面做分析设置，确定后

规则开始比对源磁盘和目标磁盘的一致性。分析结果可在规则信息栏→规则历史信息查

询。

 文件系统分析：若启用，分析过程是比较文件系统使用到的块进行分析。此选项默认

不启用。文件系统分析和根据已跟踪信息只能选一个，都不选则进行全盘比对。

 根据已跟踪信息：若启用，分析过程是根据 i2Block内核捕获到的变化数据位置进行

分析，此选项默认不启用。文件系统分析和根据已跟踪信息只能选一个，都不选则进行

全盘比对。

 分析后同步：若启用，在完成数据的分析比较后，立刻以分析结果开始数据同步操作。

此选项默认不启用。

取消分析：当前规则处于分析状态时，用户通过取消分析操作跳过分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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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用户通过快照操作，灾备机对当前规则的目标磁盘生成快照。

 开启静默快照：若启用，在创建快照之前需要将缓存中的数据全部刷盘，然后生成快

照，保证数据库的一致性，前提条件是配置数据库本地连接信息。此选项默认不启用。

 名称：用户自定义快照名称。

加入组：规则处于空闲状态时，用户通过点击加入组，弹出组规则列表页面，选择组规

则，将该规则关联到已有的组规则下，关联条件是工作机相同，以便统一操作。

1. 数据在传输的过程中做快照会导致快照不能立即创建成功，等待脏数据传输完成后才

能执行快照。

块复制单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块复制规则。

删除：删除选定的块复制规则，支持多选删除。

刷新：当前页面请求获取最新的信息。

块复制单规则实时信息

显示当前规则的实时信息。

启用文件系统分析：显示当前规则正在同步时，是否启用文件系统分析。

同步完成后快照：显示当前规则正在同步时，同步完成后是否执行快照。

启动静默快照：显示当前规则正在执行快照时，是否启动静默快照。

读扇区大小：显示当前同步规则从开始到现在从源端读取的扇区数目（sectors）。

发扇区大小：显示当前同步规则从开始到现在从源端发送给备端的扇区数目（sectors）。

块复制单规则快照列表

显示当前规则关联的快照信息，快照展开后可以看到快照关联的克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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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名称：显示当前快照的名称，默认生成的快照用时间表示。

 克隆快照名称：显示当前克隆卷名称。

 删除：用户选择克隆点击删除，相应的克隆卷会被删除。

克隆快照：用户选择快照点击克隆快照后，会生成克隆卷

删除：用户选择快照点击删除，相应的快照会被删除。

块复制单规则历史信息

显示当前规则从创建开始到现在的任务事件记录，任务记录的保存数和保存时间受规则的

任务记录配置影响。

任务类型：任务的种类，目前有同步和分析。

状态：任务的状态，正常情况下是完成，也有可能是异常情况的退出。

创建时间：任务创建的时间。

结束时间：任务结束的时间。

累计数据量：如果是同步任务，则这里显示的是同步的数据大小；如果是分析任务，则

这里显示的是规则保护的数据总量，已经分析了的数据量和分析之后由不一致变为一致的

数据量。

原因：任务结束的原因，正常情况下是完成任务，其他情况还有发送了取消任务的命令，

机器关闭了，连接灾备机失败等等。

查询：用户指定时间范围进行查询，规则历史显示指定时间范围内的信息，以便用户定

位。

3.4.3 块复制组规则

组规则是为了保证单台服务器是多个磁盘，在某一时刻的数据一致完整性，即一致性组。

应用场景一般体现在对数据库的保护中。在数据库的应用场景中，不同的数据库实例可以

分别存储在不同的 LUN上，但彼此又有依赖的关系，或者一个数据库实例的数据部分和

日志部分存储在不同的 LUN上，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单独保护了每一个 LUN，也

不能保证有依赖关系的 LUN能保持数据一致性。

因此，需要在单独的保护策略上对于这种情况再加一层组的限制。尤其是在快照过程中，

灾备端需要同时对不同的设备进行一致性快照操作。

3.4.3.1 块复制组规则·环境要求

1. 工作机上有多块磁盘需要做块复制保护。

2. 工作机的多块磁盘分别建立相应的块复制单规则。

3.4.3.2 块复制组规则·新建

块复制界面导航栏：“实时数据复制”→“块复制”，单击块复制界面“组规则”切换至

组规则界面。

新建块复制组规则的操作步骤如下：

1. 块复制规则界面中，点击“组规则”标签页，点击“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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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块复制组规则配置。

3. 点击“确定”，提交块复制组规则。

4. 块复制组规则的操作栏点击添加，将关联工作机上的所有块复制规则添加到该块复制

组规则中。

1. 块复制单规则状态必须处于空间或暂停时才能加入到组规则中。

2. 块复制单规则一旦加到块复制组规则中后，单规则原有的重试配置、周期性策略、快照
计划统一由组规则进行调度。

规则名称：用户自定义块复制规则·组规则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区分和识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节点：用户选择工作机作为组规则的关联条件，后续仅列出与该工作机相关的单规则才

能加入到组规则中。

重试次数，重试间隔：在数据同步过程中如果发生诸如网络中断等异常情况下，同步操

作会根据重试策略的设置，进行后续的重新同步操作。次数表示最多允许重试几次，重试

间隔表示每隔多长时间重试一次。

周期性策略：若启用，保护类型为定时保护，用户通过添加计划制定同步执行计划；若

不启用，保护类型为实时保护。此选项默认不启用。

立即执行：若启用周期性策略，用户可选择是否启用立即执行。若启用，提交规则后直

接进行一次同步。

开启快照：若启用，如果是定时保护类型的规则，根据执行计划每次同步完成后对目标

磁盘生成快照。如果是实时保护类型的规则，根据执行计划直接对目标卷生成快照。此选

项默认不启用。

开启静默快照：开启静默快照后，需要进一步进行数据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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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配置：点击数据库配置，列出目前支持静默快照的数据库类型，通过点击详情进

一步配置数据库本地连接信息。

 MySQL详情配置：若源磁盘上有MySQL数据，需要开启静默快照保证数据的一致

性。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密码等信息，然后点击“获取数据库名称”按钮，若正确通过

验证，数据库名称栏中会列出工作机上所有数据库名称，然后勾选数据文件存储位置在

要保护的磁盘上的数据库。

 Oracle详情配置：若源磁盘上有 Oracle数据，需要开启静默快照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输入具有 sysdba身份的用户名、密码、Oracle执行目录（sqlplus所在目录）、Oracle_SID
信息，然后点击“获取表空间名称”按钮，若正确通过验证，数据库名称栏中会列出工

作机上所有表空间名称，选择需要保护的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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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QLServer详情配置：若源磁盘上有 SQL Server数据时，需要开启静默快照保证数据

的一致性。设定超时时间，并启用“配置MSSQL”。

添加计划：连续性策略时，添加计划用于设定快照策略；周期性策略时，添加计划用于

设定同步和快照策略。

策略类型：支持每天、每周、每月、每隔

 每天：可设定运行时间，快照保留个数。

 每周：可设定一周内哪几天执行计划，运行时间，快照保留个数

 每月：可设定一月内哪几天执行计划，运行时间，快照保留个数。

 每隔：可设定按分钟或者按小时执行计划，运行间隔，快照保留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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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规则是实时保护，添加计划需要开启快照，规则根据计划对目标 ZFS逻辑卷执行快照。

3.4.3.3 块复制组规则·界面

点击 i2UP控制机的菜单栏：“块复制”→“块复制规则”，点击“组规则”。

块复制组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工作机：按工作机节点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块复制组规则列表信息栏说明：

组名称：显示组规则名称。

创建时间：显示组规则的创建时间。

下次执行时间：若组规则的保护类型是定时保护，根据执行计划，显示该组规则的下次

执行同步或快照的时间。

状态：

 同步：此状态表示所有相关子规则当前正在实时监控要保护的磁盘，有数据写入时将

变化的数据块实时复制到灾备机。

 空闲：此状态表示所有相关子规则不进行同步或分析，此时工作机仅记录数据变化信

息，等待定时同步或用户手动同步。

 暂停：此状态表示所有相关子规则不进行同步或分析，此时工作机仅记录数据变化信

息，等待用户手动继续。

保护类型：表示所有相关子规则的保护类型，定时保护通过启用周期性策略开启，实时

保护通过关闭周期性策略开启。

工作机：显示组规则关联的工作机节点名称。

组规则列表操作列说明：

修改：点击修改，弹出组规则修改页面，用户可以修改组规则相关的配置。

关联规则：组规则处于空闲或暂停状态时，用户可以点击关联规则，弹出规则列表页面，

用户可以选择已有的块复制规则关联到该组规则下，关联的条件是工作机相同的。

删除：组规则下没有子规则时，用可以点击删除，删除该组规则。

更多·同步：组规则处于空闲状态时，用户通过点击同步，所有相关子规则开始同步。

 取消同步：组规则处于同步状态时，用户通过点击取消同步，所有相关子规则中止同

步变为空闲状态。

快照：用户通过点击快照，所有相关子规则对目标磁盘生成快照。

暂停：组规则正在同步状态或分析或空闲时，用户通过暂停操作中止所有相关子规则同

步或分析过程，该状态下无法直接进行同步、分析、快照操作，直到用户点击继续，该规

则变为空闲状态。

 继续：当前规则正在暂停状态时，通过继续使规则恢复初始状态，视保护类型决定。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159 -

子规则列表信息栏说明：

规则名称：显示子规则名称

保护对象：显示子规则的要保护的磁盘名称。

脏数据：显示规则的工作机上记录到的磁盘变化但未同步的磁盘数据量。

目标对象：显示子规则的目标卷名称。

状态：

 同步：此状态表示子规则当前正在实时监控要保护的磁盘，有数据写入时将变化的数

据块实时复制到灾备机。

 分析：此状态表示子规则正在比对源磁盘和目标磁盘的一致性。

 空闲：此状态表示子规则不进行同步或分析，此时工作机仅记录数据变化信息，等待

定时同步或用户手动同步。

 暂停：此状态表示子规则不进行同步或分析，此时工作机仅记录数据变化信息，等待

用户手动继续。

保护类型：显示子规则的保护类型，定时保护通过启用周期性策略开启，实时保护通过

关闭周期性策略开启。

灾备机：显示子规则灾备机节点名称。

子规则列表操作栏说明：

移除：组规则状态处于空闲或暂停时，用户可以点击移除将子规则从组规则中移除。

更多·分析：子规则处于空闲状态时，用户通过点击分析，规则开始比对源磁盘和目标

磁盘的一致性。分析结果可在规则信息栏→规则历史信息查询。

更多·查看规则历史信息：弹出规则历史信息页面，显示当前选中规则从创建开始到现

在已发生过的任务情况。用户指定时间范围进行查询，规则历史显示指定时间范围内的信

息，以便用户定位。

块复制组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块复制组规则。

删除：删除选定的组规则，支持多选删除。

刷新：当前页面请求获取最新的信息。

块复制组规则实时信息

显示当前规则的实时信息。

启用文件系统分析：显示当前规则正在同步时，是否启用文件系统分析。

同步完成后快照：显示当前规则正在同步时，同步完成后是否执行快照。

启动静默快照：显示当前规则正在执行快照时，是否启动静默快照。

读扇区大小：显示当前同步规则从开始到现在从源端读取的扇区数目（sectors）。

发扇区大小：显示当前同步规则从开始到现在从源端发送给备端的扇区数目（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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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列表

显示组规则的快照信息。

快照名称：显示当前快照的名称，默认生成的快照用时间表示。

删除：用户选择快照点击删除，相应的快照会被删除。

3.4.4 块复制恢复

3.4.4.1 iSCSI挂载·环境要求

块复恢复基本功能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配置节点管理：

a. 灾备机的块复制设置启用块复制节点和开启 iSCSI目标端服务。

b. 恢复机的块复制设置启用块复制节点和开启 iSCSI发起者服务。

2. 配置存储管理：

a. 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已添加灾备机，后续要配置 iSCSI目标端。

b. 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已添加恢复机，后续要配置 iSCSI发起者。

3.4.4.2 iSCSI挂载·流程

目前块复制恢复在 i2UP控制机界面上仅支持 iSCSI挂载方式，流程如下：

1. 进入存储管理页面或者块复制恢复新建页面，在逻辑卷的快照列表选择要恢复的快照名

称，点击克隆快照，生成克隆卷。

2. 进入存储管理页面，在灾备节点的操作栏点击“管理”，进入 SAN管理页面，iSCSI目
标列表点击“添加”，新建 iSCSI目标。

3. iSCSI目标列表的操作栏点击“修改”，主机访问列表添加恢复机的 IQN。

4. 创建 iSCSI目标后，在 iSCSI目标列表的操作栏点击添加 LUN映射，卷位置选择刚生

成的克隆卷，设定 LUN名称，点击确定。

5. 创建 LUN映射后，进入存储管理页面，在恢复机的操作栏，点击“管理”，进入 SAN
管理页面，Initiator列表点击“发现”，选择作为 i2Block服务端的节点，点击“确定”。然

后目标列表出现发现的 iSCSI目标，选择刚创建好的 iSCSI目标名称，点击“连接”。

6. 进入恢复机所在系统，打开磁盘列表刷新，找到相应的 LUN磁盘进行挂载。

1. 对块复制组规则来说，若使用 iSCSI挂载，那么需要分别对镜像卷的快照列表对同一时刻的快照
生成克隆卷；如果灾备机是同一个，可在同一 iSCSI目标下添加多个 LUN映射。

3.4.5 裸机恢复

需要使用定制的WinPE系统，通过制作光盘或U盘后可在裸服务器上引导系统，配置 iSCSI
发起者工具连接 iSCSI目标发现磁盘，然后将映射过来的磁盘克隆到本地磁盘作为系统盘，

然后本地引导该系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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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基于物理磁盘映射的虚拟机恢复

主流虚拟化平台通常提供物理磁盘映射到虚拟机的方式，其原理是虚拟平台的物理主机通

过配置 iSCSI连接 iSCSI目标发现磁盘，创建虚拟机时配置磁盘时直接映射本地磁盘，然

后运行虚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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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用高可用

4.1 概述

i2Availability 应用级的高可用保护软件。数据层，实时捕获生产数据并复制到灾备服务器 ;
应用层，实时监控运行状态，若出现异常 ( 如服务异常停止、网络异常、硬件故障、系统

宕机 ) 导致业务不可达时，将应用切换到灾备服务器上，通过应用接管实现业务的连续。

应用高可用主要是针对各种应用提供高可用服务；监控时可以提供多条高可用规则保护，

监控对象可以是主节点、从节点或者同时监控。i2应用高可用引入了仲裁机制，避免主、

从节点由于网络等原因导致错误切换等，同时将数据同步加入了高可用中，实现数据同步

关联高可用，比如主节点和从节点都安装好了 SQL Server 2012， 利用 i2应用高可用功能

实现对 SQL Server 2012的高可用。当主节点监控的服务，或者进程等出现故障，主节点

将成为从节点，原主节点到原从节点的关联复制规则停止，从节点升级为主节点，新主节

点到新从节点的关联复制规则开启。

当主机正常工作，监控对象也没有发生异常时，由主节点对外提供服务（比如 SQL Server），
通过关联规则将变化的数据实时复制到从节点，高可用规则配置的监控对象保持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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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当监控对象发生异常时，执行资源切换脚本，i2UP自动关闭主节点的服务（比如

SQL Server）关联规则被停止，主节点切换成从节点；虚 IP地址迁移到从节点，从节点启

动服务，开启关联规则；此时从节点跳转为主节点，继续对外提供服务。

在没有配置仲裁的情况下，如果主节点和从节点之间的网络出现故障，其他网络正常时，

可能在控制机界面上看到两个主节点，导致 IP冲突等现象（也叫脑裂），因此要进行仲裁

设置。

4.2 应用高可用·高可用

4.2.1 高可用·环境要求

高可用规则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登录 i2UP数据管理平台。

2. 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工作机节点需要有

ha许可。

3. 装有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需要有

ha许可。

4. 灾备机需要部署工作机被保护的应用。

5. （可选）用户若配置共享 IP，需要准备一个可使用的 IP地址，作为应用服务端对外

提供业务访问的 IP地址。

6. （可选）用户若配置基于共享存储的集群，需要准备具有 iSCSI功能的存储，参与集

群的节点需要配置 iSCSI发起者程序连接 iSCSI目标并挂载共享磁盘。

4.2.2 高可用·界面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应用高可用”→“高可用”：

高可用规则搜索栏说明：

规则名称：按高可用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节点（UUID）：按高可用规则 UUID节点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高可用规则信息栏说明：

规则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高可用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

符。

节点名称：显示此高可用规则中的节点名称。

状态：显示当前高可用规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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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像：如果规则配置了数据同步，用户启动复制规则后进入此状态，表示高可用规则

相应数据同步规则正在镜像中。

 就绪：表示高可用节点已处于就绪状态，从节点随时可以接管，若配置了数据同步，

表示从节点上的数据是完整的，从节点随时可以接管。

 警告：若高可用规则配置不启用自动切换时，当检测到故障时，主从节点会显示警告

状态，后续需要人工决策是否手动切换。

 停止：表示高可用节点没有加入高可用规则，等待用户启动。

 数据未同步：关联规则处于停止状态，或其他异常状态时，显示数据未同步。

 未知：高可用节点的网络通讯故障或者处于关机状态时高可用节点显示未知状态。

当前角色：显示当前此节点的角色状态，分为“主节点”、“从节点”、“游离”和“切换”。

 主节点：表示当前节点处于应用接管状态，虚 IP地址目前捆绑在当前节点；

 从节点：表示当前节点处于等待状态，未捆绑虚 IP地址；

 游离：表示当前节点未加入高可用规则；

 切换：切换条件达到，正在切换到从节点。

IP地址：显示此高可用节点的 IP地址。

高可用节点操作列说明：

启动：启动高可用规则中的节点，只有一个节点启动时该节点会进入从节点角色，不会

添加虚拟 IP地址和执行获取资源脚本；两个节点启动时初始主节点会进入主节点角色，

该节点会添加虚拟 IP地址和执行获取资源脚本。

停止：当高可用规则中节点状态都是“就绪”时，停止主节点会从应用高可用规则中剔

除当前节点，将当前节点状态置为“游离”并停止数据同步，该节点删除虚拟 IP地址和

执行释放资源脚本，另一个节点不会有任何变化。

复制规则：单击复制规则，即可启动当前节点到另一节点的复制规则。

更多·停止脚本：高可用规则发生切换后，获取资源执行脚本或释放资源执行脚本在执

行过程中若没有返回会一直卡在切换状态，用户可以单击停止脚本，让高可用规则继续工

作。

更多·强制切换：强制切换当前节点变为主节点角色。

更多·查看日志：查看当前高可用规则的运行日志。

高可用规则操作列组操作说明：

启动：用户启动高可用规则，初始主节点会变为主节点角色，并且添加虚拟 IP 地址和执

行获取资源脚本；另一节点变为从节点角色。所有节点状态变为“数据未同步”。

停止：用户停止高可用规则，数据同步会停止，但节点不会删除虚 IP 地址和释放资源脚

本。此操作不会对生产有影响。

更多·修改：修改当前高可用规则的配置信息。

更多·删除：删除当前高可用规则。需要注意高可用规则是否启用“删除规则释放虚 IP”。

更多·查看日志：查看当前高可用规则的运行日志。

更多·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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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高可用规则。详见高可用·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高可用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高可用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高可用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高可用规则的状态。

4.2.3 高可用·新建

高可用·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应用高可用”→“高可用”，进入高可用界面。

2. 高可用界面中，单击“新建”。

3. 按步骤配置完“基本设置”→“数据同步”→“监控对象”→“资源切换”，具体详

细配置会在本章中详细介绍。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完成高可用规则的创建。

4.2.3.1 高可用·新建·基本设置

高可用·新建·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应用高可用”→“高可用”，进入高可用界面。

2. 高可用界面中，单击“高可用”→“新建”。

3. 进入到“基本设置”。

规则名称：用户自定义的高可用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

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自动切换：勾选自动切换时；当高可用规则满足切换条件时，从节点会变为主节点并添

加虚拟 IP地址和执行获取资源脚本，主节点变为从节点并删除虚拟 IP地址和执行释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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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脚本；若不勾选时，当高可用规则达到切换条件时只会在界面规则状态中会提示警告信

息；后续需要对某个高可用节点点击强制切换后，该节点才会添加虚拟 IP地址和执行获

取资源脚本。

重启接管：此选项是针对高可用规则不启用“自动切换”时主节点发生重启后是否继续

保持重启前的状态。启用“重启接管”，主节点系统若发生重启，启动后继续成为主节点，

加载相关资源；不启用“重启接管”，主节点系统若发生重启，启动后成为从节点，需要

人工对某一节点单击“强制切换”，变为主节点，然后加载相关资源。

节点设置：两个节点之间不允许是同一个主机，可添加两个节点加入到应用高可用规则，

当定义优先级相同的时候，在规则启动后设置为初始主节点的主机将扮演主节点提供应用

服务；否则优先级赋值更高的主机会成为初始主节点。

仲裁设置：

 不设置：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环境选择使用仲裁设置，默认为不使用；

 节点仲裁：设置仲裁 IP地址，这个仲裁 IP所在的主机需要安装 i2Node节点软件并且

高可用进程正常运行。在心跳线全部失效的情况下，管理平台要根据仲裁机制来判断谁

能接管资源，防止发生脑裂。通讯方式默认为 TCP，通讯端口默认为 26868。

 磁盘仲裁：要求主节点和从节点上的 i2Node程序以应用方式运行，并挂载同一个网络

驱动器并填写具有读写权限的用户名和密码（由第三个主机提供 CIFS 文件共享服务），

并勾选“登录时重新连接”，映射后的盘符要相同。这个映射磁盘称为“仲裁磁盘”。

心跳线：HA节点间的通讯模块，负责 HA节点间的信息通讯，心跳的检测，出现故障

时备端将自动切换。HA节点之间可以定义多条 UDP、TCP、ping类型心跳线，心跳使用

的端口，网卡 IP地址可自定义（现版本使用的通讯类型都为 TCP，选择其他类型暂不可

用）。

1. 配置完“基本设置”后，单击“下一步”，进行“数据同步”的配置。

1. 仲裁设定虽然不是强制选项，但可以防止很多脑裂故障，对于稳定应用高可用保护架
构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仲裁不允许与灾备放在同一台主机上。

2. 节点仲裁：当心跳线未断开时，只有主节点主动向仲裁节点发送消息。

3. 节点仲裁：当心跳线已经断开时，主从节点都会给仲裁服务端发送信息。

4. 仲裁只在心跳断开的情况下起作用。心跳全部失效的情况下，仲裁将用于判断谁能接

管资源（也即谁能成为主节点）。当节点与仲裁联系时，仲裁将给节点返回一个仲裁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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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磁盘仲裁：适用于工作机的数据存储存放于远程挂载的磁盘上的场景，为避免工作机

与远程挂载的存储通信故障导致业务异常，用户可以考虑配置仲裁磁盘。

4.2.3.2 高可用·新建·数据同步

数据同步主要是设置 HA规则关联的数据同步选项，在复制管理中可以看到设置的复制规

则，也可以在复制管理中修改处于停止状态的复制规则。同时只能开启从主节点到从节点

的复制规则，HA的规则状态会导致相应的关联规则的变化。请确保规则中源和目标均为

目录。高可用·新建·数据同步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应用高可用”→“高可用”，进入高可用界面。

2. 高可用界面中，单击“高可用”→“新建”。

3. 配置完“基本设置”后，单击“下一步”，进行“数据同步”的配置。

4. 在数据同步的界面中，单击“添加”。

路径映射：应用高可用保护不是基于共享存储架构，因此要实现生产中心的应用数据和

灾备中心的应用数据保持一致性，用户需要手工配置源端的目录和文件、以及目标端的目

录和文件。比如，针对数据库系统，就需要指定数据库的数据文件所在的目录作为同步对

象。

创建时启动复制规则：在完成应用高可用所有参数配置后，用户可以提交后手工启用这

个任务中的“数据复制规则”，也可以勾选“创建时启动复制规则”，以完成底层数据的两端

同步。

进入复制状态才允许切换：默认为启用。应用切换的前提是两端数据的同步，如果当前

状态下的主节点数据文件尚未完全同步到从节点（比如此时主节点刚好在进行网络恢复后

的重新比对和同步，或者主节点瞬间业务数据增量较大而网络带宽受限还未完成远程传输

和同步），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进行应用切换让从节点接管服务，会导致两端的数据不

一致。不论是前一页配置“自动切换”是否勾选，仅当所配置的数据复制规则处于复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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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端数据处于已同步状态），HA切换才会运行执行。但极端情况下，比如生产中心遭受

自然灾害整体被摧毁，而且同时假设刚好有生产数据因为网络因素尚未完成到异地的同

步，那么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的情况下，生产数据无法从生产中心恢复，用户就需要在页

面上单击“强制切换”操作，触发异地的应用服务执行接管。页面会弹出警告信息要求用

户再次确认后才会执行切换。

反向规则：默认不勾选；勾选反向规则时，HA规则会自动创建由从节点到主节点的数

据复制规则，主要应用于业务回切场景，从而保证也业务信息不丢失，不中断。

自动启动复制规则：勾选时，当 HA切换时，会自动启动关联的复制规则，旨在减少人

工干预。

开启后，会提示“自动启动复制规则，可能导致数据覆盖；不了解此项配置，建议不选择自动启动”。

5. 单击“确定”完成数据同步的配置，单击“下一步”，进行监控对象的配置；单击“上

一步”，进行基本设置的修改。

1. 如若开启了“自动复制规则”，则在创建高可用规则后，自动进入复制状态。

2. 设置了数据同步的配置后，在配置结束后，会自动在菜单栏“规则管理”→“复制规

则”创建一条主节点到从节点的复制规则。如若开启了反向规则，在在完成配置后，
会创建两条复制规则。分别是主节点到从节点和从节点到主节点。

1. “反向规则”和“自动启动复制规则”，强烈建议不要同时开启，尤其是在自动切换的
场景中。因为如果开启了反向规则和自动启动复制规则选项，高可用规则切换到从节

点后，反向复制规则就立刻运行了，存在数据被覆盖的风险。

4.2.3.3 高可用·新建·监控对象

分为主节点资源监控和从节点资源监控，监控角色选择从节点时，只做警告处理，不会引

起切换。高可用·新建·监控对象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应用高可用”→“高可用”，进入高可用界面。

2. 高可用界面中，单击“高可用”→“新建”。

3. 配置完“基本设置”和“数据同步”的配置，单击“下一步”，进行监控对象的配置。

4. 在监控对象的界面中，单击“添加”。

5.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完成资源切换的配置，单击“下一步”，进行资源切换的

配置；单击“上一步”，进行基本设置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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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服务监控：适用于Windows平台，管理平台根据Windows平台上运行的业务软件对

应的服务名称来做监控，主要有运行和停止两种状态。

 进程监控：管理平台根据生产系统上运行的业务软件对应的进程名称来做监控，主要

有运行和停止两种状态；可以选择填写进程的名称或者进程号。

 内存监控：根据“内存使用百分比”参数来作为应用切换的触发条件。

 CPU监控：根据“CPU使用百分比”参数来作为应用切换的触发条件。

 自定义脚本：有些场景下，用户要求第三方保护软件监控自定义脚本和“监控结果输出

文件”，来作为应用切换的依据。

 磁盘监控：根据“指定盘符的磁盘空间使用百分比”来作为应用切换的触发条件。

检测间隔(/秒)：选择任何一种监控类型，用户都需要配置检测间隔，默认为 2秒；用户

根据业务系统 RPO要求和环境因素进行调整；

最大失败次数：默认为 5次，监控请求但未成功获取对象的运行状态的次数，累积达到

5次，i2Node程序判定被监控节点对象（服务、进程、内存、CPU、自定义脚本、磁盘）

失败；

失败后仅记日志：勾选时，如果监控对象出现异常，i2Node程序只会在日志中产生警告

信息，但不会导致切换；默认不勾选。

监控角色：用户可以选择主节点、从节点、主从节点三个选项。

监控角色如果是主节点，高可用规则仅监控主节点的监控对象，检测到失败会切换。

监控角色如果是从节点，高可用规则仅监控从节点的监控对象，检测到失败会出现警

告不会切换。

监控角色如果是主从节点，高可用规则会同时监控主节点和从节点的监控对象，主节

点监控对象检测到失败会切换，从节点监控对象检测到失败会出现警告不会切换。

用户可以根据生产环境和业务需求灵活搭配，通过创建多条监控规则，检测不同对象，

规则之间互相独立。

服务名称：用户自行填写需要保护的应用对应的服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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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定义脚本监控时，添加的脚本文件会定时执行一次，注意这个脚本执行的时间一定
不能大于“间隔时间”X “最大失败次数”，并且脚本必需有返回值;

2. 自定义脚本监控，监控结果输出文件，这个文件中如果写入的是 false，则会引起切换

或者警告，注意 false必须为文本的头 5个字符，文件中写入的为 true或者其他时规
则不会有任何改变;

3. 脚本必须存放在主从节点指定的路径下：

Windows中，脚本的根目录为：<infosoft-i2node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scripts

Linux中，脚本的根目录为：/etc/sdata/scripts

可以在脚本根目录下，创建子目录。Windows脚本必须是以.bat或者.cmd为后缀的批

处理文件；Linux脚本必须是可执行文件（必须有可执行属性）。

磁盘监控如果为Windows时，在盘符选择时要添加“：”如监控 C盘时，在盘符选择
时添加 C:

如果为 Linux时，则添加的目录为此目录所在的卷组或者分区。

4.2.3.4 高可用·新建·资源切换

具体高可用·新建·资源切换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应用高可用”→“高可用”，进入高可用界面。

2. 高可用界面中，单击“高可用”→“新建”。

3. 配置完“基本设置”、“数据同步”和“监控对象”的配置，单击“下一步”，进行资源

切换的配置。

4. 在资源切换的界面中，单击“添加”，用户根据实际需求添加脚本切换资源、虚 IP、
卷组切换等资源类型的资源。各类资源类型说明见后文。

5. 单击“确定”完成资源切换的配置，单击“确定”，即可创建此高可用规则；单击“上

一步”，进行监控对象的修改。

支持的资源类型列表

资源类型 说明

虚 IP 应用服务端使用统一的 IP地址对外提供业务访问，该 IP地址添加在

主节点的网卡上。可以在不提供域名解析的内网实现多节点之间转

移，应用客户端不需要修改请求 IP地址。

脚本切换资源 高可用规则发生切换的过程中执行，从节点变为主节点时执行获取

资源执行脚本，主节点变为从节点时执行释放资源执行脚本。

卷组切换 高可用规则主节点和从节点需要事先配置连接 iSCSI目标且发现共

享磁盘，根据高可用规则角色，当前主节点会挂载指定的共享磁盘，

变为从节点时会卸载指定的共享磁盘。

类型为脚本切换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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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资源执行脚本：当前时刻属于从节点的主机，执行脚本启动所监控的服务或进程；

释放资源执行脚本：当前时刻属于主节点的主机，执行脚本关闭所监控的服务或进程；

切换超时：在执行应用高可用切换操作时，调用“脚本切换资源”并等待调用后脚本的

执行结果，可以防止由于某些异常导致脚本执行没有完成而进入无限等待状态。

类型为虚 IP：

IP地址：用户填写虚拟 IP地址，即应用服务端对外提供业务访问的 IP地址，通常会添

加到当前主节点的指定网卡上，然后根据高可用角色状态转移。

掩码/前缀：在用户环境，对应上述 IP 地址的正确的掩码。

节点名称：分别列出主节点和从节点当前可用的网络接口，用户指定当前节点添加虚 IP
的网卡。

首选 IP：默认不勾选；首先 IP指的是，此服务进程在执行的过程中优先选择此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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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规则释放虚 IP：默认不勾选，即用户在配置应用高可用规则后，主节点关联了虚拟

IP，那么未来当用户删除当前应用高可用规则时，同时释放和清除主节点上的虚拟 IP，用

户根据环境和业务需求进行配置。

1. 用户需要根据业务场景，配置正确的资源切换顺序，先执行“脚本切换资源”后执行
“虚 IP”操作，或先执行“虚 IP”后执行“脚本切换资源”。

2. 脚本在主节点和从节点上必须是同时存在的，并且放在相同的指定目录，Windows OS
上，脚本的根目录为：<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scripts，Linux OS上，脚本的根目录
为：/etc/sdata/scripts；可以在脚本根目录下，创建子目录。

3. Windows脚本必须是以.bat或者.cmd 为后缀的批处理文件；Linux脚本必须是可执行
文件（必须有可执行属性）。

类型为卷组切换：

节点操作系统是Windows系统时，i2进程查询 UUID相同的磁盘且至少有一个节点上的共

享磁盘联机，页面会显示出共享磁盘，然后指定盘符。

卷组列表：卷组列表会列出当前所选节点上 UUID相同的共享磁盘，显示要卷组对应的

驱动器号、空间大小、文件系统。

指定盘符：选择共享磁盘要挂载的驱动器号。

1. 卷组列表若未显示，请登录系统检查 iSCSI发起程序是否连接，检查共享磁盘是否联机。

2. 高可用规则发生切换时需要卸载磁盘时若共享磁盘被占用，i2进程会强制对共享磁盘脱
机。

节点操作系统是 Linux系统时，i2进程查询 UUID相同的磁盘且至少有一个节点上的共享

磁盘联机，页面会显示出共享磁盘，然后指定挂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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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组列表：卷组列表会列出当前所选节点上 UUID相同的共享磁盘，显示要卷组对应的

挂载点、空间大小、文件系统。

指定挂载点：选择共享磁盘要挂载的路径，单击选择浏览当前主节点的文件路径。

1. 卷组列表若未显示，请登录系统检查 iSCSI客户端程序是否连接，使用“blkid -o list”
命令查询共享磁盘的文件系统和 UUID信息。

2. 新添加的共享磁盘在第一个节点上分区并格式化后，第二个节点需要重新扫描 LUN来

发现共享磁盘的文件系统和 UUID，扫描方法是 iSCSI客户端程序重新连接 iSCSI目标。
例如：

iscsiadm --mode node --targetname <iSCSI_Target_IQN> --portal <iSCSI_Target_IP> -u
iscsiadm --mode node --targetname <iSCSI_Target_IQN> --portal <iSCSI_Target_IP> -l
3. 高可用规则发生切换时需要卸载磁盘时若共享磁盘被占用，i2进程会杀掉占用磁盘的进

程然后强制卸载共享磁盘。

4.2.4 高可用·复制规则

高可用规则中，用户在数据同步的配置中未勾选“自动启动复制规则”，则需要用用户手

动进行开启，高可用·复制规则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应用高可用”→“高可用”，进入高可用界面。

2. 高可用界面中，找到对应的规则，单击“复制规则”。

名称：系统会自动创建一个规则，名字命名方式为：“用户自定义高可用规则名-工作机

名-灾备机名”。

状态：初始状态为停止状态。

工作机：显示当前此复制规则中的工作机名。

灾备机：显示当前此复制规则中的灾备机名。

操作·启动：启动当前复制规则。

操作·修改：修改当前复制规则的配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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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高可用·Java应用监控

因为在使用进程监控时 ps - e 命令方式对于 Java 一类应用并不适用，由此我们推荐自定义

脚本监控的方式对 java 应用程序进行监控，应用监控的具体范例如下：

具体脚本代码如下：

[root@localhost scripts]# cat java_app_mon.sh

#!/bin/sh

app=`ps -ef | grep java | grep com.i2.test.MultiThreadWriteRename`

if [ -z $app ]; then

echo false > /etc/sdata/scripts/java_app_mon_result.txt

else

echo true > /etc/sdata/scripts/java_app_mon_result.txt

fi

4.3 应用高可用·高可用组

4.3.1 高可用组·环境要求

高可用组规则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高可用规则内至少有一条高可用规则。

4.3.2 高可用组·新建

高可用组·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应用高可用”→“高可用组”，进入高可用组界面。

2. 高可用组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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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用户自定义的高可用组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

当前任务的名称。

切换确认：默认开启。

错误处理：

 忽略：如在高可用组规则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忽略继续运行。

 停止：如在高可用组规则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停止运行。

阶段设置：

 增加阶段：将高可用规则添加至阶段设置中。

选择高可用规则，通过单击“>”将规则添加至阶段中规则内，单击“<”进行修改阶段中规则。

 减少阶段：删除当前阶段设置中的用户已添加的高可用规则。用户通过单击此选项，

阶段设置中的规则会由下而上依次删除。

 修改：仅支持当前阶段中的规则包含多个高可用规则时，用户可以自定义增添或删除

高可用规则。

4.3.3 高可用组·界面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应用高可用”→“高可用组”：

高可用组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名称过滤显示高可用组规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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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用组规则信息栏说明：

名称：按高可用组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规则名称：显示当前高可用组规则中包换的高可用规则。

错误处理：显示用户在高可用组规则中设置的错误处理方式。

切换结果：显示当前的高可用组的切换结果。

根据用户在高可用组规则中设置的“切换确认”是否开启来显示切换结果，开启则显示为“是”，不

开启则显示为“否”。

所有者：显示当前创建此高可用组规则的操作用户。

高可用组规则操作列说明：

强制切换：手动切换当前高可用组中的从节点变为主节点。

修改：修改当前高可用组规则的配置。

删除：删除当前高可用组规则。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操作用户进行管理。

高可用组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高可用组规则。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高可用组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高可用组规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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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时管理

5.1 全服务器保护

5.1.1 概述

i2FFO（Full Server Failover）全服务器备份，可以在 Linux/ Windows 操作系统下将整个系

统备份到灾备机，在发生故障时在备端快速进行系统恢复。适用于整个服务器系统的备

份、不停机迁移、升级前的数据保护等场景。i2UP提供整机迁移、备份和还原。迁移是在

不停机的情况下将整个系统迁移到指定机器。备份是在不停机情况下将整个系统备份到备

机暂存，还原是根据客户需要将备份在备机的系统还原到指定机器上。i2FFO 具备简单高

效，无备份时间窗口特点：无需共享存储，实现任意距离的实施及维护，无须再配置灾备

机上的应用，支持直接虚拟化的备份，备份数据可直接在 VMware平台拉起，没有恢复时

间窗口，减少 RTO 业务恢复时间。针对全服务器进行的备份，支持多对一备份；在生产

系统发生故障时，可分别进行恢复。无需停机不影响业务运行特点：备份过程不停机支持

在线热备份，即备份过程中源端服务器应用无需停止。在图形化界面对整个备份过程进行

监控。带宽占用少，数据安全性高特点：支持备份过程对数据进行压缩和加密，多个等级

的压缩节省带宽消耗，同时支持用户自定义选择源端备份的目录、或排除指定目录。

5.1.2 全服务器备份界面

全服务器备份界面导航：定时管理→全服务器保护→全服务器备份

全服务器备份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工作节点名称：按工作机节点名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备份节点名称：按备份机节点名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全服务器备份规则信息栏说明：

状态：状态分为以下三种，分别是：“百分比”、“备份就绪”和“完成”。

 百分比：数据传输过程，以百分比显示进度。

 备份就绪：指的是当前的备份规则已经就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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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全服务器备份操作正式完成。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工作机：显示用户自定义当前全服务器备份规则中的工作机名。

灾备机：显示用户自定义当前全服务器备份规则中的灾备机名。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全服务器备份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当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处于停止状态时，单击启动规则继续运行。

停止：当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处于运行状态时，单击停止规则停止运行，再次启动时备份

过程重新执行。

如果规则在备份就绪状态进行实时复制时，工作机重启导致规则进入停止状态。

结束备份：单击“结束备份”，即可使得当前的“备份就绪”状态变更为“完成”状态，

此时获得的数据是一份完整的备份数据。

仅用户在全服务器备份规则中设置的“备份策略”为一次性任务或立刻执行的任务，才会显示“结
束备份”此选项，用户必须在任务运行完毕后单击“结束备份”才能正常结束备份，否则该备份任

务无法生成有效的备份数据。

还原：单击“还原”，会自动跳转到全服务器还原的新建规则。

需要单击“结束备份”，使得状态从“备份就绪”变更为“完成”，才可以单击“还原”。

删除：不论规则处于运行、停止状态，单击直接删除规则，取消备份。

更多·查看日志：整个备份过程的操作记录和日志，用于故障排错。

更多·查看数据流量：查看备份过程中的实时流量图和传输延时。

更多·修改：在规则运行状态，不允许对配置参数进行修改。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

全服务器备份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全服务器备份规则。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全服务器备份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全服务器备份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全服务器备份规则的状态。

1. FFO备份已做并发数限制，默认值为 8，强烈建议为 8。若需要更大的并发数限制，

详见配置参数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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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全服务器还原界面

全服务器还原界面导航：定时管理→全服务器保护→全服务器还原

全服务器还原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全服务器还原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工作节点名称：按工作机节点名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备份节点名称：按备份机节点名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全服务器还原规则信息栏说明：

状态：状态分为以下七种，分别是：“百分比”、“还原就绪”、“重启就绪”、“还原中”、

“重启就绪”、“正在重启”和“完成”。

根据状态的显示来进行的后续操作，详见本章节各还原部分。

 百分比：数据传输过程，以百分比显示进度。

 还原就绪：指的是当前的规则还原已经就绪完成。

 还原中：规则开始在还原目标机执行目录和文件的合并、覆盖，包含了操作系统的系

统目录、应用程序目录、用户目录等文件。

 重启就绪：完成上述文件合并操作后，规则等待用户手工单击“重启”按钮。

 正在重启：还原目标机执行重启操作，完成部分系统文件或系统目录合并或覆盖。

 完成：全服务器还原操作正式完毕。

全备服务器：指的是全服务器备份中的灾备机。

还原目标机：指的是用户需要还原的目标机。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全服务器还原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全服务器还原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当全服务器还原规则处于停止状态时，单击启动规则继续运行。

停止：当全服务器还原规则处于运行状态时，单击停止规则继续运行，再次启动时还原

过程重新执行。

还原：指的是还原的启动键。

还原规则的状态为“还原就绪”才可以单击“还原”。

删除：不论规则处于运行、停止状态，单击直接删除规则，取消还原。

更多：

 查看日志：整个还原过程的操作记录和日志，用于故障排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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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在规则运行状态，不允许对配置参数进行修改。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

全服务器还原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全服务器还原规则。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全服务器还原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全服务器还原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全服务器还原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全服务器还原规则的状态。

5.1.4 文件系统备份和还原

5.1.4.1 文件系统备份·环境要求

文件系统备份还原是指将整个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备份到灾备机上，还原时需要准备一台

干净且与源端相同版本的操作系统作为还原目标机，进行操作系统还原。

备份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注册到 i2UP控制台，工作机节点需要有

ffo许可。

3. 装有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注册到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需要有

ffo许可。

1. 如果目标类型选择文件，仅支持全量备份，不支持增量备份。

2. 如果目标类型选择 vmdk，可以支持增量备份，灾备机需要配置 VDDK库。

5.1.4.2 文件系统备份·环境要求·备份为 VMDK
用户如果需要备份为 VMDK格式的，备份数据是可以做增量的功能的，此时需要对灾备

机进行环境配置。VMDK格式可用于两种恢复情况：备端拉起和非备端拉起。根据以上两

种的方式，需要在灾备机中配置不同的文件。配置文件在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中也有不同

的选择。

备端拉起：指的是将工作机的数据备份至灾备机中，此数据备份可做增量的数据备份，同

时也可以直接通过装有 VMware Workstation的软件的机器打开，实现与工作机一致的数

据，后续也可以通过配置全服务器还原进行恢复。

启用备端拉起，需要在灾备机中放置与工作机操作系统相对应的 vmdk模板文件。

非备端拉起：指的是将工作机的数据备份至灾备机中，此数据备份是不可以打开的，仅可

做增量的数据备份，后续需要配置全服务器还原进行恢复，实现与工作机一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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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启用备端拉起，需要在灾备机中放置与灾备机操作系统相对应的 vmdk模板文件。

用户的恢复场景是使用备份数据恢复到异机时，全服务器备份规则配置不启用备端拉起。

工作机和灾备机操作系统可支持的场景是：Windows→Windows、Windows→Linux、Linux
→Linux。

Windows灾备机配置

灾备机需要的环境要求如下：

1. 安装 info2soft-i2node-*-fori2vp(x64)软件包，

2. 安装完成后在<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bin 目录下，双击 vstor2install.bat(最好通过

cmd命令执行，这样能看到执行结果是否正常)，安装驱动。

3. 重启节点（退出程序，再双击打开程序）。

4. 在<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目录下，创建 vmdk\Windows文件夹。

5. 通过英方获得Windows Server.vmdk 配置文件，将此文件放在此目录下<安装路

径>\info2soft\node\vmdk\Windows。

6. 完成 vmdk备份·Windows OS作为灾备机的配置。

1. 配置文件Windows Server.vmdk由英方提供，如有需要，请直接与英方联系。

2. 安装 info2soft-i2node-*-fori2vp(x64)软件包时，如用户已经安装了 i2Node节点，则需

要先卸载 i2Node节点，才能完成安装，否则会提示“已安装，需要卸载”。
info2soft-i2node-*-fori2vp(x64)安装包集成了 i2Node的功能。

Linux灾备机配置

灾备机需要的环境要求如下：

1. 配置环境前需要确认查看是否包含 gvfs-fuse-*和 fuse-libs-*两个安装包：

#rpm –qa |grep fuse-*

如若没有则需要安装上述步骤中的两个安装包。

1. 配置 ext4 模块：

系统是否加载了 ext4.ko，可通过 lsmod | grep ext4来检查。没有的话执行下面的命令

modprobe ext4

2. 配置 loop设备数：

如果备机是 el6：

a. 修改 grub.conf文件：

在此处kernel/boot/vmlinuz-xxx ...... quiet 后添加max_loop=64。

b. 修改外完毕后，重启灾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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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备机是 el7：

a. 如果是 el7，执行命令：

#echo 'options loop max_loop=64'>/etc/modprobe.d/loop.conf

b. 然后执行命令：

#modprobe loop

c. 需要禁用 udisks2服务，执行命令：

#systemctl stop udisks2

3. 先安装 i2Node节点。

4. 再安装 i2vp_plugin。

5. 重启 i2Node节点：

#systemctl restart i2node.service

6. 在/usr/local/sdata/目录下创建 vmdk/CentOS/：
#mkdir -p /usr/local/sdata/vmdk/CentOS

7. 通过英方获得 CentOS.vmdk文件，并将此文件放置在/usr/local/sdata/vmdk/CentOS路

径下。

8. 完成 vmdk备份·Linux OS作为灾备机的配置。

1. Linux OS作为工作机至少包含“/”和“/boot”两个独立分区。

2. 配置文件 CentOS.vmdk由英方提供，如有需要，请直接与英方联系。

错误排查

Linux OS环境下：

1. 首先查看备机日志：

a. 如果出现 VmDisk Error的字眼，可能是模板不存在。

解决办法：查看备份目录下否有 *.vmdk mach.conf diskfile.conf文件。

b. 如果只出现 vmdisk mapping error错误，则可能是备机的 vmdk环境没有配置完全。

2. 解决办法：Linux环境（确认环境是 el6 x64）/usr/local/sdata/sbin 下是否有 vddk需要

的库（gvfs-fuse-*和 fuse-libs-*）。

Windows OS环境下：

1. 确认环境是在 windows 2008 x64或者以上。

2. <安装路径>\info2soft-i2node\bin 下是否有 vddk库。

3. 是否成功执行了 vstor2install.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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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 文件系统备份·新建

全服务器备份规则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全服务器保护”→“全服务器备份”，进入全服务器

备份界面。

2. 全服务器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

全服务器备份规则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镜像设置、压缩加密、备份

策略和带宽控制。具体的每个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1.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完成全服务器备份规则的创建。

5.1.4.3.1 文件系统备份·新建·基本设置

全服务器备份·新建·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全服务器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2. “源类型”选择“文件”，进行其他配置后提交备份规则。

3. 直至规则状态显示为“备份就绪”，结束备份。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源类型：选择“文件”。

目标类型：“文件”和“vmdk”。

 文件：在灾备机上保存为原始文件。仅支持全量备份。

 vmdk：在灾备机上保存为 VMware虚拟磁盘文件。支持增量备份。

此 vmdk备份选项需要对环境进行配置，详见环境要求·备份为 VMDK。

支持备端拉起：如果需要将备份操作系统还原到另一台主机，选择不启用备端拉起。

1. 当目标类型选择为“vmdk”时，会出现一个“支持备端拉起”选项。

超时阈值：执行过程中失败时重试的最大时间，超出时间阙值外未完成备份则产生告警，

可设置在 0-168小时范围内。0表示关闭告警设置。

要复制的目录和文件：系统会将用户创建工作机时选择的灾备目录在此列出，用户可以

做进一步的细化和配置，如排除个别不需要的文件或者目录。

当用户选择好工作机和灾备机后，此项会自动罗列出所有的复制路径。

灾备机目标路径：选择灾备机存储备份数据的目录。

当用户选择好工作机和灾备机后，此项会自动罗列出对应的灾备机的灾备路径，系统盘默认是把所
有的备份文件放在灾备机的系统盘的 FFO文件夹内，在其他分区盘中，工作机和灾备机默认的路径

是一致的。

不要复制的目录和文件：不要复制的文件和目录表格的文件和目录，通常是映射表中工

作机源目录下的文件或者子目录。由该表指定的文件和目录不会复制灾备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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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2 文件系统备份·新建·镜像设置

校验方式：在重镜像（Remirror）过程中有“严格校验”和“时间校验”两种算法可以

选择。时间校验模式速度比严格校验快很多，一般适用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复制场景或网络

带宽较小但需要要同步的数据量较大等场景。对于结构化数据比如数据库文件等频繁修改

的数据复制场景，应该选择 “严格校验”。默认配置为“严格校验”。

错误处理方式：如果源路径包含系统目录和文件，i2Node程序可能无法访问某些特定的

系统文件。对于这种情况，给出两种解决办法。此选项默认为“遇到错误，立即停止”。

 遇到错误，立即停止：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立刻停止镜像。

 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在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记录无法访问的文件后，

继续镜像。

建议选择“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因为在迁移的过程中，由于一些系统文件的原因，。

文件打开方式：在镜像阶段，源端打开文件的方式，该选项只适用于Windows平台的工

作机。在增量复制阶段，i2Node程序不会读取文件内容。

 普通文件：指 i2Node程序以普通文件的方式打开需镜像的文件，效率较高。

 自动选择：i2Node程序根据实际情况自动选择打开文件的方式。

MFT：指 i2Node程序以MFT（Windows 操作系统提供）方式打开需要镜像的文件，该

种方式可以打开已经被其他进程以独占方式打开的文件，比如数据库文件等，该种方式镜

像效率相比普通文件方式较差。

5.1.4.3.3 文件系统备份·新建·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5.1.4.3.4 文件系统备份·新建·备份策略

立即执行：设置完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后，立刻自动执行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

一次性任务：备份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备份任务的开始时间，会受到备份窗口时间段的限制。

开始时间仅当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时，才需要设置。

周期性任务：备份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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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策略类型包括：每天、每周、每月。

 备份方式：全备。即对工作机进行定时周期性的全备。

 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备份保留：备份周期内保留个数（1-64 内整数），超出后下一次生成备份数据时，删

除最早备份数据。

5.1.4.3.5 文件系统备份·新建·带宽控制

时间范围：用户自行勾选具体的生效日。

带宽：根据用户需求选择需要执行限速的时间段；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限速规则，彼

此独立；带宽设定为 0，规则停止，带宽显示为 0。

5.1.4.4 文件系统备份·备份流程

全服务器备份的规则创建完毕后，会在全服务器备份的界面中显示，通过状态的变化，来

对规则进行管理的操作。备份流程图如下：

根据用户指定备份策略的不同，有不同的基本操作，分为“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和“周

期性备份”任务。

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启动”，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开始执行，此时开始镜像操作。

2. 状态显示为“百分比”，等待完成后，状态变更为“备份就绪”。

此时在工作机中产生的数据会以增量的形式备份至灾备机中，是实时复制的状态。

3. 此时备份数据已经完成。但是数据是不可用的。

4. 单击“结束备份”，获得一份完整的数据备份，备份数据可使用。

周期性备份任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创建完备份策略为“周期性备份”的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后。

2. 规则状态显示为“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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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用户如若想立即执行全备，请先单击“停止”，将当前规则状态处于“停止”状态后，单击“启
动”以立即执行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

3. 直至满足符合用户设置的周期性备份策略的时间点时，规则状态由当前的“等待”变

更为“百分比”。

4. 完成备份后，等待当前规则由“百分比”变更为“等待”。

5. 此时已经完成的备份数据是可用的。

6. 后续状态会继续循环步骤 2→步骤 5。

5.1.4.5 文件系统还原·环境要求

全服务器还原是在全服务器备份的基础之上的，可以将备份到灾备机上的数据、应用等还

原到源端机器。在全服务器还原界面中对规则进行配置，配置过程与备份类似。其中，数

据存放目录为灾备机上存放需要还原的数据的目录。

全服务器还原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至少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还原目标机，用于还原的机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工作机节点需要有 ffo许可。

3. 还原目标机必须是一个干净的操作系统，且需要和全服务器备份规则中的工作机的操

作系统保持一致。

干净的操作系统指的是不含有除系统文件以外的任何数据文件。

4. 装有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需要有

ffo许可。

5. 需要有灾备机通过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备份完成的完整的备份文件。

5.1.4.6 文件系统还原·新建

全服务器还原规则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全服务器还原界面中，单击“新建”。

全服务器还原规则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镜像设置、压缩加密、网络

配置、还原设置和带宽控制。具体的每个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2.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会进行环境检测。

3. 确定无误后，单击“确认”，完成全服务器还原规则的创建。

5.1.4.6.1 文件系统还原·新建·基本设置

全服务器还原·新建·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全服务器还原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2. 选择还原时间点，配置还原规则。

3. 等待还原规则执行完成。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187 -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详见模板管理·全服务器还原模板。如果用

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

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全备服务器：用户自行选择具有备份文件的灾备机。

数据存放目录：用户自行选择在全服务器备份规则中设置的灾备机存放的备份文件对应

目录。

选择的文件夹名必须是灾备机备份文件中对应的工作机的 IP地址。

还原时间点：用户通过下拉框自行选择备份数据的时间点进行还原。

时间点的命名方式为年月日时分秒。

还原目标机：用户自行选择需要还原的目标机。

1. 基本设置的其余解释操作详见整机迁移·新建·基本设置。

5.1.4.6.2 文件系统还原·新建·镜像设置

校验方式：在重镜像（Remirror）过程中有“严格校验”和“时间校验”两种算法可以

选择。时间校验模式速度比严格校验快很多，一般适用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复制场景或网络

带宽较小但需要要同步的数据量较大等场景。对于结构化数据比如数据库文件等频繁修改

的数据复制场景，应该选择 “严格校验”。默认配置为“严格校验”。

错误处理方式：如果源路径包含系统目录和文件，i2Node程序可能无法访问某些特定的

系统文件。对于这种情况，给出两种解决办法。此选项默认为“遇到错误，立即停止”。

 遇到错误，立即停止：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立刻停止镜像。

 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在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记录无法访问的文件后，

继续镜像。

建议选择“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因为在迁移的过程中，由于一些系统文件的原因，。

文件打开方式：在镜像阶段，源端打开文件的方式，该选项只适用于Windows平台的工

作机。在增量复制阶段，i2Node程序不会读取文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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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文件：指 i2Node程序以普通文件的方式打开需镜像的文件，效率较高。

 自动选择：i2Node程序根据实际情况自动选择打开文件的方式。

MFT：指 i2Node程序以MFT（Windows 操作系统提供）方式打开需要镜像的文件，该

种方式可以打开已经被其他进程以独占方式打开的文件，比如数据库文件等，该种方式镜

像效率相比普通文件方式较差。

5.1.4.6.3 文件系统还原·新建·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5.1.4.6.4 文件系统还原·新建·网络配置

网络迁移配置：

 将工作机的网络配置同步到灾备机（LAN）推荐该选项：当主机含有多个网卡时，可

以选择同步其中的个别网卡，或者是全部同步。

 保留灾备机的网络设置，即不同步工作机的网络配置（广域网(WAN)推荐该选项）：目

标端的灾备机保留自己现有的网卡设定和 IP地址。此选项为默认选项。

5.1.4.6.5 文件系统还原·新建·还原设置

完成系统和数据同步之后，继续监控和同步数据，等待用户手工切换：表示在规则执行

完初始镜像，i2Node程序将继续监控“基本设置”配置的“同步项”所选择的目录和文件，

将新的任何增量数据和文件变化持续复制到目标端，直到用户对全服务器还原规则点击

“还原”。此选项为默认开启。

5.1.4.6.6 文件系统还原·新建·带宽控制

时间范围：用户自行勾选具体的生效日。

带宽：根据用户需求选择需要执行限速的时间段；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限速规则，彼

此独立；带宽设定为 0，规则停止，带宽显示为 0。

5.1.4.7 文件系统还原·还原流程

全服务器还原的规则创建完毕后，会在全服务器还原的界面中显示，通过状态的变化，来

对规则进行管理的操作。还原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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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启动”，全服务器还原规则开始执行，此时开始镜像操作。

2. 状态显示为“准备中”，等待完成后，状态变更为“百分比”。

3. 还原百分比完成后，状态由“百分比”变更为“还原就绪”。

4. 单击“还原”，完成数据的还原。百分比由“还原就绪”变更为“重启就绪”。

单击“重启就绪”，还原目标机重启后，恢复原工作机服务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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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文件系统备份和Workstation快速拉起

5.1.5.1 备份流程

全服务器备份的规则创建完毕后，会在全服务器备份的界面中显示，通过状态的变化，来

对规则进行管理的操作。备份流程图如下：

根据用户指定备份策略的不同，有不同的基本操作，分为“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和“周

期性备份”任务。

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启动”，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开始执行，此时开始镜像操作。

2. 状态显示为“百分比”，等待完成后，状态变更为“备份就绪”。

此时在工作机中产生的数据会以增量的形式备份至灾备机中，是实时复制的状态。

3. 此时备份数据已经完成。但是数据是不可用的。

4. 单击“结束备份”，获得一份完整的数据备份，备份数据可使用。

周期性备份任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创建完备份策略为“周期性备份”的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后。

2. 规则状态显示为“等待”。

此时用户如若想立即执行全备，请先单击“停止”，将当前规则状态处于“停止”状态后，单击“启

动”以立即执行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

3. 直至满足符合用户设置的周期性备份策略的时间点时，规则状态由当前的“等待”变

更为“百分比”。

4. 完成备份后，等待当前规则由“百分比”变更为“等待”。

5. 此时已经完成的备份数据是可用的。

6. 后续状态会继续循环步骤 2→步骤 5。

5.1.5.1 环境要求

Workstation备端拉起：指的是将工作机的数据备份至灾备机中，灾备机可以安装 VMware
Workstation软件读取备份数据来启动虚拟机，实现备端拉起功能，后续也可以通过配置全

服务器还原进行恢复。

启用备端拉起，需要在灾备机中放置与工作机操作系统相对应的 vmdk模板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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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为Windows OS时，仅支持Windows OS作为灾备机，灾用户的恢复场景是灾备机

直接使用备份数据拉起，全服务器备份规则配置启用备端拉起。工作机和灾备机操作系统

可支持的场景是：Windows→Windows、Linux→Linux。

环境要求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注册到 i2UP控制台，工作机节点需要有

ffo许可。

3. 灾备机先安装 VMware Workstation软件。

4. 装有 i2Node for i2VP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注册到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

点需要有 ffo许可。

Windows灾备机配置

灾备机所需要的环境要求如下：

1. 安装 VMware Workstation软件。

2. 安装 info2soft-i2node-*-fori2vp(x64)软件包，

3. 安装完成后在<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bin 目录下，双击 vstor2install.bat(最好通过

cmd命令执行，这样能看到执行结果是否正常)，安装驱动。

4. 重启节点（退出程序，再双击打开程序）。

5. 在<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目录下，创建 vmdk\Windows文件夹。

6. 根据启用备端拉起功能的Windows系统 vmdk模板文件对应表，获取与工作机操作

系统对应的 zip文件并解压，将解压后目录下的文件放在此目录下<安装路

径>\info2soft\node\vmdk\Windows。

1. 获取的 zip压缩文件解压后得到：Windows Server xxx_V.vmdk指的是虚拟磁盘文件，Windows
Server xxx_V.vmx指的是虚拟机配置文件。

2. 如果工作机是有多个本地磁盘，需要将Windows Server.vmdk到...\vmdk\Windows目录下。

7. 解压后，将模板名字后缀中的“_V”去掉。

8. 完成Windows灾备机的备份 vmdk前提配置，下一步进行新建全服务器备份规则。

启用备端拉起功能的Windows系统 vmdk模板文件对应表：

工作机Windows系统版本 下载的模板文件名称

windows 10 x64 all Windows Server 10 x64.zip
Windows Server.vmdk（非必须）

windows 7 x64 all Windows Server 7 x64.zip
Windows Server.vmdk（非必须）

Windows Server 2008 x64 all Windows Server 2008 x64.zip
Windows Server.vmdk（非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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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Windows系统版本 下载的模板文件名称

Windows Server 2008 x86 all Windows Server 2008 x86.zip
Windows Server.vmdk（非必须）

windows Server 2012 * x64 R2
or VL

Windows Server 2012 x64 R2 or VL.zip
Windows Server.vmdk（非必须）

windows Server 2012 * x64 Windows Server 2012 x64.zip
Windows Server.vmdk（非必须）

windows Server 2008 * R2 sp1
x64（带 R2）

Windows Server 2008 x64 R2 sp1.zip
Windows Server.vmdk（非必须）

windows Server 2008 * sp1 or
sp2 x64（不带 R2）

Windows Server 2008 x64 sp1 or sp2.zip
Windows Server.vmdk（非必须）

windows Server 2008 Standard
x86

Windows Server 2008 x86 Standard.zip
Windows Server.vmdk（非必须）

windows Server 2008 除

Standard外 x86
Windows Server 2008 x86 除 Standard外.zip

Windows Server.vmdk（非必须）

Windows Server 2003 * x64 Windows Server 2003 x64.zip
Windows Server.vmdk（非必须）

Windows Server 2003 * x86 Windows Server 2003 x86.zip
Windows Server.vmdk（非必须）

1. 如果工作机是有多个本地磁盘，需要同时拷贝Windows Server.vmdk到模板目录下。

2. VMDK模板包和Windows Server.vmdk在部署软件时需手动配置，模板文件从英方发

布目录下载。

3. 灾备机安装 info2soft-i2node-*-fori2vp(x64)软件包时，如用户已经安装了 i2Node节点，
则需要先卸载 i2Node节点，才能完成安装，否则会提示“已安装，需要卸载”。
info2soft-i2node-*-fori2vp(x64)安装包集成了 i2Node的功能。

4. 先安装 VMware软件然后安装 i2Node for i2VP，否则后续安装 VMware会把节点包的

vddk驱动卸载掉。

5. 如果目标类型是不勾选备端拉起按钮的 vmdk，则模板目录下只需拷贝Windows
Server.vmdk文件。

Linux灾备机配置

灾备机所需要的环境要求如下：

1. 配置环境前需要确认查看是否包含 gvfs-fuse-*和 fuse-libs-*两个安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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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m –qa |grep fuse-*

如若没有则需要安装上述步骤中的两个安装包。

2. 安装 VMware Workstation软件。

3. 安装 i2Node节点软件，然后安装 i2vp_plugin软件。

4. 重启 i2Node节点：

#systemctl restart i2node.service

5. 在/usr/local/sdata/目录下创建 vmdk/CentOS/：
#mkdir -p /usr/local/sdata/vmdk/CentOS

6. 根据启用备端拉起功能的 Linux 系统 vmdk模板文件对应表，获取与工作机操作系统

对应的 zip文件并解压，将解压后目录下的文件放在/usr/local/sdata/vmdk/CentOS目录

下。

1. 获取 Linux对应的 zip文件，需要将 zip包解压后得到：CentOSxxx_V.vmdk指的是虚拟磁盘文件，
CentOSxxx_V.vmx指的是虚拟机配置文件。将文件放在此目录下/usr/local/sdata/vmdk/CentOS。

2. 如果工作机是有多个本地磁盘，需要将 CentOS.vmdk到/usr/local/sdata/vmdk/CentOS目录下。

1. 将模板文件名字后缀中的“_V”去掉。

2. 配置 ext4 模块：

系统是否加载了 ext4.ko，可通过 lsmod | grep ext4来检查。没有的话执行下面的命令

modprobe ext4

3. 配置 loop设备数：

如果备机是 el6：

a. 修改 grub.conf文件：

在此处kernel/boot/vmlinuz-xxx ...... quiet 后添加max_loop=64。

b. 修改外完毕后，重启灾备机。

如果备机是 el7：

c. 如果是 el7，执行命令：

#echo 'options loop max_loop=64'>/etc/modprobe.d/loop.conf

d. 然后执行命令：

#modprobe loop

e. 需要禁用 udisks2服务，执行命令：

#systemctl stop udisks2

启用备端拉起功能的 Linux 系统 vmdk模板文件对应表：

工作机 Linux系统版本 下载的 zip文件名称

RedHat 4 (x86_64)
CentOS 4 (x86_64)

CentOS4x64_V.vmdk
CentOS4x64_V-1.vmdk
CentOS4x64_V.v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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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 Linux系统版本 下载的 zip文件名称

RedHat 5 (x86_64)
CentOS 5 (x86_64)

CentOS5x64_V.vmdk
CentOS5x64_V-1.vmdk
CentOS5x64_V.vmx

RedHat 5 (i386)
CentOS 5 (i386)

CentOS5x86_V.vmdk
CentOS5x86_V-1.vmdk
CentOS5x86_V.vmx

RedHat 6 (x86_64)
CentOS 6 (x86_64)

CentOS6x64_V.vmdk
CentOS6x64_V-1.vmdk
CentOS6x64_V.vmx

RedHat 6 (i386)
CentOS 6 (i386)

CentOS6x86_V.vmdk
CentOS6x86_V-1.vmdk
CentOS6x86_V.vmx

RedHat 7 (x86_64)
CentOS 7 (x86_64)

CentOS7x64_V.vmdk
CentOS7x64_V.vmx

1. 备份前：

如果工作机有/boot/efi 分区，一定要手动添加上”/boot/efi/”.

如果工作机分区，除了/boot、 / 、swap 分区之外。还有其他分区，创建 vmdk备份

规则的时候，可以选择添加该分区，例如 home 分区（添加分区的步骤:添加→手动输入
/home/，并且要保持格式一致。）

也可以选择不添加该分区，这样备份时只是把它当成普通的目录处理。

2. 备份后：备份完成后，如果工作机是 efi方式启动的。需要将模板中的
CentOS6x64.nvram连同备份完成后的 CentOS6x64.vmdk 和 CentOS6x64.vmx 放置同

一目录下启动即可。

3. 先安装 VMware软件然后安装 i2Node for i2VP，否则后续安装 VMware会把节点包的

vddk驱动卸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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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2 备份规则·新建

全服务器备份规则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全服务器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

全服务器备份规则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镜像设置、压缩加密、备份

策略和带宽控制。具体的每个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2.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完成全服务器备份规则的创建。

5.1.5.2.7 备份规则·新建·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源类型：选择“文件”。

目标类型：“文件”和“vmdk”。

 文件：在灾备机上保存为原始文件。仅支持全量备份。

 vmdk：在灾备机上保存为 VMware虚拟磁盘文件。支持增量备份。

此 vmdk备份选项需要对环境进行配置，详见环境要求·备份为 VMDK。

支持备端拉起：如果需要将备份操作系统还原到另一台主机，选择不启用备端拉起。

2. 当目标类型选择为“vmdk”时，会出现一个“支持备端拉起”选项。

超时阈值：执行过程中失败时重试的最大时间，超出时间阙值外未完成备份则产生告警，

可设置在 0-168小时范围内。0表示关闭告警设置。

要复制的目录和文件：系统会将用户创建工作机时选择的灾备目录在此列出，用户可以

做进一步的细化和配置，如排除个别不需要的文件或者目录。

当用户选择好工作机和灾备机后，此项会自动罗列出所有的复制路径。

灾备机目标路径：选择灾备机存储备份数据的目录。

当用户选择好工作机和灾备机后，此项会自动罗列出对应的灾备机的灾备路径，系统盘默认是把所
有的备份文件放在灾备机的系统盘的 FFO文件夹内，在其他分区盘中，工作机和灾备机默认的路径
是一致的。

不要复制的目录和文件：不要复制的文件和目录表格的文件和目录，通常是映射表中工

作机源目录下的文件或者子目录。由该表指定的文件和目录不会复制灾备机上。

5.1.5.2.8 备份规则·新建·镜像设置

校验方式：在重镜像（Remirror）过程中有“严格校验”和“时间校验”两种算法可以

选择。时间校验模式速度比严格校验快很多，一般适用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复制场景或网络

带宽较小但需要要同步的数据量较大等场景。对于结构化数据比如数据库文件等频繁修改

的数据复制场景，应该选择 “严格校验”。默认配置为“严格校验”。

错误处理方式：如果源路径包含系统目录和文件，i2Node程序可能无法访问某些特定的

系统文件。对于这种情况，给出两种解决办法。此选项默认为“遇到错误，立即停止”。

 遇到错误，立即停止：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立刻停止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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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在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记录无法访问的文件后，

继续镜像。

建议选择“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因为在迁移的过程中，由于一些系统文件的原因，。

文件打开方式：在镜像阶段，源端打开文件的方式，该选项只适用于Windows平台的工

作机。在增量复制阶段，i2Node程序不会读取文件内容。

 普通文件：指 i2Node程序以普通文件的方式打开需镜像的文件，效率较高。

 自动选择：i2Node程序根据实际情况自动选择打开文件的方式。

MFT：指 i2Node程序以MFT（Windows 操作系统提供）方式打开需要镜像的文件，该

种方式可以打开已经被其他进程以独占方式打开的文件，比如数据库文件等，该种方式镜

像效率相比普通文件方式较差。

5.1.5.2.9 备份规则·新建·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5.1.5.2.10 备份规则·新建·备份策略

立即执行：设置完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后，立刻自动执行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

一次性任务：备份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备份任务的开始时间，会受到备份窗口时间段的限制。

开始时间仅当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时，才需要设置。

周期性任务：备份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备份。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策略类型包括：每天、每周、每月。

 备份方式：全备。即对工作机进行定时周期性的全备。

 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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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份保留：备份周期内保留个数（1-64 内整数），超出后下一次生成备份数据时，删

除最早备份数据。

5.1.5.2.11 备份规则·新建·带宽控制

时间范围：用户自行勾选具体的生效日。

带宽：根据用户需求选择需要执行限速的时间段；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限速规则，彼

此独立；带宽设定为 0，规则停止，带宽显示为 0。

5.1.5.3 Workstaion备端拉起·流程

在全服务器备份的规则中，用户选择了“支持备端拉起”选项时，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

备端服务器的开启：

1. 在全服务器备份界面中，在对应的规则单击“结束备份”，以完成备份的任务。

2. 全服务器备份规则状态显示为“完成”。进行后续操作。

3. 从灾备机中，在备份文件的目录中，找到备份的数据文件夹。

数据文件夹以日期时间命名。

4. 灾备机安装 VMware Workstation软件，点击打开文件，读取将备份的数据文件夹拷贝

至有 VMware Workstation的软件的机器。

也可以是灾备机，只要灾备机装有 VMware Workstation的软件即可。

5. 删除所有“xxx.lck”的文件夹。

6. Workstation软件机器扫描此文件夹，即可打开电源使用此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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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块设备备份和裸机恢复

5.1.6.1 块设备备份·备份流程

全服务器备份的规则创建完毕后，会在全服务器备份的界面中显示，通过状态的变化，来

对规则进行管理的操作。备份流程图如下：

根据用户指定备份策略的不同，有不同的基本操作，分为“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和“周

期性备份”任务。

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启动”，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开始执行，此时开始镜像操作。

2. 状态显示为“百分比”，等待完成后，状态变更为“备份就绪”。

此时在工作机中产生的数据会以增量的形式备份至灾备机中，是实时复制的状态。

3. 此时备份数据已经完成。但是数据是不可用的。

4. 单击“结束备份”，获得一份完整的数据备份，备份数据可使用。

周期性备份任务/启用细粒度备份任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创建完备份策略为“周期性备份”的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后。

2. 规则状态显示为“等待”。

此时用户如若想立即执行全备，请先单击“停止”，将当前规则状态处于“停止”状态后，单击“启

动”以立即执行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

3. 直至满足符合用户设置的周期性备份策略的时间点时，规则状态由当前的“等待”变

更为“百分比”。

4. 完成备份后，等待当前规则由“百分比”变更为“等待”。

5. 此时已经完成的备份数据是可用的。

6. 后续状态会继续循环步骤 2→步骤 5。

5.1.6.1 块设备备份·环境要求

块设备备份还原是指将整个操作系统的磁盘数据备份到灾备机上，还原时需要准备一台裸

机用提供定制的 LiveCD直接引导启动系统后，配置块设备还原。

备份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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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机安装 i2Node软件包并启动块复制驱动，并以节点的形式注册到 i2UP控制台，

工作机节点需要有 ffo许可。

3. 灾备机安装 i2Node软件包，并以节点的形式注册到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需要有

ffo许可。

1. 如果目标类型选择文件，仅支持全量备份，不支持增量备份。

2. 如果目标类型选择 vmdk，可以支持增量备份，灾备机需要配置 VDDK库。

5.1.6.1.1 环境要求·备份为 VMDK

用户如果需要备份为 VMDK格式的，备份方式支持全量和增量。

灾备机系统支持的操作系统如下：

Windows Server 2008 R2 以上系统，必须是 64位系统。

CentOS 7或 RedHat 7以上，必须是 64位系统。

Windows灾备机配置

灾备机需要的环境要求如下：

1. 安装 i2Node for i2VP软件。

2. 安装完成后在<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bin 目录下，双击 vstor2install.bat(最好通过

cmd命令执行，这样能看到执行结果是否正常)，安装驱动。

3. 重启节点（退出程序，再双击打开程序）。

4. 在<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目录下，创建 vmdk\Windows文件夹。

5. 从发布目录→vmdk模板目录下载Windows Server.vmdk 文件，将此文件放在此目录下

<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vmdk\Windows。

6. 完成配置。

。

1. 安装 info2soft-i2node-*-fori2vp(x64)软件包时，如用户已经安装了 i2Node节点，则需

要先卸载 i2Node节点，才能完成安装，否则会提示“已安装，需要卸载”。
info2soft-i2node-*-fori2vp(x64)安装包集成了 VDDK库。

Linux灾备机配置

灾备机需要的环境要求如下：

1. 安装 i2Node for i2VP软件。

2. 在/usr/local/sdata/目录下创建 vmdk/CentOS/：
#mkdir -p /usr/local/sdata/vmdk/Cen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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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发布目录→vmdk模板目录下载 CentOS.vmdk文件，并将此文件放置在

/usr/local/sdata/vmdk/CentOS路径下。

4. 完成配置。

5.1.6.1.2 环境要求·备份为 QCOW2

用户如果需要备份为 QCOW2 格式的，备份方式支持全量和增量。

灾备机系统支持的操作系统如下：

CentOS 7或 RedHat 7以上，必须是 64位系统。

5.1.6.2 块设备备份·新建

全服务器备份规则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全服务器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

全服务器备份规则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镜像设置、压缩加密、备份

策略和带宽控制。具体的每个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2.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完成全服务器备份规则的创建。

5.1.6.2.1 块设备备份·新建·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源类型：选择“块设备”。

目标类型：“vmdk”、“qcow2”。

 vmdk：在灾备机上保存为 VMware虚拟磁盘文件。支持增量备份。

 qcow2：在灾备机上保存为 QCOW2 虚拟磁盘文件。支持增量备份。

1. 此 vmdk备份选项需要对环境进行配置，详见环境要求·备份为 VMDK。

2. 灾备机选择Windows系统时，不支持 QCOW2。

超时阈值：执行过程中失败时重试的最大时间，超出时间阙值外未完成备份则产生告警，

可设置在 0-168小时范围内。0表示关闭告警设置。

块设备列表：配置工作机要备份的块设备。用户选择工作机后，单击添加，弹出“请选

择目标块设备”页面，然后选择工作机上要备份的块设备，若是整机复制所有块设备都要

勾选。

5.1.6.2.2 块设备备份·新建·镜像设置

有效增量数据大小：启用 CBT，可以设定此选项。默认 128MB。

5.1.6.2.3 块设备备份·新建·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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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5.1.6.2.4 块设备备份·新建·备份策略

立即执行：设置完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后，立刻自动执行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

一次性任务：备份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备份任务的开始时间，会受到备份窗口时间段的限制。

开始时间仅当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时，才需要设置。

周期性任务：备份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备份。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策略类型包括：每天、每周、每月。

 备份方式：全备。即对工作机进行定时周期性的全备。

 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备份保留：备份周期内保留个数（1-64 内整数），超出后下一次生成备份数据时，删

除最早备份数据。

若启用细粒度备份，无需配置备份策略。

5.1.6.2.5 块设备备份·新建·带宽控制

时间范围：用户自行勾选具体的生效日。

带宽：根据用户需求选择需要执行限速的时间段；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限速规则，彼

此独立；带宽设定为 0，规则停止，带宽显示为 0。

5.1.6.2.6 块设备备份·新建·高级设置

基本设置页面启用 CBT时，可进一步在高级设置中选择是否启用细粒度备份，满足更细

粒度恢复时间点的要求。

细粒度备份：用户选择是否启用细粒度备份，启用细粒度备份后用户在接管时可以恢复

细粒度的时间点，需要在后续进一步设置 CBT策略和快照策略。不启用细粒度备份，在

前面的备份策略页面进行配置策略。

CBT时间间隔：用户可以设定每次 CBT备份的时间间隔。CBT备份相当细粒度的备份，

保证用户能恢复最短多少时间的数据。

CBT保留天数：用户可以设定 CBT备份获取的增量数据的保留天数。

CBT数量：根据用户设定的 CBT时间间隔和用户设定的 CBT保留天数自动计算得出

CBT数量。

快照时间间隔：用户可以设定每次快照的时间间隔。快照相当于粗粒度的备份，保证用

户能恢复最长多少时间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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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保留天数：用户可以设定快照数据的保留天数。

快照数量：根据用户设定的快照时间间隔和用户设定的快照保留天数自动计算得出快照

数量。

1. 由于 QCOW2限制，快照数量上限是 64个。个别情况会发生快照无法删除时且快照达

到上限，就会做全备。

全备重置策略：用户选择是否启用全备重置策略，若不启用，第一次全备后，后续永久

做增量备份；若启用，用户可设定定期全备，防止某个备份点数据损坏后，后续的增量备

份无效。

5.1.6.3 裸机恢复·环境要求

块设备还原是在块设备备份的基础之上的，可以将备份到灾备机上的数据、应用等还原到

源机或异机，此还原相当于裸机恢复。

裸机恢复的环境要求如下：

1. 需要确定本次全服务器还原是还原到源机还是还原到异机。如果是还原到异机，异机

必须是同构平台，目前不支持异构平台的裸机恢复。

2. 从产品介质发布目录的“[i2FFO]LiveCD”目录下载 LiveCD系统 ISO文件，制作成光

盘。然后在还原目标机所在服务器使用光盘驱动器读取 LiveCD引导启动系统。

3. 进入 LiveCD引导系统后，运行 nmtui命令配置网络，设置可用的 IP地址。

4. 检查 LiveCD引导系统 i2Node服务是正常运行的。

# systemctl status i2node

5. 将此还原目标机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此节点需要配置 ffo许可。

6. 需要通过块设备备份产生的备份数据才能进行配置块设备还原。

1. LiveCD系统不支持 UEFI引导，需使用 BIOS引导。

数据恢复的环境要求如下：

1. 还原目标机可以是现成的操作系统，已安装 i2Node节点软件并且注册到 i2UP控制台。

2. 还原目标机如果是Windows系统，要求还原的目标磁盘必须处于联机未初始化状态，

才能进行还原，可以打开磁盘管理界面检查。

3. 还原目标机如果是 Linux系统，要求还原的目标磁盘没有分配挂载点并且没有分区的状

态，才能进行还原，可以运行 lsblk命令检查。

5.1.6.4 裸机恢复·新建

全服务器还原规则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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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全服务器保护”→“全服务器还原”，进入全服务器

还原界面。

2. 全服务器还原界面中，单击“新建”。

3. 进行全服务器还原规则新建配置。

4.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会进行环境检测。

5. 确定无误后，单击“确认”，完成全服务器还原规则的创建。

5.1.6.4.1 裸机恢复·新建·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全备服务器：用户选择备份数据所在的灾备机。

数据存放目录：用户自行选择在全服务器备份规则中设置的灾备机存放的备份文件对应

目录。

选择的文件夹名必须是灾备机备份文件中对应的工作机的 IP地址。

还原时间点：用户通过下拉框自行选择备份数据的时间点进行还原。

时间点的命名方式为“年月日时分秒”。

还原目标机：用户自行选择需要还原的目标机。

添加：用户可以选择添加还原的虚拟磁盘文件，后续会还原此磁盘。

删除：用户可以选择移除还原的虚拟磁盘文件，后续不还原此磁盘。

选择路径：用户选择当前虚拟机磁盘文件要覆盖写入的目标磁盘。

5.1.6.4.2 裸机恢复·新建·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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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5 裸机恢复·流程

全服务器还原的规则创建完毕后，会在全服务器还原的界面中显示，通过状态的变化，来

对规则进行管理的操作。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提交还原规则后，开始镜像过程。

2. 还原进度到达 100%完成后，状态由“百分比”变更为“还原就绪”，此时还原目标

机磁盘数据恢复完成，重启目标主机。

3. 目标主机重启后，若可以正常登录系统，说明裸机恢复完成。

1. 对于需要 UEFI引导的工作机，还原完成后需要将还原目标主机改为 UEFI 引导。

2. 如果做数据盘恢复，提交还原规则后，规则状态处于还原就绪时，此时还原已经完成，

刷新磁盘列表后可以访问磁盘数据。

5.1.7 块设备备份和 VMware平台快速拉起

要实现整机备份，灾备机作为工作机的系统备份的存储服务器，要有足够的磁盘空间。整

机备份任务首先会将工作机系统所有数据（包括文件系统、用户数据目录）一次性同步到

灾备机上，此过程称为镜像。镜像完成之后规则将会转为“备份就绪”状态单击“结束备

份”即完成备份。

可以在“虚机演练”界面可以查看备份规则创建的备份虚机。

5.1.7.1 环境要求

1. 登录 i2UP控制机。

2. 工作机安装 i2Node软件，并在 i2UP控制台注册为节点，并授权 ffo软件许可。

3. 灾备机安装 i2Node for i2VP软件，并在 i2UP管理平台注册为节点，并授权 ffo软件

许可。

4. 灾备机安装 NPServer软件，在 i2UP控制台虚拟平台注册为 VMware vSphere虚拟平

台，并授权 vp 许可。

5.1.7.2 备份规则·新建

整机备份·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备份”→“整机备份”，进入整机备份界面。

2. 整机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

整机备份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镜像设置、压缩加密、备份策略和带

宽控制。具体的每个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3.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完成整机备份规则的创建。

4. 等待规则执行状态直至“备份就绪”，单击“结束备份”后进行虚机新建。

5. 在虚机演练界面可以看到在虚拟平台创建的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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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2.1 备份规则·新建·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源类型：选择“块设备”类型。

目标类型：选择“VMware”类型。

超时阈值：执行过程中失败时重试的最大时间，超出时间阙值外未完成备份则产生告警，

可设置在 0-168小时范围内。0表示关闭告警设置。

要复制的目录和文件：系统会将用户创建工作机时选择的灾备目录在此列出，用户可以

做进一步的细化和配置，如排除个别不需要的文件或者目录。

当用户选择好工作机和灾备机后，此项会自动罗列出所有的复制路径。

灾备机目标路径：选择灾备机存储备份数据的目录。

当用户选择好工作机和灾备机后，此项会自动罗列出对应的灾备机的灾备路径，系统盘默认是把所
有的备份文件放在灾备机的系统盘的 FFO文件夹内，在其他分区盘中，工作机和灾备机默认的路径

是一致的。

不要复制的目录和文件：不要复制的文件和目录表格的文件和目录，通常是映射表中工

作机源目录下的文件或者子目录。由该表指定的文件和目录不会复制灾备机上。

5.1.7.2.2 备份规则·新建·镜像设置

校验方式：在重镜像（Remirror）过程中有“严格校验”和“时间校验”两种算法可以

选择。时间校验模式速度比严格校验快很多，一般适用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复制场景或网络

带宽较小但需要要同步的数据量较大等场景。对于结构化数据比如数据库文件等频繁修改

的数据复制场景，应该选择 “严格校验”。默认配置为“严格校验”。

错误处理方式：如果源路径包含系统目录和文件，i2Node程序可能无法访问某些特定的

系统文件。对于这种情况，给出两种解决办法。此选项默认为“遇到错误，立即停止”。

 遇到错误，立即停止：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立刻停止镜像。

 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在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记录无法访问的文件后，

继续镜像。

建议选择“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因为在迁移的过程中，由于一些系统文件的原因，。

文件打开方式：在镜像阶段，源端打开文件的方式，该选项只适用于Windows平台的工

作机。在增量复制阶段，i2Node程序不会读取文件内容。

 普通文件：指 i2Node程序以普通文件的方式打开需镜像的文件，效率较高。

 自动选择：i2Node程序根据实际情况自动选择打开文件的方式。

MFT：指 i2Node程序以MFT（Windows 操作系统提供）方式打开需要镜像的文件，该

种方式可以打开已经被其他进程以独占方式打开的文件，比如数据库文件等，该种方式镜

像效率相比普通文件方式较差。

5.1.7.2.3 备份规则·新建·压缩加密

整机备份·新建·压缩加密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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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整机保护”→“整机备份”，进入整机备份界面。

2. 整机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和加密处理。压缩分为不同的

压缩算法。

 不压缩：不进行任何压缩。

 极速压缩：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

 普通压缩：普通压缩为标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

 快速压缩/均衡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

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1. 压缩速度：急速压缩>普通压缩。压缩效果：普通压缩>急速压缩。综合考虑时间和效
果，急速压缩能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

5.1.7.2.4 备份规则·新建·备份策略

整机备份·新建·备份策略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整机保护”→“整机备份”，进入整机备份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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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整机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备份策略”。

立即执行：设置完此整机备份规则后，立刻自动执行此整机备份规则。

一次性任务：备份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备份任务的开始时间，会受到备份窗口时间段的限制。

开始时间仅当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时，才需要设置。

周期性任务：备份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备份。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策略类型包括：每天、每周、每月。

 备份方式：全备。即对工作机进行定时周期性的全备。

 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备份保留：备份周期内保留个数（1-64 内整数），超出后下一次生成备份数据时，删

除最早备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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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2.5 备份规则·新建·验证

功能与应急演练相似，目的是检验整机备份后得到的新虚机。

开启验证：默认不开启；启用验证后可对验证界面编辑。

自动验证：默认不开启；启用后进行自动验证，可在虚机显示列表调整验证方式。

演练平台：选择验证目标演练平台。

批量设置：单击设置后，下表中所有虚机的验证方式与验证内容将与虚机列表第一项保

持一致。

虚机列表：查看选中备份的块设备，列表中显示了新虚机名称、验证方式，以及验证内

容。验证方式有三种：PING、TCP以及脚本。

5.1.7.2.6 备份规则·新建·资源配置

目标机名称：自定义备份的新虚机名称。

自定义设置：可设置创建的虚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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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删除之前选择的整机备份机器。

目标平台：为备份的块设备选择创建相应虚机所在的平台地址。

数据中心：如目标虚拟平台是 vCenter Server，可选择目标虚拟机所在的 vCenter的数据

中心位置；如目标虚拟平台是基于 ESXi主机，无需选择。

主机名称：选择目标虚拟平台的服务器名称。

存储：创建相应虚机所在的平台的储存地址。

目标平台网卡：选择创建虚机相应的网卡。

5.1.7.3 块设备备份·流程

备份规则创建完毕后，会在全服务器备份的界面中显示，通过状态的变化，来对规则进行

管理的操作。备份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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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用户指定备份策略的不同，有不同的基本操作，分为“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和“周

期性备份”任务。

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启动”，整机备份规则开始执行，此时开始镜像操作。

2. 状态显示为“百分比”，等待完成后，状态变更为“备份就绪”。

此时在工作机中产生的数据会以增量的形式备份至灾备机中，是实时复制的状态。

3. 此时备份数据已经完成。但是数据是不可用的。

4. 单击“结束备份”，获得一份完整的数据备份，备份数据可使用。

周期性备份任务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创建完备份策略为“周期性备份”的整机备份规则后。

2. 规则状态显示为“等待”。

此时用户如若想立即执行全备，请先单击“停止”，将当前规则状态处于“停止”状态后，单击“启

动”以立即执行此备份规则。

3. 直至满足符合用户设置的周期性备份策略的时间点时，规则状态由当前的“等待”变

更为“百分比”。

4. 完成备份后，等待当前规则由“百分比”变更为“等待”。

5. 此时已经完成的备份数据是可用的。

6. 后续状态会继续循环步骤 2→步骤 5。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211 -

5.2 应用保护

5.2.1 概述

i2Backup定时备份模块共分为三部分：工作机、备机、控制机。工作机(Worknode)指的是

用户的生产机，即常说的源端(Source)；备机(Backnode)指的是存放备份数据的服务器，即

常说的目标端(Target)；控制机(ctrlcenter)则指的是 i2Backup软件系统的控制平台所属的服

务器。i2Backup软件是通过Web界面实现配置和管理的，在控制机上部署完 i2Backup软
件的控制程序，使用任何一台主机通过浏览器就访问控制机管理中心。

目前 i2Backup产品支持备份对象如下：

块设备

文件

Oracle
MySQL
MSSQL
DB2

5.2.2 备份界面

备份界面导航：定时管理→应用保护→备份

备份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备份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工作节点名称：按工作机节点名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备份节点名称：按备份机节点名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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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规则信息栏说明：

状态：显示当前备份规则的状态。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同步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源类型：显示此备份规则中的源类型。

集群：（当选择集群时显示）显示此备份规则备份的集群名称。

工作机：显示此备份规则中对应的工作机节点名。

灾备机：显示此备份规则中对应的灾备机节点名。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备份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备份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启动当前备份规则。

停止：停止当前备份规则。

修改：修改当前的备份规则

删除：删除当前的备份规则

恢复：单击“恢复”，即可跳转规则相应的还原界面。

查看日志：单击“查看日志”，查看相应规则日志。

查看数据流量：单击“查看数据流量”即可查看此规则正在运行时产生的数据流量状态。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

备份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备份规则。

 选择源类型为“块设备”时，可进行块设备备份。

 选择源类型为“文件”时，可进行文件备份。

 选择源类型为“Oracle”时，可进行 Oracle备份。

 选择源类型为“MSSQL”时，可进行MSSQL行备份。

 选择源类型为“DB2”时，可进行 DB2备份。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备份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备份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备份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备份规则的状态。

1. 新建规则时，实际的备份目录为界面填写的备份数据目录/规则 UUID，以防止不同规
则选择同备份目录造成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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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还原界面

还原界面导航：定时管理→应用保护→还原

还原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还原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工作节点名称：按工作机节点名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备份节点名称：按备份机节点名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还原规则信息栏说明：

状态：显示当前还原规则的状态。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同步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全备服务器：显示此还原规则中对应的全备服务器节点名。

还原目标机：显示此还原规则中对应的还原目标机节点名。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还原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还原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启动当前还原规则。

停止：停止当前还原规则。

查看配置：修改当前的还原规则。

删除：删除当前的还原规则。

查看日志：单击“查看日志”，查看相应规则日志。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

还原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还原规则。

 选择源类型为“块设备”时，可进行块设备备份。

 选择源类型为“文件”时，可进行文件备份。

 选择源类型为“Oracle”时，可进行 Oracle备份。

 选择源类型为“MSSQL”时，可进行MSSQL行备份。

 选择源类型为“DB2”时，可进行 DB2备份。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还原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还原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还原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还原规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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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于 70版本对备份数据路径进行优化，导致 70版本前的备份数据目录与此版本备份
数据目录存在差异，当选择旧版本的备份规则新建恢复任务时，请手动选择实际备份

数据目录以防错误。

5.2.4 文件备份与还原

5.2.4.1 文件备份·环境要求

文件备份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至少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工作机

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工作机需有除了系统盘以外的块设备/文件。

4.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backup许可。

5.2.4.2 文件备份·新建规则

备份·新建·文件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源类型选择为“文件”。

2. 单击“基本设置”进行规则配置。

5.2.4.2.1 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块设备备份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

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块设备备份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工作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工作机。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

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源类型：本章节描述文件备份。故选择“文件”。

目标类型：分为“文件”和“raw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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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目标类型为“文件”时，备份内容的形式将以目录形式存储。

选择目标类型为“raw数据”时，备份内容的形式将以文件形式存储。

超时阈值：执行过程中失败时重试的最大时间，超出时间阙值外未完成备份则产生告警，

可设置在 0-168小时范围内。0表示关闭告警设置。

源端快照类型：分为“none”和“vss”两种格式：

 none表示不做快照，直接备份源端数据。

 vss是根据工作机进行的判断，仅限于工作机是 windows的操作系统下，可选择 vss，
表示先对源端做一个 windows vss快照，再备份快照下的静态数据。

仅 windows操作系统的工作机可以选择 vss快照，当备份规则在执行时，用户可以通过工作机的
i2Node节点的安装路径下执行以下命令进行查询快照生成情况（备份规则完成后，快照就被删除了，
仅在备份规则正在执行时可以查看）：

进入到 i2Node节点安装路径的 bin目录下：

C:\Users\Administrator> cd <i2Node节点安装路径>\bin

在 i2Node节点安装路径的 bin目录下执行以下命令即可查看快照生成数据情况：

<i2Node节点安装路径>\bin> vshadow -q

1. 选择 vss快照时，当备份规则完成后，快照就被删除了，仅在备份规则执行时可以查
看快照的生成情况。

要备份的目录和文件：用户自行选择工作机中需要备份的目录和文件。

灾备机目标路径：用户自行选择灾备机用来存放工作机中备份块设备的目录。

不要备份的目录和文件：用户自行选择工作机中不需要备份的目录和文件。

5.2.4.2.2 备份设置

错误处理方式：如果源路径包含系统目录和文件，i2Node程序可能无法访问某些特定的

系统文件。对于这种情况，给出两种解决办法。此选项默认为“遇到错误，立即停止”。

 遇到错误，立即停止：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立刻停止镜像。

 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在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记录无法访问的文件后，

继续镜像。

文件打开方式：在镜像阶段，源端打开文件的方式，该选项只适用于Windows平台的工

作机。在增量复制阶段，i2Node程序不会读取文件内容。

 普通文件：指 i2Node程序以普通文件的方式打开需镜像的文件，效率较高。

 自动选择：i2Node程序根据实际情况自动选择打开文件的方式。

 MFT：指 i2Node程序以MFT（Windows 操作系统提供）方式打开需要镜像的文件，

该种方式可以打开已经被其他进程以独占方式打开的文件，比如数据库文件等，该种方

式镜像效率相比普通文件方式较差。

文件安全属性：用户选择是否同步文件的权限、用户属性等。此选项默认为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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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2.3 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5.2.4.2.4 备份策略

备份窗口：用户自行自定义时间段，即只有在此设置的这段时间范围内，才可以开始执

行备份任务（默认 00：00-23：59，全天 24小时内）。

仅仅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才会生效。“立刻执行”不生效，可以直接忽略。

策略类型：分为“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

立即执行：设置完此备份规则后，立刻自动执行此规则。

一次性任务：备份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备份任务的开始时间，会受到备份窗口时间段的限制。

开始时间仅当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时，才需要设置。

用户设置的开始时间必的须在备份窗口设置的时间范围内，否则会提示错误“一次性任务时间不在

备份窗口内”，并无法创建备份任务。

用户设置的时间必须大于控制机当前时间，否则会提示错误“一次性任务时间不在备份窗口内”，并

无法创建备份任务。

周期性任务：备份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备份。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策略类型包括：每天、每周、每月。

 备份方式：可选全备、增量和差异的备份方式。

全备：定时对文件进行周期性全备。

增量：备份自上一次备份以来所有变化的数据块。

差异：备份自上一次全备以来所有变化的数据块。

 还原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备份保留：备份周期内保留个数（1-64 内整数），超出后下一次生成备份数据时，删

除超期的备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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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3 文件还原·环境要求

文件还原的环境要求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作为备份服务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灾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备份服务器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备份规则产生的文件备份数据。

4. 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作为还原目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还原目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该工作机是文件备份规则中对应的工作机。

5.2.4.4 文件还原·限制说明

1. 不支持 AIX系统备份产生的 RAW备份数据还原到 Linux系统。

5.2.4.5 文件还原·新建规则

还原·新建·文件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还原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目标类型选择为“文件”。

2. 单击“基本设置”等进行配置。

5.2.4.5.1 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块设备还原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

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块设备还原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备份服务器：用户自行选择具有备份数据的灾备机。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

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还原目标机：用户自行选择需要还原数据的目标机。

源类型：分为“文件”和“raw数据”。

选择目标类型为“文件”时，备份内容的形式将以文件形式存储。

选择目标类型为“raw数据”时，备份内容的形式将以裸文件形式存储。

目标类型：本章节讲述的文件还原。故选择“文件”。

备份数据目录：选择灾备机中备份数据的存放路径。

恢复类型：默认为恢复到工作机。

 恢复到工作机：将备份数据恢复到工作机，即还原目标机。

 在备机合并到指定目录：仅仅在灾备机中将备份数据备份并指定到用户指定的目录。

仅在灾备机中备份数据时，有增量数据时，才可以选择此选项。

还原时间点：用户根据备份数据，来选择需要还原的时间点。系统会自动罗列出备份数

据的时间点供用户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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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服务器：用户自行选择备份服务器和备份数据目录后，系统会自动罗列出来。

不要备份的目录和文件：用户自行选择灾备机中不需要还原的目录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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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Oracle定时备份与还原

Oracle定时备份与还原功能主要利用 RMAN备份集完成备份还原功能，支持单实例（文

件系统/ASM）备份以及源机异机还原，也支持 RAC的集群备份以及还原源集群/单实例。

具体兼容性列表如下：

数据库

文件系统单实

例
ASM 单实例 RAC

Oracle 10g
Windows

Linux
- -

Oracle 11g R1 Windows

Linux

AIX6.1

AIX7.1

Windows

Linux

AIX6.1

AIX7.1

Windows

Linux

AIX6.1

AIX7.1

Oracle 11g R2

Oracle 12c R1

Oracle 12c R2

Oracle 18c Windows

Linux

Windows

Linux

Windows

LinuxOracle 19c

5.2.5.1 Oracle定时备份·环境要求

1. Oracle文件级定时备份不支持 windows系统作为备机。

5.2.5.1.1 Oracle 单机·环境要求

Oracle备份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至少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工作机

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工作机需装有可执行的 Oracle数据库软件（请确保服务是打开的）。

4. 工作机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需要不同的配置，以下为创建软链接的必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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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indows OS下需要配置如下信息：

i. 若当前工作机系统为Windows 2003 OS，则配置步骤如下：

ii. 将<节点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bin 下 zlib1d.dll 和 msvcr90.dll 拷贝到

C:\Windows\System32路径下。

i. 若当前工作机系统为Windows 2008 OS，则配置步骤如下：

ii. 将<节点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bin 下 zlib1d.dll 和 msvcr90.dll 拷贝到

C:\Windows\System32。
iii. C:\Windows\winsxs\amd64_microsoft-windows-ie-ieshims_31bf3856ad364e35_

8.0.7601.17514_none_c06d7c9c27da8591下的 IEShims.dll拷贝到

C:\Windows\System32路径下。

i. 若当前工作机系统为Win10，Windows2012 OS及以上，则配置步骤如下：

ii. 将<节点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bin下 zlib1d.dll和 msvcr90.dll拷贝到

C:\Windows\System32。

iii. 将 C:\Windows\System32\downlevel目录以下三个文件拷贝到

C:\Windows\System32路径下。

C:\Windows\System32\downlevel目录以下三个文件分别是：

API-MS-Win-Core-Kernel32-Private-L1-1-1.dll
api-ms-win-core-privateprofile-l1-1-1.dll

api-ms-win-service-private-l1-1-1.dll。

b. Linux OS下需要配置如下信息

i. 需要输入以下命令创建软链接：

#ln -s /usr/local/sdata/lib/libobk.so $ORACLE_HOME/lib/libobk.so

5. 工作机中的 Oracle数据库的状态为 open状态。（控制文件需要开启为 mount状态）

a. 可以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SQL> select status from v$instance;

b. 显示结果需要和以下的信息保持一致：

STATUS

------------

OPEN

c. 如若不一致，请将数据库状态启动为 open状态，有以下几种情况：

i. 若当前是 nomount状态：

SQL> select status from v$instance;

STATUS

------------

STARTED

ii. 此时需要按顺序操作以下两个 sql语句，将数据库启动到 open状态：

SQL> alter database mount;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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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若当前是 mount状态：

SQL> select status from v$instance;

STATUS

------------

MOUNTED

ii. 此时需要操作以下 sql语句，将数据库启动到 open状态：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i. 若当前数据库实例未启动：

SQL> select status from v$instance;

ii. 此时是无法查询到的，会报错。直接执行以下 sql语句启动即可将数据库启

动到 open状态：

SQL> startup

6. 修改完毕后，再次输入以下命令确认是否数据库状态是否为 open状态：

SQL> select status from v$instance;

7. 非整库备份（PDBs、CDB root、ARCHIVE LOG、CONTROL FILE 和 SPFILE），可

直接跳入下一步，如果需要整库备份，还需要开启归档模式。

a. 数据库启动到 open状态时，整库备份还需要开启归档模式，查看下当前归档模

式是否开启：

SQL> archive log list

b. 显示的 Database log mode的结果需要和以下的信息保持一致：

Database log mode Archive Mode

c. 如若不一致（显示模式为：No Archive Mode），开启归档模式的步骤如下:

开启归档模式需要将数据库状态启动为 mount才可以开启。

i. 首先需要关闭当前数据库的状态：

SQL> shutdown immediate

ii. 此时将数据库启动到 mount状态：

SQL> startup mount

SQL> alter database archivelog;

d. 此时再将数据库启动为 open状态：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e. 可再次通过以下命令确认数据库状态以及是否开启归档模式：

SQL> archive log list

SQL> select status from v$instance;

8.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backup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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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Oracle数据库的状态转换通用的办法为：状态分为三种：nomount、mount和 open。

首先关闭数据库：SQL>shutdow immediate（如若关闭不掉，可根据用户当前数据库的
使用状态来决定是否强制关闭，强制关闭的命令为：SQL>shutdow abort）

其次启动数据库状态：SQL>startup 状态名（启动到 open状态：SQL>startup，启动到

nomount状态：SQL>startup nomount，启动到 mount状态：SQL>startup mount）

10. 备份控制文件需要开启为 mount状态。

5.2.5.1.2 Oracle RAC·环境要求

如果想要对 RAC进行备份，对于 RAC节点要求与普通单节点一致。

对于 RAC集群要需要在 i2UP平台先完成以下额外操作：

1. 在 RAC各节点以及灾备节点部署 i2node。

2. 将 RAC各节点以及灾备节点注册到 UP控制台，同时授权 Backup软件许可。

3. 在集群管理·RAC中注册 RAC集群，同时需要授权 Backup软件许可（注册 RAC集

群步骤可以参考操作手册中资源管理·集群管理·RAC集群章节）：

a. 进入资源管理·容灾节点·集群界面，新建 RAC集群。

b. 填写集群 IP地址：输入 RAC集群的任一 VIP/SCAN IP即可，发现集群节点信息。

c. 填写 Oracle Home 目录、Grid Home 目录等集群配置信息。

d. 提交集群信息。

1. 仅支持 hosts文件解析 RAC SCAN。若使用 DNS服务器为 Oracle RAC集群解析,注册
集群时会显示报错：“请在用户手册查询此错误码以获取更多信息：（2250）”，请在

hosts文件增加 SCAN IP 信息尝试注册。

5.2.5.2 Oracle定时备份·新建规则

备份·新建·Oracle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备份界面。

2. 在备份界面信息栏上方导航栏选择“普通”或“集群”配置单机备份或集群备份规则。

3. 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源类型选择为“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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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备份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备份内容、备份选项、压缩加密和

备份策略。具体的每个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4. 单击“确定”，完成新建 Oracle的备份规则。

5.2.5.2.1 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备备份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

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设备备份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工作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工作机。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

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源类型：本章节描述 Oracle备份。故选择“Oracle”。

目标类型：默认为“文件”，还可选“备份快照”。

当用户选择备份快照时，启用 Oracle文件系统合成备份功能。操作步骤详见合成备份章节。

超时阈值：执行过程中失败时重试的最大时间，超出时间阙值外未完成备份则产生告警，

可设置在 0-168小时范围内。0表示关闭告警设置。

备份目标路径：用户自行选择用于备份 Oracle的数据文件至灾备机的路径。

数据库实例名：工作机中 Oracle数据库实例名。

用户可以通过 sql语句进行查询：

SQL>select instance_name from v$instance;

Oracle Home目录：工作机中安装 Oracle数据库的环境变量路径。

Windows操作系统用户通过 Oracle数据库的安装位置来进行查看。

Linux操作系统用户可以通过在安装 oracle数据库的用户中输入以下命令进项查看：

# su - oracle

# echo $ORACLE_HOME

5.2.5.2.2 备份内容

整库：Oracle中的所有数据库。

PDBs：可插拔式数据库，备份 Oracle可插拔式数据库。

此 PDBs仅 Oracle 12c以上的版本适用。

CDB root：数据库容器（Container Database），存储着 Oracle自用的元数据、代码及数

据，备份 Oracle数据库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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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CDB root仅 Oracle 12c以上的版本适用。

ARCHIVE LOG：归档日志，是数据库运行在归档模式下的产物。备份 Oracle归档日志。

CONTROL FILE：当启动数据库实例和挂载数据库时，就会读取控制文件。而控制文件

中的项目则指定了构成数据库的物理文件，备份 Oracle控制文件。

SPFILE：服务器参数文件（Server Parameter Files），以二进制文本形式存在，不能用 vi
编辑器对其中参数进行修改，只能通过 SQL命令在线修改，备份 Oracle 服务器参数文件。

5. Oracle数据库的任何类型内容的备份，除单独备份控制文件时，需要将数据库启动到
mount状态外，其余类型备份都必须启动为 open状态。

6. Oracle数据库的整库备份，不仅数据库都必须启动为 open状态，还需要开启归档模式。
详见备份 Oracle的环境要求。

5.2.5.2.3 备份选项

备份选项包含了基本的 rman选项，比较重要的选项为归档日志的选项，默认在每次备份

中包含归档日志，且在备份成功后删除归档日志。

表空间/数据文件选项：

 压缩：备份时将表空间/数据文件进行压缩。

 并行流数：用来设置多少个通道数来读取数据文件。

 每个备份集文件数：产生多少个备份片文件。

归档重做日志选项：

 将归档重做日志包括在全备的和增量的备份计划中：用户若开启周期性备份任务，则

将此归档重做日志进行。

 源端数据库只读：将此归档重做日志设置为工作机只读模式。

 备份后删除：归档日志在备份完成后，会自动从工作机中删除。此选项默认为开启。

用户可选择是否将归档日志或源数据被分到灾备机端，以及是否在备份后删除重做日志。

 源端归档保留天数：备份完成后保留最近归档日志的天数。

 每个备份集文件数：产生多少个备份片文件。

参数文件选项：用户自定义选择是否将参数文件包含在全备和增量的计划中。此选择默

认为不开启。

5.2.5.2.4 压缩加密

备份·新建·Oracle·压缩加密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源类型选择为“Oracle”。

2. 单击“压缩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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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5.2.5.2.5 备份策略

备份窗口：用户自行自定义时间段，即只有在此设置的这段时间范围内，才可以开始执

行备份任务（默认 00：00-23：59，全天 24小时内）。

仅仅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才会生效。“立刻执行”不生效，可以直接忽略。

策略类型：分为“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

立即执行：设置完此备份规则后，立刻自动执行此规则。

一次性任务：备份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备份任务的开始时间，会受到备份窗口时间段的限制。

开始时间仅当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时，才需要设置。

用户设置的开始时间必的须在备份窗口设置的时间范围内，否则会提示错误“一次性任务时间不在
备份窗口内”，并无法创建备份任务。

用户设置的时间必须大于控制机当前时间，否则会提示错误“一次性任务时间不在备份窗口内”，并
无法创建备份任务。

周期性任务：备份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备份。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策略类型包括：每天、每周、每月。

 备份方式：可选全备、增量和差异的备份方式。

全备：定时对用户设定的 Oracle数据库的备份内容进行周期性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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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增量：备份上级备份以来所有变化的数据块。

差异增量：备份上级及同级备份以来所有变化的数据块，差异增量是默认增量备份方式。

 还原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备份保留：备份周期内保留个数（1-64 内整数），超出后下一次生成备份数据时，删

除超期的备份数据。

5.2.5.2.6 带宽控制

当在某些情况下，用户想限定带宽的使用，可以通过带宽控制来实现。比如，通过 Internet
实现数据异地灾备，但同时用户又不想在上班时间影响员工的 Internet访问速度，就可以

限定工作机时间的带宽。

时间范围：用户自行勾选具体的生效日。

带宽：根据用户需求选择需要执行限速的时间段；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限速规则，彼

此独立；带宽设定为 0，规则停止，带宽显示为 0。

5.2.5.3 Oracle定时还原·环境要求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作为备份服务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灾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备份服务器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备份规则产生的文件备份数据。

4. 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作为还原目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还原目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该工作机是 Oracle备份规则中灾备机对应

的工作机。

5. 还原目标机需装有可执行的 Oracle数据库软件（请确保服务是打开的）。

5.2.5.3.1 源机整库

用户根据 Oracle还原内容选择的不同，需要准备不同的环境，当还原内容是整库时，有两

种区分：一种是将整库的备份数据还原到源端机器中，另一种是将整库的备份数据还原到

异机的数据库中，此节是源机的整库数据库的恢复环境要求，配置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作为备份服务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备份服务器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备份服务器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备份规则产生的 Oracle的整库备份数据。

4. 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作为还原目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还原目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该工作机是 Oracle整库备份规则中对应的

工作机。

5. 还原目标机需装有可执行的 Oracle数据库软件（请确保服务是打开的）。

6. 还原目标机的 Oracle数据库的状态需开启为 mount状态，按照如下步骤将数据库启动

到 mount状态：

a. 将 Oracle启动到 mount状态：

SQL>startup 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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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此时成功将数据库启动到 mount状态。

c. 修改完毕后，输入以下命令确认数据库状态：

SQL> select status from v$instance;

d. 如果参数文件/控制文件损坏，无法启动到 mount状态，可以先使用默认参数文件

启动到 nomount状态，创建参数文件/控制文件恢复规则。

# find $ORACLE_BASE -name "init.ora*"

SQL>startup nomount pfile='/u01/app/oracle/admin/orcl/pfile/init.ora.1115243235";

5.2.5.3.2 异机整库

用户根据 Oracle还原内容选择的不同，需要准备不同的环境，当还原内容是整库时，有两

种区分：一种是将整库的备份数据还原到源端机器中，另一种是将整库的备份数据还原到

异机的数据库中，此节是异机的整库数据库的恢复环境要求，配置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作为备份服务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灾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备份服务器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备份规则产生的 Oracle的整库备份数据。

4. 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作为还原目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还原目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该工作机是 Oracle整库备份规则中对应的

工作机。

5. 还原目标机需装有可执行的 Oracle数据库软件（请确保服务是打开的）。

6. 还原目标机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下需要不同的配置，以下为创建软链接的必要步骤：

a. Windows OS下需要配置如下信息：

i. 若当前工作机系统为Windows 2003 OS，则配置步骤如下：

ii. 将<节点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bin 下 zlib1d.dll 和 msvcr90.dll 拷贝到

C:\Windows\System32路径下。

i. 若当前工作机系统为Windows 2008 OS，则配置步骤如下：

ii. 将<节点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bin 下 zlib1d.dll 和 msvcr90.dll 拷贝到

C:\Windows\System32。
iii. C:\Windows\winsxs\amd64_microsoft-windows-ie-ieshims_31bf3856ad364e35_

8.0.7601.17514_none_c06d7c9c27da8591下的 IEShims.dll拷贝到

C:\Windows\System32路径下。

i. 若当前工作机系统为Win10，Windows2012 OS及以上，则配置步骤如下：

ii. 将<节点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bin下 zlib1d.dll和 msvcr90.dll拷贝到

C:\Windows\System32。

iii. 将 C:\Windows\System32\downlevel目录以下三个文件拷贝到

C:\Windows\System32路径下。

C:\Windows\System32\downlevel目录以下三个文件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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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MS-Win-Core-Kernel32-Private-L1-1-1.dll
api-ms-win-core-privateprofile-l1-1-1.dll

api-ms-win-service-private-l1-1-1.dll。

b. Linux OS下需要配置如下信息

i. 需要输入以下命令创建软链接：

#ln -s /usr/local/sdata/lib/libobk.so $ORACLE_HOME/lib/libobk.so

7. 还原目标机的 Oracle数据库的状态需开启为 nomount状态，按照如下步骤将数据库启

动到 nomount状态：

a. 将 Oracle启动到 nomount状态：

SQL>startup nomount

b. 此时成功将数据库启动到 nomount状态。

c. 修改完毕后，输入以下命令确认数据库状态：

SQL> select status from v$instance;

5.2.5.3.3 PDBs

用户根据 Oracle还原内容选择的不同，需要准备不同的环境，当还原内容是 PDBs时，环

境要求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作为备份服务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灾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备份服务器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备份规则产生的 Oracle的 PDBs备份数据。

4. 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作为还原目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还原目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该工作机是 Oracle PDBs备份规则中对应的

工作机。

5. 还原目标机需装有可执行的 Oracle数据库软件（请确保服务是打开的）。

6. 还原目标机的 Oracle数据库的状态需开启为 mount状态，按照如下步骤将数据库启动

到 mount状态：

a. 将 Oracle启动到 mount状态：

SQL>startup mount

b. 此时成功将数据库启动到 mount状态。

c. 修改完毕后，输入以下命令确认数据库状态：

SQL> select status from v$instance;

5.2.5.3.4 CDB root

用户根据 Oracle还原内容选择的不同，需要准备不同的环境，当还原内容是 CDB root时，

环境要求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作为备份服务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备份服务器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备份服务器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备份规则产生的 Oracle的 CDB root备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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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作为还原目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还原目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该工作机是 Oracle CDB root备份规则中对

应的工作机。

5. 还原目标机需装有可执行的 Oracle数据库软件（请确保服务是打开的）。

6. 还原目标机的 Oracle数据库的状态需开启为 mount状态，按照如下步骤将数据库启动

到 mount状态：

a. 将 Oracle启动到 mount状态：

SQL>startup mount

b. 此时成功将数据库启动到 mount状态。

c. 修改完毕后，输入以下命令确认数据库状态：

SQL> select status from v$instance;

5.2.5.3.5 ARCHIVELOG

用户根据 Oracle还原内容选择的不同，需要准备不同的环境，当还原内容是 ARCHIVELOG
时，环境要求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作为备份服务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备份服务器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全备服务器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备份规则产生的 Oracle的 ARCHIVELOG 备份数据。

4. 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作为还原目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还原目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该工作机是 Oracle ARCHIVELOG备份规则

中对应的工作机。

5. 还原目标机需装有可执行的 Oracle数据库软件（请确保服务是打开的）。

6. 还原目标机的 Oracle数据库的状态需开启为 mount状态，按照如下步骤将数据库启动

到 mount状态：

a. 将 Oracle启动到 mount状态：

SQL>startup mount

b. 此时成功将数据库启动到 mount状态。

c. 修改完毕后，输入以下命令确认数据库状态：

SQL> select status from v$instance;

5.2.5.3.6 CONTROLFILE

用户根据Oracle还原内容选择的不同，需要准备不同的环境，当还原内容是CONTROLFILE
时，环境要求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作为备份服务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备份服务器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备份服务器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备份规则产生的 Oracle的 CONTROLFILE备份数据。

4. 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作为还原目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还原目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该工作机是 Oracle CONTROLFILE 备份规

则中对应的工作机。

5. 还原目标机需装有可执行的 Oracle数据库软件（请确保服务是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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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还原目标机的 Oracle数据库的状态需开启为 nomount状态，按照如下步骤将数据库启

动到 nomount状态：

a. 将 Oracle启动到 nomount状态：

SQL>startup nomount

b. 此时成功将数据库启动到 nomount状态。

c. 修改完毕后，输入以下命令确认数据库状态：

SQL> select status from v$instance;

5.2.5.3.7 SPFILE

用户根据 Oracle还原内容选择的不同，需要准备不同的环境，当还原内容是 SPFILE 时，

环境要求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作为备份服务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备份服务器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备份服务器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备份规则产生的 Oracle的 SPFILE 备份数据。

4. 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作为还原目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还原目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该工作机是 Oracle SPFILE 备份规则中对应

的工作机。

5. 还原目标机需装有可执行的 Oracle数据库软件（请确保服务是打开的）。

6. 还原目标机的 Oracle数据库的状态需开启为 nomount状态，按照如下步骤将数据库启

动到 nomount状态：

SPFILE文件丢失，源机是不可以启动到 nomount状态的，但是可以通过 Oracle自带的 pfile文
件来进行启动。

a. 首先需要找到 Oracle自带的 pfile的位置：

#find $ORACLE_BASE -name "init.ora*"

b. 此时会显示一个具有数字后缀的 init.ora.xxxxxxx的文件路径，举例：

/orcl/app/oracle/admin/orcl/pfile/init.ora.7172019193418

c. 通过 pfile文件将 Oracle启动到 nomount状态：

SQL>startup nomount

pfile='/orcl/app/oracle/admin/orcl/pfile/init.ora.7172019193418';

d. 此时成功将数据库启动到 nomount状态。

5.2.5.4 Oracle定时还原·新建规则

还原·新建·Oracle·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还原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目标类型选择为“Oracle”。

Oracle还原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包含“基本设置”、“还原内容”和“还原选

项”。具体的每个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2. 单击“确定”，完成 Oracle的还原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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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racle的归档日志还原会在创建还原规则后，会显示失败，处于停止状态，需要用户
在底层进行操作配置来完成后续的还原任务，详见归档日志还原的后续操作。

2. Oracle的异机整库还原会在创建还原规则后，会显示失败，处于停止状态，需要用户

在底层进行操作配置来完成后续的还原任务，详见异机整库还原的后续操作。

5.2.5.4.1 基本设置

数据库实例名：还原目标机中 Oracle数据库实例名。

用户可以通过 sql语句进行查询：

SQL>select instance_name from v$instance;

Oracle Home目录：还原目标机中安装 Oracle数据库的环境变量路径。

Windows操作系统用户通过 Oracle数据库的安装位置来进行查看。

Linux操作系统用户可以通过在安装 oracle数据库的用户中输入以下命令进项查看：

[oracle@localhost ~]$ echo $ORACLE_HOME

5.2.5.4.2 还原内容

整库：还原 Oracle中的所有数据库。

PDBs：还原 Oracle可插拔式数据库。

此 PDBs仅 Oracle 12c以上的版本适用。

CDB root：数据库容器（Container Database），存储着 Oracle自用的元数据、代码及数

据，还原 Oracle数据库容器。

此 CDB root仅 Oracle 12c以上的版本适用。

ARCHIVE LOG：归档日志，是数据库运行在归档模式下的产物。备份 Oracle归档日志。

CONTROL FILE：当启动数据库实例和挂载数据库时，就会读取控制文件。而控制文件

中的项目则指定了构成数据库的物理文件，备份 Oracle控制文件。

SPFILE：服务器参数文件（Server Parameter Files），以二进制文本形式存在，不能用 vi
编辑器对其中参数进行修改，只能通过 SQL命令在线修改，备份 Oracle 服务器参数文件。

1. Oracle数据库的不同类型内容的还原，需要不同的环境要求。详见上一节还原环境要

求。

2. Oracle数据库的整库备份，不仅数据库都必须启动为 open状态，还需要开启归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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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4.3 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5.2.5.4.4 还原选项

当“还原内容”选择“整库”、“PDBs”和“CDB root”时：

并行流数：支持多通道恢复，默认为 4。

还原：还原数据库默认还原到最近一次备份，如果您想还原到以前的备份，请设置适合

执行的时间点。

 还原到最新备份：默认还原到最新的数据。

 还原到指定的备份：根据用户指定的规定进行还原数据。

恢复：恢复数据库默认恢复到最近一次备份，如果您想恢复到以前的备份，请设置适合

执行的时间点。

 还原到最新备份：默认还原到最新的整库数据。

 还原到指定的备份：根据用户指定的规定进行还原整库数据。

 日期：选择日期时间点进行还原。

 SCN：可以根据页面提示范围填写。系统改变号（System Change Number），是在某个

时间点定义数据库已提交版本的时间戳标记，Oracle为每个已提交的事务分配一个唯一

的 SCN，SCN的值是对数据库进行更改的逻辑时间点，对数据修改的累计计数，主要用

于比较数据修改的前后次序， 数据文件、redo文件，控制文件中都有记录，这样可以保

证数据完整性及一致性，Oracle使用此编号记录对数据库所做的更改。

 日志选择：可以查看日志线程号和日志序列号以及相应的时间并进行选择。

“还原，指的是将物理的数据文件等还原到恢复目标机。

“恢复”，指的是根据物理文件进行逻辑的数据恢复。

日志序列号：记录切换日志组的累计次数，数据恢复时使用（特别是归档日志恢复）。

SQL>select sequence# , group# from v$log ; #用于查询数据库日志序列号

线程：查看日志线程。

SQL>select THREAD# from v$log; #用于查看日志线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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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还原内容”选择“ARCHIVELOG”时：

还原归档日志默认还原到最近一次备份，如果您想还原到以前的备份，请设置适合执行的

时间点。

 还原到最新备份：默认还原到最新的归档日志数据。

 还原到指定的备份：暂不支持。

当“还原内容”选择“CONTROLFILE”时：

DBID：用户需要填写还原目标机中 Oracle的 DBID，每个 Oracle都有固定的 DBID数字，

此数字。

可以通过备份服务器的备份文件名来获得。找到用户备份时在备份服务器的目录路径，找到备份文

件“c-AAAA-日期-序号”，其中 AAAA便是此 DBID。

备份文件名称：用户需要填写备份服务器中备份数据的文件名称。

可以通过备份服务器的备份文件名来获得。找到用户备份时在备份服务器的目录路径，找到备份文
件“info2_ctrl_xxxx”，此文件名便为备份文件名称。

当“还原内容”选择“SPFILE”时：

DBID：用户需要填写还原目标机中 Oracle的 DBID，每个 Oracle都有固定的 DBID数字，

此数字。

可以通过备份服务器的备份文件名来获得。找到用户备份时在备份服务器的目录路径，找到备份文
件“c-AAAA-日期-序号”，其中 AAAA便是此 DBID。

备份文件名称：用户需要填写备份服务器中备份数据的文件名称。

可以通过备份服务器的备份文件名来获得。找到用户备份时在备份服务器的目录路径，找到备份文
件“info2_ctrl_xxxx”，此文件名便为备份文件名称。

存放位置和名称：用户自行填写需要将 spfile文件恢复至还原目标机的路径位置并设置

名称。名称固定为“spfileorcl.ora”。

路径可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Windows OS下spfile的存放位置为:

<Oracle环境变量的路径>\dbs\

存放位置和名称应填写为：

<Oracle环境变量的路径>\dbs\spfileorcl.ora

Linux OS下spfile的存放位置可以通过以下命令进行查询:

[oracle@localhost ~]# pwd $ORACLE_HOME/dbs

得到的路径假设为：/A/B/C/dbs

则存放位置和名称应填写为：

/A/B/C/dbs/spfileorcl.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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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4.5 还原流程

用户在创建还原规则后的后续操作都需要用户进入到还原目标机的操作系统。

5.2.5.4.6 异机整库还原

异机还原参考步骤如下：

“目标端启动到 nomount状态”→“目标端建立 libobk.so链接”→“建立还原规则”→“拷

贝源端 Oracle_Disk_SBT_Catalog到还原目标端”→“修改脚本，还原控制文件”→“修

改脚本，还原数据文件”→“修改 redolog位置”（可无）→“alter database open resetlogs
启动数据库”。

异机整库的还原，在创建完整库还原规则后，执行规则后会显示失败，后续操作步骤如下：

为了方便用户对还原机器的辨认，我们假设备份规则中：A机为工作机（也成为源机），B
机为灾备机。还原规则中：B机为灾备机，C机为还原目标机（也就是异机）

1. 当前的状态为：当前数据库处于 nomount，然后创建了异机整库的还原规则，状态显

示为失败。此时在还原目标机 C机中会在/etc/sdata/sbt目录下会自动生产一个还原脚

本 rc.sh。

2. 确保当前数据库处于 nomount是为了先还原数据库的控制文件 Controlfile，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

a. 用户在灾备机 B机中的用户自定义的备份数据目录下找到

Oracle_Disk_SBT_Catalog文件，将此文件拷贝到还原目标机 C机相同目录下

/etc/sdata/sbt。

b. 在还原目标机 C机中修改 Oracle_Disk_SBT_Catalog文件的权限和所有组：

#chown 用户名:所有组 Oracle_Disk_SBT_Catalog

此用户名和用户组指的是还原目标机 C机 Oracle数据库对应的用户名及用户组。

c. 修改还原目标机 C机中/etc/sdata/sbt目录下的还原脚本 rc.sh文件增加两段代码：

***

send ‘ENV=(UUID=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set DBID = XXXXXX;

restore controlfile from ‘info2_ctrl_XXXX_XXXX’

删除下面的内容：

restore database;

recover database;

***

增加的两段代码中：

DBID可以通过灾备机 B机的备份文件名来获得。找到用户备份时在灾备机 B机的目录路径，
找到备份文件“c-AAAA-日期-序号”，其中 AAAA便是此 DBID。

controlfile控制文件名可以通过灾备机 B机的备份文件名来获得。找到用户备份时在备份服务
器的目录路径，找到备份文件“info2_ctrl_xxxx”，此文件名便为备份文件名称。

d. 保存并执行当前 rc.sh脚本文件：

[root@localhost sbt]#./rc.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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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此时可以在还原目标机 C机的/var/i2data/log/sbt目录下查看日志是否完成控制文

件的恢复。

3. 控制文件 Controlfile恢复完成后，开始进行数据文件的还原，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a. 将数据库启动到 mount状态：

SQL>alter database mount;

b. 在还原目标机 C机上创建文件夹，用于存放还原后的数据文件，并修改文件夹的

权限和所有组与 C机 Oracle数据库的用户组权限保持一致：

#chown 用户名:所有组 文件夹名

此用户名和用户组指的是还原目标机 C机 Oracle数据库对应的用户名及用户组。

c. 在灾备机 B机中的备份路径中找到备份数据的文件，命名的方式为

“info2_data_xxxx”，根据用户备份数据的大小来决定此备份文件数的多少。

d. 进入源机 A机的操作系统，切换到装有 Oracle的用户，输入以下指令进入到

RMAN：
[oracle@localhost i2]#rman target /

e. 在 RMAN下查看数据文件有哪些数据文件：

RMAN> list backup;

f. 在参数 Handle中，找到与灾备机 B机中备份数据文件名一致的 RMAN备份列表，

如下所示：

此图同示例为 C机中 RMAN列表的三份备份数据，对应的灾备机 B机中也有三个备份数据文
件，分别为 info2_data_37_1_1027953004，info2_data_38_1_1027953147和
info2_data_39_1_1027953155。对应的 C机在 RMAN列表中会显示。

g. 此时找到了数据文件的序号和文件名，如下图所示：

下图就是用户需要找到的数据，左侧是序列号，右侧是我们需要还原的数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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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就是我们要找的序列数（序列数取最大值，此时 10为最大值）

h. 此时修改还原目标机 C机中的 rc.sh脚本文件，删除之前的这段代码：

***

send ‘ENV=(UUID=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set DBID = XXXXXX;

restore contrlfile from ‘info2_ctrl_XXXX_XXXX’

***

i. 新增代码，将获得的序列号和文件：

***

send ‘ENV=(UUID=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set until sequence 序列数（序列数取最大值，上图显示为10）;

set newname for datafile 序列号 to ‘文件名’;

restore database;

switch datafile all;

recover database;

...

***

示例：

set until sequence 10;

Set newname for datafile 1 to ‘/orcl/app/oracle/oradata/ORCL/datafile/o1_mf_system_gohs34xs_.dbf’;

Set newname for datafile 3 to ‘/orcl/app/oracle/oradata/ORCL/datafile/o1_mf_sysaux_gohs48ms_.dbf’;

Set newname for datafile 4 to ‘/orcl/app/oracle/oradata/ORCL/datafile/o1_mf_undotbs1_gohs52bm_.dbf’;

Set newname for datafile 5 to ‘/orcl/app/oracle/oradata/ORCL/datafile/o1_mf_system_gohs86xw_.db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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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e database;

switch datafile all;

recover database;

***

用户需按照以上示例格式编写完所有的序号和文件，有多少写多少。

序列号不一定是连续的，可能会出现断数的情况。

编写也不一定要按照序列号的大小排序，可以任意排序。

set newname for datafile 1 to ‘/路径 a/xxx.dbf’;

j. 保存并执行当前 rc.sh脚本文件：

[root@localhost xxx]#./rc.sh

k. 完成数据文件的恢复。

4. 修改 redolog日志，重定向打开数据库，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当源机 A机和还原目标机 C机的 Oracle安装路径等不一致时，需要进行 redolog日志的重定向
步骤，Oracle安装路径等都一致的情况下，无需进行重定向日志的此步骤操作，数据恢复已完成，
可以直接进行打开查看数据。

a. 通过以下语句查看源机 A机的重定向文件：

SQL>select member from v$logfile;

b. 显示内容如下：

c. 进入还原目标机的 C机中，此时的数据库依旧是 mount状态，将以上从源机 A
机中获得的重定向文件路径添加至 C机中（全备恢复可以忽略此项，执行下一

步）：

格式如下：

SQL>alter database <rename file xxx> to 与定向相同路径下的自定义文件名;

...

示例：

SQL>alter database rename file

'/opt/oracle/rec/data/ORAL/onlinelog/o1_mf_1_gmc2lrcd_.log' to

'/opt/oracle/rec/data/ORAL/redo1.log';

SQL>alter database rename file

'/opt/oracle/rec/flash_recovery_area/ORAL/onlinelog/o1_mf_1_gmc2lryt_.log' to

'/opt/oracle/rec/data/ORAL/redo2.log';

SQL> alter database renam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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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oracle/rec/data/ORAL/onlinelog/o1_mf_2_gmc2lsxh_.log' to

'/opt/oracle/rec/flash_recovery_area/ORAL/redo3.log';

SQL> alter database rename file

'/opt/oracle/rec/flash_recovery_area/ORAL/onlinelog/o1_mf_2_gmc2ltss_.log' to

'/opt/oracle/rec/flash_recovery_area/ORAL/redo4.log';

...

确保 SQL>alter database rename file 'D' to 'E';语句中，E在还原目标机 C机中有对应的目录。

且此目录文件夹的权限和所有组与 C机 Oracle数据库的用户组权限必须保持一致。

用户需按照以上示例格式编写完所有的重定向文件，有多少写多少，缺一不可。

SQL> alter database rename file '路径 b/xxx.log' to '路径 c/xxx.log';

路径 b指的是源机 A机通过步骤 4获得的路径。

路径 c指的是：异机 C机中$ORACLE_BASE/oradata。

5. 完成以上重定向文件操作后，启动数据库，打开数据库查询结果：

SQL>alter database open resetlogs;

6. 数据和原库对比，数据一致，还原成功。

7. 此时的整库还原规则状态显示为“完成”。

1. 建议目标还原机 C机与源机 A机的操作系统版本，Oracle 版本信息以及实例安装路径
以及数据文件等路径尽量一致最好，若不一致的话，需要用户自行修改还原路径等相

关信息。

2. 如若出现以下错误，是由于 libobk.so 没有调用成功，建议检查是否做了软连接，或者
已存在别的备份产品。

3. rman日志目录在安装目录下：

/var/i2data/log/sbt/规则 uuid/rman_20xx-xx-xx.log

4. sbt目录权限应和数据库创建的权限一致，否则会报以下错误：

rman日志：

released channel: ch01
RMAN-005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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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AN-00569: =============== ERROR MESSAGE STACK FOLLOWS
===============
RMAN-00571:
===========================================================
RMAN-03009: failure of backup command on ch01 channel at 10/21/2019 10:24:12
ORA-19506: failed to create sequential file, name="info2_data_s13_p1_t1022235850",
parms=""
ORA-27028: skgfqcre: sbtbackup returned error
ORA-19511: non RMAN, but media manager or vendor specific failure, error text:
(UTF-8) sbtpvt_catalog_open: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nfo2soft\node\etc\sbt\\Oracle_Disk_SBT_Catalog, open error, errno = 13

5. Oracle还原过程中 RMAN-20208: UNTIL CHANGE is before RESETLOGS change问题

指导：

Starting restore at 2019-12-12 16:32:38
released channel: ch01
RMAN-00571:
===========================================================
RMAN-00569: =============== ERROR MESSAGE STACK FOLLOWS
===============
RMAN-00571:
===========================================================
RMAN-03002: failure of restore command at 12/12/2019 16:32:38
RMAN-20208: UNTIL CHANGE is before RESETLOGS change
Oracle不完全还原完成后 resetlogs，会产生一个 incarnation（化身），后续 scn等参照

点在该 incarnation上进行，如果还原到其它化身上，需要指定要还原的参照点的
incarnation。

原理解释：

每次 Oracle不完全还原完成，都会进行 alter database open resetlogs方式启动，此时会

开展一个新的化身，下次再还原到其它化身上的 scn，需通过命令 reset database to
incarnation xx(化身编号)来指定还原，化身查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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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4.7 归档日志还原

归档日志的还原，在创建完归档日志还原规则后，执行规则后会显示失败，后续操作步骤

如下：

1. 在还原目标机中使用 Oracle权限的用户登录至操作系统并进入到 RMAN：
[oracle@localhost ~]$ rman target /

2. 查找序列号，在 RMAN下找：

[oracle@localhost ~]$ list backup

3. 用户根据需求在 RMAN的备份列表找到选择对应的序列号，例如（2-6）。

4. 用户通过单击查看日志，获取到对应到此还原规则对应的规则 ID。

可在控制机上的 URL上获取到 https://控制机地址:58086/timing/restore/logs规则/ID
（4916D1C5-26A1-C35D-0E25-1B2C60E27E50）。

此时 4916D1C5-26A1-C35D-0E25-1B2C60E27E50便是我们需要的规则 ID。

5. 找到规则 ID的文件放置位置，并找到一份文件 rc.sh。

Windows OS下的路径在<安装路径>\sbt\规则 ID\rc.sh。

Linux OS下的路径在/etc/sdata/sbt/规则 ID/rc.sh。

6. 修改 rc.sh文件

根据步骤3获得的序列号（2-6）写入此文件中，示例如下：

源文件为：

restore archivelog all;

改为：

restore archivelog from logseq from 2 until logseq 6;

7. 此时查看此规则的状态显示为“完成”。

5.2.6 Oracle单机合成备份与还原

数据库合成备份、还原功能可以实现对数据库更高效率的定时备份，能迅速拉起使用备份

数据。合成备份产生镜像数据文件，存储在备份复制卷中。仅在第一次备份时进行全备，

后续每个备份时间点进行增量备份，合成生成新的全量数据。当要还原使用备份数据时，

对相应镜像文件自动克隆出可用快照至副本卷。备份所用的复制卷、还原所用的副本卷，

均为存储节点挂载至工作机、恢复目标机的卷。

主要功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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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库数据定时热备份：在数据库工作状态下可设置自动定时热备，并可在 i2UP控制

台对备份数据直接管理。在每个数据备份任务完成后执行快照任务，以便后续恢复使用。

2、备份数据副本快速挂载：定时备份数据历史点时间快照的副本快照通过 iSCSI数据访

问协议提供给主机访问。

数据库合成备份还原功能示意图如下：

Oracle单机合成备份与还原基于 iSCSI挂载的ZFS卷技术和Oracle备份还原镜像脚本技术。

要使用 Oracle合成备份还原，需要配置 ZFS 卷，再配置对应的应用保护规则。ZFS 卷管理

可以使用存储管理里面的 ZFS存储池和创建卷的管理模块。配置应用保护规则时，目标类

型选择“备份快照”即可。

备份 Oracle产生备份镜像数据时，第一次进行全备，在全备的基础上进行增量备份并及时

更新镜像文件，备份数据包括：备份数据库的数据文件、归档日志以及控制文件，当备端

存在 Oracle的备份镜像文件时，可以需求进行整体还原。

ZFS存储节点需要创建存储池，要求系统必须为 el7。

Oracle合成备份具体的兼容性列表如下（支持单节点文件系统/ASM 的 Oracle实例的备份

恢复）：

Oracle 数据库版本 操作系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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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11g R1/R2

Oracle 12c R1/R2

Oracle 19c

Linux

RHEL/CentOS 5 x86_64 (5.0 到 5.11)

RHEL/CentOS 6 x86_64 (6.0 到 6.10)

RHEL/CentOS 7 x86_64 (7.0 到 7.8)

RHEL/CentOS 8 x86_64 (8.0 到 8.2)

SUSE 10 SP1/SP2 x86_64

SUSE 11 SP1/SP2/SP3/SP4 x86_64

SUSE 12 SP2/SP3/SP4/SP5 x86_64

Ubuntu 12.04.2/.3/.4 x86_64

Ubuntu 14.04 x86_64

Ubuntu 14.04.3/.4 x86_64

Oracle Linux 5 x86_64 (5.0 到 5.11)

Oracle Linux 6 x86_64 (6.0 到 6.10)

Oracle Linux 7 x86_64 (7.0 到 7.7)

Debian 7.1 x86_64

Windows

Windows XP x86（需 SP3 及以上）

Windows Server 2003 x86(需 SP2 及

以上)

Windows Server 2003 R2 x86(需

SP2 及以上)

Windows Server 2008 x86

Windows Server 2008 R2 x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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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7 x86

Windows 8 x86

Windows 8.1 x86

Windows 10 x86

Windows Server 2003 x86_64

Windows Server 2003 R2 x86_64

Windows Server 2008 x86_64

Windows Server 2008 R2 x86_64

Windows 7 x86_64

Windows 8 x86_64

Windows 8.1 x86_64

Windows 10 x86_64

Windows Server 2012 R2 x86_64

Windows Server 2016 x86_64

Windows Server 2019 x86_64

5.2.6.1 Oracle合成备份·环境要求

新建 Oracle合成备份规则前，需要在数据库工作机挂载复制卷。

环境部署具体操作见下文。

5.2.6.1.1 系统配置

1. 在控制机部署 i2UP管理平台，在灾备机（即提供 zfs存储的节点）部署 i2node for CDM
storage、工作机以及恢复目标机部署 i2node。

2. 配置存储节点 ZFS：

a. ZFS存储节点需要创建存储池，要求系统必须为 e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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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ZFS 存储节点上需要安装 ZFS，可以参考 i2UP 安装部署手册。完成后检查是否

存在 zfs进程：

# lsmod | grep zfs

c. ZFS存储节点上需要安装 targetcli，并保证 target服务运行中：

# yum -y install targetcli

# systemctl start target.service

# systemctl status target.service

设置为开机自启动：

# systemctl enable target.service

d. 存在可用的未创建文件系统的裸设备。

3. 要保证数据库工作机系统开启 iSCSI服务。

a. Linux客户端：

#yum -y install iscsi-initiator-utils

b. Windows客户端：

找到 iscsi发起程序，双击：

4. 要备份的 Oracle数据库开启归档模式。

a. 查看下当前归档模式是否开启：

SQL> archive log list

显示的 Database log mode的结果需要和以下的信息保持一致：

Database log mode Archive Mode

b. 如若不一致（显示模式为：No Archive Mode），开启归档模式的步骤如下:

开启归档模式需要将数据库状态启动为 mount才可以开启。

i. 首先需要关闭当前数据库的状态：

SQL> shutdown immediate

ii. 此时将数据库启动到 mount状态：

SQL> startup mount

SQL> alter database archivelog;

c. 此时再将数据库启动为 open状态，并查询是否开启归档模式：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SQL> archive log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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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1.2 挂载复制卷

关于存储池、复制卷部分说明可以参考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存储池管理、资源管理·存

储管理·复制卷管理章节。在数据库工作节点挂载复制卷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存在可用的 CDM容量许可、Backup许可。

2. 在 i2UP控制台注册的节点管理页面将存储节点、数据库工作机注册为容灾节点。

3. 在存储池管理界面，为 ZFS 存储节点创建存储池。：

a. 单击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池管理，单击“新建”按钮，进入存储池新建界面

b. 配置存储池相关信息：

i. 填写目标存储节点 IP 地址和 RPC 端口，格式是 IP:PORT，（RPC 作为灾备

机时默认端口为 26821）例：172.20.71.128:26821。
ii. 选择未创建文件系统的裸设备作为存储池磁盘。

iii. 填写授权容量（不能超过裸设备大小也不能超过可用 CDM容量大小）。

c. 单击“确定”按钮，新建存储池，在管理页面可查看新建的存储池信息。

4. 在复制卷管理界面，创建挂载至数据库工作机的复制卷：

a. 客户端选择要备份的 Oracle数据源端，

b. 可以勾选想要建立文件系统，也可以选择不创建文件系统

选择不创建文件系统，在配置完 Oracle合成备份规则后会自动创建 xfs文件系统。

5.2.6.2 Oracle合成备份·新建备份

配置 Oracle合成备份规则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存在可用的存储节点，完成工作机必须的存储池配置。

2. 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源类型选择为“Oracle”，目标类型选

择为“备份快照”。

3. 配置 Oracle合成备份规则，完成后单击“确定”提交规则。

4. 可在备份规则管理界面查看规则当前状态，上次备份任务执行情况、上次成功任务完

成时间等信息。

5. 可在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复制卷管理界面查看数据库源端挂载的复制卷的快照列表

查看备份数据。

5.2.6.2.1 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备份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

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备份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工作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工作机。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

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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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源类型：本章节描述 Oracle备份。故选择“Oracle”。

目标类型：选则“备份快照”。

超时阈值：执行过程中失败时重试的最大时间，超出时间阙值外未完成备份则产生告警，

可设置在 0-168小时范围内。0表示关闭告警设置。

备份目标路径：用户自行选择用于备份时产生的配置文件在灾备机存放的路径。

存储池：Oracle源机挂载的复制卷所属的存储池。

复制卷：Oracle源机挂载的复制卷。

挂载点：选择复制卷在数据库源机的挂载点。

数据库实例名：工作机中 Oracle数据库实例名。

用户可以通过 sql语句进行查询：

SQL>select instance_name from v$instance;

Oracle Home目录：工作机中安装 Oracle数据库的环境变量路径。

Windows操作系统用户通过 Oracle数据库的安装位置来进行查看。

Linux操作系统用户可以通过在安装 oracle数据库的用户中输入以下命令进项查看：

# su - oracle

# echo $ORACLE_HOME

5.2.6.2.2 备份策略

备份窗口：用户自行自定义时间段，即只有在此设置的这段时间范围内，才可以开始执

行备份任务（默认 00：00-23：59，全天 24小时内）。

仅仅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才会生效。“立刻执行”不生效，可以直接忽略。

策略类型：选择“周期性任务”。设置数据备份和日志备份时间。

只有数据备份才能产生快照时间点，恢复时选择不超过恢复时间点的最接近快照时间点，恢复时会
根据备份的日志进行不完全恢复。

5.2.6.3 Oracle合成备份还原·环境要求

5.2.6.3.1 还原说明

还原后会在恢复目标机器恢复出与备份源数据库的同名实例，Linux支持不同名实例的目

标库还原环境，Windows环境仅支持同实例名的还原环境。不管源环境为文件系统还是

ASM，恢复后均为文件系统的实例。

如果选择还原到源机：

1. 一旦还原完成，数据库就会转移数据目录至还原规则配置的挂载点目录。

2. 请在还原前后停止备份规则，防止冲突造成错误。

如果选择还原到异机：

只要确保数据库还原目标机参数文件可用（可使数据库进入 nomount状态）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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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3.2 环境配置

1. 恢复目标端部署 i2node。

2. 要保证恢复目标机开启 iSCSI服务（可以参考备份章节的系统配置）。

3. 在 i2UP控制台注册恢复目标机为工作节点并授权 backup许可。

4. 确保 zfs存储节点正常可用。

5. 查询是否存在可用快照点：

进入资源管理·复制卷管理界面，在备份数据源端相应的复制卷的操作栏单击“快照列表”

查看快照点。

还原数据时，对恢复目标机的数据库状态无要求。

5.2.6.4 Oracle合成备份·新建还原

配置 Oracle合成备份还原规则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 zfs存储节点、恢复目标机可用、完成上述配置。

2. 选择相应的数据库合成备份规则，在操作栏单击“恢复”，进入还原新建页面。

3. 配置还原规则后，单击“确定”提交规则。

4. 等待还原规则状态显示为“完成”即可，进入恢复目标机查看恢复数据情况。

5.2.6.4.1 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块设备备份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

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还原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备份服务器：显示选择合成备份规则对应的备份服务器。

还原目标机：选择恢复目标机。

源类型：显示“备份快照”。

目标类型：显示“Oracle”。

备份数据目录：显示合成备份规则配置的备份数据目录。

存储池：选择合成备份规则对应的存储池。

复制卷：选择合成备份规则对应的复制卷。

挂载点：选择恢复数据在还原目标机的挂载点。

数据库实例名：还原目标机中 Oracle数据库实例名。

用户可以通过 sql语句进行查询：

SQL>select instance_name from v$instance;

Oracle Home目录：还原目标机中安装 Oracle数据库的环境变量路径。

Windows操作系统用户通过 Oracle数据库的安装位置来进行查看。

Linux操作系统用户可以通过在安装 oracle数据库的用户中输入以下命令进项查看：

# su - oracle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248 -

# echo $ORACLE_HOME

5.2.6.4.2 还原选项

快照点选择：选择要恢复的快照时间点。

不完全恢复：默认恢复到所选快照时间点，如果您想恢复到其他备份时间点，请选择不

完全恢复并选择适合执行的时间点。

 日期：选择日期时间点进行还原。

 SCN：系统改变号（System Change Number），是在某个时间点定义数据库已提交版本

的时间戳标记，Oracle为每个已提交的事务分配一个唯一的 SCN，SCN的值是对数据库

进行更改的逻辑时间点，对数据修改的累计计数，主要用于比较数据修改的前后次序，数

据文件、redo文件，控制文件中都有记录，这样可以保证数据完整性及一致性，Oracle
使用此编号记录对数据库所做的更改。

 日志：可以查看日志线程号和日志序列号以及相应的时间并进行选择。

日志序列号：记录切换日志组的累计次数，数据恢复时使用（特别是归档日志恢复）。

SQL>select sequence# , group# from v$log ; #用于查询数据库日志序列号

线程：查看日志线程。

SQL>select THREAD# from v$log; #用于查看日志线程数

当选择不完全恢复时，快照点的选择应该为：最接近恢复时间点而不超过的回复时间点的快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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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MySQL合成备份与还原

数据库合成备份、还原功能可以实现对数据库更高效率的定时备份，能迅速拉起使用备份

数据。合成备份产生镜像数据文件，存储在备份复制卷中。仅在第一次备份时进行全备，

后续每个备份时间点进行增量备份，合成生成新的全量数据。当要还原使用备份数据时，

对相应镜像文件自动克隆出可用快照至副本卷。备份所用的复制卷、还原所用的副本卷，

均为存储节点挂载至工作机、恢复目标机的卷。

主要功能如下：

1、数据库数据定时热备份：在数据库工作状态下可设置自动定时热备，并可在 i2UP控制

台对备份数据直接管理。在每个数据备份任务完成后执行快照任务，以便后续恢复使用。

3、备份数据副本快速挂载：定时备份数据历史点时间快照的副本快照通过 iSCSI数据访

问协议提供给主机访问。

数据库合成备份还原功能示意图如下：

MySQL合成备份与还原基于 iSCSI挂载的 ZFS 卷技术和 innobackupex数据备份工具，实

现了MySQL数据库快速备份恢复。要使用合成备份还原，需要配置 ZFS 卷，再配置对应

的应用保护规则。ZFS卷管理可以使用存储管理里面的 ZFS 存储池和创建卷的管理模块。

配置应用保护规则时，目标类型选择“备份快照”即可。

ZFS存储节点需要创建存储池，要求系统必须为 el7。

MySQL合成备份仅支持 Linux客户端的数据库源机，具体的兼容性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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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QL 数据库版本 操作系统版本

5.7.x

Linux

RHEL/CentOS 5 x86_64 (5.0 到 5.11)

RHEL/CentOS 6 x86_64 (6.0 到 6.10)

RHEL/CentOS 7 x86_64 (7.0 到 7.8)

RHEL/CentOS 8 x86_64 (8.0 到 8.2)

SUSE 10 SP1/SP2 x86_64

SUSE 11 SP1/SP2/SP3/SP4 x86_64

SUSE 12 SP2/SP3/SP4/SP5 x86_64

8.0.x

Ubuntu 12.04.2/.3/.4 x86_64

Ubuntu 14.04 x86_64

Ubuntu 14.04.3/.4 x86_64

Oracle Linux 5 x86_64 (5.0 到 5.11)

Oracle Linux 6 x86_64 (6.0 到 6.10)

Oracle Linux 7 x86_64 (7.0 到 7.7)

Debian 7.1 x86_64

5.2.7.1 MySQL合成备份·环境要求

新建 Oracle合成备份规则前，需要在数据库工作机挂载复制卷。

环境部署具体操作见下文。

5.2.7.1.1 系统配置

1. 在控制机部署 i2UP管理平台，在灾备机（即提供 zfs存储的节点）部署 i2node for CDM
storage、MySQL数据库工作机以及恢复目标机部署 i2node。

2. 配置存储节点 ZFS：

a. ZFS存储节点需要创建存储池，要求系统必须为 el7。
b. ZFS 存储节点上需要安装 ZFS，可以参考 i2UP 安装部署手册。完成后检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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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zfs进程：

# lsmod | grep zfs

c. ZFS存储节点上需要安装 targetcli，并保证 target服务运行中：

# yum -y install targetcli

# systemctl start target.service

# systemctl status target.service

设置为开机自启动：

# systemctl enable target.service

d. 存在可用的未创建文件系统的裸设备。

3. 要保证数据库工作机系统开启 iSCSI服务。

Linux客户端：

# yum -y install iscsi-initiator-utils

4. MySQL数据库工作机开启 binlog：

i. 确保 my.cnf至少存在以下参数，：

[mysqld]

server_id = //给服务器分配一个独一无二的ID编号; n的取值范围是1~2的32次方启用二进制日志功能

log-bin=目录/mysql-bin.log //binlog日志名

binlog_format = //binlog日志格式

ii. 重启MySQL数据库服务即可。

iii. 登入数据库查询，log_bin显示为 ON，则成功开启 binlog：
# show variables like 'log_%';

5. MySQL数据库工作机安装 xtrabackup：

i. 在工作机系统安装 xtrabackup。
ii. 确保 my.cnf存在以下参数：

[client]

socket=/var/lib/mysql/mysql.sock（与[mysqld]下的socket保持一致）

5.2.7.1.2 挂载复制卷

关于存储池、复制卷部分说明可以参考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存储池管理、资源管理·存

储管理·复制卷管理章节。在数据库工作节点挂载复制卷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存在可用的 CDM容量许可、Backup许可。

2. 在 i2UP控制台注册的节点管理页面将存储节点、数据库工作机注册为容灾节点。

3. 在存储池管理界面，为 ZFS 存储节点创建存储池。：

a. 单击菜单栏资源管理·存储池管理，单击“新建”按钮，进入存储池新建界面

b. 配置存储池相关信息：

i. 填写目标存储节点 IP 地址和 RPC 端口，格式是 IP:PORT，（RPC 作为灾备

机时默认端口为 26821）例：172.20.71.128:26821。
ii. 选择未创建文件系统的裸设备作为存储池磁盘。

iii. 填写授权容量（不能超过裸设备大小也不能超过可用 CDM容量大小）。

c. 单击“确定”按钮，新建存储池，在管理页面可查看新建的存储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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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复制卷管理界面，创建挂载至数据库工作机的复制卷：

a. 客户端选择要备份的MySQL数据源端。

b. 可以勾选想要建立文件系统，也可以选择不创建文件系统。

选择不创建文件系统，在配置完MySQL合成备份规则后会自动创建 xfs文件系统。

5.2.7.2 MySQL合成备份·新建备份

配置MySQL合成备份规则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确保存在可用的存储节点，完成工作机必须的存储池配置。

2. 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源类型选择为“MySQL”，目标类型选

择为“备份快照”。

3. 配置MySQL合成备份规则，完成后单击“确定”提交规则。

4. 可在备份规则管理界面查看规则当前状态，上次备份任务执行情况、上次成功任务完

成时间等信息。

5. 可在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复制卷管理界面查看数据库源端挂载的复制卷的快照列表

查看备份数据。

5.2.7.2.1 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备份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

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备份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工作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工作机。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

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源类型：本章节描述MySQL备份。故选择“MySQL”。

目标类型：选则“备份快照”。

超时阈值：执行过程中失败时重试的最大时间，超出时间阙值外未完成备份则产生告警，

可设置在 0-168小时范围内。0表示关闭告警设置。

备份目标路径：用户自行选择用于备份时产生的配置文件在灾备机存放的路径。

存储池：MySQL源机挂载的复制卷所属的存储池。

复制卷：MySQL源机挂载的复制卷。

挂载点：选择复制卷在数据库源机的挂载点。

用户名：登录MySQL数据库的用户名。

密码：登录MySQL数据库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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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时间：连接MySQL数据库的超时时间。

端口：MySQL数据库端口，默认为 3306，可根据数据库实际情况修改。

MySQL执行目录：MySQL数据库安装目录

5.2.7.2.2 备份策略

备份窗口：用户自行自定义时间段，即只有在此设置的这段时间范围内，才可以开始执

行备份任务（默认 00：00-23：59，全天 24小时内）。

仅仅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才会生效。“立刻执行”不生效，可以直接忽略。

策略类型：选择“周期性任务”。设置数据备份和日志备份时间。

只有数据备份才能产生快照时间点，恢复时选择不超过恢复时间点的最接近快照时间点，恢复时会

根据备份的日志进行不完全恢复。

5.2.7.3 MySQL合成备份还原·环境要求

5.2.7.3.1 还原说明

如果选择还原到源机：一旦还原完成，数据库就会转移数据目录至还原规则配置的挂载点

目录：请在还原前后停止备份规则；确保数据库常用命令创建软链接。

如果选择还原到异机：数据库版本与源端数据库版本一致，确保数据库常用命令创建软链

接即可。

5.2.7.3.2 环境配置

1. 恢复目标端部署 i2node。

2. 要保证恢复目标机开启 iSCSI服务（可以参考备份章节的系统配置）。

3. 如果恢复目标端数据库端口与源数据库端口一致，请停止相应数据库服务，防止端口

占用导致恢复失败。

4. 在 i2UP控制台注册恢复目标机为工作节点并授权 backup许可。

5. 确保 zfs存储节点正常可用。

6. 查询是否存在可用快照点：

进入资源管理·复制卷管理界面，在备份数据源端相应的复制卷的操作栏单击“快照列表”

查看快照点。

5.2.7.4 MySQL合成备份·新建还原

新建MySQL合成备份的还原规则操作步骤如下：

1. 选择MySQL合成备份的备份规则，单击恢复

2. 在还原界面的“还原目标机”选择相应的还原目标节点，并选择相应的挂载点。（如

果不存在，可以在选择时新建再选中）

3. 配置还原选项，选择要恢复的快照点。

4. 等待还原任务执行完成，进入恢复目标库系统：

a. 查看 mysqld进程，是否存在恢复目录 xxx 服务：

# ps ef|grep mysq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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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存在，则可以手动指定 my.cnf文件启动数据库服务：

# mysqld --defaults-file=/挂载点/my.cnf --user=root

b. 利用恢复挂载点套接字启动：

# mysql -S /挂载点/mysql/mysql.sock -uroot -p

5.2.7.4.1 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还原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

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还原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备份服务器：显示选择合成备份规则对应的备份服务器。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

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还原目标机：选择恢复目标机。

源类型：显示“备份快照”。

目标类型：显示“MySQL”。

备份数据目录：显示合成备份规则配置的备份数据目录。

存储池：合成备份规则对应的存储池。

复制卷：合成备份规则对应的复制卷。

挂载点：选择恢复数据在还原目标机的挂载点。

MySQL执行目录：还原目标机中MySQL的执行目录。

5.2.7.4.2 还原选项

快照点选择：选择要恢复的快照时间点。

不完全恢复：默认恢复到所选快照时间点，如果您想恢复到其他备份时间点，请选择不

完全恢复并选择适合执行的时间点。

 日期：选择日期时间点进行还原。

当选择不完全恢复时，快照点的选择应该为：最接近恢复时间点而不超过的回复时间点的快照点。

5.2.8 MSSQL备份与还原

MSSQL备份与还原兼容性列表如下：

MSSQL 数据库版本 操作系统

SQL Server 2005

Windows

SQL Serv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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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rver 2008 R2

SQL Server 2012

SQL Server 2014

SQL Server 2016

SQL Server 2017

SQL Server 2019

5.2.8.1 MSSQL备份·环境要求

MSSQL备份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至少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工作机

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工作机需装有可执行的 SQL Server数据库软件（请确保服务是打开的）。

4.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backup许可。

5.2.8.2 MSSQL备份·新建规则

备份·新建·MSSQL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源类型选择为“MSSQL”。

MSSQL备份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压缩加密和备份策略。具体的每

个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2. 单击“确定”，完成新建MSSQL的备份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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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2.1 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块设备备份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

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块设备备份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工作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工作机。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

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源类型：本章节描述MSSQL备份。故选择“MSSQL”。

目标类型：默认为“文件”。

超时阈值：执行过程中失败时重试的最大时间，超出时间阙值外未完成备份则产生告警，

可设置在 0-168小时范围内。0表示关闭告警设置。

备份目标路径：用户自行选择用于备份 SQL Server的数据文件至灾备机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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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名称：指的是此计算机名，可以通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属性”进行查看。

i2UP控制台会根据用户填写的工作机自动的填入数据源名称。且此选项无法手动输入。

数据库实例名：工作机中 SQL Server的数据库实例名（一般情况下，SQL Server服务的

默认实例名称是MSSQLSERVER）。

i2UP控制台会根据用户填写的工作机自动的填入数据库实例名。数据库实例名也可通过“服务”找
到“SQL Server(实例名)”，括号内的字符便是 SQL Server的数据库实例名，默认的数据库实例名为
(MSSQLSERVER)。

输入登录 SQL Server服务器的信息：分为“使用Windows NT继承安全设置WIndows”
和“使用指定的用户名称和密码”。

 使用Windows NT集成安全设置（Windows）：只要能登录这个工作机(服务器),一般使

用 windows的用户登录至数据库。

 使用指定的用户名称和密码（Users）：需要使用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数据

库。

 用户名：工作机中数据库的用户名。

 密码：工作机中数据库的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数据库登录账户的服务器角色必须具有 sysadmin权限。

连接超时：用户自定义设置连接工作机MSSQL数据库的最大时间限制。如果超过了最

大连接时间，还未访问到MSSQL数据库，则会直接停止备份任务。

备份数据库名称：工作机的 SQL Server的数据库名。用户通过单击右侧的“验证”来选

择工作机的 SQL Server中需要备份的数据库。

1. 工作机的 SQL Server的服务需要是正在运行，启动的状态，否则无法验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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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2.2 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5.2.8.2.3 备份策略

备份窗口：用户自行自定义时间段，即只有在此设置的这段时间范围内，才可以开始执

行备份任务（默认 00：00-23：59，全天 24小时内）。

仅仅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才会生效。“立刻执行”不生效，可以直接忽略。

策略类型：分为“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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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执行：设置完此备份规则后，立刻自动执行此规则。

一次性任务：备份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备份任务的开始时间，会受到备份窗口时间段的限制。

开始时间仅当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时，才需要设置。

用户设置的开始时间必的须在备份窗口设置的时间范围内，否则会提示错误“一次性任务时间不在
备份窗口内”，并无法创建备份任务。

用户设置的时间必须大于控制机当前时间，否则会提示错误“一次性任务时间不在备份窗口内”，并
无法创建备份任务。

周期性任务：备份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备份。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策略类型包括：每天、每周、每月。

 备份方式：可选全备、日志增量和差异增量的备份方式。

全备：定时对用户设定的 SQL Server数据库的备份内容进行周期性全备。

增量：备份上级日志备份以来所有变化的数据块。

差异：备份上级及同级备份以来所有变化的数据块，差异增量是默认增量备份方式。

 还原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备份保留：备份周期内保留个数（1-64内整数），超出后下一次生成备份数据时，删

除超期的备份数据。

5.2.8.3 MSSQL还原·环境要求

MSSQL备份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作为全备服务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备份服务器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备份服务器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备份规则产生的MSSQL备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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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作为还原目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还原目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该工作机是MSSQL备份规则中对应的工作

机。

5.2.8.4 MSSQL还原·新建规则

还原·新建·MSSQL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还原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目标类型选择为“MSSQL”。

MSSQL还原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具体的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

介绍。

2. 单击“确定”，完成MSSQL的还原规则。

5.2.8.4.1 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块设备还原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

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块设备还原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备份服务器：用户自行选择具有备份数据的灾备机。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

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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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还原目标机：用户自行选择需要还原数据的目标机。

源类型：本章节讲述的MSSQL还原，故选择“文件”。

目标类型：本章节讲述的MSSQL还原，故选择“MSSQL”。

备份数据目录：用户自行选择备份 SQL Server的数据文件至灾备机时的路径。

还原时间点：系统会根据用户选择的备份数据目录，罗列出可供用户选择的还原时间点。

目标数据库名称：用户自行填写需要还原至还原目标机的 SQL Server的数据库名。

目标数据库路径：用户自行填写需要还原至还原目标机的 SQL Server的数据库路径。

数据库实例名：还原目标机中 SQL Server的数据库实例名（一般情况下，SQL Server服
务的默认实例名称是MSSQLSERVER）。

i2UP控制台会根据用户填写的工作机自动的填入数据库实例名。数据库实例名也可通过“服务”找
到“SQL Server(实例名)”，括号内的字符便是 SQL Server的数据库实例名，默认的数据库实例名为
(MSSQLSERVER)。

连接超时：用户自定义设置连接工作机MSSQL数据库的最大时间限制。如果超过了最

大连接时间，还未访问到MSSQL数据库，则会直接停止备份任务。

输入登录 SQL Server服务器的信息：分为“使用Windows NT继承安全设置WIndows”
和“使用指定的用户名称和密码”。

 使用Windows NT集成安全设置（Windows）：只要能登录这个工作机(服务器),一般

使用 windows的用户登录至数据库。

 使用指定的用户名称和密码（Users）：需要使用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录数据

库。

用户名：工作机中数据库的用户名。

密码：工作机中数据库的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源数据库名称/源数据库逻辑名/源数据库文件路径：显示灾备机的数据文件中的数据库

名/逻辑名/文件路径，用户选择完还原时间点后，会自动写入数据，此选项为不可编辑的。

3. 单击“确定”，完成MSSQL的还原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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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DB2备份与还原

DB2备份与还原兼容性列表如下：

DB2 数据库版本 操作系统

DB2 9.5 AIX 5.3

DB2 9.7 Linux/AIX6.1/AIX7.1

DB2 10.1 Linux/AIX6.1/AIX7.1

DB2 10.5 Linux/AIX6.1/AIX7.1

DB2 11.1 Linux/AIX6.1/AIX7.1

DB2 11.5 Linux/AIX6.1/AIX7.1

5.2.9.1 DB2备份·环境要求

备份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至少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工作机

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工作机需装有可执行的 DB2数据库软件（请确保服务打开）。3.DB2备份支持的备份

模式为在线备份，在新建备份规则前确保符合 DB2 在线备份的要求：

a. 查看所要备份的数据库是否处于归档模式：

# db2 get db cfg for databasename |grep LOG

b. 显示结果需要和以下的信息保持一致：

Log retain for recovery enabled (LOGRETAIN) = RECOVERY

c. 如若不一致（显示模式为：No Archive Mode），开启归档模式的步骤如下:

i. 执行修改命令：

# db2 update db cfg for databasename using LOGRETAIN ON

ii. 显示命令执行成功

DB20000I The UPDATE DATABASE CONFIGURATION command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ii. 再次执行查询命令，确保显示信息一致

d. 修改数据库参数，支持增量备份：

# db2 update db cfg for databasename using TRACKMOD ON

e. 如果是干净环境第一次更改配置，则需要做一次离线备份：

f. 进行离线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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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2 backup db databasename to /DIR

g. 检查数据，确保离线备份成功

4.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backup许可。

不支持 Linux系统的 DB2数据备份到Windows系统上。

5.2.9.2 DB2备份·新建规则

备份·新建·DB2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源类型选择为“DB2”。

DB2备份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压缩加密和备份策略。具体的每个设

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2. 完成新建 DB2的备份规则。

5.2.9.2.1 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块设备备份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

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块设备备份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工作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工作机。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

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源类型：本章节描述 DB2 备份。故选择“DB2”。

目标类型：默认为“文件”。

超时阈值：执行过程中失败时重试的最大时间，超出时间阙值外未完成备份则产生告警，

可设置在 0-168小时范围内。0表示关闭告警设置。

备份目标路径：用户自行选择用于备份 DB2的数据文件至灾备机的路径。

备份数据库名称：用户自行填写需要备份的 DB2的数据库名。

DB2用户名：用户自行填写使用此 DB2数据库的用户名。

1. 工作机的 DB2 的服务需要是正在运行，启动的状态，否则无法验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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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2.2 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5.2.9.2.3 备份策略

备份窗口：用户自行自定义时间段，即只有在此设置的这段时间范围内，才可以开始执

行备份任务（默认 00：00-23：59，全天 24小时内）。

仅仅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才会生效。“立刻执行”不生效，可以直接忽略。

策略类型：分为“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

立即执行：设置完此备份规则后，立刻自动执行此规则。

一次性任务：备份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备份任务的开始时间，会受到备份窗口时间段的限制。

开始时间仅当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时，才需要设置。

用户设置的开始时间必的须在备份窗口设置的时间范围内，否则会提示错误“一次性任务时间不在

备份窗口内”，并无法创建备份任务。

用户设置的时间必须大于控制机当前时间，否则会提示错误“一次性任务时间不在备份窗口内”，并

无法创建备份任务。

周期性任务：备份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备份。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策略类型包括：每天、每周、每月。

 备份方式：可选全备、增量的备份方式。

全备：定时对用户设定的 DB2数据库的备份内容进行周期性全备。

增量：备份上级及同级备份以来所有变化的数据块，差异增量是默认增量备份方式。

 还原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备份保留：备份周期内保留个数（1-64 内整数），超出后下一次生成备份数据时，删

除超期的备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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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3 DB2还原·环境要求

DB2备份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作为备份服务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备份服务器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备份服务器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备份规则产生的 DB2备份数据。

4. 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作为还原目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还原目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该工作机是 DB2 备份规则中对应的工作机。

5.2.9.4 DB2还原·新建规则

还原·新建·DB2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还原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目标类型选择为“DB2”。

DB2还原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具体的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2. 单击“确定”，完成 DB2的还原规则。

5.2.9.4.1 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块设备还原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

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块设备还原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全备服务器：用户自行选择具有备份数据的灾备机。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

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还原目标机：用户自行选择需要还原数据的目标机。

源类型：本章节讲述的 DB2还原，故选择“文件”。

目标类型：本章节讲述的 DB2还原，故选择“DB2”。

备份数据目录：用户自行选择备份 DB2的数据文件至灾备机时的路径。

还原时间点：系统会根据用户选择的备份数据目录，罗列出可供用户选择的还原时间点。

日志目录：用户自行选择还原时产生的日志，存放的目录。

Windows操作系统用户通过 DB2数据库的安装位置来进行查看。

Linux操作系统用户可以通过在安装 DB2数据库的用户中输入以下命令进项查看：

[db2@localhost ~]$ db2 list db directory

找到Local database directory的参数值，对应的路径便可作为日志目录。

目标数据库名称：用户自行填写需要还原至还原目标机的 DB2的数据库名。

DB2用户名：用户自行填写还原目标机中的 DB2用户名。

DB2组名：用户自行填写还原目标机中的 DB2用户名对应的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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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0 块设备备份与还原

5.2.10.1 块设备备份·环境要求

块设备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至少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工作机

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工作机需有除了系统盘以外的块设备/文件。

4.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backup许可。

5.2.10.2 块设备备份·新建规则

备份·新建·块设备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源类型选择为“块设备”。

块设备备份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备份设置、压缩加密和备份策略。

具体的每个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2. 单击“确定”，完成新建块设备的备份规则。

5.2.10.2.1 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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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如果用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

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

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块设备备份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

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块设备备份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工作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工作机。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

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源类型：本章节讲述的块设备。故选择“块设备”。

目标类型：分为“文件”和“raw数据”。

选择目标类型为“文件”时，备份内容的形式将以目录形式存储。

选择目标类型为“raw数据”时，备份内容的形式将以文件形式存储。

超时阈值：执行过程中失败时重试的最大时间，超出时间阙值外未完成备份则产生告警，

可设置在 0-168小时范围内。0表示关闭告警设置。

要备份的块设备：用户自行选择工作机中需要备份的块设备。

灾备机目标路径：用户自行选择灾备机端用来存放工作机中备份块设备的目录。

块备份：勾选“直接拷贝”表示备份到灾备机后以文件的形式存在，不勾选表示以目录

的形式存在。此选项默认不勾选。

5.2.10.2.2 备份设置

错误处理方式：如果源路径包含系统目录和文件，i2Node程序可能无法访问某些特定的

系统文件。对于这种情况，给出两种解决办法。此选项默认为“遇到错误，立即停止”。

 遇到错误，立即停止：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立刻停止镜像。

 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在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记录无法访问的文件后，

继续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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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打开方式：在镜像阶段，源端打开文件的方式，该选项只适用于Windows平台的工

作机。在增量复制阶段，i2Node程序不会读取文件内容。

 普通文件：指 i2Node程序以普通文件的方式打开需镜像的文件，效率较高。

 自动选择：i2Node程序根据实际情况自动选择打开文件的方式。

 MFT：指 i2Node程序以MFT（Windows 操作系统提供）方式打开需要镜像的文件，

该种方式可以打开已经被其他进程以独占方式打开的文件，比如数据库文件等，该种方

式镜像效率相比普通文件方式较差。

文件安全属性：用户选择是否同步文件的权限、用户属性等。此选项默认为同步。

5.2.10.2.3 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5.2.10.2.4 备份策略

备份窗口：用户自行自定义时间段，即只有在此设置的这段时间范围内，才可以开始执

行备份任务（默认 00：00-23：59，全天 24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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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才会生效。“立刻执行”不生效，可以直接忽略。

策略类型：分为“立即执行”、“一次性任务”和“周期性任务”。

立即执行：设置完此备份规则后，立刻自动执行此规则。

一次性任务：备份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备份任务的开始时间，会受到备份窗口时间段的限制。

开始时间仅当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务”时，才需要设置。

用户设置的开始时间必的须在备份窗口设置的时间范围内，否则会提示错误“一次性任务时间不在
备份窗口内”，并无法创建备份任务。

用户设置的时间必须大于控制机当前时间，否则会提示错误“一次性任务时间不在备份窗口内”，并
无法创建备份任务。

周期性任务：备份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备份。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策略类型包括：每天、每周、每月。

 备份方式：全备。即对块设备进行定时周期性的全备。

 还原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备份保留：备份周期内保留个数（1-64 内整数），超出后下一次生成备份数据时，删

除超期的备份数据。

5.2.10.3 块设备还原·环境要求

块设备还原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登录 i2UP控制台。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作为备份服务器，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备份服务器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

3. 备份服务器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备份规则产生的块设备备份数据。

4. 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作为还原目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

台，还原目标机节点需要有 backup许可。该工作机是块设备备份规则中对应的工作

机。

1. 备份规则为多个块设备备份，当要还原某个块设备时，目标类型请选择文件。

5.2.10.4 块设备还原·新建规则

还原·新建·块设备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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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还原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目标类型选择为“块设备”。

块设备还原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具体的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

绍。

2. 单击“确定”，完成块设备的还原规则。

5.2.10.4.1 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块设备还原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

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块设备还原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

备份服务器：用户自行选择具有备份数据的灾备机。

数据地址：即主机之间用于彼此完成灾备数据传输的 IP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

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还原目标机：用户自行选择需要还原数据的目标机。

源类型：分为“文件”和“raw数据”。

选择目标类型为“文件”时，备份内容的形式将以文件形式存储。

选择目标类型为“raw数据”时，备份内容的形式将以裸文件形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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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类型：本章节讲述的块设备。故选择“块设备”。

备份数据目录：选择灾备机中备份数据的存放路径。

恢复类型：默认为恢复到工作机。

 恢复到工作机：将备份数据恢复到工作机，即还原目标机。

 在备机合并到指定目录：仅仅在灾备机中将备份数据备份并指定到用户指定的目录。

仅在灾备机中备份数据时，有增量数据时，才可以选择此选项。

还原时间点：用户根据备份数据，来选择需要还原的时间点。系统会自动罗列出备份数

据的时间点供用户选择。

备份服务器：用户自行选择全备服务器和备份数据目录后，系统会自动罗列出来。

还原目标机：用户自行选择还原目标机中的还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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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虚拟化支持 i2VP

5.3.1 概述

i2VP为 VMware Vsphere、Microsoft Hyper-V虚拟平台的虚拟机保护而设计，且备份的数

据是基于快照技术的。支持虚拟机备份，虚拟机恢复原机和异机重建恢复，并支持两个虚

拟平台之间虚机迁移和复制。

i2VP保护 Hyper-V虚拟平台的基本架构

控制机和 Hyper-V平台之间加入了一个通信服务 Npsvr。Npsvr负责规则管理、虚拟平台

管理、日志收集、与灾备机通信。

Hyper-V平台和灾备机之间通过 Data Agent实现虚拟机数据的传输。控制机添加虚拟平台

时，会在Hyper-V主机上远程安装Data Agent软件，删除虚拟平台时，会远程卸载Data Agent
软件。支持的虚机配置版本详见《i2VP产品支持列表》。

i2VP保护 VMware虚拟平台的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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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机和 VMware平台之间加入了一个通信服务 Npsvr。Npsvr负责规则管理、虚拟平台

管理、日志收集、与灾备机通信。

灾备机上需安装 VDDK环境来实现与 VMware平台之间的虚拟机数据传输。支持的虚机

硬件版本详见《i2VP产品支持列表》

5.3.2 虚拟化支持·VMware
虚机备份目前仅支持 Hyper-V和 VMware。

VMware规则创建后，新增磁盘只有虚机备份可以将新增磁盘同步到备端，虚机迁移，虚机复制目
前暂不支持。

5.3.2.1 虚机备份·VMware
虚机备份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已安装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在 i2UP控制台已新建基于 VMware的虚拟平台并授权 vp许可。详见资源管理·虚拟

平台章节。

3.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vp 许可。

4. 灾备机需装有 plugin插件。详见安装部署手册 i2Node for i2VP章节。

5.3.2.1.1 虚机备份·新建·VMware·操作步骤

虚机备份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备份界面

虚机备份·新建·VMware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虚机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274 -

虚机备份·新建·VMware分为“基本设置”、“高级设置”、“备份策略”和“带宽控制”。

2. 单击“确定”，完成虚机备份·VMware的新建。

5.3.2.1.2 虚机备份·新建·VMware·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详见模板管理·虚机备份模板章节。如果用

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

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虚机备份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虚拟平台：用户自行选择已在 i2UP控制台上注册的虚拟平台。

虚拟平台的创建，详见资源管理·虚拟平台章节。此处需选择 VMware虚机平台。

虚机名称：浏览虚拟平台上的所有虚机，支持基于关键字的检索，可选择多个虚拟机；

如果虚拟机列表中的虚拟机名称后面带有“（已备份）”后缀，则表示该虚拟机已经被用户

配置的其他规则做过备份，不允许重复备份。

自定义设置：用户可以选择指定磁盘进行备份。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虚机备份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

源管理·业务组管理章节。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灾备机目标路径：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存储备份数据的目录。

5.3.2.1.3 虚机备份·新建·VMware·高级设置

支持 LAN Free：在 LAN-Free 模式可用时，可使用 SAN方式传输备份数据。默认不启

用此选项。

删除备份数据：删除规则的时候，同时删除历史备份的数据以释放灾备机的存储空间。

默认不启用此选项。

静默快照支持：静默快照依赖于虚拟机安装的 VMTools，具有更好的数据一致性。若启

用，生成快照时 VMware接口使虚机置为静默状态，严格保证虚拟机数据一致性。在创建

静默快照过程中，虚拟机会挂起直到快照创建完毕，请慎重选择。默认不启用此选项。

开启压缩设置：对备份数据进行压缩然后保存，备份数据会占用较小的磁盘空间；主要

消耗灾备机的 CPU和内存资源。默认不启用此选项。

支持瞬时恢复：选择是否开启瞬时恢复功能。默认启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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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4 虚机备份·新建·VMware·备份策略

一次性任务：备份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备份任务的开始时间，会受到备份窗口时间段的限制。

周期性任务：备份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备份。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策略类型包括：每天、每周、每月。

 备份方式：全备、增量、差异备份、合成备份。

 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备份保留：备份周期内保留个数（1-64 内整数），超出后下一次生成备份数据时，删

除最早备份数据。

5.3.2.1.5 虚机备份·新建·VMware·带宽控制

不限制：默认设置，单击后不会显示，无须修改。

限制带宽：单击后弹出页面，日期范围和时间范围根据鼠标的拖动范围自动填充，用户

单击下拉框的速率和传输单位；如果选择 0表示停止传输，即强制停止，单击确定后保存。

停止传输：带宽填 0表示停止传输，指任务在设定的时间范围内会自动停止，主要是应

对业务高峰期间，避免传输数据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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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6 虚机备份·新建·VMware·验证

开启验证：开启此选项后备份的虚机将会创建演练规则。

自动验证：开启此选项后备份的虚机后将会创建演练规则并自动验证。

演练平台：用户可以自行选择演练平台。

批量设置：设置后虚机列表里所有验证方式与虚机列表第一项保持一致。

5.3.2.2 虚机迁移·VMware
虚机迁移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在 i2UP控制台已新建基于 VMware的虚拟平台并授权 vp许可。

3.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vp 许可。

4. 灾备机需装有 plugin插件。

5.3.2.2.1 虚机迁移·新建·VMware·操作步骤

虚机迁移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迁移界面

虚机迁移·新建·VMware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虚机迁移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虚拟平台选择为“VMware”。

虚机迁移·新建·VMware分为“基本设置”、“高级设置”和“带宽控制”。

2. 单击“确定”，完成虚机迁移·VMware的新建。

5.3.2.2.2 虚机迁移·新建·VMware·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虚机迁移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源平台：用户自行选择已在 i2UP控制台上注册的虚拟平台作为源平台。

虚拟平台的创建，详见资源管理·虚拟平台章节。此处需选择 Hyper-V虚机平台。

虚机名称：选择源平台上的虚拟机，支持多选。

如果列表中的虚机名称带有“已复制”或“已备份”状态，则不允许迁移。

已选择的虚机：选中虚拟机后自动关联虚拟机详细信息。

 源虚机：显示已选的虚拟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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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机名称：用户可自定义目标虚拟机名称默认在尾部添加后缀“_move”。

 自定义磁盘：勾选后可设置目标平台网卡、处理器数量、内存大小、选择源机的数据

存储目录。

 覆盖虚拟机：若目标虚拟平台已经存在相同名称的虚机，不勾选覆盖选项，规则执行

失败；如果勾选“覆盖”，迁移过程中强制关闭目标虚机再执行覆盖。若目标平台不存在

相同名称的虚机，则覆盖选项是否勾选没有影响。

 操作：如不需要迁移该虚机，单击“删除”。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虚机迁移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

源管理·业务组管理章节。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虚机迁移过程中，灾备机从源虚拟平台上获取源虚机的磁盘数据并缓存至临时目录，再传输到目标

虚拟平台的存储上。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临时目录：选择灾备机的本地目录，用于缓存迁移过程的数据。

目标平台：选择目标虚拟平台。

数据中心：如目标虚拟平台是 vCenter Server，可选择目标虚拟机所在的 vCenter的数据

中心位置；如目标虚拟平台是基于 ESXi主机，无需选择。

主机名称：自动填充，不可编辑。

存储：选择目标虚拟平台上本地目录，用于存储虚机配置文件和磁盘文件。

目标平台网卡：选择目标虚拟平台上的虚拟网络，配置目标虚机的网络适配器时指定此

虚拟网络。

5.3.2.2.3 虚机迁移·新建·VMware·高级设置

覆盖虚拟机：此选项开启后，迁移的虚机会覆盖目标平台的同名虚机。

静默快照支持：静默快照依赖于虚拟机安装的 VMTools，具有更好的数据一致性。若启

用，生成快照时 VMware接口使虚机置为静默状态，严格保证虚拟机数据一致性。在创建

静默快照过程中，虚拟机会挂起直到快照创建完毕，请慎重选择。默认不启用此选项。

支持 LAN Free：在 LAN-Free 模式可用时，可使用 SAN方式传输备份数据。默认不启

用此选项。

开启自动迁移：如选择开启，提交迁移规则后开始传输虚机数据，数据传输完成后直接

进行虚机迁移，直到状态变为“完成”；如选择不开启，提交迁移规则，传输虚机数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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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进入“迁移就绪”状态时，需要人工进行迁移操作，即单击操作栏“开始迁移”，来

完成虚机迁移流程。默认不启用此选项。

迁移完成关闭原机：虚机迁移完成后，进程通知虚拟平台关闭源虚机。默认不启用此选

项。

迁移完成开启目标虚机：虚机迁移完成后，进程通知虚拟平台启动目标虚机。默认不启

用此选项。

5.3.2.2.4 虚机迁移·新建·VMware·带宽控制

详见虚机备份·新建·VMware·带宽控制章节。

5.3.2.3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VMware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在 i2UP控制台已新建基于 Hyper-V的虚拟平台并授权 vp许可。详见资源管理·虚拟

平台章节。

3.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vp 许可。

4. 灾备机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的虚机备份规则产生的 VMware备份数据。

5.3.2.3.1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建·VMware·操作步骤

虚机恢复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恢复界面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建·VMware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虚机恢复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恢复类型”选择为普通恢复→虚

拟平台选择为“VMware”。

本章节介绍如何新建基于 VMware平台之间的虚机普通恢复规则。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

建·VMware分为“基本设置”、“高级设置”和“带宽控制”。

5.3.2.3.2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建·VMware·基本设置

规则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虚机恢复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源虚机：显示备份的虚机名称。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行存放备份数据的灾备机。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数据存放目录：选择灾备机上存储备份数据的路径。

恢复类型：可以选择“普通恢复”和“瞬时恢复”两种方式。

本章节讲述的是普通恢复，即此处选择普通恢复。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虚机恢复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

源管理·业务组管理。

选择备份点：选择“数据存放目录”后，灾备机检测到有效的虚机备份数据记录，包含

备份时间和备份大小，用户可以根据备份时间选择。

备份点信息：选择备份点后，显示详细信息，包含 vp_uuid、hostname、vmnam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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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3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建·VMware·高级设置

创建新虚机：默认启用。启用后用户需要对新虚机进行详细配置

恢复完成自动开机：选择当恢复完成后虚机是否需要自动开机，选中时表示恢复完成后

恢复的的虚机处于开机状态。

支持 LAN Free：若启用，将使用 SAN方式传输。前提条件是目标虚拟平台和灾备机已

连接 iSCSI目标并挂载存储。

虚拟机：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名称。

“虚拟机”名称项，用户需要手工填写，通过添加后缀字符区分；在单击确定提交任务后，程序会自

动判断，如果目标虚拟机名称已经被目标虚拟平台的虚拟机占用发生冲突，页面会提示修改。

目标平台：选择恢复到的目标虚拟平台。

数据中心：选择目标虚拟平台的数据中心位置。

主机名称：选择目标虚拟平台运行新虚机的 ESXi主机。

数据存储：选择目标虚拟平台的存储，用于存储新虚机的配置文件、磁盘文件等。

处理器数量：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处理器数量。

处理器核心数量：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处理器核心数量。

内存：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内存大小。以MB 为单位。

“MAC 地址”一栏如不修改这个默认值，则恢复的虚机的MAC地址会和源虚机一样，用

户也可以在页面上删除MAC 地址，虚机在创建时会分配新的MAC 地址。

工作目录：确定数据存储后，选择数据存储上的路径，可新建目录。

磁盘列表：在基本设置中选择备份时间点后，虚拟机磁盘列表显示所有源虚机的磁盘文

件名称。

是否与工作目录一致：如勾选，新虚机的磁盘文件默认存放在工作目录下。如不勾选，

用户可自定义选择数据存储和磁盘路径。

引导顺序：用户可以自行选择磁盘的引导顺序。

5.3.2.3.4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建·VMware·带宽控制

详见虚机备份·新建·VMware·带宽控制章节。

5.3.2.4 虚机恢复·瞬时恢复·VMware
虚机恢复·瞬时恢复·环境要求·VMware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在 i2UP控制台已新建基于 VMware的虚拟平台并授权 vp许可。详见资源管理·虚拟

平台章节。

3.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vp 许可。

4. 灾备机要求是 Linux系统，配置 NFS 服务。

7.1.68版本不需要再进行 NFS配置，只需要安装 NFS服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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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灾备机需要有通过 i2VP产品的虚机备份规则产生的 VMware备份数据，并且在 NFS
共享路径下，虚机备份规则中需勾选支持瞬时恢复。详见虚机备份·新建·VMware·高
级设置。章节

RHEL/CentOS6配置 NFS 服务

1. 安装 NFS 服务：

# yum install -y rpcbind

# yum install -y nfs-utils

# yum install -y fuse-libs

1. 启动 NFS 服务，rpcbind 在 nfs服务之前启动：

# service rpcbind status

# service nfs status

1. 重新挂载 NFS。
# exportfs -arv

2. 检查 NFS 共享，<IP>是本机 IP地址。

# showmount -e <IP>

3. 配置防火墙：

a. 防火墙不能屏蔽对 nfs的执行，否则 esxi上无法挂载 nfs存储。测试环境可以关

闭防火墙，生产环境需配置防火墙。

b. 由于 nfs服务需要开启 mountd, nfs, nlockmgr, portmapper, rquotad这 5个服务，需

要将这 5个服务的端口加到 IPtables里面。而 nfs和 portmapper两个服务是固定

端口的，nfs为 2049，portmapper为 111，其他的 3个服务是用的随机端口，那就

需要先把这 3个服务的端口设置成固定的，用命令 rpcinfo -p 查看当前这 5个服

务的端口，并记录下来。

nfs 2049, portmapper 111, mountd 42367, rquotad 875,nlockmgr 48844

c. 设置/etc/sysconfig/nfs配置文件，配置端口使 rquotad，nlockmgr，mountd的端口

固定，添加如下几行：

RQUOTAD_PORT=875

LOCKD_TCPPORT=48844

LOCKD_UDPPORT=48844

MOUNTD_PORT=42367

d. 重启 nfs服务：

# /etc/init.d/nfs restart

e. 在防火墙中开放这 5个端口, 在/etc/sysconfig/IPtables添加如下几行，必须加在

icmp-host-prohibited那两行之前：

-A INPUT -p tcp -s 192.168.0.0/16 --dport 111 -j ACCEPT

-A INPUT -p udp -s 192.168.0.0/16 --dport 111 -j ACCEPT

-A INPUT -p tcp -s 192.168.0.0/16 --dport 2049 -j ACCEPT

-A INPUT -p udp -s 192.168.0.0/16 --dport 2049 -j ACCEPT

-A INPUT -p tcp -s 192.168.0.0/16 --dport 42367 -j ACCEPT

-A INPUT -p udp -s 192.168.0.0/16 --dport 42367 -j AC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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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PUT -p tcp -s 192.168.0.0/16 --dport 875 -j ACCEPT

-A INPUT -p udp -s 192.168.0.0/16 --dport 875 -j ACCEPT

-A INPUT -p tcp -s 192.168.0.0/16 --dport 48844 -j ACCEPT

-A INPUT -p udp -s 192.168.0.0/16 --dport 48844 -j ACCEPT

f. 重启防火墙：

# service iptables restart

g. 查看防火墙规则：

# iptables --list

安装 NFS完毕后创建瞬时恢复规则将在备份目录下生成 i2fuseNfs、i2fusestore文件夹并在该文件夹

下写入备份数据。

4. 检查 NFS 共享，<IP>是本机 IP地址。

# showmount -e <IP>

RHEL/CentOS7配置 NFS 服务

1. 安装 NFS 服务：

yum install -y rpcbind

yum install -y nfs-utils

yum install -y fuse-libs

2. 启动 NFS 服务，rpcbind 在 nfs服务之前启动：

# systemctl start rpcbind

# systemctl start nfs

3. 重新挂载 NFS。
# exportfs -arv

4. 检查 NFS 共享，<IP>是本机 IP地址。

# showmount -e <IP>

5. 配置防火墙

a. 防火墙不能屏蔽对 nfs的执行，否则 esxi上无法挂载 nfs存储。测试环境可以关

闭防火墙，生产环境需配置防火墙。

b. 由于 nfs服务需要开启 mountd, nfs, nlockmgr, portmapper, rquotad这 5个服务，需

要将这 5个服务的端口加到 IPtables里面。而 nfs和 portmapper两个服务是固定

端口的，nfs为 2049，portmapper为 111，其他的 3个服务是用的随机端口，那就

需要先把这 3个服务的端口设置成固定的，用命令 rpcinfo -p 查看当前这 5个服

务的端口，并记录下来。

nfs 2049, portmapper 111, mountd 42367, rquotad 875,nlockmgr 48844

c. 设置/etc/sysconfig/nfs配置文件，配置端口使 rquotad，nlockmgr，mountd的端口

固定，添加如下几行：

RQUOTAD_PORT=875

LOCKD_TCPPORT=48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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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D_UDPPORT=48844

MOUNTD_PORT=42367

d. 重启 nfs服务：

# systemctl restart nfs

e. 在防火墙中开放这 5个端口, 执行如下命令：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111/tc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111/ud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2049/ud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2049/tc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42367/tc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42367/ud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875/ud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875/tc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48844/tcp

firewall-cmd --permanent --add-port=48844/udp

f. 重启防火墙

# systemctl restart firewalld

g. 查看防火墙规则

# firewall-cmd --list-all

6. 验证 NFS 共享

# showmount -e <IP>

配置完毕后会在备份目录下生成 i2fuseNfs、i2fusestore文件夹并会在该文件夹下写入数据。

5.3.2.4.1 虚机恢复·瞬时恢复·新建·VMware·操作步骤

虚机恢复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恢复界面

虚机恢复·瞬时恢复·新建·VMware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虚机恢复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恢复类型”选择为瞬时恢复→虚

拟平台选择为“VMware”。

本章节介绍如何新建基于 VMware平台之间的虚机瞬时恢复规则。虚机恢复·瞬时恢复·新

建·VMware分为“基本设置”和“高级设置”。

2. 单击“确定”，完成 VMware的瞬时虚机恢复。

5.3.2.4.2 虚机恢复·瞬时恢复·新建·VMware·基本设置

名词解释，详见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建·VMware·基本设置章节。

5.3.2.4.3 虚机恢复·瞬时恢复·新建·VMware·高级设置

虚机恢复·瞬时恢复·新建·VMware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虚机恢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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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机恢复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恢复类型”选择为瞬时恢复→虚

拟平台选择为“VMware”。

3. 单击“高级设置”。

恢复完成自动开机：选择当恢复完成后虚机是否需要自动开机，选中时表示恢复完成后

恢复的的虚机处于开机状态。

删除目标虚机：默认启用。启用后，用户在删除规则的时，会自动删除目标虚机。

虚拟机：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名称。

“虚拟机”名称项，用户需要手工填写，通过添加后缀字符区分；在单击确定提交任务后，程序会自
动判断，如果目标虚拟机名称已经被目标虚拟平台的虚拟机占用发生冲突，页面会提示修改。

目标平台：选择恢复到的目标虚拟平台。

数据中心：选择目标虚拟平台的数据中心位置。

主机名称：选择目标虚拟平台运行新虚机的 ESXi主机。

处理器数量：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处理器数量。

处理器核心数量：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处理器核心数量。

内存：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内存大小。以MB 为单位。

“MAC地址”一栏如不修改这个默认值，则恢复的虚机的MAC地址会和源虚机一样，用

户也可以在页面上删除MAC 地址，虚机在创建时会分配新的MAC 地址。

5.3.2.5 虚机复制·VMware
虚机复制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在 i2UP控制台已新建基于 VMware的虚拟平台并授权 vp许可。详见资源管理·虚拟

平台章节。

3.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vp 许可。

4. 灾备机需装有 plugin插件。详见安装 i2Node for i2VP章节。

5.3.2.5.1 虚机复制·新建·VMware·操作步骤

虚机复制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复制界面

虚机复制·新建·VMware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虚机复制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虚拟平台选择为“VMware”。

本章节介绍如何新建基于 VMware平台之间的虚机复制规则。虚机迁移·新建·VMware
分为“基本设置”、“同步策略”、“高级设置”和“带宽控制”。

2. 单击“确定”，完成虚机复制·VMware的新建。

5.3.2.5.2 虚机复制·新建·VMware·基本设置

详见虚机迁移·新建·VMware·基本设置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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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3 虚机复制·新建·VMware·同步策略

开启自动同步：在完成虚拟机复制后，开启自动同步，根据策略执行同步。

策略类型：支持按“每隔”、“每天”、“每周”、“每月”策略执行同步。

策略类型·每隔：

 间隔时间：设置每隔多少分钟执行检查点。

 开始时间：执行生成快照的时间。

策略类型·每天：按天方式循环运行可以在每天的指定时间点自动运行备份任务。

 运行时间：单击添加选择执行同步的时间点，可添加多个时间点。

策略类型·每周：按周循环的方式支持指定一个星期的某几天的指定时间点自动运行备

份任务。

 运行时间：勾选一周内的星期几后，单击添加选择执行同步的时间点，可添加多个时

间点。

策略类型·每月：按月循环的方式支持指定月中某几天的指定时间点自动运行备份任务。

 运行时间：勾选一月内的几号后，单击添加选择执行同步的时间点，可添加多个时间

点。

保留历史个数：虚拟机复制时，当前虚机在目标平台保留的备份数据的副本个数。

5.3.2.5.4 虚机复制·新建·VMware·高级设置

静默快照支持：静默快照依赖于虚拟机安装的 VMTools，具有更好的数据一致性。若启

用，生成快照时 VMware接口使虚机置为静默状态，严格保证虚拟机数据一致性。在创建

静默快照过程中，虚拟机会挂起直到快照创建完毕，请慎重选择。默认不启用此选项。

支持 LAN Free：若启用，通过 SAN方式传输虚机数据，前提条件是源虚拟平台和灾备

机已连接 iSCSI目标并挂载。此选项默认不启用。

覆盖虚机：如果勾选，目标平台上若有与原虚机同名的虚拟机将会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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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5 虚机复制·新建·VMware·带宽控制

详见虚机备份·新建·VMware·带宽控制章节。

5.3.2.5.6 虚机复制·新建·VMware·验证

开启验证：开启此选项后备份的虚机将会创建演练规则。

自动验证：开启此选项后备份的虚机后将会创建演练规则并自动验证。

演练平台：用户可以自行选择演练平台。

批量设置：设置后虚机列表里所有验证方式与虚机列表第一项保持一致。

5.3.2.6 虚机演练·概述

虚机演练目的是在不影响现有生产环境的情况下，在演练平台的隔离网络中以瞬时恢复方

式快速启动已备份的虚机，检查备份虚机数据内容。

演练架构如下图：

演练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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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7 虚机演练·VMware
虚拟演练目前仅支持 VMware虚拟平台，虚机演练的环境要求如下：

1. i2UP控制台需要已添加 VMware 虚拟平台，授权 vp 许可，启用演练。详见资源管理·虚
拟平台章节。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vp 许可。

3. 已完成虚机备份。详见虚拟化支持·虚机备份章节。

4. 灾备机配置 NFS服务，将备份目录对外做 NFS 共享。这是因为虚机演练是以瞬时恢

复的方式，即 NFS 挂载到演练平台上，然后在演练平台的隔离网络中建立演练虚机，

读取 NFS 存储上的备份虚机数据。灾备机配置 NFS服务详见虚机恢复·瞬时恢复·环

境要求·VMware章节。

5.3.2.7.1 虚机演练·新建·VMware·操作步骤

虚机演练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演练界面

虚机演练·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虚机演练界面中，单击“新建”。

本章节介绍如何新建虚机演练规则。虚机演练·新建分为“基本设置”、“策略”和“演练

脚本”。

2. 单击“确定”，完成虚机演练的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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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7.2 虚机演练·新建·VMware·基本设置

规则名称：用户自定义演练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

前任务的名称。

规则类型：用户自定义演练规则类型。

虚机平台：选择虚机演练平台。

自动验证：此选项开启后自动验证演练规则，此选项默认不开启。

批量设置：设置后虚机列表里所有验证方式与虚机列表第一项保持一致。

规则对应虚机/选择：从已有的虚机备份规则中选择需要演练的虚机，可以多选。

虚机列表：选择演练虚机后，显示相应虚机的配置信息。用户可以修改新虚机名称，选

择备份点，填写验证 ip。

5.3.2.7.3 虚机演练·新建·VMware·策略

策略类型：演练执行策略，分为每隔，每天，每周，每月。

间隔时间：演练执行的间隔时间。

开始时间：演练执行的开始时间。

5.3.2.8 文件级恢复·VMware
虚拟演练目前仅支持 VMware虚拟平台，虚机演练的环境要求如下：

1. i2UP控制台需要已添加 VMware 虚拟平台，授权 vp 许可，启用演练。详见资源管理·虚
拟平台章节。

2.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vp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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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完成虚机备份。详见虚拟化支持·虚机备份章节。

4. 灾备机需要安装指定依赖库。

1. 文件级恢复目前仅支持 VMware平台且已有备份点。

2. 用户需要手动 yum安装 libguestfs依赖包、libguestfs-tools 依赖包、libguestfs-winsupport
依赖包、ntfs-3g依赖包，如果出现挂载失败的情况，请执行 yum update 再重新安装 yum 安
装 libguestfs。

3. 用户实现文件级恢复步骤为：挂载→文件恢复。

5.3.2.8.1 文件级恢复·新建·VMware·操作步骤

文件级恢复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文件级恢复界面

虚机演练·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文件级恢复界面中，单击“新建”。

本章节介绍如何新建文件级恢复规则。文件级恢复·新建分为“基本设置”

2. 单击“确定”，完成文件级恢复的新建。

5.3.2.8.2 文件级恢复·新建·VMware·基本设置

规则名称：用户自定义演练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

前任务的名称。

管理地址：安装 npsvr的 IP地址。

管理地址端口：npsvr通讯的端口，默认 26832。

挂载点名称：用户自定义挂载点名称。

灾备机：含有备份数据的虚机备份的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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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放目录：选择备份点数据存放的目录。

选择备份点：选择已备份的备份点。

5.3.2.8.3 文件级恢复·新建·VMware·文件恢复

当挂载点挂载完毕后用户可以鼠标单击“文件恢复”进入文件恢复界面。

目标机：用户自己选择要恢复到的目标端。

进入目录选择界面后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要选择指定目录下的文件。

5.3.3 虚拟化支持·Hyper-V
虚机备份目前仅支持 Hyper-V和 VMware。

5.3.3.1 虚机备份·Hyper-V
虚机备份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在 i2UP控制台已新建基于 Hyper-V的虚拟平台并授权 vp许可。详见资源管理·虚拟

平台。

3.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vp 许可。

5.3.3.1.1 虚机备份·新建·Hyper-V·操作步骤

虚机备份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备份界面

虚机备份·新建·Hyper-V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虚机备份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虚机备份·新建·Hyper-V分为“基本设置”、“高级设置”、“备份策略”和“带宽控制”。

2. 单击“确定”，完成虚机备份·Hyper-V的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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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2 虚机备份·新建·Hyper-V·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详见模板管理·虚机备份模板章节。如果用

户之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

前用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虚机备份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虚拟平台：用户自行选择已在 i2UP控制台上注册的虚拟平台。

自定义设置：用户可以选择指定磁盘进行备份。

虚拟平台的创建，详见资源管理·虚拟平台章节。此处需选择 Hyper-V虚机平台。

虚机名称：浏览该虚拟平台上的所有虚机，支持基于关键字的检索，可选择多个虚拟机；

如果虚拟机列表中的虚拟机名称后面带有“（已备份）”后缀，则表示该虚拟机已经被用户配置的其
他规则做过备份，不允许重复备份。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虚机备份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

源管理·业务组管理章节。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灾备机目标路径：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存储备份数据的目录。

5.3.3.1.3 虚机备份·新建·Hyper-V·高级设置

删除备份数据：删除规则的时候，同时删除历史备份的数据以释放灾备机的存储空间。

默认不启用此选项。

开启压缩设置：对备份数据进行压缩然后保存，备份数据会占用较小的磁盘空间；主要

消耗灾备机的 CPU和内存资源。默认不启用此选项。

支持瞬时恢复：选择是否开启瞬时恢复功能，要求选择的灾备机必须是已安装 Hyper-V
功能的Windows系统，选择的灾备机如果是 Linux系统则默认关闭。

5.3.3.1.4 虚机备份·新建·Hyper-V·备份策略

一次性任务：备份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备份任务的开始时间，会受到备份窗口时间段的限制。

周期性任务：备份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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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策略类型包括：每天、每周、每月。

 备份方式：全备、增量、差异备份、合成备份。

 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备份保留：备份周期内保留个数（1-64 内整数），超出后下一次生成备份数据时，删

除最早备份数据。

5.3.3.1.5 虚机备份·新建·Hyper-V·带宽控制

不限制：默认设置，单击后不会显示，无须修改；

限制带宽：单击后弹出页面，日期范围和时间范围根据鼠标的拖动范围自动填充，用户

单击下拉框的速率和传输单位；如果选择 0表示停止传输，即强制停止，单击确定后保存。

停止传输：带宽填 0表示停止传输，指任务在设定的时间范围内会自动停止，主要是应

对业务高峰期间，避免传输数据带来的影响。

5.3.3.2 虚机迁移·Hyper-V
虚机迁移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在 i2UP控制台已新建基于 Hyper-V的虚拟平台并授权 vp许可。

3.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vp 许可。

5.3.3.2.1 虚机迁移·新建·Hyper-V·操作步骤

虚机迁移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迁移界面

虚机迁移·新建·Hyper-V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虚机迁移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虚拟平台选择为“Hyper-V”。

虚机迁移·新建·Hyper-V分为“基本设置”、“高级设置”和“带宽控制”。

2. 单击“确定”，完成虚机迁移·Hyper-V的新建。

5.3.3.2.2 虚机迁移·新建·Hyper-V·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虚机迁移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源平台：用户自行选择已在 i2UP控制台上注册的虚拟平台作为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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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平台的创建，详见资源管理·虚拟平台章节。此处需选择 Hyper-V虚机平台。

虚机名称：选择源平台上的虚拟机，支持多选。

如果列表中的虚机名称带有“已复制”或“已备份”状态，则不允许迁移。

已选择的虚机：选中虚拟机后自动关联虚拟机详细信息。

 源虚机：显示已选的虚拟机名称。

 目标机名称：用户可自定义目标虚拟机名称默认在尾部添加后缀“_move”。

 自定义磁盘：勾选后可设置目标平台网卡、处理器数量、内存大小、选择源机的数据

存储目录。

 操作：如不需要迁移该虚机，单击“删除”。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虚机迁移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

源管理·业务组管理章节。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虚机迁移过程中，灾备机从源虚拟平台上获取源虚机的磁盘数据并缓存至临时目录，再传输到目标
虚拟平台的存储上。

临时目录：选择灾备机的本地目录，用于缓存迁移过程的数据。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目标平台：选择目标虚拟平台。

目标平台网卡：选择目标虚拟平台上的虚拟网络，配置目标虚机的网络适配器时指定此

虚拟网络。

主机名称：自动填充，不可编辑。

存储：选择目标虚拟平台上本地目录，用于存储虚机配置文件和磁盘文件。

5.3.3.2.3 虚机迁移·新建·Hyper-V·高级设置

开启自动迁移：如选择开启，提交迁移规则后开始传输虚机数据，数据传输完成后直接

进行虚机迁移，直到状态变为“完成”；如选择不开启，提交迁移规则，传输虚机数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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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后进入“迁移就绪”状态时，需要人工进行迁移操作，即单击操作栏“开始迁移”，来

完成虚机迁移流程。默认不启用此选项。

迁移完成关闭原机：虚机迁移完成后，进程通知虚拟平台关闭源虚机。默认不启用此选

项。

迁移完成开启目标虚机：虚机迁移完成后，进程通知虚拟平台启动目标虚机。默认不启

用此选项。

5.3.3.2.4 虚机迁移·新建·Hyper-V·带宽控制

详见虚机备份·新建·Hyper-V·带宽控制章节。

5.3.3.3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Hyper-V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环境要求·Hyper-V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在 i2UP控制台已新建基于 Hyper-V的虚拟平台并授权 vp许可。详见资源管理·虚拟

平台章节。

3.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vp 许可。

4. 灾备机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的虚机备份规则产生的 Hyper-V备份数据。

5.3.3.3.1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建·Hyper-V·操作步骤

虚机恢复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恢复界面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建·Hyper-V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虚机恢复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恢复类型”选择为普通恢复。

本章节介绍如何新建基于 Hyper-V平台之间的虚机普通恢复规则。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

建·Hyper-V分为“基本设置”、“高级设置”和“带宽控制”。

1. 单击“确定”后，完成 Hyper-V的普通虚机恢复。

5.3.3.3.2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建·Hyper-V·基本设置

规则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虚机恢复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源虚机：显示备份的虚机名称。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行存放备份数据的灾备机。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数据存放目录：选择灾备机上存储备份数据的路径。

恢复类型：可以选择“普通恢复”和“瞬时恢复”两种方式。

本章节讲述的是普通恢复，即此处选择普通恢复。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虚机恢复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

源管理·业务组管理。

组恢复：当选择的“数据存放目录”包含多个虚拟机的备份记录时，页面提示请勾选“组

恢复”，页面显示组别名称和每组的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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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备份点：选择“数据存放目录”后，灾备机检测到有效的虚机备份数据记录，包含

备份时间和备份大小，用户可以根据备份时间选择。

备份点信息：选择备份点后，显示详细信息，包含 vp_uuid、hostname、vmname等。

5.3.3.3.3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建·Hyper-V·高级设置

创建新虚机：默认启用。启用后用户需要对新虚机进行详细配置。

恢复完成自动开机：选择当恢复完成后虚机是否需要自动开机，选中时表示恢复完成后

恢复的的虚机处于开机状态。

虚拟机：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名称。

“虚拟机”名称项，用户需要手工填写，通过添加后缀字符区分；在单击确定提交任务后，程序会自

动判断，如果目标虚拟机名称已经被目标虚拟平台的虚拟机占用发生冲突，页面会提示修改。

目标平台：选择恢复到的目标虚拟平台。

主机名称：选择目标虚拟平台的服务器名称。

数据存储：选择目标虚拟平台的存储，用于存储新虚机的配置文件、磁盘文件等。

处理器数量：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处理器数量。

内存：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内存大小。以MB 为单位。

动态内存：恢复虚拟机是否开启 Hyper-V的动态内存管理。

MAC地址：显示备份虚拟机的网卡、MAC 地址信息。

保留MAC：若不勾选，恢复虚机在创建时会分配新的MAC地址；若勾选，恢复虚机分

配的MAC 地址和源虚机相同。

磁盘列表：在基本设置中选择备份时间点后，虚拟机磁盘列表显示所有源虚机的磁盘文

件名称。用户可以更改磁盘路径。

引导顺序：用户可以根据需求选择磁盘引导顺序。

5.3.3.3.4 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建·Hyper-V·带宽控制

详见虚机备份·新建·Hyper-V·带宽控制章节。

5.3.3.4 虚机恢复·瞬时恢复·Hyper-V
虚机恢复·瞬时恢复·环境要求·Hyper-V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在 i2UP控制台已新建基于 Hyper-V的虚拟平台并授权 vp许可。详见资源管理·虚拟

平台章节。

3.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vp 许可。

4. 灾备机要求是已安装 Hyper-V的Windows系统。支持的虚拟平台版本详见《i2VP产

品支持列表》。

5. 灾备机需要有通过英方软件的虚机备份规则产生的 Hyper-V备份数据，虚机备份规则

中需勾选支持瞬时恢复。详见虚机备份·新建·Hyper-V·高级设置章节。

5.3.3.4.1 虚机恢复·瞬时恢复·新建·Hyper-V·操作步骤

虚机恢复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恢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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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机恢复·瞬时恢复·新建·Hyper-V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虚机恢复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恢复类型”选择为瞬时恢复。

本章节介绍如何新建基于 Hyper-V平台之间的虚机瞬时恢复规则。虚机恢复·瞬时恢复·新

建·Hyper-V分为“基本设置”和“高级设置”。

2. 单击“确定”，完成 Hyper-V的瞬时虚机恢复。

5.3.3.4.2 虚机恢复·瞬时恢复·新建·Hyper-V·基本设置

详见虚机恢复·普通恢复·新建·Hyper-V·基本设置。

5.3.3.4.3 虚机恢复·瞬时恢复·新建·Hyper-V·高级设置

恢复完成自动开机：选择当恢复完成后虚机是否需要自动开机，选中时表示恢复完成后

恢复的的虚机处于开机状态。

删除目标虚机：默认启用。启用后，用户在删除规则的时，会自动删除目标虚机。

虚拟机：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名称。

“虚拟机”名称项，用户需要手工填写，通过添加后缀字符区分；在单击确定提交任务后，程序会自

动判断，如果目标虚拟机名称已经被目标虚拟平台的虚拟机占用发生冲突，页面会提示修改。

目标平台：选择恢复到的目标虚拟平台。

主机名称：选择目标虚拟平台的服务器名称。

处理器数量：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处理器数量。

内存：用户自定义新虚机的内存大小。以MB 为单位。

动态内存：恢复虚拟机是否开启 Hyper-V的动态内存管理。

MAC地址：显示备份虚拟机的网卡、MAC 地址信息。

保留MAC：若不勾选，恢复虚机在创建时会分配新的MAC地址；若勾选，恢复虚机分

配的MAC 地址和源虚机相同。

5.3.3.5 虚机复制·Hyper-V
虚机复制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复制界面

虚机复制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在 i2UP控制台已新建基于 Hyper-V的虚拟平台并授权 vp许可。详见资源管理·虚拟

平台章节。

3. 至少有一台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

需要有 vp 许可。

5.3.3.5.1 虚机复制·新建·Hyper-V·操作步骤

虚机复制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复制界面

虚机复制·新建·Hyper-V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虚机复制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本章节介绍如何新建基于 Hyper-V平台之间的虚机复制规则。虚机复制·新建·Hyper-V
分为“基本设置”、“同步策略”、“高级设置”和“带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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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确定”，完成虚机复制·Hyper-V的新建。

5.3.3.5.2 虚机复制·新建·Hyper-V·基本设置

启用模板：开启选项，选择已创建的模板，详见模板管理·虚机复制模板。如果用户之

前没有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暂无数据；如果之前用

户通过菜单“模板管理”创建过数据复制的模板，则这里激活选项时会显示。

其余名词解释，详见虚机迁移·新建·Hyper-V·基本设置章节。

5.3.3.5.3 虚机复制·新建·Hyper-V·同步策略

开启自动同步：在完成虚拟机复制后，开启自动同步，实现虚拟机级别的定时同步。

策略类型：“每小时”、“每天”、“每周”、“每月”。

 间隔时间：设置每隔多少分钟执行检查点。

 开始时间：执行生成快照的时间。

 保留历史：虚拟机复制时，当前虚机在目标平台保留的备份数据的副本个数。

5.3.3.5.4 虚机复制·新建·Hyper-V·带宽控制

详见虚机备份·新建·Hyper-V·带宽控制章节。

5.3.4 虚拟化支持·OpenStack

目前 OpenStack只支持虚机迁移功能。

5.3.4.1 虚机迁移·OpenStack
虚机迁移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在 i2UP控制台已新建基于 OpenStack的虚拟云平台并授权 vp 许可。NPServer所在的

机器需要添加文件信息。

3. 至少有一台代理虚机在目标平台并且需要对代理虚机进行如下配置：

1、安装依赖包，配置 libvirt和 qemu-kvm。

2、安装 i2node节点与 plugin 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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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代理虚机以节点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并关联至云平台，代理需

要有 vp 许可。

1. 代理虚机目前仅支持 Centos7.5的操作系统。

2. 支持 OpenStack → EasyStack ，EasyStack → OpenStack，EasyStack → VMware ，

VMware → EasyStack虚机迁移。

3. NPServer从低版本升级到 7.1.68时，需要进入指定路径下并修改 NPServer配置文件。

(Linux路径：/etc/npsvr 文件名：npsvr.ini windows路径：/NPServer安装目录/etc/ 文
件名：npsvr)将 Rpc_Reply_Timeout=300 改为 Rpc_Reply_Timeout=1800。

5.3.4.1.1 虚机迁移·新建·OpenStack·操作步骤

虚机迁移界面导航栏：定时管理→虚拟化支持→虚机迁移界面

虚机迁移·新建·OpenStack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虚机迁移界面。

2. 虚机迁移界面中，鼠标左键单击“新建”→“基本设置”→源平台选择为“OpenStack”。

虚机迁移·新建·OpenStack分为“基本设置”、“高级设置”和“带宽控制”。

3. 鼠标左键单击“确定”，完成虚机迁移·OpenStack的新建。

5.3.4.1.2 虚机迁移·新建·OpenStack·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虚机迁移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源平台：用户自行选择已在 i2UP控制台上注册的云平台作为源平台。

源平台代理节点：用户自行选择已关联源平台的节点作为代理节点。

源平台可选择 VMware类型平台与 OpenStack类型。

虚机名称：选择源平台上的虚拟机，支持多选。

如果列表中的虚机名称带有“已复制”或“已备份”状态，则不允许迁移。

已选择的虚机：选中虚拟机后自动关联虚拟机详细信息。

 源虚机：显示已选的虚拟机名称。

 目标机名称：用户可自定义目标虚拟机名称默认在尾部添加后缀“_move”。

 自定义设置：用户勾选后可选择主机规格、目标平台网卡、磁盘。

 操作：如不需要迁移该虚机，单击“删除”。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虚机迁移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详见业务组管理。

虚机迁移过程中，代理虚机从源平台上获取源虚机的磁盘数据并缓存至临时目录，再传输到目标虚
拟平台的存储上。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行存放备份数据的灾备机。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已新增的数据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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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临时目录：选择代理虚机的本地目录，用于缓存迁移过程的数据。

目标平台：选择目标平台。

目标平台代理节点：用户自行选择已关联目标平台的节点作为代理节点。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目标平台网卡：选择目标平台上的虚拟网络，配置目标虚机的网络适配器时指定此虚拟

网络。

5.3.4.1.3 虚机迁移·新建·OpenStack·高级设置

源平台为 OpenStack高级设置界面。

开启自动迁移：如选择开启，提交迁移规则后开始传输虚机数据，数据传输完成后直接

进行虚机迁移，直到状态变为“完成”；如选择不开启，提交迁移规则，传输虚机数据完

成后进入“迁移就绪”状态时，需要人工进行迁移操作，即单击操作栏“开始迁移”，来

完成虚机迁移流程。默认不启用此选项。

源平台为 VMware高级设置界面。

覆盖虚拟机:如果开启此选项，迁移完成会覆盖目标平台同名虚拟机。此选项默认不开启。

静默快照支持：静默快照依赖于虚拟机安装的 VMTools，具有更好的数据一致性。若启

用，生成快照时 VMware接口使虚机置为静默状态，严格保证虚拟机数据一致性。在创建

静默快照过程中，虚拟机会挂起直到快照创建完毕，请慎重选择。默认不启用此选项。

支持 LAN Free：在 LAN-Free 模式可用时，可使用 SAN方式传输备份数据。默认不启

用此选项。

开启自动迁移：如选择开启，提交迁移规则后开始传输虚机数据，数据传输完成后直接

进行虚机迁移，直到状态变为“完成”；如选择不开启，提交迁移规则，传输虚机数据完

成后进入“迁移就绪”状态时，需要人工进行迁移操作，即单击操作栏“开始迁移”，来

完成虚机迁移流程。默认不启用此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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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1.4 虚机迁移·新建·OpenStack·带宽控制

不限制：默认设置，单击后不会显示，无须修改。

限制带宽：鼠标左键单击后弹出页面，日期范围和时间范围根据鼠标的拖动范围自动填

充，用户鼠标左键单击下拉框的速率和传输单位；如果选择 0表示停止传输，即强制停止，

单击确定后保存。

停止传输：带宽填 0表示停止传输，指任务在设定的时间范围内会自动停止，主要是应

对业务高峰期间，避免传输数据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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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虚拟化支持·界面说明

5.3.5.1 虚机演练·界面·说明

虚机演练列表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虚机演练规则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虚机名称：按虚机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虚拟平台：按虚拟平台过滤显示列表

灾备机：按灾备机过滤显示列表。

虚机演练列表信息列说明：

名称：显示虚机演练规则的名称。

虚拟平台：显示虚机演练的虚拟平台名称。

演练平台：显示虚机演练的演练平台名称。

灾备机：显示虚机演练的灾备机名称。

虚机名称：显示虚机演练包含的虚机名称。

状态：显示虚机演练当前虚机的状态。

 创建新虚机：表示虚机演练开始执行时演练平台正在配置演练虚机。

 运行：表示演练虚机正在运行中。用户可以登录虚机确认虚机内容。

 完成：表示一次性的自动虚机演练执行演练完成后的状态，演练虚机会被清理。

 空闲：表示周期性的自动虚机演练正在等待下一次执行演练。

 成功：表示虚机演练手动设置成功结果后的状态，演练虚机会被清理。

 失败：表示虚机演练手动设置失败结果后的状态，演练虚机会被清理。

所有者：显示虚机演练的创建者。

虚机演练单虚机操作列说明：

启动：当前状态是停止的情况下，用户单击启动操作来启动虚机演练。

停止：当前状态是运行的情况下，用户单击停止操作来停止虚机演练。

删除：用户单击删除操作来删除当前虚机的虚机演练。

演练详情：用户单击演练详情操作，页面跳转到演练详情，查看当前演练虚机的详细演

练情况，包含演练时间，结果详情，执行结果统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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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练时间：第一次演练的开始时间到最后一次演练的结束时间的时间差。

 结果详情：用户单击详情可查看演练结果。

更多·查看日志：用户单击查看日志操作，查看当前虚机虚机演练的日志。

更多·授权：用户单击授权操作，弹出页面，指派用户对该虚机虚机演练进行管理。

更多·登录虚机：虚机演练不开启自动演练时，若虚机演练状态正在运行中，用户可以

登录虚机操作，浏览器会弹出新的标签页面跳转到 vCenter/ESXi平台登录页面。

更多·设置：虚机演练不开启自动演练时，若虚机演练状态正在运行中，用户单击设置，

弹出设置页面窗口，通过登录虚机确认后，可以手动设置此次演练的结果是成功或失败，

然后演练详情中会有统计信息。设置完结果后，演练虚机会被清理。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虚机演练组操作列说明：

查看配置：用户单击查看配置操作，弹出页面，查看当前虚机演练组的配置情况。

更多·组启动：批量启动虚机演练组包含的所有虚机的虚机演练。

更多·组停止：批量停止虚机演练组包含的所有虚机的虚机演练。

更多·组删除：批量删除虚机演练组包含的所有虚机的虚机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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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演练详情：用户单击演练详情，页面跳转到演练详情，查看虚机演练包含的所有虚

机的详细演练情况。

5.3.5.2 虚机备份·界面·说明

虚机备份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备份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虚机备份规则列表。

虚机名称：按虚拟机名称过滤显示虚机备份规则列表。

虚拟平台：按虚拟平台名称过滤显示虚机备份规则列表。

灾备机：按灾备机名称过滤显示虚机备份规则列表。

虚机备份规则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虚机备份规则名称。

虚拟平台：当前虚机备份规则对应的虚拟平台名称。

灾备机：当前虚机备份规则对应的灾备机，用于保存虚机数据。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虚机备份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虚机名称：当前规则或子规则对应的虚拟机名称，单个规则可以包含多个虚拟机，每一

个虚拟机作为一个子规则显示。

状态：表示规则当前的运行状态，说明如下：

 空闲：非周期性备份任务，在 NPServer或备机繁忙的情况下，任务状态显示为 “空闲”；
周期性备份任务，在任务运行状态下但没有备份数据的操作时，任务状态显示为“空闲”；

 百分比：显示备份任务的执行进度。

 完成：备份任务正常完成；适用于一次性任务。

 未知：如果由于 NPServer自身不可达，或者 NPServer和虚拟平台之间的通信不可达，

则对应任务的虚拟机状态将无法获取并显示为“未知”。

 启动：备份任务开始启动。

 排队中：由于虚拟机备份的并发数默认配置是 8个（即可同时执行 8个虚拟机的单机

的备份操作），因此如果当前已经有 8个虚拟机备份任务同时在执行备份操作，那么新增

的一次性任务或按时启动的周期性备份任务进入任务队列，等待执行；请参考相关设置。

 获取虚机配置：在备份任务刚启动的准备阶段，备份任务尝试获取虚拟机配置信息到

备机。

 查询变化数据：计算变化块并保存到备机。

 检查数据：检查备机数据的状态，是否已经存在以前备份的版本，如果没有，则初始

化备份目录；如果有，返回最后备份的版本信息，新备份与旧备份建立父子关系。

 停止：规则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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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效：规则异常，i2node相关进程可能发生异常。

上次执行：指的是最后一次执行虚机备份操作的情况，成功、失败；如果新建的规则而

且还未执行备份操作，则显示为“无”。

上次成功执行：指的是最后一次成功执行虚机备份操作的情况，包含时间点和备份方式。

1. 备份过程中，如果网络发生异常，备份任务尝试 5次，每次间隔 5分钟，如果超时则任

务停止；如果拔网线等直接导致网络接口不可用的情况，任务就立即停止。

2. 用户可自行定义全局的 task数量，在灾备机的软件 etc目录下新建 system.conf文件，编
辑 system.conf文件添加 bk_tsk_thd=n，n指可建立全局的 task数量的最大值。默认情况下，

全局的 task数量为 8，需重启 i2node进程生效。

3. npsvr安装目录下 npsvr.ini配置文件修改Max_Thread_Sum=n，n指控制每个 esxi主机的

最大并发执行规则的数目，默认为 4，此参数受限于 bk_tsk_thd参数的值，需重启 npsvr
进程生效。

虚机备份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单个虚拟机对应的备份任务，如果处于停止状态，用户可单击启动。

停止：单个虚拟机对应的备份任务，如果处于非停止状态，用户可单击停止。

立即执行：配置任务后，如果还没达到预订任务或周期性任务的执行时间，用户也可以

单击立刻执行备份操作，可选“增量备份”、“差异备份”或“增量备份”。

更多包括：

删除：如果备份任务只包含 1个虚拟机，单击删除即直接删除整个规则；如果备份规则

包含多个虚拟机，只会删除当前虚拟机对应的任务，其他任务不受影响；

普通恢复：针对规则备份的虚拟机直接创建相应的普通恢复任务，将虚拟机恢复到目标

虚拟平台上。详见虚机恢复·普通恢复章节。

瞬时恢复：针对规则备份的虚拟机直接创建相应的瞬时恢复任务，在目标虚拟平台上临

时创建虚拟机配置，直接读取的是灾备机上保存的虚机数据。详见虚机恢复·瞬时恢复章

节。

查看日志：查看规则日志。

查看备份点：弹出备份点列表页面，如灾备机目录下有备份数据，显示当前备份任务所

执行过的备份记录，包含执行时间和备份数据的大小，以 Kb单位显示；如灾备机目录下

无备份数据，显示为空。

查看数据流量：如果当前备份任务正在执行，单击可查看实时流量图；

查看统计信息：显示备份任务的记录和统计信息。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章

节。

虚机备份规则组操作列说明：

修改：部分信息支持修改，例如带宽控制、备份策略、添加新的虚拟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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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恢复：相对于单个任务中单个虚拟机的“普通恢复”和“瞬时恢复”，该选项批量恢复备

份规则内多个虚拟机，并且允许用户给每个虚拟机选择不同的备份记录点做恢复。

查看统计信息：显示虚机备份任务的记录和统计信息。

立即执行：配置启用周期性任务的组规则后，用户可以未达到执行时间点的情况下，单

击“立即执行”执行虚机备份操作，可选“开启全量”、“开启增量”或“开启差异”。

更多·组启动：批量启动此虚机备份规则组内的所有子规则。

更多·组停止：批量停止此虚机备份规则组内的所有子规则。

更多·组删除：批量删除此虚机备份规则组内的所有子规则。

虚机备份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虚机备份规则。详见虚机备份·新建·Hyper-V章节和虚机备份·新建·VMware
章节。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虚机备份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虚机备份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虚机备份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虚机备份规则的状态。

5.3.5.3 虚机迁移·界面·说明

虚机迁移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虚机迁移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虚机迁移规则列表。

虚机名称：按虚拟机名称过滤显示虚机迁移规则列表。

虚拟平台：按虚拟平台名称过滤显示虚机迁移规则列表。

灾备机：按灾备机名称过滤显示虚机迁移规则列表。

虚机迁移规则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虚机迁移规则名称。

虚拟平台：当前虚机迁移规则对应的虚拟平台名称。

灾备机：当前虚机迁移规则对应的灾备机，用于缓存虚机数据。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虚机迁移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虚机名称：当前规则或子规则对应的虚拟机名称，单个规则可以包含多个虚拟机，每一

个虚拟机作为一个子规则显示。

状态：表示规则当前的运行状态，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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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迁移规则开始启动。

 排队中：任务在队列中等待前序任务处理完成。

 创建新虚机：开始创建虚拟机。

 获取虚机配置：获取虚拟机配置信息到备机。

 查询变化数据：计算变化块并保存到备机。

 传输中：显示迁移数据进度百分比。

 迁移就绪：规则首次提交后进行创建新虚机和全量虚机数据传输，完成后状态变为“迁

移就绪”。当用户单击“开始迁移”按钮，规则进行增量迁移，同步虚机的增量数据。

 停止：虚机迁移规则停止，需要单击查看日志信息进行排查。

 失效：NPServer或备机异常出现失效状态。

 完成：虚机迁移规则完成。

 恢复快照：将目标虚机转到之前创建的快照。

 快照清除：目标虚机转到之前创建的快照之后，将快照移除。

如果目标平台为 OpenStack，迁移就绪后需要鼠标左击单击“更多”➡“创建目标主机”等待
创建完成后迁移状态才更新为完成。

上次执行：指的是最后一次执行虚机迁移操作的情况，成功、失败；如果新建的规则而

且还未执行备份操作，则显示为“无”。

上次成功执行：指的是最后一次成功执行虚机迁移操作的情况，包含时间点和备份方式。

虚机迁移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启动此虚机迁移规则。

停止：停止此虚机迁移规则。

删除：删除此虚机迁移规则。

更多·开始迁移：只有状态为迁移就绪状态才可以单击“开始迁移”，此时进行增量迁移，

迁移增量数据（源虚机增加的数据）。

更多·查看日志：查看此虚机的日志。

更多·查看统计信息：查看此虚机的统计信息。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章

节。

虚机迁移规则组操作列说明：

查看配置：查看规则配置。

查看统计信息：查看规则的统计信息。

更多·组启动：批量启动此规则组内的所有子规则。

更多·组停止：批量停止此规则组内的所有子规则。

更多·组删除：批量删除此规则组内的所有子规则。

虚机迁移规则菜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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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新建虚机迁移规则。详见虚机迁移·新建·Hyper-V章节和虚机迁移·新建·VMware
章节。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虚机迁移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虚机迁移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虚机迁移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虚机迁移规则的状态。

5.3.5.4 虚机恢复·界面·说明

虚机恢复规则搜索栏说明：

规则名称：按虚机恢复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虚机恢复规则列表。

虚机名称：按虚拟机名称过滤显示虚机恢复规则列表。

虚拟平台：按虚拟平台名称过滤显示虚机恢复规则列表。

虚机恢复规则信息栏说明：

规则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虚机恢复规则名称。

恢复类型：显示当前虚机恢复规则的恢复类型，有普通恢复和瞬时恢复两种。

虚拟平台：显示当前虚机恢复规则恢复虚机所在的虚拟平台名称。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虚机恢复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虚机名称：当前虚机恢复规则或子规则对应的虚拟机名称，单个规则可以包含多个虚拟

机，每一个虚拟机作为一个子规则显示。

进度：表示虚机恢复规则当前的运行状态，说明如下：

 启动：虚机恢复规则开始启动。

 排队中：任务在队列中等待前序任务处理完成。

 创建新虚机：开始创建虚拟机。

 传输中：如果是普通恢复，表示数据正在传输，显示进度百分比。

 运行：如果是瞬时恢复，表示恢复虚机正在运行中。

 停止：规则停止。如果是普通恢复，若意外停止，表示传输需要单击查看日志信息进

行排查；如果是瞬时恢复，表示恢复虚机是停止的。

 失效：NPServer或备机异常出现失效状态。

 完成：表示虚机恢复规则完成。

虚机恢复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启动此虚机恢复规则。

停止：停止此虚机恢复规则。

更多·删除：删除此虚机恢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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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查看日志：查看此虚机恢复规则的日志。

更多·查看统计信息：查看此虚机的统计信息。普通恢复任务有此选项。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章

节。

虚机恢复规则组操作栏说明：

查看配置：查看虚机恢复规则配置。

查看统计信息：查看虚机恢复规则的统计信息。

更多·组启动：批量启动此虚机恢复规则组内的所有子规则。

更多·组停止：批量停止此虚机恢复规则组内的所有子规则。

更多·组删除：批量删除此虚机恢复规则组内的所有子规则。

虚机恢复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虚机恢复规则。详见虚机恢复·普通恢复章节和虚机恢复·瞬时恢复章节。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虚机恢复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虚机恢复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虚机恢复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虚机恢复规则的状态。

5.3.5.5 虚机复制·界面·说明

虚机复制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虚机复制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虚机复制规则列表。

虚机名称：按虚拟机名称过滤显示虚机复制规则列表。

源平台：按源虚拟平台名称过滤显示虚机复制规则列表。

灾备机：按灾备机名称过滤显示虚机复制规则列表。

虚机复制规则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当前虚机复制规则名称。

源平台：显示当前虚机复制规则对应的源虚拟平台名称。

目标平台：显示当前虚机复制规则对应的源虚拟平台名称。

灾备机：显示当前虚机复制规则对应的灾备机，用于缓存虚机数据。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虚机复制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虚机名称：当前规则或子规则对应的虚拟机名称，单个规则可以包含多个虚拟机，每一

个虚拟机作为一个子规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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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表示规则当前的运行状态，说明如下：

 空闲：添加规则并提交后，初始状态为“空闲”；非周期性任务，在 NPServer或备机

繁忙的情况下规则状态显示为“空闲”，周期性任务，在规则运行但没有传输数据时，规

则状态显示为“空闲”。

 启动：在周期执行时间点，规则被调度和启动。

 排队中：规则检查当前是否有其他队列任务，如果没有则开始执行。

 获取虚拟机配置：准备阶段，规则查询源端虚机配置文件。

 创建虚拟机：规则按照源端虚机的配置，在目标平台自动创建虚机副本。

 百分比：规则执行的进度。

 完成：成功完成虚机复制操作后，显示完成。

 停止：当规则执行过程发生错误时，规则会自动停止。

 失效：NPServer或备机宕机出现失效状态。

虚机复制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启动当前任务中的虚机复制规则。

停止：停止当前任务中的虚机复制规则。

立即执行：启用同步策略的虚机复制规则，在未达到执行时间点时，用户可以单击“立

即执行”，手动进行虚机复制操作。

更多包括：

删除：删除启动当前任务中的虚机复制规则。

查看日志：查看当前任务中虚机复制的操作日志。

虚机演练：详见虚拟化支持·虚机演练章节。

切换：切换此虚机到某个快照时间点。

回切：回切虚机到之前的状态。

查看统计信息：查看此虚机的统计信息。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章

节。

虚机复制规则组操作列说明：

修改：修改规则的配置。

查看统计信息：查看虚机复制规则的统计信息。

更多·组启动：批量启动此虚机复制规则组内的所有子规则。

更多·组停止：批量停止此虚机复制规则组内的所有子规则。

更多·组删除：批量删除此虚机复制规则组内的所有子规则。

虚机复制规则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虚机复制规则。详见虚机复制·新建·Hyper-V章节和虚机复制·新建·VMware
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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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虚机复制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虚机复制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虚机复制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虚机复制规则的状态。

5.3.6 VMware用户最小权限说明

vCenter Server 中，备份应用用户在备份虚拟机数据时，必须具有以下权限：

虚拟机(VirtualMachine) > 配置(Configuration) > 跟踪磁盘修改(Disk Change Tracking)

虚拟机(VirtualMachine) > 支持(Provisioning) > 允许磁盘只读访问，并且允许虚拟机下载
(VM download)

虚拟机(VirtualMachine) > 状态(State) > 创建快照和移除快照

备份应用中，用户必须具有以下权限：

数据存储(Datastore) > 分配空间(Allocate space)

虚拟机(VirtualMachine) > 配置(Configuration) > 添加新磁盘和移除磁盘

虚拟机(VirtualMachine) > 配置(Configuration) > 修改资源(Resource)和设置(Setting)

当备份涉及 vCenter Server 以及所有 ESX/ESXi Host 时，用户还需要具有以下权限：

全局(Global) > 禁用和启用方法(DisableMethods and EnableMethods)

全局(Global) > 牌照(License)

所有的权限都必须应用在 vCenter Server 级别，否则将会返回类似「The host is not licensed
for this feature」这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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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DTO管理

5.4.1 定时管理·DTO管理·本地到对象存储

“本地到对象存储”导航栏：“定时管理”→“DTO管理”→“本地到对象存储”

定时管理·DTO管理·本地到对象存储指的是将生产数据中的目录、文件同步到对象存储

中。

根据生产数据的目录结构和数量，管理员可以配置一个或多个规则来分组同步。

5.4.1.1 本地到对象存储·环境要求

DTO管理基本功能需要一些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添加“DTO主机”前，需要安装 i2DTO软件程序。

3. 在 i2UP控制台中添加对象存储。详见资源管理·对象存储。

4. 在 i2UP控制台中添加“DTO主机”并处于在线状态。详见资源管理·DTO主机。

5. i2UP控制台需具备有 dto的许可，并且该 dto许可剩余允许传输量不为 0。

5.4.1.2 本地到对象存储·新建

5.4.1.2.1 本地到对象存储·新建·基本设置

进入本地到对象存储界面中，单击新建进入基本设置界面：

启用：此选项默认开启，如若不勾选的话不能使用该规则。

不开启的话，本地到对象存储的界面中只能进行修改和删除的操作。无法对此规则进行启动等操作。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规则名称，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同步主机：下拉框中会列出已注册至 i2UP控制台的 DTO同步主机供选用。

规则类型：目前仅有静态文件同步：每次启动规则时会扫描源路径下的所有文件。首次

同步时，会同步源路径下的所有文件。

同步策略类型：“手动同步”、“定期同步”和“间隔同步”。

 手动同步：需手动启动规则。

 定期同步：可指定每个月的某几天或者每个星期的某几天中的某几个时间点开始同

步，规则会在设置的时间自动开始运行。

 间隔同步：可指定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每间隔多久自动启动一次规则，最小间隔时间为

1分钟，规则会在设置的时间自动开始运行。

定期同步策略：用户自行添加定期同步策略。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定时同步策略，彼

此独立。

间隔同步策略：用户自行添加时间间隔同步策略。选择此规则开始时间，并设置间隔时

间（单位为分钟）。

文件后缀名过滤：以后缀名为过滤条件，格式为“文件扩展名”，若多个过滤条件则用逗

号隔开，如：“.txt”，“.doc”，“.r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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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不同步源路径中该过滤项中定义的文件类型。

 包含：只同步源路径中该过滤项中定义的文件类型。

5.4.1.2.2 本地到对象存储·新建·同步设置

进入本地到对象存储界面中，单击“新建”→“同步设置”，进入同步设置界面：

比较类型：重镜像时的校验方式。

 文件属性检验（大小+修改时间）：通过文件大小和修改时间进行比较。

 MD5校验：通过文件的MD5 值进行比较。

i2dto不对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的目标端做扫描。重镜像时是当前扫描源文件时获取的文件属性/MD5
和上一次传输时的源文件属性/MD5作比较（文件同步成功后会将从对象存储上返回的文件属性
/MD5记入数据库的 filemapping表中），当比较结果不一致或缺失时，重镜像时就会传输该文件。但
对象存储对分片上传的文件返回的MD5可能为空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分片的MD5，并非文件真正的

MD5，所以导致重镜像时源端并没有变化的分片文件可能会重传。

传输线程数量：可以根据需要指定 1-100的线程个数。一个线程处理一个目录。

此选项用于提高数据复制的速度，默认为“10”，数值越高数据复制的速度越快，但会消耗更多的
CPU和内存资源，请根据实际环境适当选择。

对象文件路径名：

 和源端保持不变：区分大小写，和源端大小写保持一致。

 全部为大写（传输时转换）：在传输时，将源路径下的所有目录名、子目录名、文件

名、文件后缀名全部转换为大写存储在目标路径下。

 全部为小写（传输时转换）：在传输时，将源路径下的所有目录名、子目录名、文件

名、文件后缀名全部转换为小写存储在目标路径下。

备端文件压缩：指的是在本地将文件进行压缩，压缩完后传输到对象存储。

仅限于本地到对象存储的规则才支持压缩，压缩传输后，目标端文件名会被修改为：原文件名.i2.zip。

备端文件加密：指的是在本地将文件进行加密，加密完后传输到对象存储。

仅限于本地到对象存储的规则才支持加密，加密密码不允许修改。

加密密钥：给备端文件设置加密密钥，此密钥必须为 6至 12个字母或数字。

加密传输后，目标端文件名会被修改为：“原文件名.i2.zip”。

5.4.1.2.3 本地到对象存储·新建·带宽设置

进入本地到对象存储界面中，单击“新建”→“带宽设置”，进入带宽设置界面：

全选：开启后，将会选择一周内的所有时间。此选项默认关闭。

时间范围：用户自行勾选具体的生效日。

选择带宽：根据用户需求选择需要执行限速的时间段，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限速规则，

彼此独立，如果带宽设定为 0，表示禁止传输。

5.4.1.2.4 备份记录设置·ElasticSearch

当用户的生产数据达到上亿甚至更高级别，而且还对备份记录检索又更高的要求，可以通

过外接 ElasticSearch系统做功能扩展。也就是在执行 i2DTO的数据本地到对象存储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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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笔从本地目录同步到对象存储的备份记录，保存在 ElasticSearch系统，并依靠

ElasticSearch强大的检索功能可以快速地从海量记录中查找和定位，并恢复选定的数据。

使用此功能前，管理员需要有已经部署好的 ElasticSearch服务器，并在 DTO主机上进行

如下配置：

1. 开启备份记录，首先在同步主机/usr/local/i2dto/dto/conf目录下添加配置文件 es.conf。

2. 配置内容如下：

user = elastic

password = zhangxiangadmin

endPoint = 172.20.78.118:9200

suffix = zch4

3. 保存后退出，重启同步主机。

1. user和 password是 ElasticSearch的账号和密码；

2. endpoint是对应 ElasticSearch服务器的 ip和端口号；

3. suffix是后缀，可以随便设置，根据不同的后缀在 Elastic Search里产生不同的索引，用于区分
归属于不同机器的同步数据。

5.4.1.3 本地到对象存储·界面

本地到对象存储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

文字符。

同步主机：显示此规则中对应的同步主机。

启用：显示此规则是否开启了启用功能。

状态：显示当前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的状态。

相同文件数：显示相同文件数量。

传输失败数：显示已传输失败的文件数。

文件总数：显示需要传出的总文件数。

传输字节数：显示已传输的字节数量。

传输文件数：显示已传输的文件数量。

总字节数：显示需要传输的总字节数。

本地到对象存储操作列说明：

启动：启动当前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

停止：停止当前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

继续：继续执行当前的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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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修改当前的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

删除：删除当前的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

更多·数据流量：查看当前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的数据流量。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本地到对象存储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的状态。

5.4.1.4 本地到对象存储·修改

本地到对象存储中，规则中的基本设置中的同步主机和规则类型是不允许，其余选项都支

持修改。本地到对象存储·修改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本地到对象存储界面。

2. 本地到对象存储界面中，找到对应的规则，单击“修改”即可对此规则的配置进行修

改。

3. 单击“确定”，完成此本地到对象存储的修改。

5.4.1.5 本地到对象存储·更多·数据流量

提供了查看该本地到对象存储的数据流量的情况。

本地到对象存储·更多·数据流量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本地到对象存储界面。

2. 本地到对象存储界面中，找到对应的规则，单击“更多”→“数据流量”即可查看此

规则正在运行时产生的数据流量状态。

5.4.2 DTO管理·对象存储到本地

“对象存储到本地”导航栏：“定时管理”→“DTO管理”→“对象存储到本地”

此功能分为两类方式：普通恢复和历史恢复。

普通恢复：通过执行本地到对象存储或者同步与比较规则，从本地存储同步到对象存储

的数据或文件进行恢复。

历史恢复：首先需要将历史恢复功能开启，每次执行本地到对象存储或者同步与比较规

则中本地存储到对象存储方向的同步时，都会产生相应时间点的备份记录，通过选择不同

时间点的备份记录，可以将已经同步到对象存储的文件恢复到之前的某个版本。

5.4.2.1 对象存储到本地·普通恢复

5.4.2.1.1 对象存储到本地·普通恢复·环境要求

对象存储到本地·普通恢复的环境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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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DTO主机需要安装 i2DTO安装包。

3. 在 i2UP控制台中添加对象存储。

4. 在 i2UP控制台中添加“DTO主机”并处于在线状态。

5. i2UP控制台需具备有 dto的许可，并且该 dto许可剩余允许传输量不为 0。

5.4.2.2 对象存储到本地·普通恢复·新建

5.4.2.2.1 对象存储到本地·普通恢复·新建·基本设置

进入对象存储到本地界面，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启用：此选项默认开启，如若不勾选的话不能使用该规则。

不开启的话，本地到对象存储的界面中的操作列只有修改和删除的操作。无法对此规则进行启动等

操作。

名称：任意指定，便于管理即可。

同步主机：下拉框中会列出已注册至 i2UP控制台的 DTO同步主机供选用。

普通恢复：通过选择不同的同步类型进行选定目录下文件的恢复。

同步策略类型：“手动同步”“定期同步”和“间隔同步”。

 手动同步：需手动启动规则。

 定期同步：可指定每个月的某几天或者每个星期的某几天中的某几个时间点开始同

步，规则会在设置的时间自动开始运行。

 间隔同步：可指定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每间隔多久自动启动一次规则，最小间隔时间为

1分钟，规则会在设置的时间自动开始运行。

定期同步策略：用户自行添加定期同步策略。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定时同步策略，彼

此独立。

间隔同步策略：用户自行添加时间间隔同步策略。选择此规则开始时间，并设置间隔时

间（单位为分钟）。

源存储：用户自行选择想要同步至本地的数据所在的对象存储。

同步路径映射：将源路径的数据同步到目标路径上。

 源路径：对象存储源存储上需要同步的数据路径。

 目标路径：同步主机的本地存储路径。

文件后缀名过滤：以后缀名为过滤条件，格式为“文件扩展名”，若多个过滤条件则用逗

号隔开，如：“.txt”，“.doc”，“.rtf”。

 排除：不同步源路径中该过滤项中定义的文件类型。

 包含：只同步源路径中该过滤项中定义的文件类型。

5.4.2.2.2 对象存储到本地·普通恢复·新建·同步设置

进入对象存储到本地界面，单击“新建”→“同步设置”：

比较类型：重镜像时的校验方式。

 文件大小：通过源、目标的文件大小进行比较。

 MD5校验：通过源、目标的文件MD5 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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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略目标端存在的文件：i2DTO不再扫描目标端存储，直接拿源端拆解过后的目录进

行传输，传输之前 check目标端文件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就同步，否则跳过该文件；

这种类型，可以支持对象存储单一目录上千万的文件。

传输线程数量：可指定 1-100的传输线程个数。一个线程处理一个目录。

此选项用于提高数据复制的速度，默认为“10”，数值越高数据复制的速度越快，但会消耗更多的
CPU和内存资源，请根据用户环境适当选择。

对象存储扫描线程数量：可指定 1-10的扫描线程个数。

备端文件解压：允许要恢复的对象储存上的文件是通过 dto压缩过的, 勾选后，系统会自

动从对象存储上下载文件到本地后解压。

备端文件解密：允许要恢复的对象储存上的文件是通过 dto加密过的, 勾选后，系统会自

动从对象存储上下载文件到本地后解密。

解密秘钥：给备端加密文件解密使用的密钥。

备端文件解压或者解密，要求比较类型为: 忽略目标端存在的文件。

5.4.2.3 对象存储到本地·历史恢复

5.4.2.3.1 对象存储到本地·历史恢复·环境要求

对象存储到本地·历史恢复的环境要求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DTO主机需要安装 i2DTO软件程序。

3. i2UP控制台需具备有 dto的许可，并且该 dto许可剩余允许传输量不为 0。

4. 在 i2UP控制台中添加对象存储。详见资源管理·对象存储。

5. 在 i2UP控制台中添加 DTO主机并处于在线状态。详见资源管理·DTO主机。

6. 确保开启历史恢复和备份记录功能。详见对象存储到本地·历史恢复·环境要求·开

启历史恢复和环境要求·备份记录设置·ElasticSearch。

7. 对象存储需要有通过本地到对象存储或者文件同步与比较规则从本地到对象存储方

向同步时产生的备份记录。

5.4.2.3.2 对象存储到本地·历史恢复·环境要求·开启历史恢复

1. 开启历史恢复功能需在同步主机（DTO主机）的/usr/local/i2dto/dto/conf目录下添加配

置文件 esHistory.conf。

2. 配置内容如下：

user = elastic

password = zhangxiangadmin

endPoint = 172.20.78.118:9200

suffix = zch4

3. 保存后退出，重启同步主机。

1. user和 password是 Elasticsearch的账号和密码；

2. endpoint是对应 Elasticsearch服务器的 ip和端口号；

3. suffix是后缀，可以随便设置，根据不同的后缀在 Elasticsearch里产生不同的索引，用于区分
多台机器的同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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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lasticsearch需要自己搭建，以上只是填写模板，具体需要自己配置。

4. 开启历史恢复功能后，每次执行本地到对象存储及文件比较与同步的从本地存储到对

象存储的规则时，都会产生一个带有恢复时间点的备份记录。

1.目前历史恢复功能只支持 S3对象存储以及 OSS对象存储。

2.目前只支持本地存储到对象存储的规则所同步的文件进行历史恢复。没有经过本地到对象存储或者
同步与比较规则从本地存储同步到对象存储的文件是不能进行历史恢复的。

5.4.2.1 对象存储到本地·历史恢复·新建

5.4.2.1.1 对象存储到本地·历史恢复·新建·基本设置

进入对象存储到本地界面，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启用：此选项默认开启，如若不勾选的话不能使用该规则。

不开启的话，本地到对象存储的界面中的操作列只有修改和删除的操作。无法对此规则进行启动等
操作。

名称：任意指定，便于管理即可。

同步主机：下拉框中会列出“数据同步→同步主机”中已有同步主机供选用。

历史恢复：通过选定目录下已备份文件的不同备份记录来恢复到不同版本的文件。

恢复时间点：本地到对象存储或者同步与比较规则执行时产生的备份记录所对应的时间

点。

规则类型：目前仅有静态文件同步：每次启动规则时会扫描源路径下的所有文件。首次

同步时，会同步源路径下的所有文件。

源存储：用户自行选择要对象存储用来恢复数据。

同步路径映射：将源路径的数据恢复到目标路径上。

 源路径：对象存储到本地配置中源存储上需要恢复的数据路径。

 目标路径：所对应的本地存储的路径。

要恢复相应版本的文件必须正确选择相应恢复时间的备份记录，并且正确选择相应的源路径和目标
路径。

文件后缀名过滤：以后缀名为过滤条件，格式为“文件扩展名”，若多个过滤条件则用逗

号隔开，如：“.txt”，“.doc”，“.rtf”。

 排除：不同步源路径中该过滤项中定义的文件类型。

 包含：只同步源路径中该过滤项中定义的文件类型。

5.4.2.1.2 对象存储到本地·历史恢复·新建·同步设置

进入对象存储到本地界面，单击“新建”→“同步设置”：

比较类型：重镜像时的校验方式。

 文件大小：通过源、目标的文件大小进行比较。

 MD5校验：通过源、目标的文件MD5 进行比较。

 忽略目标端存在的文件：i2DTO不再扫描目标端存储，直接拿源端拆解过后的目录进

行传输，传输之前 check目标端文件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就同步，否则跳过该文件；

这种类型，可以支持对象存储单一目录上千万的文件。

传输线程数量：可指定 1-100的传输线程个数。一个线程处理一个目录。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317 -

此选项用于提高数据复制的速度，默认为“10”，数值越高数据复制的速度越快，但会消耗更多的
CPU和内存资源，请根据用户环境适当选择。

对象存储扫描线程数量：可指定 1-10的扫描线程个数。

5.4.2.2 对象存储到本地·界面

进入对象存储到本地界面：

对象存储到本地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对象存储到本地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

文字符。

同步主机：显示此对象存储到本地规则中对应的同步主机。

启用：显示此对象存储到本地规则是否开启了启用功能。

状态：显示当前本地到对象存储规则的状态。

相同文件数：显示相同文件数量。

传输失败数：显示已传输失败的文件数。

文件总数：显示需要传出的总文件数。

传输文件数：显示已传输的文件数量。

总字节数：显示需要传输的总字节数。

对象存储到本地操作列说明：

启动：当前对象存储到本地规则。

停止：停止当前对象存储到本地规则。

修改：修改当前的对象存储到本地规则。

删除：删除当前的对象存储到本地规则。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对象存储到本地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对象存储到本地规则。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对象存储到本地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对象存储到本地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对象存储到本地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对象存储到本地规则的状态。

5.4.2.3 对象存储到本地·修改

对象存储到本地中，规则中的基本设置中的同步主机、同步策略类型和源存储是不允许修

改的，其余选项都支持修改。对象存储到本地·修改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对象存储到本地界面，找到对应的规则，单击“修改”即可对此规则的配置进行

修改。

2. 单击“确定”，完成此对象存储到本地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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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DTO管理·文件比较与同步

“文件比较与同步”导航栏：“定时管理”→“DTO管理”→“文件比较与同步”

5.4.3.1 文件比较与同步·环境要求

文件比较与同步的环境要求如下：

1. i2UP控制机操作平台。

2. DTO主机需要安装 dto安装包。详见安装 i2DTO。

3. 在 i2UP控制台中添加对象存储。详见资源管理·对象存储。

4. 在 i2UP控制台中添加 DTO主机并处于在线状态。详见资源管理·DTO主机。

5. i2UP控制台需具备有 dto的许可，并且该 dto许可剩余允许传输量不为 0。

6. 对象存储需要有通过本地到对象存储上传的数据。详见 DTO管理·本地到对象存储。

5.4.3.2 文件比较与同步·新建

5.4.3.2.1 文件比较与同步·新建·基本设置

进入文件比较与同步界面，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启用：此选项默认开启，如若不勾选的话不能使用该规则。

不开启的话，本地到对象存储的界面中的操作列只有修改和删除的操作。无法对此规则进行启动等
操作。

名称：任意指定，便于管理即可。

同步主机：下拉框中会列出已注册至 i2UP控制台的 DTO同步主机供选用；

规则类型：仅比较/文件比较与同步/ FTP比较并同步；

 仅比较：仅比较两端一致性不做传输，给出相同、不相同、缺失以及总的文件数。此

选项为默认选项。

规则执行完毕后可以在文件比较与同步的界面中在操作中单击“查看比较结果”进行查看。

 文件比较与同步：比较两端一致性的同时会传输不同和缺失的文件到目标端，给出相

同、不相同、缺失、传输、传输失败以及总的文件数。

规则执行完毕后可以在文件比较与同步的界面中在操作中单击“查看比较结果”进行查看。

 FTP比较与同步：此功能暂不支持。

同步策略类型：“手动同步”“定期同步”和“间隔同步”。

 手动同步：需手动启动规则。此选项为默认选项。

 定期同步：可指定每个月的某几天或者每个星期的某几天中的某几个时间点开始同

步，规则会在设置的时间自动开始运行。

 间隔同步：可指定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每间隔多久自动启动一次规则，最小间隔时间为

1分钟，规则会在设置的时间自动开始运行。

定期同步策略：用户自行添加定期同步策略。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定时同步策略，彼

此独立。

间隔同步策略：用户自行添加时间间隔同步策略。选择此规则开始时间，并设置间隔时

间（单位为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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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存储：用户自行选择要源端的存储数据用来做对比。

目标存储：用户自行选择对象存储数据作为目标存储对比。

文件后缀名过滤：以后缀名为过滤条件，格式为“文件扩展名”，若多个过滤条件则用逗

号隔开，如：“.txt”，“.doc”，“.rtf”。

 排除：不同步源路径中该过滤项中定义的文件类型。

 包含：只同步源路径中该过滤项中定义的文件类型。

5.4.3.2.2 文件比较与同步·新建·比较设置

进入文件比较与同步界面，单击“新建”→“比较设置”：

比较类型：重镜像时的校验方式。

 文件大小：通过源、目标文件的大小进行比较。

 对象智能比对：提交规则时会判断备端存储是否支持自定义META，不支持则不允许

规则提交。智能比对即：通过比文件当前的修改时间戳，和上一次同步时文件的修改时

间戳（记录在自定义属性META中）来判断文件是否一致（如果修改时间戳一致则认为

文件相同，如果修改时间戳不同，则继续对比文件的MD5）。

 MD5校验：通过源、目标文件的MD5 值进行比较（本地需计算 md5，对象存储直接

采用 Etag，对象存储将收到文件的MD5值放在返回结果的 ETag中）。

对象存储返回分片上传文件的MD5有可能为空或是最后一个分片的MD5，因此对象存储的MD5
并不完全可靠。“文件大小”比对最快；当文件较大时“对象智能比对”比“MD5校验”快（大文

件本地计算 md5很慢）；当文件较小时“MD5校验”比“对象智能比对”快（对象存储的文件修改
时间需从META中获取，一个文件就是一次请求）。

 忽略目标端存在文件：i2DTO不再扫描目标端存储，直接拿源端拆解过后的目录进行

传输，传输之前 check目标端文件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就同步，否则跳过该文件；

这种类型，可以支持对象存储单一目录上千万的文件。

传输线程数量：可以根据需要指定 1-100的线程个数。一个线程处理一个目录。

此选项用于提高数据复制的速度，默认为“10”，数值越高数据复制的速度越快，但会消耗更多的
CPU和内存资源，请根据用户环境适当选择。

对象存储扫描线程数量：可根据需要指定 1-10个线程数。

比对线程数量：可根据需要指定 1-100个线程数。

孤儿文件处理方式：

 不做处理：不删除孤儿文件，存在在目标端。

 确认后删除：将孤儿文件计入孤儿文件列表，可通过规则主界面的“查看孤儿文件”

按钮来查看，以及选择是否要将目标端的孤儿文件删除。

 直接删除：将孤儿文件自动从目标端删除。

定期同步或间隔同步策略时不允许配置“确认后删除”；选择“忽略目标端存在的文件”比较类型时，

或者开启归档时不允许配置“直接删除”和“确认后删除”。

对象文件路径名：

 和源端保持不变：区分大小写，和源端大小写保持一致。

 全部为大写（传输时转换）：在传输时，将源路径下的所有目录名、子目录名、文件

名、文件后缀名全部转换为大写存储在目标路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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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为小写（传输时转换）：在传输时，将源路径下的所有目录名、子目录名、文件

名、文件后缀名全部转换为小写存储在目标路径下。

备端文件压缩：指的是在本地将文件进行压缩，压缩完后传输到对象存储。

仅限于本地到对象存储的规则才支持压缩，压缩传输后，目标端文件名会被修改为：原文件名.i2.zip。

备端文件加密：指的是在本地将文件进行加密，加密完后传输到对象存储。

仅限于本地到对象存储的规则才支持加密，加密密码不允许修改。

加密密钥：给备端文件设置加密密钥，此密钥必须为 6至 12个字母或数字。

1.加密传输后，目标端文件名会被修改为：“原文件名.i2.zip”。

2.备端文件压缩或者加密，要求比较类型为: 对象智能比对或者忽略目标端存在的文件

保留结果数量：设置“文件比较与同步→报告”中保留的记录条数。

5.4.3.2.3 文件比较与同步·新建·带宽设置

进入文件比较与同步界面，单击“新建”→“带宽设置”：

全选：开启后，将会选择一周内的所有时间。此选项默认关闭。

时间范围：用户自行勾选具体的生效日。

选择带宽：根据用户需求选择需要执行限速的时间段，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限速规则，

彼此独立，如果带宽设定为 0，表示禁止传输。

5.4.3.2.4 文件比较与同步·新建·归档设置

进入文件比较与同步界面，单击“新建”→“归档设置”：

启用归档：不勾选的话不启用归档功能。

归档条件：

 时间归档：按照填入文件时间类型的时间点与执行本地到对象存储时的时间点的差值

（单位天）。这里的时间选项有三个：文件创建时间、文件修改时间、文件访问时间，

这三种类型可以只选择某一个，也可以多选，并可以选择几种类型间的关系是与还

是或。

 命名特征：使用正则表达式进行针对文件名的过滤。

 文件类型：通过填入文件类型的后缀名进行对文件类型的过滤（如.txt 等），可以匹配

多个文件类型，文件后缀名与后缀名之间用“逗号隔开”（如.txt,.exe,.zip）

1.规则执行完毕后可以在在同步主机的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查看归档文件”处查看。详见 DTO
主机·查看归档文件。

2.最终规则的归档条件是取以上三个条件的交集，也就是说如果对三个条件都进行了设置，那么最终
的归档条件必须满足以上三个条件才能够被归档。

3.如果文件类型为空时，命名特征不但可以匹配文件名，还可以匹配目录：当文件类型为空时，规则

中的源目录名如果符合命名特征中的设置，那么一整个目录里的文件都将被归档。

启用归档：

 同步所有文件，并删除本地符合条件的文件：将源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全部同步到目标

存储的目标目录中，并删除本地符合归档条件的文件。

 只同步并删除符合条件的文件：只同步源目录中符合归档条件的文件到目标存储的目

标目录中去，并删除本地符合归档条件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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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归档仅支持本地到对象存储。

2. 归档和加密、压缩互斥。

3. 归档和孤儿文件处理互斥：归档后会删除本地文件因此归档后的文件会成为孤儿文

件，务必谨慎配置相同源或目标路径的其他规则的孤儿文件处理方式。

5.4.3.3 文件比较与同步·界面

进入文件比较与同步界面：

文件比较与同步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

文字符。

同步主机：显示此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中对应的同步主机。

启用：显示此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是否开启了启用功能。

状态：显示当前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的状态。

相同文件数：显示相同文件数量。

不同文件数：显示原路径与目标路径的不同的文件数。

缺失文件数：显示此规则中目标路径缺失的文件数。

文件总数：显示源路径需要传入目标路径的总文件数。

传输文件数：显示已传输的文件数量。

总字节数：显示源路径需要传入目标路径的总字节数。

文件比较与同步操作列说明：

启动：启动当前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

停止：停止当前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

修改：修改当前的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

删除：删除当前的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

文件比较与同步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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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4 文件比较与同步·修改

在文件比较与同步界面里，规则的基本设置中的源存储、目标存储和规则类型是不允许修

改的，其余选项都支持修改。本地到对象存储·修改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文件比较与同步界面，找到对应的规则，单击“修改”即可对此规则的配置进行

修改。

2. 单击“确定”，完成文件比较与同步规则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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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副本管理

6.1 概述

i2CDM产品是英方全新推出的以副本数据管理作为基础功能，并提供实时数据灾备、应用

高可用、数据库同步功能等高级功能的一款一体化容灾产品。

副本数据管理

整机首次保护时将操作系统整个卷及数据卷以全量拷贝的方式同步到备份服务器上，备份

数据是虚拟磁盘格式的形式保存。后续每当生产环境对源主机数据或系统进行更改时，将

以块级粒度捕获变化数据保存到备份服务器上。基于虚拟磁盘格式自身的快照特性可以定

期对变化增量数据保存为快照，每当需要恢复时，通过备份服务器内置的虚拟化管理软件

创建并启动虚拟机，其对应虚拟磁盘就是备份数据的某个快照时间点的虚拟副本。用户可

直接访问虚拟机，在生产环境中实现应急接管、容灾演练等使用，在非生产环境中实现开

发、测试、分析等环境快速搭建。

6.2 整机 CDM
整机 CDM 功能实现对系统备份、快速接管/演练。

整机 CDM 功能流程如下：

1）将整个系统备份到容灾一体机上。

2）基于备份点快速拉起接管/演练虚机。

通过创建整机复制规则保护整个系统到容灾一体机上，支持定时备份或者实时复制。

保护的系统需要接管或者演练时，在容灾一体机直接生成虚拟机，虚拟机的运行不影响当

前的整机复制规则运行和备份数据。

整机 CDM 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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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体机可集成数据管理平台和容灾平台，容灾平台是基于开源的 oVirt虚拟化平台，主要由两个
部分组成：oVirt-Engine管理节点和 oVirt-Node主机节点。用 VMware架构来对比，oVirt-Enine相当
于 vCenter平台，oVirt-Node相当于 ESXi主机。

2. 数据管理平台中，在资源管理→虚拟平台界面需添加平台类型为容灾平台的虚拟平台，也就是
oVirt-Engine管理节点。在资源管理→节点管理界面需添加生产节点和灾备节点，生产节点上需要运

行 i2Node，灾备节点上需要运行 i2Node和 oVirt-Node。

6.2.1 整机复制

6.2.1.1 整机复制·环境要求

1. 登录数据管理平台。

2. 工作机的操作系统安装 i2Node for i2CDM 软件，在节点管理页面中并处于在线状态。

3. 检查灾备机的操作系统已安装 i2Node节点，节点管理页面中并处在线状态。要求灾

备机的数据接口地址与 oVirt管理平台中主机的主机名/IP是相同的。

4. 检查容灾平台已添加到资源管理→虚拟平台页面中，并处于在线状态，需要授权 cdm
许可。

5. 登录 oVirt管理平台，确认“存储”→“域”页面，已新建数据域用于存储备份数据。

6. 检查容灾平台的存储域的授权容量。

6.2.1.2 整机复制·新建

整机复制界面导航：副本管理→整机 CDM→整机复制

新建整机复制规则的操作步骤如下：

1. 登录数据管理平台，进入整机复制页面，单击新建。

2. 在基本设置、压缩加密、备份策略、高级设置页面依次完成配置。

3. 单击确定提交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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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1 整机复制·新建·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整机复制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

当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整机复制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

源管理·业务组管理。

源类型：选择整机复制规则的源类型对象，目前仅支持块设备。

是否启用 CBT：用户选择是否启用磁盘变化块追踪技术。若不启用，每次备份时对源端

磁盘执行快照后，将快照保存至灾备机上。若启用后，开始全备时会根据源磁盘生成位图，

根据 CBT策略每次将细粒度的增量数据保存至灾备机上，这样用户可以恢复更细粒度的

时间点的数据。

目标类型：选择整机复制规则的目标类型对象，目前仅支持容灾平台。

工作机：用户选择整机复制规则的工作机。

容灾平台：用户选择在虚拟平台界面中已添加的容灾平台。新建容灾平台详见资源管

理·虚拟平台。

灾备机：用户选择整机复制规则的灾备机，该灾备机的管理接口地址必须在 oVirt管理平

台上计算→主机列表中指定主机的主机名/IP是相同的。

1. 如果 oVirt管理平台计算→主机列表中指定主机的“主机名/IP”填写的是主机名，那么
灾备机的管理接口地址必须填写相同的主机名，如果指定主机的“主机名/IP”填写的是 IP
地址，那么灾备机的管理接口地址必须填写相同的 IP地址。

存储：用户选择已授权的 cdm存储。需要在 oVirt管理平台中创建存储域并在数据管理

平台的 cdm许可中对该存储域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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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阈值：如果超过这个设定的时间，没有备份完成，会告警，需要在告警设置里设置

告警方式

块设备列表：配置工作机要备份的块设备。用户选择工作机后，单击添加，弹出“请选

择目标块设备”页面，然后选择工作机上要备份的块设备，若是整机复制所有块设备都要

勾选。

1. 由于 oVirt平台限制，源系统的 partition数量必须小于等于 64个，网卡数量要小于等于

20个。

启用数据库保护：该选项开启后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选择数据库类型进行保护。

Oracle：利用 Oracle热备份机制，然后执行快照。

 用户名：Oracle用户登录名称。

 密码：Oracle用户登录密码。

 超时时间：用户登录超时时间。

 端口：Oracle监听端口，默认为 1521。

 Oracle执行目录：启动 Oracle数据库的 bin路径。

 SID：Oracle 的 SID号。

Oracle 查询 SID 号方法如下：

# select instance_name from v$instance;

Oracle 连接必须要 sysdba 权限授权的用户，具体授权步骤如下：

# create user username identified by password

# grant sysdba to username;

 获取表空间名称：用户将上述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该按钮系统会自动获取对应表

空间名称。

1. Oracle数据库热备份要求必须启用归档模式，不支持非归档模式下的备份。

2. 不支持 Oracle多租户环境，多租户特性是 Oracle 12c及以上加入的新特性。

3. 备端启动 Oracle后，若打开数据库时报 ORA-10873和 ORA-01110错误，请执行命令

alter dabase end backup，然后再打开 Oracle数据库。

 MySQL：利用MySQL全局读锁定机制，然后执行快照。

 用户名：MySQL登录用户名称。

 密码：对应用户名的登录密码。

 超时时间：用户登录超时时间。

 端口：MySQL监听端口，默认为 3306。

 MySQL执行目录：启动MySQL数据库的 bin路径。

 获取数据库名称：用户将上述信息填写完成后单击该按钮会获取对应用户下的数

据库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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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的MySQL用户必须有全局 show database权限和 lock tables权限。

 SQLServer：利用Windows VSS接口通知应用程序（如 SQL Server）冻结 IO写入，

然后执行快照。

 超时时间：用户登录超时时间。

6.2.1.2.2 整机复制·新建·压缩加密

用户可以启用加密功能实现传输数据的加密，保证传输安全性。

用户可以启用压缩功能实现传输数据的压缩，提高传输带宽利用率。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 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 的倍数，最长 64 个字符。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6.2.1.2.3 整机复制·新建·备份策略

用户不启用细粒度备份（高级设置）时，可设定备份策略。

立即执行：设置完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后，立刻自动执行此全服务器备份规则。

一次性任务：备份任务只需要执行一次时，选择一次性任务，设置任务开始时间。

 开始时间：用户用来设置备份任务的开始时间，开始时间仅当策略类型为“一次性任

务”时，才需要设置。

周期性任务：备份任务会按照用户设置的时间点进行周期性备份。

 添加计划：用户选择策略类型，备份方式和运行时间。

 策略类型：支持每天、每周、每月。

 备份方式：支持全备、增量、差异。

 运行时间：设置开始执行备份策略任务的时间，可设置多个运行时间。

 备份保留：备份周期内保留个数（1-64 内整数），超出后下一次生成备份数据时，删

除最早备份数据。

6.2.1.2.4 整机复制·新建·高级设置

用户启用 CBT时，可进一步在高级设置中选择是否启用细粒度备份，满足更细粒度恢复

时间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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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粒度备份：用户选择是否启用细粒度备份，启用细粒度备份后用户在接管时可以恢复

细粒度的时间点，需要在后续进一步设置 CBT策略和快照策略。不启用细粒度备份，在

前面的备份策略页面进行配置策略。

CBT时间间隔：用户可以设定每次 CBT备份的时间间隔。CBT备份相当细粒度的备份，

保证用户能恢复最短多少时间的数据。

CBT保留天数：用户可以设定 CBT备份获取的增量数据的保留天数。

CBT数量：根据用户设定的 CBT时间间隔和用户设定的 CBT保留天数自动计算得出

CBT数量。

快照时间间隔：用户可以设定每次快照的时间间隔。快照相当于粗粒度的备份，保证用

户能恢复最长多少时间的数据。

快照保留天数：用户可以设定快照数据的保留天数。

快照数量：根据用户设定的快照时间间隔和用户设定的快照保留天数自动计算得出快照

数量。

1. 由于 QCOW2限制，快照数量上限是 64个。个别情况会发生快照无法删除时且快照达
到上限，就会做全备。

全备重置策略：用户选择是否启用全备重置策略，若不启用，第一次全备后，后续永久

做增量备份；若启用，用户可设定定期全备，防止某个备份点数据损坏后，后续的增量备

份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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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3 整机复制·界面

进入整机复制页面，可以查看整机复制规则列表及相关操作。

整机复制规则列表：

状态：显示当前整机复制规则的状态。包含以下这些状态：

 百分比：表示规则正在数据传输过程中的状态，以百分比显示进度。

 完成：表示策略类型为立刻执行或一次性任务的规则在结束备份后的状态。

 等待：表示当前规则正在等待下一次备份执行。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整机复制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工作机：显示当前整机复制规则中的工作机名称。

工作机状态：显示当前整机复制规则工作机的状态，有“在线”和“离线”两种。

灾备机：显示当前整机复制规则中的灾备机名称。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整机复制规则的控制机登录用户名。

列表操作栏：

启动：若规则处于“停止”状态，用户单击启动后，规则会启动。

停止：若规则处于“百分比”或者“等待”状态，用户单击停止后，规则会停止。

删除：用户单击删除后，规则会被删除。

修改：用户单击修改后，可以修改当前规则有关的配置。

立即执行：备份策略类型为周期性任务时，若规则处于停止状态，用户单击立即执行来

启动整机复制规则，支持全备、增量、差异三种备份方式。

查看数据流量：查看当前规则的实时传输速率、磁盘缓存、等待发送、发送中的数据量，

支持查看当日流量和历史流量。

查看日志：查看当前规则的日志列表，包含时间、日志等级、操作、日志内容。

查看备份点：查看当前规则的备份点列表，包含时间点、备份类型，用户可以在这里对

当前整机复制规则产生的备份数据进行接管/演练操作。

底部菜单说明：

新建：用户单击新建后，可以新建整机复制规则。

删除：用户选定规则后，单击删除，选定的规则会删除。如果要删除的规则数量多或者

存在较多状态未知的规则，删除可能超时，需要重新删除。

启动：用户选定规则后，单击启动，选定的规则会启动。

停止：用户选定规则后，单击停止，选定的规则会停止。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330 -

刷新：用户单击刷新，当前页面重新载入，显示整机复制规则最新的状态。

6.2.2 接管/演练

整机复制规则产生备份点后，当用户需要进行对已备份的系统进行接管或演练时，可以在

控制机界面中创建接管/演练任务，配置完成后会自动在容灾平台中建立相应的应急虚机。

6.2.2.1 接管/演练·环境要求

1. 登录数据管理平台。

2. 确认要接管或演练的整机复制规则已经产生备份时间点。

3. 确认灾备机和容灾平台状态都是在线的。

1. 用户进行接管操作时，工作机在线情况下目标虚机的网络配置若默认，目标虚机启动后
可能会引起 IP地址冲突或者网卡配置失败，因此建议源端离线情况下进行接管操作。

2. oVirt一体机的 firewall服务必须处于启用状态。

6.2.2.2 接管/演练·新建

接管/演练界面导航：副本管理→整机 CDM→接管/演练

新建接管/演练任务的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整机复制页面，选中相应的整机复制规则，单击更多→查看备份点。

2. 选择需要接管或演练的备份时间点，单击接管/演练按钮。

3. 在基本设置、虚机设置页面依次进行配置。

4. 配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提交任务。

5. 灾备机开始创建虚拟机，状态变为关机时，手动点击启动。

6. 接管/演练状态变为虚机正在运行时，点击打开控制台，此时可以登录虚拟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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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1 接管演练·新建·基本设置

虚机名称：用户自定义应急虚机的名称。

应急类型：用户选择应急类型为接管还是演练。接管的目的是快速在容灾平台上建立起

虚机运行，用于系统容灾等；演练的目的是在容灾平台隔离网络中快速建立虚拟机，用于

数据验证等。

工作机：显示当前整机复制规则的工作机名称。

工作机地址：显示当前整机复制规则的工作机 IP地址。

灾备机：选择备份数据所在的灾备机，若直接从整机复制规则选择备份点接管或演练无

需选择。

数据存放目录：选择备份数据所在的路径，若直接从整机复制规则选择备份点接管或演

练无需选择。

备份点：选择要接管或演练的备份点。

1. 当备份点有接管或演练的虚机时，该备份点及之后的备份点不会因备份策略自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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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2 接管演练·新建·虚机设置

CPU：用户自定义应急虚机的 CPU数，不能超过容灾平台计算节点的允许值。

内存：用户自定义应急虚机的内存值，不能超过容灾平台计算节点的允许值。

硬盘：显示备份虚拟磁盘格式文件的路径、硬盘大小、启动盘。用户可以进行删除操作。

应急虚机的网络连接配置，接管时虚机默认使用“ovirtmgmt”网络，可以与外部网络通讯；

演练时，虚机默认使用“I2 Isolated VM Network”网络，属于私有网络，与外部网络隔离。

6.2.2.3 接管/演练·界面

进入接管/演练页面，该页面可以查看应急虚机任务列表的配置和相关操作。

应急虚机任务列表：

应急虚机名称：显示当前应急虚机的名称。

应急类型：显示当前应急虚机任务的类型，目前分为接管和演练两种。

工作机：显示当前工作机的节点名称。

灾备机：显示当前灾备机的节点名称。

虚机状态：显示当前应急虚机的状态。

 创建中：表示应急虚机正在创建中。当前状态下禁止其它操作。

 创建失败：表示应急虚机创建失败，可从 npsvr日志查询失败原因。当前状态下只允

许删除操作。

 关机：表示应急虚机已处于关机状态。当前状态下允许删除和开机操作。

 虚机关机：表示应急虚机正在关机。当前状态下禁止其它操作。

 正在开机：表示应急虚机正在开机。当前状态下禁止其它操作。

 虚机正在运行：表示虚机正在运行中。当前状态下允许关机和打开控制台操作。

 未知：表示查询不到应急虚机状态，可能原因是容灾平台离线。当前状态下禁止其它

操作。

备份点：显示当前虚机在整机复制规则使用的备份时间点。

列表操作栏：

启动：用户单击启动后，当前应急虚机开始开机操作。

停止：用户单击停止后，当前应急虚机开始关机操作。

查看配置：用户单击查看配置后，可以查看当前应急虚机任务的配置内容。

更多·删除：用户单击删除当前应急虚机任务，容灾平台上相应的虚机也会被删除。

更多·打开控制台:用户单击打开控制台，弹出Web页面可以登录到虚拟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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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菜单说明：

新建：用户通过新建按钮创建整机复制的接管演练任务。

刷新：用户单击刷新，页面重新载入，可以查询到最新的应急虚机状态。

6.2.3 挂接任务

6.2.3.1 挂接任务·环境要求

1. 登录数据管理平台。

2. 确认已存在可用的数据副本。

3. 确认灾备机和容灾平台状态都是在线的。

4. 确保一体机系统 targetcli服务开启。

# service target status

6.2.3.2 挂接任务·新建

挂接任务界面导航：副本管理→整机 CDM→挂接任务

新建挂接任务的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挂接任务界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挂接任务新建界面。

3. 配置相关信息。

4. 单击“确定”按钮，提交挂接任务。

5. 查看挂接任务是否创建成功，显示为“已连接”。

6. 在客户端发现磁盘并挂载使用，此时对应挂接任务的磁盘规则，显示的会话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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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1 挂接任务·新建·基本设置

挂接任务名称：用户自定义挂接任务的名称。

工作机：显示选择的整机复制规则的工作机名称。

工作机地址：显示选择的整机复制规则的工作机 IP地址。

灾备机：选择备份数据所在的灾备机，若直接从整机复制规则选择备份点选择“远程挂

接”则无需选择。

数据存放目录：选择备份数据所在的路径，若直接从整机复制规则选择备份点“远程挂

接”则无需选择。

备份点：选择挂接的备份点。

链路协议：默认为“iSCSI”。

ACL：填写客户端 IQN。IQN格式采用 iqn.yyyy-mm.naming-authority:unique name 的形

式, 如：iqn.2020-09.com.vmware.iscsi:name1。可以填写“*”表示任何 initiator端。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335 -

6.2.3.2.2 挂接任务·新建·高级设置

选择需要远程挂接的磁盘。

6.2.3.3 挂接任务·界面

挂接任务列表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整机复制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工作机：显示当前整机复制规则中的工作机名称。

灾备机：显示当前整机复制规则中的灾备机名称。

状态：显示当前整机复制规则的状态。包含以下这些状态：

 创建中：表示正在创建挂接任务。

 创建失败：创建挂接任务失败，可查看日志具体了解报错信息。

 已连接（返回会话个数）：挂接任务成功，并显示 iSCSI会话个数。

 未知：无法获取到任务相关信息。

备份点：挂接任务选择的整机复制规则的备份点。

列表操作栏

修改：用户单击修改后，可以修改当前任务有关的配置。

查看日志：查看当前规则的日志列表，包含时间、日志等级、操作、日志内容。

删除：用户单击删除后，相关挂接任务会被删除。

底部菜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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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用户单击新建后，可以新建挂接任务。

删除：用户选定规则后，单击删除，选定的挂接任务会删除。

刷新：用户单击刷新，当前页面重新载入，显示挂接任务最新的状态。

6.2.3.3.1 挂接任务·客户端连接

挂接任务状态显示为“已连接”之后，可以进行连接操作。

6.2.3.3.2 挂接任务·WindowsOS连接

本章节以Windows10x64客户端为例，进行操作说明。

1. 打开 iscsi发起程序进行客户端配置：

a. Windows OS作为 iSCSI发起者时必须在操作系统的服务列表开启 iSCSI发起者

服务。

b. 打开“Windows管理工具”，双击运行“iSCSI发起程序”

2. 发起程序名称修改为创建挂接任务时输入的 ACL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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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目标，输入目标 ip即 iSCSI服务器所在的 ip地址，点击快速连接选择对应的 target
连接即可。

4. 连接成功后点击卷和设备可以看到挂载的磁盘列表，点击自动配置即可为磁盘自动分

配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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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打开“磁盘管理”，找到挂接的磁盘，右键磁盘并单击“联机”进行挂载，即可作为

本地磁盘使用。

6.2.3.3.3 挂接任务·RHEL/CentOS连接

本章节以 CentOS-7-x86_64客户端为例，进行操作说明。

1. 安装 iscsi-initiator-utils,

2. 在线安装：利用 yum命令安装

# yum install iscsi-initiator-utils

3. 离线安装：上传相关安装包进行 rpm安装

# rpm -ivh *

4. 修改 iscsi客户端配置文件：

a. 修改 ACL相关参数

# vi /etc/iscsi/initiatorname.iscsi

InitiatorName=(创建挂接任务时输入的acl参数)

b. 重启服务：

# systemctl restart iscsid

c. 查看服务状态，确保处于开启状态：

d. # systemctl status iscsid

iSCSI客户端有两个服务：iscsi与 iscsid，iscsid是在对 iSCSI配置进行操作并管理连接时在后台运行
的守护程序。

5. 输入命令发现 iSCSI存储服务器，即容灾一体机：

# iscsiadm -m discovery -t st -p 172.20.64.49

6. 输入命令登录服务器，挂接磁盘，iSCSI目标端名称可在控制台挂接任务界面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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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csiadm -m node -T iqn.1991-05.com.i2soft:5947db5ea7d7 -p 172.20.64.49 --login

连接成功提示：

Logging in to [iface: default, target: iqn.1991-05.com.i2soft:5947db5ea7d7, portal:

172.20.64.49,3260] (multiple)

Login to [iface: default, target: iqn.1991-05.com.i2soft:5947db5ea7d7, portal:

172.20.64.49,3260] successful.

7. 查看挂接的硬盘及分区信息

# fdisk -l

8. 创建目录并挂载使用

# mkdir /12csda1

# mount /dev/sdb1 /12csda1

6.2.4 整机 CDM·整机恢复

整机恢复是指将整个磁盘数据恢复到目标机上。如果恢复时需要恢复系统盘和数据盘，如

恢复到异机需要准备一台裸服务器用提供定制的 LiveCD作为启动盘直接进入引导系统

后，可以作为整机恢复的目标节点。

1. 整机恢复如果还原到异机，异机必须是同构平台，目前不支持异构平台的裸机恢复。

2. LiveCD系统以 ISO形式提供，从发布网站上下载。

6.2.4.1 整机恢复·环境要求

1. 检查整机复制规则的备份时间点和备份数据是可用的。

整机复制规则的备份点、演练/接管后的虚机数据都可以作为恢复数据。

2. 如果要恢复系统盘和数据盘，需要准备一台裸机，使用专用的 LiveCD启动。

1、整机恢复只支持同构平台，请确保目标机与源机属于同构平台。

2、LiveCD不支持 EFI引导启动方式。

3、裸机目标恢复磁盘不得小于备份的源机磁盘。

3. 启动引导进入 LiveCD系统成功后，配置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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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查看网卡设备名称。

# ifconfig

b. 指定网卡配置 IP地址。

c. 重启 network服务

# service network restart

4. 配置裸机密码：

# sudo passwd root

5. 检查 LiveCD引导系统 i2Node服务是正常运行的。

# systemctl status i2node

6. 在数据管理平台将该 LiveCD引导系统注册为节点。

6.2.4.2 整机恢复·新建

登录数据管理平台，进入“副本管理”→“整机 CDM”→整机恢复页面，该页面显示创建的整

机恢复规则。

新建整机恢复规则的操作步骤如下：

1. 存在三种方式均可进入整机恢复新建页面：

a. 在整机复制界面选择复制规则对应的备份点数据，在操作栏选择“整机恢复”。

b. 在接管/演练界面，在要恢复的虚机对应的操作栏中选择“恢复”。

c. 在整机恢复页面，单击底层菜单栏“新建”。

2. 配置整机恢复规则。

3. 单击确定提交规则，跳出环境检查结果：当所有检查项目符合时，可以正式提交规则。

4. 恢复规则状态显示为“百分比”，等待执行完毕状态切换为“完成”。

5. 登入裸机操作系统，手动重启。

6. 完成整机恢复的基本操作。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整机恢复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

当前任务的名称。

按工作机/按存储/按虚拟机：可以通过工作机/存储/虚机来选择恢复的数据来源。

选择备份点相应数据进行整机恢复时，请选择“按工作机”/“按存储”。

选择接管/演练的虚机进行整机恢复时，请选择“按虚拟机”。

工作机：（选择备份点数据恢复时显示）在下拉框中选择要恢复数据所属的源工作机。

工作机地址：源工作机 IP地址。

接管演练虚机：（选择接管/演练的虚机恢复时显示）在下拉框中选择要恢复的源虚机。

选择的虚机必须处于关机状态。

容灾平台：源数据所属的容灾平台。

存储：（选择按存储时显示）源数据所属的容灾平台的存储域。

灾备机：整机复制规则对应的灾备机。

备份点：（选择备份点数据恢复时显示）选择要作为恢复数据的备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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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目标机：指的是用户需要恢复的目标机。

硬盘：选择恢复数据源磁盘以及对应的要写入恢复数据目标机磁盘。

6.2.4.3 整机恢复·界面

整机恢复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整机恢复规则名称过滤显示整机恢复规则列表。

灾备机：按整机恢复规则中对应的灾备机名称过滤显示整机恢复规则列表。

还原目标机：按整机恢复规则中还原目标机名称过滤显示整机恢复规则列表。

整机恢复列表

状态：显示当前整机恢复规则的状态。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恢复规则时自定义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灾备机：显示此恢复规则中对应的灾备机节点名。

还原目标机：显示此恢复规则中对应的还原目标机节点名。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还原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列表操作栏说明

启动：启动对应的整机恢复规则。

停止：停止对应的整机恢复规则。

删除：删除对应的整机恢复规则。

更多：

 查看日志：查看当前整机恢复规则的日志信息。

 查看配置：查看当前整机恢复规则的配置信息。

底部操作栏

新建：用户单击新建后，进入整机恢复新建页面。

删除：用户选定规则后，单击删除，删除选定的整机恢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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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用户选定规则后，单击启动，启动选中的整机恢复规则。

停止：用户选定规则后，单击停止，停止选中的整机恢复规则。。

刷新：用户单击刷新，当前页面重新载入，显示整机恢复任务最新的状态。

6.2.5 整机 CDM·容灾平台

登录数据管理平台，进入“副本管理”→“整机 CDM”→容灾平台页面，该页面显示已添加的

容灾平台信息。

容灾平台列表

名称：显示当前容灾平台名。

状态：显示当前容灾平台的状态，有在线、离线这些状态。

CPU：显示当前容灾平台宿主机的 CPU使用率，包括虚机已用的 CPU个数、CPU总数。

内存：显示当前容灾平台宿主机的内存使用率，包括虚机已用的内存值，总内存值。

存储：显示当前容灾平台宿主机的存储空间使用率，包括虚机已用的空间，存储总空间。

虚机：显示当前容灾平台上虚拟机运行数量统计，包括正在运行的虚机个数、虚机总数。

列表操作栏说明

平台详情：单击后弹出图表页面，直观显示容灾平台详情，包括 CPU、内存、虚机列表、

存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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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整机 CDM·使用复制规则进行数据恢复

用户通过整机复制进行应急接管后，应急虚机会有新数据写入。当生产主机恢复后，用户

希望将业务回切到生产主机运行，那么需要恢复数据到生产主机上。建议通过建立复制规

则将应急虚机的数据复制到生产主机上。生产主机保持 IP地址不变，应急虚机分配新的

IP地址对外服务，这种情况的数据恢复流程如下：

1. 登录应急虚机系统，修改网卡配置，分配新的 IP地址。

2. 登录控制机界面，进入“资源管理”→“容灾节点”→节点管理界面，添加该应急虚机作

为节点。

3. 确认生产主机上的相关应用服务是停止的。

4. 新建复制规则，工作机是应急虚机，灾备机是生产主机，选择要复制的数据目录以及

灾备机目标路径，提交复制规则。

5. 复制规则状态从镜像进入复制状态后，此时会实时复制增量数据到生产主机上。

6. 先进行应用数据验证。停止复制规则，启动生产主机上的应用服务，确认应用数据是

完整可用的。然后停止生产主机上的应用服务，重新启动复制规则直到规则状态进入

复制。

7. 然后进行业务回切，需要将业务回切到生产主机运行时，停止复制规则，启动生产主

机上的应用服务。

8. 应用客户端的访问应用服务端的 IP地址进行变更。确认业务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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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停止并删除应急接管规则，oVirt虚拟平台将回收应急虚机。

6.2.7 整机 CDM·使用全服务器迁移规则进行系统恢复

6.2.7.1 恢复到源机流程

1. 前提条件需要分配两个临时 IP地址用于系统恢复，完成系统恢复后临时 IP地址可以

回收。

1. 工作机 A发生故障后，配置接管任务，一体机启动虚机 B接管业务系统。

2. 当工作机 A修复后，启动源机 A系统。

3. 若工作机 A系统还在，为避免 IP冲突，删除原来的 IP地址，给工作机 A配置新 IP
地址。

4. 登录工作机 A系统，若工作机 A原来的配置文件 regnode.conf还在，将 i2Node配置

文件 regnode.conf重命名，避免使用新 IP地址注册节点失败，然后重启 i2Node服务，

避免旧的整机复制规则仍在运行。

5. 停止工作机 A系统运行的业务系统。

6. 登录统一数据管理平台，工作机 A使用新 IP地址作为节点 A，需要授权 move许可。

7. 接管业务系统的虚机 B需要配置新 IP地址，然后使用新 IP地址注册作为节点 B,，需

要授权 move许可。

若工作机是 Linux系统，复制路径添加文件系统根路径。

8. 进入“业务迁移”→整机迁移界面，单击新建。

9. 基本设置页面，工作机选择节点 B，灾备机选择节点 A。

10. 【可选配置】迁移设置页面，开启“切换到灾备机（重启备机）时，自动关闭工作机”。

11. 点击确定，提交迁移规则。

12. 迁移规则开始镜像过程，此时节点 B开始将系统和数据同步到节点 A上。

13. 当迁移规则状态处于就绪时，点击迁移按钮。

14. 当迁移规则状态处于重启就绪时，点击重启按钮。

15. 节点 A重启系统完成后，检查系统和数据是否恢复。

16. 若系统和数据恢复成功，删除迁移规则，节点管理页面删除节点 A和节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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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登录源机 A系统删除新 IP地址，配置原来的业务 IP地址。

18. 登录源机A系统，将之前重命名的 i2Node配置文件改回 regnode.conf，然后重启 i2Node
服务。

19. 统一数据管理平台界面中如果原来的工作机 A节点和整机复制规则还在，可以点击启

动继续保护。

6.2.7.2 恢复到异机流程

1. 前提条件是需要分配两个临时 IP地址用于系统恢复，完成系统恢复后临时 IP地址可

以回收。

2. 工作机 A发生故障后，配置接管任务，一体机启动虚机 B接管业务系统。

3. 如果工作机 A系统无法修复导致系统重装或硬件故障重新准备一台新服务器，则作为

恢复机 C，给恢复机 C配置新 IP地址。

4. 登录恢复机 C系统，安装 i2Node for i2CDM 节点软件。

5. 登录统一数据管理平台，恢复机 C使用新 IP地址作为节点 C，需要授权 move许可。

6. 接管业务系统的虚机 B需要配置新 IP地址，然后使用新 IP地址注册作为节点 B,，需

要授权 move许可。

若工作机是 Linux系统，复制路径添加文件系统根路径。

7. 进入“业务迁移”→整机迁移界面，点击新建。

8. 基本设置页面，工作机选择节点 B，灾备机选择节点 C。

9. 迁移设置页面，开启“切换到灾备机（重启备机）时，自动关闭工作机”。

10. 点击确定，提交迁移规则。

11. 迁移规则开始镜像过程，此时节点 B开始将系统和数据同步到节点 C上。

12. 当迁移规则状态处于就绪时，点击迁移按钮。

13. 当迁移规则状态处于重启就绪时，点击重启按钮。

14. 节点 C重启系统完成后，检查系统和数据是否恢复。

15. 若系统和数据恢复成功，删除迁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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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存储 CDM

6.3.1 存储 CDM介绍

存储池

提供存储池管理功能，存储池可以是多块本地硬盘组成的存储空间，也可以是对接后端存

储的存储池。用户可以在存储池之上创建逻辑卷（复制卷）作为块存储服务。

复制卷

用户可以在存储池之上分配卷，可以通过 SAN协议挂载给生产系统或者容灾系统，用于

存放复制数据。

快照管理

复制卷在写入数据时，基于写时复制特性（COW）可以生成快照，保存某一时刻数据的状

态，以便后续恢复需要。用户可以对复制卷建立快照策略，支持主流数据库的静默快照以

保证数据一致性。

合成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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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备份的备份策略是首次执行一次完全备份，后续每次均进行增量备份，备份软件在增

量备份时会把增量数据合成到上一次的全量备份数据，生成新的全量备份数据，以此循环

处理。

副本挂载

克隆基于指定快照时间点生成副本卷，通过指定的 SAN协议（iSCSI或 FC）映射 LUN到

目标主机，在目标主机上可直接访问备份数据。克隆操作会生成一份全新的备份数据副本，

并且与原时间点备份数据集完全独立。主要用于企业内部要求基于独立的副本搭建开发测

试环境的场景。

结合各种数据复制技术

复制卷可以挂载给生产主机或者灾备主机，通过各种数据复制技术手段如字节级复制、

SQL语义级复制、数据库自身复制工具等技术将生产数据持续写到复制卷上，通过复制卷

的写时复制特性（COW）定期进行快照。在生产数据发生故障后，可通过快照克隆出副本

后以挂载方式实现即时恢复。

应用场景一

应用场景二

如用户已建立灾备环境，例如文件实时复制或数据库实时同步软件，可以不影响生产环境

的情况下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副本数据管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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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存储池

6.3.2.1 存储池·环境要求

新建存储池的要求如下：

1. 一体机系统要求安装 i2Node for CDM storage，详见安装部署手册。

2. 检查 zfs、targetcli服务运行。

# zpool list

# systemctl status target

3. i2UP控制台将注册为容灾节点。

4. 存储端存在可用的未创建分区的裸磁盘设备。

6.3.2.2 存储池·新建

存储池管理界面导航：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存储池管理

新建存储池的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存储池管理界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存储池新建界面。

3. 配置存储池相关信息。

4. 单击“确定”按钮，新建存储池。

5. 在管理页面可查看新建的存储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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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池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存储池名称，便于管理，存储池名称只能以英文字母开头，

可包含数字，不能包含中文及特殊字符。

存储类型：目前仅支持 BlockStorage。

存储地址：填写目标存储节点 IP地址和端口，格式是 IP:PORT。

例：172.20.76.40:26821

选择磁盘：输入存储地址后，单击扫描按钮，会列出存储节点的磁盘，用户可指定一个

或多个裸磁盘创建存储池。

授权容量：允许存储池上的复制卷实际使用的最大数据量，此容量为从 CDM许可容量

分配给该存储池的容量。

授权容量不能大于 CDM许可剩余容量。

CDM许可剩余容量=许可总量-已授权容量。

描述：可自定义填写该存储池的描述信息。

6.3.2.3 存储池·界面

存储池搜索栏说明：

存储池：按存储池名称过滤显示存储池列表。

存储池信息栏说明：

存储池：显示存储池名称。

状态：显示当前存储池是否在线。

存储类型：显示存储池的存储类型。

地址：存储池所在存储节点的 ip+端口。

剩余容量/总容量：总容量为存储池的大小，与勾选磁盘的大小基本相同。剩余容量为建

完复制卷之后还剩下的存储池大小。

描述：显示存储池的自定义描述内容。

存储池操作列说明：

查看：点击之后可查看存储池的信息，可以修改存储池的描述信息。

删除：用来删除存储池。

如果存储池上有复制卷，则删除时会有相应的报错提示，导致无法删除。

底部菜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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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新建存储池。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存储池。

刷新：刷新当前存储池的状态。

6.3.3 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复制卷

6.3.3.1 复制卷·环境要求

挂载复制卷至客户端步骤如下：

1. 客户端要求安装 i2Node。

2. 客户端要求启用 iSCSI Initiator服务，Windows系统和 Linux系统配置 iSCSI Initiator
服务的方法见下方。

3. i2UP控制台添加该客户端为容灾节点。

4. i2UP控制台已新建存储池，详见存储池新建章节。

Windows系统配置 iSCSI Initiator

启动Microsoft iSCSI Initiator Service服务，并设置开机自动启动。

检查存储端（CentOS7）是否已安装 ntfs-3g和 ntfsprogs，用于存储端（CentOS）创建 NTFS
文件系统然后挂载给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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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L/CentOS7系统配置 iSCSI Initiator

安装 iSCSI Initiator

# yum install iscsi-initiator-utils -y

启动 iSCSI Initiator服务。

# systemctl enable iscsi

# systemctl enable iscsid

# systemctl start iscsi

# systemctl start iscsid

检查 iSCSI Initiator服务

# systemctl status iscsi

# systemctl status iscsid

查看/etc/iscsi/initiatorname.iscsi文件内容来查询当前系统的 iSCSI发起者名称。

6.3.3.2 复制卷·新建

复制卷管理界面导航：资源管理→存储管理→复制卷管理

新建复制卷的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复制卷管理界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复制卷新建界面。

3. 配置复制卷相关信息。

4. 单击“确定”按钮，新建复制卷。

5. 在管理页面可查看新建的复制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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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卷：用户自定义的复制卷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当前

任务的名称。

客户端：下拉选择要建复制卷的客户端节点。

存储池：存储池管理中的存储池，选择后下方会提示剩余空间等信息。

卷容量：设置复制卷的大小。

复制卷大小既不能超过存储池的剩余容量，也不能超过存储池的授权容量大小。

是否创建文件系统：此选项默认打开，可选择关闭。关闭后意味着不格式化此复制卷。

此选项开启，可进行如下配置：

Linux客户端：

 文件系统类型：可选 ext4、xfs和 ntfs。

 挂载点：可手动填写，也可点击选择按钮进行手动选择。

Windows客户端：

 文件系统类型：ntfs。

 挂载点：下拉选择Windows盘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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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3 复制卷·界面

复制卷搜索栏说明：

复制卷：按复制卷名称过滤显示复制卷列表。

客户端：按客户端名称过滤显示复制卷列表。

复制卷信息栏说明：

复制卷：显示复制卷名称。

状态：显示当前复制卷的状态。常见状态有：

 创建失败：创建出错，可点击查看日志按钮查看相关日志

 已挂载：创建复制卷成功，并且格式化成了指定的文件系统并成功挂载到了设置的挂

载点

 在线：复制卷创建成功，未挂载

 不存在：客户端的 iSCSI发起程序无法发现 iSCSI目标时显示为此状态。

 未知：当客户端或存储池通讯障碍时显示未知状态。

客户端：显示客户端节点名称。

存储类型：显示存储池的存储类型。

容量（总空间）：复制卷大小。

复制卷操作列说明：

详情：点击可查看复制卷创建时的信息

快照列表：点击可查看该复制卷的快照列表

删除：可在界面上删除复制卷

查看日志：点击可查看该复制卷的相应日志

若该快照任务上有副本卷并且副本卷在挂载管理中被使用，则无法删除该快照。

快照列表按时间排序，支持分页查看，可在界面删除相应快照。

若该复制卷上有快照存在，则无法删除。要想删除，先删除其上的快照

底部菜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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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新建复制卷。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复制卷。

刷新：刷新当前复制卷的状态。

6.3.4 快照任务

6.3.4.1 快照任务·环境要求

1. 存在复制卷。

2. 存储池存在可用存储容量。

6.3.4.2 快照任务·新建

快照任务界面导航：副本管理→存储 CDM→快照任务

新建快照任务的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快照任务界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快照任务新建界面。

3. 配置快照任务相关信息。

4. 单击“确定”按钮，新建快照任务。

5. 在管理页面可查看新建的快照任务信息。

6.3.4.2.1 快照任务·新建·基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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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任务名称：用户自定义快照任务的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

识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客户端：要建快照任务的复制卷所在的客户端。

关联复制卷：此客户端上的复制卷。

已经创建快照任务的复制卷将不可选（勾选框置灰）。

启用静默快照：默认关闭，可手动打开。开启静默快照后，需要进一步进配置。

静默快照对象：默认是 oracle，还有 sqlserver、mysql和文件系统。

Oracle详情配置：若源磁盘上有 Oracle数据，需要开启静默快照保证数据的一致性。输

入具有 sysdba身份的用户名、密码、Oracle执行目录（sqlplus所在目录）、Oracle_SID信

息，然后点击“获取表空间名称”按钮，若正确通过验证，数据库名称栏中会列出工作机

上所有表空间名称，选择需要保护的表空间。

 用户名和密码：就是 oracle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超时时间：连接数据库的超时时间，不能少于 60s。

 Oracle执行目录：oracle安装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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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data/oracle/product/11.2.0/db_1/bin/

 sid：oracle数据库实例名。

 获取表空间名称：填写完上述信息后点击此按钮获取数据库表空间，然后勾选需要执

行静默快照的表空间名称。

MySQL详情配置：若源磁盘上有MySQL数据，需要开启静默快照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输入管理员用户名、密码等信息，然后点击“获取数据库名称”按钮，若正确通过验证，

数据库名称栏中会列出工作机上所有数据库名称，然后勾选数据文件存储位置在要保护的

磁盘上的数据库。

 用户名和密码：mysql数据库的用户名和密码。

 超时时间：连接 mysql数据库的超时时间。

 端口：mysql数据库端口，默认 3306。

 Mysql执行目录：mysql数据库安装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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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Server详情配置：若源磁盘上有 SQL Server数据时，需要开启静默快照保证数据的

一致性。设定超时时间，并启用“配置MSSQL”。

 超时时间：连接 sqlserver数据库的超时时间

 配置MSSQL：要是先要做 sqlserver的静默快照，需要打开此选项。不打开就不做静

默快照

文件系统详情配置：下拉框选中文件系统即可。

6.3.4.2.2 快照任务·新建·快照策略

策略类型：可选择分钟和小时。

运行间隔：若策略类型是分钟，则可选择 15、30、45；

若策略类型是小时，则可选择 1~24。

快照保留个数：保留的快照个数，超过上限将删除最旧的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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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快照存在副本卷，则不会算在保留个数中。

6.3.4.3 快照任务·界面

快照任务搜索栏说明：

快照任务：按快照任务名称过滤显示快照任务列表。

客户端：按客户端名称过滤显示快照任务列表。

快照任务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快照任务名称。

状态：显示快照任务常见状态：

 工作：打快照时显示的状态。

 等待：规则在间隔时间的状态。

 停止：规则可以手动停止。

 未知：客户端无法连时显示的状态。

客户端：显示复制卷关联的客户端名称。

上次快照时间：显示快照任务上次执行快照的时间。

快照任务操作列说明：

启动：规则在停止状态才可以启动。

停止：单击使停止规则。

修改：规则只有在停止状态时可以进行修改。

可以修改的部分是静默快照相关设置和快照策略。

快照列表：点击可查看规则选中的复制卷的快照。按时间排序，支持分页。

立即快照：点击后立即执行快照。

删除：删除快照任务。

1、当快照任务有快照被挂载使用时不能进行删除操作。

2、快照任务删除后不会删除复制卷上的快照。

3、被删除了的快照任务的快照依旧可以被挂载任务使用。

底部菜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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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新建快照任务。

启动：当前快照任务状态是停止的情况下，用户单击启动操作来启动快照任务。

停止：当前快照任务状态是运行的情况下，用户单击停止操作来停止快照任务。

删除：用户单击删除操作来删除当前快照任务。

刷新：刷新快照任务的状态。

6.3.5 挂载管理

6.3.5.1 挂载管理·环境要求

1. 存在复制卷。

2. 已创建快照任务，存在快照时间点。

6.3.5.2 挂载管理·新建

快照任务界面导航：副本管理→存储 CDM→挂载管理

新建挂载任务的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挂载管理界面。

2. 单击“新建”按钮，进入挂载任务新建界面。

3. 配置相关信息。

4. 单击“确定”按钮，提交挂载任务。

5. 查看挂载任务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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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载任务名称：用户自定义挂载任务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

别当前任务的名称。

客户端：要挂载副本卷的客户端。

是否挂载文件系统：开启则自动挂载到挂载点；不开启则不会自动挂载。

1. 如果关闭了是否挂载文件系统选项，提交任务后，Windows客户端的挂载任务会变成

已挂载状态，这是因为 iSCSI连接后，Windows系统会自动分配一个盘符；如果是 Linux
客户端挂载任务状态显示为在线状态。

2. 如果不满意自动分配的盘符可自行修改。Windows和 Linux挂载管理中未开启自动挂

载的，用户自己手动挂载后，界面状态也会变成已挂载，此时可点击卸载按钮，卸载
后，任务状态为在线。

挂载点：副本卷要挂载到的路径名称。

链路协议：目前默认为 iSCSI。

灾备节点：要创建副本卷的复制卷所在的客户端。

复制卷：要创建副本卷的复制卷名称。

快照时间点：从下拉框中选择一个快照时间点。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361 -

6.3.5.3 挂载管理·界面

挂载管理搜索栏说明：

挂载任务名称：按挂载任务名称过滤显示挂载任务列表。

客户端：按客户端名称过滤显示挂载任务列表。

挂载管理信息栏说明：

挂载任务名称：显示挂载任务名称。

快照时间点：创建规则时所选择复制卷的快照时间点。

复制卷：挂载的副本卷所属的复制卷。

客户端：挂载副本卷的客户端。

状态：挂载任务常见状态：

 挂载中：正在创建副本卷并挂载。

 已挂载：副本卷已成功挂载。

 不存在：点击卸载后任务状态。

挂载管理操作列说明：

查看：查看挂载任务信息。

卸载：卸载副本卷。点击卸载后，会执行 umount，然后断掉 iSCSI目标连接。规则状态

变为不存在。然后操作栏中会出现挂载按钮。

挂载：将卸载掉的副本卷重新挂载到新建时配置的挂载点上，规则重新变为已挂载。

删除：将任务删除掉。删除过程未先卸载，然后断掉 iSCSI连接，存储节点会删除相应

的克隆卷和 iSCSI目标。

查看日志：可查看任务相应的日志。

底部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挂载任务。

删除：用户单击删除操作来删除当前挂载任务。

刷新：刷新挂载任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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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业务迁移

7.1 概述

整机迁移则可以将主机的网络、数据、系统状态全部备份到备机，如果需要，用户可以手

动从主机切换到备机，从而实现服务器的迁移。i2Move 整机在线热迁移软件，简化迁移

工作。在不停机情况下，一键迁移操作系统、应用程序和用户数据；迁移时间可预测，完

成后无缝切换由新主机整机接管。i2Move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1. 硬件无关的迁移：i2Move 工作在操作系统层，基于实时数据复制和硬件无关的切换

技术，将整个操作系统（注册表、根目录、系统补丁等）灵活迁移到不同型号或不同

配置的服务器。

2. 业务不停的迁移：i2Move 启动系统镜像，将数据复制到灾备服务器，业务系统正常

生产不受影响；镜像完成后，所有增量业务数据自动复制到灾备服务器，在验证有效

后进行切换。

3. 无距离限制的迁移：i2Move 支持网络限速和数据压缩，通过 IP 网络将数据传输到

灾备服务器；支持断点续传，加密传输。

4. 支持异构平台的迁移：支持物理机及虚拟机之间的迁移，P2V（物理机到虚拟机），

V2V（虚拟机到虚拟机），V2P（虚拟机到物理机），P2P（物理机到物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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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整机迁移·环境要求

整机迁移的环境要求，分别如下：

1. 已登录 i2UP控制台。

2. 至少有一台装有 i2node节点的工作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工作机

节点需要有 i2move许可。

i2Move许可需在已有许可的情况下，进行许可激活才可使用。

3. 装有 i2node节点的灾备机，并以节点的形式添加进 i2UP控制台，灾备机节点需要有

move许可，但是不需要进行 i2Move的许可激活。

7.3 整机迁移·新建

整机迁移界面导航栏：业务迁移→整机迁移界面

整机迁移·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整机迁移界面中，单击“新建”。

整机迁移的新建，主要包含了以下内容：基本设置、镜像设置、压缩加密、网络配置、迁

移设置和带宽控制。具体的每个设置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2. 信息填写完毕后，单击“确认”，会进行环境检测。

3. 确定无误后，单击“确认”，完成整机迁移规则的创建。

7.3.1 整机迁移·新建·基本设置

名称：用户自定义的整机迁移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区分和识别

当前任务的名称。

业务组：用户自行选择此整机迁移规则所对应的业务组，非必选项，业务组管理详见资

源管理·业务组管理。

工作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工作机。

代理：选择已创建的代理，代理的端口与Move数据传输的端口对应，详细请看附录中

的代理章节。

灾备机：系统自动列出该用户创建的所有主机节点，用户自定义选择灾备机。

数据地址：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已新增的数据地址，如何新增请查看节点管理章节。

该处的数据地址只会展示新增的数据地址，节点注册时填写的数据地址不会展示。

同步项：同步项中默认会包含系统盘不可编辑；其他分区默认也会勾选，用户可以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配置。

对于 Linux操作系统，同步项中默认会包含“/”根路径，不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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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复制的目录和文件：系统会将用户创建工作机时选择的灾备目录在此列出，用户可以

做进一步的细化和配置，如排除个别不需要的文件或者目录。

当用户选择好工作机和灾备机后，此项会自动罗列出所有的复制路径，默认是整机迁移。用户若想

要整机迁移，默认选项即可，建议使用默认配置。

灾备机目标路径：选择灾备机存储备份数据的目录。

当用户选择好工作机和灾备机后，此项会自动罗列出对应的灾备机的灾备路径，系统盘默认是把所

有的备份文件放在灾备机的系统盘的 FFO文件夹内，在其他分区盘中，工作机和灾备机默认的路径
是一致的。

不要复制的目录和文件：不要复制的文件和目录表格的文件和目录，通常是映射表中工

作机源目录下的文件或者子目录。由该表指定的文件和目录不会被 i2Node程序监控。

7.3.2 整机迁移·新建·镜像设置

校验方式：在重镜像（Remirror）过程中有“严格校验”和“时间校验”两种算法可以

选择。时间校验模式速度比严格校验快很多，一般适用于非结构化数据的复制场景或网络

带宽较小但需要要同步的数据量较大等场景。对于结构化数据比如数据库文件等频繁修改

的数据复制场景，应该选择 “严格校验”。默认配置为“严格校验”。

错误处理方式：如果源路径包含系统目录和文件，i2Node程序可能无法访问某些特定的

系统文件。对于这种情况，给出两种解决办法。此选项默认为“遇到错误，立即停止”。

 遇到错误，立即停止：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立刻停止镜像。

 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在遇到无法访问的文件时，记录无法访问的文件后，

继续镜像。

建议选择“遇到错误，写入日志并继续同步”，因为在迁移的过程中，由于一些系统文件的原因。

文件打开方式：在镜像阶段，源端打开文件的方式，该选项只适用于Windows平台的工

作机。在增量复制阶段，i2Node程序不会读取文件内容。

 普通文件：指 i2Node程序以普通文件的方式打开需镜像的文件，效率较高。

 自动选择：i2Node程序根据实际情况自动选择打开文件的方式。

 MFT：指 i2Node程序以MFT（Windows 操作系统提供）方式打开需要镜像的文件，

该种方式可以打开已经被其他进程以独占方式打开的文件，比如数据库文件等，该种方

式镜像效率相比普通文件方式较差。

7.3.3 整机迁移·新建·压缩加密

加密：启用加密后，数据在传输过程中将使用下面的加密算法和密钥加密数据，当灾备

机收到数据后将执行解密操作再写入灾备机的本地存储，以确保灾备数据的格式、属性和

生产服务器的数据的格式、属性完全一致。此选项默认不加密。

加密类型：基于 AES算法，默认不可修改。

密钥：密钥字符长度要求是 16的倍数，最长 64个字符。

“1234567890123456”（双引号不算）。

压缩等级：分为四个级别：i2Node程序在进行数据复制时支持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压

缩分为极速压缩，普通压缩，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供选择，每个压缩方式代表了不同的压

缩算法。极速压缩为超高速流式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快，压缩率比较低；普通压缩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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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压缩算法，压缩速度最慢，压缩率一般情况下最高；快速压缩/均衡压缩为高速流式压缩

算法，压缩速度比极速压缩稍慢，但是压缩率一般比极速压缩要高。

7.3.4 整机迁移·新建·网络配置

网络迁移配置：

 将工作机的网络配置同步到灾备机（LAN）推荐该选项：当主机含有多个网卡时，可

以选择同步其中的个别网卡，或者是全部同步。

 保留灾备机的网络设置，即不同步工作机的网络配置（广域网(WAN)推荐该选项）：目

标端的灾备机保留自己现有的网卡设定和 IP地址。此选项为默认选项。

7.3.5 整机迁移·新建·迁移设置

完成系统和数据同步之后，继续监控和同步数据，等待用户手工切换：表示在规则执行

完初始镜像，i2Node程序将继续监控“基本设置”配置的“同步项”所选择的目录和文件，

将新的任何增量数据和文件变化持续复制到目标端，直到用户在整机迁移的界面上单击

“迁移”。此选项为默认开启。

切换到灾备机（重启备机）时，自动关闭工作机：表示在迁移规则完成后，工作机的增

量数据不再同步到灾备机，在重启灾备机时规则会自动关闭工作机。

选择此选项意味着工作机产生的增量数据无法在同步到灾备机，规则完成后会自动重启灾备机，关
闭工作机。

迁移场景：自动选择、虚拟机和物理机。

 自动选择：物理机迁移到虚拟机或虚拟机迁移到物理机。

 虚拟机：虚拟机迁移到虚拟机。

 物理机：物理机迁移到物理机。

7.3.6 整机迁移·新建·带宽控制

时间范围：用户自行勾选具体的生效日。

带宽：根据用户需求选择需要执行限速的时间段；可以设定多个不重叠的限速规则，彼

此独立；带宽设定为 0，规则停止，带宽显示为 0。

7.4 整机迁移·迁移流程

整机迁移的规则创建完毕后，会在整机迁移的界面中显示，通过状态的变化，来对规则进

行管理的操作。迁移流程图如下：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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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击“启动”，全服务器还原规则开始执行。

2. 状态显示为“百分比”，等待完成后，状态变更为“就绪”。

3. 状态为“就绪”时，单击“迁移”，状态由“就绪”变更为“迁移中”。

4. 状态由“迁移中”变更为“重启就绪”此时数据已经迁移完成。

5. 单击“重启就绪”，还原目标机重启后，状态变更为“正在重启”。

6. 迁移灾备机重启后，状态变更为“完成”。

7. 完成整机迁移的基本操作。

7.5 整机迁移·界面

整机迁移规则搜索栏说明：

名称：按整机迁移规则名称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工作节点名称：按工作机节点名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备份节点名称：按备份机节点名过滤显示规则列表。

整机迁移规则信息栏说明：

状态：状态分为以下五种，分别是：“百分比”、“迁移中”、“重启就绪”、“正在重启”和

“完成”。

 百分比：数据传输过程，以百分比显示进度。

 迁移中：规则开始在灾备机执行目录和文件的合并、覆盖，包含了操作系统的系统目

录、应用程序目录、用户目录等文件。

 重启就绪：完成上述文件合并操作后，规则等待用户手工单击“重启”按钮。

 正在重启：灾备机执行重启操作，完成部分系统文件或系统目录合并或覆盖。

 完成：整机迁移操作正式完毕。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整机迁移规则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工作机：显示用户自定义当前整机迁移规则中的工作机名。

灾备机：显示用户自定义当前整机迁移规则中的灾备机名。

所有者：显示创建此整机迁移规则的 i2UP操作用户名。

整机迁移规则操作列说明：

启动：当整机迁移规则处于停止状态时，单击启动规则继续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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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当整机迁移规则处于运行状态时，单击停止规则继续运行，再次启动时迁移过程

重新执行。

迁移：当规则完成初始镜像操作转入“就绪”状态后，用户需要单击执行目录和文件的

合并、覆盖，包含了操作系统的系统目录、应用程序目录、用户目录等文件。

重启：当规则完成目录和文件合并操作转入“重启就绪”状态后，用户需要单击重启灾

备机；当规则未进入“重启就绪”状态时该选项禁止操作。

删除：不论规则处于运行、停止状态，单击直接删除规则，取消迁移。

更多·查看日志：整个迁移过程的操作记录和日志，用于故障排错。

更多·查看数据流量：查看迁移过程中的实时流量图和传输延时。

更多·修改：在规则运行状态，不允许对配置参数进行修改。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

整机迁移规则操作列说明：

新建：新建整机迁移规则。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整机迁移规则。

启动：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启动整机迁移规则。

停止：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停止整机迁移规则。

刷新：刷新当前整机迁移规则的状态。

1. 如果在网络设置中选择了“保留灾备机的网络设置”，在规则完成整机迁移后，用户

需要自行修改网络设定，包括 IP地址，并检查业务运行是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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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系统管理

8.1 系统参数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8.1.1 系统参数·全局设置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管理界面中，单击“全局设置”。

控制台地址：用户可以添加多个控制台地址。

控制台超时时间：超过设置的时间后会跳转到登录页面要求重新登录。

状态刷新间隔：配置界面多久更新一次状态。在网络状况不佳的情况下，这里可以选择

大一点的间隔时间，如果网络状况很好，可以用默认的间隔时间。

列表默认记录数：每页显示的记录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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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保存时长：节点/复制规则的保存时间，超出保存时长的日志将被删除，防止控制机

数据库记录过多而影响访问速度。

消息语言：控制机发送消息通知时，采用的语言种类。

8.1.2 系统参数·告警配置

8.1.3 系统参数·安全设置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管理界面中，单击“安全设置”。

限制并发会话：如果开启，一个用户只能在一个浏览器中登录，如果该用户在另一个浏

览器中登录，原来的用户会被提示。

允许尝试登录次数：登录时如果用户名和密码输错的次数大于设置的参数，页面就会锁

定， 提示“失败锁定时间中配置的时长”之后再次登录。

失败锁定时间：用户尝试登录超过“允许尝试登录次数”，页面锁定的时长。

限制密码复杂度：默认“否”，即对用户的密码复杂度没有限制，若此选项选择“是”，

创建用户或修改密码时会对用户密码复杂度进行检测。

如若开启以后，密码过于简单则提示注册失败。密码复杂度包括大写字母，小写字母，数字，标点

符号。（长度 8~64位）。

密码长度：创建用户或者修改密码时，必须达到设置的值时才能允许创建或者修改，否

则不能提交并给出错误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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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有效期（天）：设置密码多少天需要重置，过期后登录时需要重新设置密码。最长可

设置 180天。

8.1.4 系统参数·邮件配置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管理界面中，单击“邮件配置”。此处的邮件配置是作为发件箱。用户可以在后

续的功能中进行配置收件箱，都是以此设置的邮件配置作为发件人。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

发件人可以和收件人相同。

收件邮箱：有三种收件箱，一种只接收异常邮件。一种用于接收整体状态（报告、报表）、

巡检通知。一种用于接收统计报表。

2. 异常告警的收件箱，在用户管理中设置，为当前用户设置用户邮箱，即可在发生异常

时，接收到邮件。

3. 整体状态、巡检通知的收件箱，在“消息中心”→“消息接收管理”中，单击“更多

设置”进行设定。详见备份统计·设置报表发送计划

4. 统计报表（日报/周报/月报）的收件箱，在“统计报表”→“备份统计”→“设置报

表发送计划”中进行设定。详见备份统计·设置报表发送计划。

Email通知：勾选时将启用邮件通知服务。

SMTP的服务器地址：代收发服务器地址，一般由邮箱服务商提供。需要在发件邮箱的

客户端设置功能中查看：SMTP 服务器地址可以在发件邮箱的设置菜单中获得。

使用 SSL连接服务器：是否使用 SSL连接服务器；需要注意和 SMTP服务器端口的配

合。默认勾选对应的端口为 465，不勾选，自动对应的端口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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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 SMTP认证：默认需要开启，针对某些自建邮件服务器，无需 SMTP 认证的取消勾

选。除了某些自建邮件服务器外，通常都是要开启的。

SMTP的服务器端口：通常非 SSL连接和 SSL连接的端口是不同的。SMTP：25，SSL：
465，其他自建邮件服务器，填写实际的邮件服务监听端口。

用户名：发送邮件的帐号邮箱地址。

密码：发件箱的的登陆密码。

发件人：告警邮件的发件，非必填，一般用于解决邮件帐号和发件人格式不一样的问题。

此为特殊用途，一般情况请勿填写，需要购买对应的 SaaS套件才可以使用。如若填写，必须填写完
成的邮箱地址格式，否则会报错。

邮件签名：邮件标题中的前缀。设置通知邮件的主题包含关键字。

主要用于给通知邮件的主题添加关键字。对于部署了多个控制机的用户而言，此功能尤其有用。

邮件正文签名：邮件正文最后的签名。设置通知邮件的正文签名信息。

主要用于给通知邮件的正文添加统一的邮件签名。可以是公司信息，也可以是联系管理员信息。

发送测试 Email：利用该页面的 SMTP设置，发送测试 Email到当前登录用户的邮箱。

当前登录用户的邮箱设置通过用户管理修改。

发送测试邮件的接收方可以是发件箱自己，也可以是其他任何邮箱；单击测试前，必须先保存配置，
否则将收到提示“操作失败，邮件通知未开启。

1. 单击“发送邮件测试”后，提示“操作失败。邮件通知未开启”，通常是因为没有先

单击“保存”导致的，先保存再测试即可。

2. 单击“发送邮件测试”后，提示“操作失败。SMTP 服务器连接失败”， 通常是如下几种

原因：

a. 网络问题：控制机未联网或未配置 DNS，无法访问 SMTP 服务器：请在控制机使
用 ping或 telnet确定是否网络问题

b. 配置问题：发件箱的密码填写有误，没有填写正确的登录密码，或没有填写授权
密码（第三方访问口令）：请检查密码或账号是否正确。某些邮箱需要先设置 POP3，填写

授权密码。

8.1.5 系统参数·短信配置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系统参数管理界面中，单击“短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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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短信告警：启用短信告警功能。

短信平台：目前支持阿里云短信平台、华为消息通知服务、ESK平台（企信王）、太平

洋证券 OTO、国泰君安、国都证券、东方证券、短信猫。

短信平台 平台所需填写信息

阿里云 APPKey：需要在阿里大于/阿里云短信平台

注册帐号，在管理控制台中的应用管理中获

取 APPKey。

SecretKey：阿里大于/阿里云平台中，在管

理控制台中的应用管理中获取 SecretKey。

签名名称： 在阿里大于/阿里云的配置管理

中短信通知的配置短信签名中获取签名名

称。

ESK平台（企信王）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 华为账户名：华为账户名（DomainName）
不是用户名。

获取方法：基本信息界面→管理我的凭证→查看“帐
号名”。

所属区域：RegionName为 cn-north-1、
cn-south-1或者 cn-east-2。

获取地址：
https://developer.huaweicloud.com/endpoint。

主题的 URN：主题的 URN，华为云控制台

创建，urn串。

东方证券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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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平台 平台所需填写信息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太平洋证券 OTO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短信猫 串口：短信猫连接后，占用的串口号。

Windows下用 COM*。例如：COM1 (Linux
下也可以用，COM1表示/dev/ttyS0)。

波特率：默认 9600不用修改，短信测试异常

可调整。Windows可以在串口属性中设置。

国泰君安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国都证券 ESK 服务地址：格式为 "SERVER_IP：
SERVER_PORT"（如 192.168.1.100：8080）

用户名：上述各平台的用户名。

密码：上述各平台的登录密码。

3.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华为消息通知服务，不是简单的 SMS服务。需要先创建一个主

题，所有的应用都可以发消息给这个主题，主题会通知到“订阅者”；和企业版现有
的控制台的 SMS以及通知不同，需要在华为的控制台里创建主题并添加订阅。

4. 短信猫：针对无法访问外网的用户，使用短信猫来发送短信告警通知。需要在控制机

上通过串口连接短信猫设备。短信猫型号：目前仅支持 JYC311-232。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设置：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设置的主要步骤：

1. 创建一个主题。

2. 创建一个模板，类型选择短信；华为要求同时创建一个协议为 Default的同名的模板。

3. 再添加订阅，这里协议可以选择短信和邮件以及其他的。

8.1.6 系统参数·特殊参数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系统参数”：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374 -

系统参数管理界面中，单击“特殊参数”。

忽略镜像配置项：开启后，会在创建“复制规则-镜像设置”显示“跳过镜像设置”。详

见复制规则

在线升级：选择是否开启节点在线升级功能。开启后可使用在线升级功能，详见 i2Node
节点在线升级。

8.2 许可管理

许可管理，由英方与用户签订，用以规定和限制软件用户使用软件（或其源代码）的权利，

以及英方应尽的义务。没有许可管理，是无法使用英方提供的 i2UP控制台的功能服务。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许可管理界面，可以进行“添加”、“查看识别码”、“下载节点识别码”、“批量更新”、“在

线更新”、“删除”、“刷新”操作：

添加：用户通过添加厂商提供的软件注册码，允许用户使用软件许可所包含的功能。

查看识别码：控制机有唯一的识别码，用于许可绑定控制机。

下载节点识别码：仅用于二次激活 i2Move 的识别码，此码是英方提供 i2Move功能注册

码的凭证，详见全服务器迁移 i2Move许可激活。

批量更新：用户用于更新控制机当前的软件许可。

在线更新：控制机联网的情况下，若用户的软件许可内容发生变化，用户可以用户单击

“在线更新”，来更新当前的软件许可内容，与软件许可服务端保持同步，完成后会提示

操作是否成功。

删除：删除软件许可。

刷新：刷新后页面显示最新的内容。

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栏，可以输入 SN-序列号搜索对应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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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列表中名词解释如下：

SN-序列号：许可生成时随机生成的唯一名称。

授权类型：分为试用版、授权版、服务版。

产品名称：该许可的名称。

到期：试用版 License对应为试用期；正式版 License对应为激活期或者维保期；服务版

License对应为该许可有效期。

功能：该许可包含的功能。

授权项：该许可提供的最大使用量：分为虚拟节点数、物理节点数、迁移容量、虚拟机

保护数量等。

操作：该许可所允许的操作，分为查看、下载、删除、更新。

8.2.1.1 许可管理·界面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软件许可（License）分为正式版、试用版和服务版。

控制台支持多个 License，每个产品允许添加多个 license。正式版 License、试用版 License、
服务版 License可以共存。

License仅区分虚拟机和物理机。

正式版：正式版 License存在两种状态：

一种是未激活状态，如下图所示：

到期栏显示最晚激活时间。未激活到期后，将禁止提交相关配置，但是用户所建立的规则不会停止。

另一种是激活状态，如下图所示：

到期栏显示的是维保到期时间。激活的 License使用上没有任何限制，即使维保到期也不会影响软件

的使用。但是，超过维保期，厂家不再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试用版：试用版 License过期后规则或任务停止，控制机页面无法再操作。

服务版：服务版 License必须在有效期内使用，过期后规则或任务停止，控制机禁止操作。

1. 无论是试用版 License还是正式版 License，都需要绑定控制机识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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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2 许可管理·添加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查看识别码”获取当前控制机识别码，提交给英方并获取可使用的许可。

2. 单击“添加”，将英方提供的注册码填写进文本框内或将提放提供的注册码文件上传

至激活框内。

3. 单击“确定”完成许可添加。

添加成功后，即可使用许可对应的软件功能绑定。

1. 许可添加后，全服务器迁移 i2Move 的功能许可是不可使用的，需要进行再次激活才
可以，详见全服务器迁移 i2Move许可激活。

8.2.1.2.1 全服务器迁移 i2Move许可激活

i2Move的许可有一些特殊，不同于其他功能产品，只需要完成许可的添加激活即可使用，

i2Move需要在获得许可激活后，进行二次激活才可使用。分为两种：在线 i2Move的许可

激活和离线 i2Move的许可激活。

8.2.1.2.2 在线 i2Move许可激活

在添加全服务器迁移 i2Move许可时，如果控制机可以联网，用户需要下载控制机识别码

和节点识别码（仅限于需要全服务器迁移的工作机），需要进行自助二次激活。在许可管

理界面中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下载节点识别码”，用户选择所需的工作机节点，然后单击“下载”。

2. 下载会获得名为“uuid.txt”的文件，此文件内的内容为 i2Move的“工作识别码”。

3. 单击许可管理界面最右侧的“更新”，可以查看获得“SN-序列号”及“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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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访问以下网址进行自助激活：https://license.info2soft.com/i2/activation.php?atype=bind。

5. 在许可激活的网页中，填写步骤 2和 3获得的“SN-序列号”、“密钥”和 i2Move
的“工作识别码“，软件许可类型选择“迁移”。

6. 输入完验证码后，单击提交，即可在下方获得 i2Move的许可注册码。

7. 获得 i2Move的许可注册码后，直接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单击“在线更新”按钮，无

需输入许可注册码，即可完成 i2Move的许可激活。或者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单击“批

量更新”将获得的 i2Move 许可注册码输入到“软件注册码”的方框内容中，即可完

成 i2Move的许可激活。

8.2.1.2.3 离线 i2Move许可激活

在添加全服务器迁移(i2Move)许可时，如果控制机不能联网，用户需要下载控制机识别码

和节点识别码（仅限于需要全服务器迁移的工作机），同时提交厂家获取 License，需要进

行自助二次激活。在许可管理界面中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下载节点识别码”，用户选择所需的工作机节点，然后单击“下载”。

2. 下载会获得名为“uuid.txt”的文件，此文件内的内容为 i2Move的“工作识别码”。

3. 单击许可管理界面最右侧的“更新”，可以查看获得“SN-序列号”及“密钥”。

4. 将步骤 2和 3获得的“SN-序列号”、“密钥”和 i2Move 的“工作识别码“的信息提

交给英方。

5. 英方会提供给用户 i2Move的“许可注册码”。

6. 获得 i2Move的许可注册码后，直接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单击“在线更新”按钮，无

需输入许可注册码，即可完成 i2Move的许可激活。或者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单击“批

量更新”将获得的 i2Move 许可注册码输入到“软件注册码”的方框内容中，即可完

成 i2Move的许可激活。

8.2.1.3 许可管理·绑定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的表格右侧中“操作”一列单击“查看”，

https://license.info2soft.com/i2/activation.php?atype=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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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弹出“许可绑定情况”对话框中，勾选用户需要绑定的节点或虚拟平台，单击“更

新绑定”即可完成许可绑定的操作。

名称：该控制机上已注册的节点、虚拟平台的名称。

资源类型：节点、虚拟平台。

操作系统： Windows、Linux。

是否已经绑定当前 license：是、否。

1. 每个 License都有它所对应节点的许可数量，如虚拟机数、物理节点数、迁移容量，
此处绑定节点不能超出其许可数量；

2. 全服务器迁移 i2Move 许可绑定需要二次绑定，详见全服务器迁移 i2Move许可绑定。

3. 对于全服务器迁移许可，此处只绑定许可中对应的工作机节点即可（灾备机无须绑
定）。

4. 无论是试用版 License还是正式版 License，都需要绑定控制机识别码。

8.2.1.4 许可管理·更新

License更新是向现有许可添加新功能、添加更多节点许可数量的操作；根据控制机是否能

联网分为“在线更新”和“批量更新”（离线更新）。如果更新的 License功能集合少于之

前的 License功能集合，则更新后可用的灾备功能集合将以新添加的 License为准。

8.2.1.4.1 在线 License更新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在线 License更新步骤如下：

1. 单击页面下方“在线更新”，控制机会自动获取所有许可的最新版本，并更新。

2. 完成后会提示操作是否成功。

8.2.1.4.2 批量 License更新（离线 License更新）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批量 License更新（离线 License更新）步骤如下：

1. 单击页面下方“批量更新”，会弹出更新 license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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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地址： 需要一台能联网的主机访问此“绑定地址”；

识别码： 用于 License 自助绑定操作。

试用升级正式： 如果您需要将“试用版”许可升级为“正式版”许可，您还需要勾选此

项，此操作会将“正式版”许可作为新许可添加，并自动将试用版上的绑定关系转移到正

式版上，旧有试用版许可保留不变。

软件注册码： 您可以选择复制许可文件中的全部文本粘贴到“软件注册码”栏，并单击

“确定”更新许可。

License文件：也可以通过将整个许可文件拖入“License文件”栏，单击“上传”更新

许可。

2. 在软件注册码中输入英方提供更新后的“软件注册码”。

3. 单击“确定”，完成批量 License更新（离线 License更新）。

8.2.1.5 许可管理·下载

如果用户需要下载控制机上的软件许可进行归档，可以用过许可下载来实现：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单击列表右边操作栏“下载”，单击链接下载即可。

8.2.1.6 许可管理·删除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许可管理”：

在许可管理界面中，单击下方的“删除”，选择对应的许可，删除即可。

8.2.1.7 许可管理·菜单同步

当许可发生变化时，会比对当前菜单是否包含许可中所涵盖的功能，若发现有未涵盖的功

能，会弹出提示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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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凭据管理

为了方便用户在添加节点和虚拟平台时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英方提供了对凭据的保存和

使用功能，以达成用户使用的便利性。

8.3.1 凭据管理·新建

凭据管理·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凭据管理”，进入凭据管理界面。

2. 凭据管理界面中，单击“新建”。

凭据管理的新建主要包含基本设置。具体的功能会在下面详细介绍。

1. 单击“确定”，完成新建凭据管理。

8.3.1.7.1 凭据管理·新建·基本设置

凭据管理·新建·基本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2.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凭据管理”，进入凭据管理界面。

3. 凭据管理界面中，单击“新建”→“基本设置”。

凭据类型：包含两种类型，节点和 VP。

节点：在新建节点时，会使用到此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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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在新建虚拟平台时，会使用到此凭据。

凭据名称：用户自定义的凭据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用户名：机器的用户名，便于新建节点或者虚拟平台的时候可以快速认证，不用再次输

入用户名。

密码：机器的密码，便于在新建节点或者虚拟平台的时候可以快速认证，不用再次输入

密码。

备注：用户自定义填写对此凭据进行额外的备注内容。非必填项。

8.3.2 凭据管理·界面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凭据管理”：

凭据管理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创建此凭据的名称。

类型：显示此凭据对应的类型。

凭据管理操作列说明：

修改：对此凭据进行修改。详见凭据管理·修改。

删除：删除当前凭据。

凭据管理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凭据管理。详见凭据管理·新建。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凭据。

刷新：刷新当前凭据的状态。

8.3.3 凭据管理·修改

为方便用用户对凭据的维护，英方提供了对凭据修改的功能。凭据管理·修改具体步骤如

下：

凭据管理·修改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凭据管理”，进入凭据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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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凭据管理界面中，找到对应的凭据，在操作列中单击“修改”。

用户可以对凭据类型、凭据名称、用户名、密码、备注进行自定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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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配置备份

为了保证控制机是正常运转的，英方同时也提供了对控制机的备份，以确保控制机在出现

问题的时候或是用户想转移当前控制机的配置数据，数据是可恢复的也是可复制。

8.4.1 配置备份·Ctrl备份配置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配置备份”：

在配置备份界面中，单击进入“Ctrl备份配置”：

备份类型（目的地）：分别为本地和远程。选择本地时，详见配置备份·Ctrl备份配置·本

地。选择远程时，详见配置备份·Ctrl备份配置·远程。

本地指的就是当前本地的控制机，远程指的是非本地控制机（需要测试连接）。

备份位置：将备份数据文件保存到的路径。

若控制机为 Linux控制机，需要在底层先新建目录，且权限为 777，若控制机为Windows，不需要在

底层新建目录，会自动生成目录，当然用户也可以在Windows下自定义目录。

定时备份：通过定时来备份当前的控制机的配置备份。

保留个数：当前的备份数据保留的个数。默认数字是 3。即超过了三份备份数据，会自

动删除三份数据的第一份备份数据，以此类推。保留个数最小为 3，最大为 30。

备份频率：按照用户设定的频率来备份数据。备份频率分为两种类型，每隔 xxx小时、

每天 xxx 时。

每隔 3小时，指的是每隔 3小时会自动进行备份。

每天 15时，指的时每天下午 3点会进行备份，每天 xxx时的数字限于 0-23数字之间。

8.4.1.1 配置备份·Ctrl备份配置·本地

Ctrl备份配置中备份类型为本地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配置备份”：

2. 在配置备份界面中，单击进入“Ctrl备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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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备份类型（目的地）选择“本地”。

4. 用户自定义填写备份的路径。

若控制机为 Linux控制机，需要在底层先新建目录，例如：/test。且权限为 777，若控制机为Windows，
不需要在底层新建目录，会自动生成目录，当然用户也可以在Windows下自定义目录。

5. 用户自定义选择是否开启“定时备份”，名词解释详见配置备份·Ctrl备份配置。

6. 完成 Ctrl备份配置中备份类型为本地的创建。

完成 Ctrl备份配置中备份类型为本地的创建，不会自动生成备份历史记录，如果想要生成备份记录，
需要手动生成，在配置备份界面中，单击“Ctrl备份历史”→“执行备份”，会自动生成 manual_*开
头的记录，同时，在用户设置的“备份位置”目录中生成 manual_*开头的文件。

如果开启了定时备份，则在配置备份界面中，单击“Ctrl备份历史”→“执行备份”执行”，会自动
生成 cc_*开头的记录，同时，在用户设置的“备份位置”目录中生成 cc_*开头的文件。

如若定时备份打开，且设置的保留个数为 3，备份频率为每隔 1小时，则会每隔 1小时会生成一条，
且 cc_*开头的记录数，当即将超过三个数量时，系统会删除时间最旧的记录，保持总数量始终为 3
个。

8.4.1.2 配置备份·Ctrl备份配置·远程

Ctrl备份配置中备份类型为远程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配置备份”：

2. 在配置备份界面中，单击进入“Ctrl备份配置”。

3. 备份类型（目的地）选择“远程”。

8.4.1.2.1 配置备份·Ctrl备份配置·远程·FTP

Ctrl备份配置·远程中，远程类型为“FTP”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配置备份”：

2. 在配置备份界面中，单击进入“Ctrl备份配置”。

3. 备份类型（目的地）选择“远程”。

4. 用户自定义填写备份的路径。

若控制机为 Linux控制机，需要在底层先新建目录，例如：/test。且权限为 777，若控制机为Windows，
不需要在底层新建目录，会自动生成目录，当然用户也可以在Windows下自定义目录。

5. 远程类型选择“FTP”。

6. 需要修改配置文件 storage.php，

storage.php文件在以下位置：

控制机装在Windows OS下，storage.php文件默认地址为：C:\Program Files
(x86)\info2soft\ctrlcenter\wwwroot\default\application\config\storage.php。

控制机装在Windows OS下，storage.php文件自定义地址为：<安装路
径>\info2soft\ctrlcenter\wwwroot\default\public\application\config\storage.php。

控制机装在 Linux OS下，storage.php文件路径为：
/var/i2data/wwwroot/default/public/application/config/storage.php。

7. 用户自定义修改如下四个参数，分别是“host”、“username”、“password”、“ssl”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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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为远程控制机的 IP地址、“username”为远程控制机的操作系统的用户名、“password”为远
程控制机的操作系统的用户名对应的密码、“ssl”设为 false。

8. 单击“测试连接”，成功后，单击“确认”。

9. 完成 Ctrl备份配置·远程中，远程类型为“FTP”的创建。

完成 Ctrl备份配置中备份类型为本地的创建，不会自动生成备份历史记录，如果想要生成备份记录，
需要手动生成，在配置备份界面中，单击“Ctrl备份历史”→“执行备份”，会自动生成 manual_*开
头的记录，同时，在用户设置的“备份位置”目录中生成 manual_*开头的文件。

如果开启了定时备份，则在配置备份界面中，单击“Ctrl备份历史”→“执行备份”执行”，会自动
生成 cc_*开头的记录，同时，在用户设置的“备份位置”目录中生成 cc_*开头的文件。

如若定时备份打开，且设置的保留个数为 3，备份频率为每隔 1小时，则会每隔 1小时会生成一条，
且 cc_*开头的记录数，当即将超过三个数量时，系统会删除时间最旧的记录，保持总数量始终为 3
个。

8.4.1.2.1 配置备份·Ctrl备份配置·远程·SFTP

Ctrl备份配置·远程中，远程类型为“SFTP”的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配置备份”：

2. 在配置备份界面中，单击进入“Ctrl备份配置”。

3. 备份类型（目的地）选择“远程”。

4. 用户自定义填写备份的路径。

若控制机为 Linux控制机，需要在底层先新建目录，例如：/test。且权限为 777，若控制机为Windows，
不需要在底层新建目录，会自动生成目录，当然用户也可以在Windows下自定义目录。

5. 远程类型选择“SFTP”。

6. 需要修改配置文件 storage.php，

storage.php文件在以下位置：

控制机装在Windows OS下，storage.php文件默认地址为：C:\Program Files
(x86)\info2soft\ctrlcenter\wwwroot\default\application\config\storage.php。

控制机装在Windows OS下，storage.php文件自定义地址为：<安装路

径>\info2soft\ctrlcenter\wwwroot\default\public\application\config\storage.php。

控制机装在 Linux OS下，storage.php文件路径为：
/var/i2data/wwwroot/default/public/application/config/storag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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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用户自定义修改如下四个参数，分别是“host”、“username”、“password”、“ssl”
如下：

“host”为远程控制机的 IP地址、“username”为远程控制机的操作系统的用户名、“password”为远

程控制机的操作系统的用户名对应的密码、“ssl”设为 false。

8. 单击“测试连接”，成功后，单击“确认”。

9. 完成 Ctrl备份配置·远程中，远程类型为“SFTP”的创建。

完成 Ctrl备份配置中备份类型为本地的创建，不会自动生成备份历史记录，如果想要生成备份记录，
需要手动生成，在配置备份界面中，单击“Ctrl备份历史”→“执行备份”，会自动生成 manual_*开
头的记录，同时，在用户设置的“备份位置”目录中生成 manual_*开头的文件。

如果开启了定时备份，则在配置备份界面中，单击“Ctrl备份历史”→“执行备份”执行”，会自动

生成 cc_*开头的记录，同时，在用户设置的“备份位置”目录中生成 cc_*开头的文件。

如若定时备份打开，且设置的保留个数为 3，备份频率为每隔 1小时，则会每隔 1小时会生成一条，
且 cc_*开头的记录数，当即将超过三个数量时，系统会删除时间最旧的记录，保持总数量始终为 3
个。

8.4.1.3 配置备份·Ctrl备份历史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配置备份”：

在配置备份界面中，单击进入“Ctrl备份配置”：

文件名：系统自动创建的备份文件名，有两种形式“manual_*”开头记录和“cc_*”开

头记录的文件。

日期：系统创建此备份文件的日期时间。

版本号：此备份文件对应的控制机的版本号。

操作：“下载”、“恢复”、“删除”。

 下载：用于下载当前的备份文件。详见配置备份·Ctrl备份历史·下载。

 恢复：用于恢复当前的备份文件。详见配置备份·Ctrl备份历史·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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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删除当前的备份文件。

执行备份：执行当前用户设置好的备份配置。详见配置备份·Ctrl备份配置。

导入：用于将备份配置文件导入到当前控制机中。详见配置备份·Ctrl备份历史·导入。

导出：用于将当前控制机的备份参数配置导出。详见配置备份·Ctrl备份历史·导出。

8.4.1.3.1 配置备份·Ctrl备份历史·执行备份

“执行备份”主要的任务是执行当前用户设定的“备份配置”。如果已经设置好了“Ctrl
备份配置”，则单击“执行备份”，会自动读取用户设置的“配置备份”配置，自动生成

manual_*开头的记录，如果开启了定时备份，还会自动生成 cc_*开头的记录。具体的“备

份配置”的设置详见配置备份·Ctrl备份配置。

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备份配置”。

2. 单击“Ctrl备份配置”，用户自定义修改好“备份配置”。详见配置备份·Ctrl备份

配置。

3. 单击“Ctrl备份历史”，单击“执行备份”。

8.4.1.3.2 配置备份·Ctrl备份历史·导入

将备份配置文件导入到当前控制机中，修改当前的控制机的配置参数，并自动重启。具体

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备份配置”。

2. 单击“Ctrl备份历史”，单击“导入”。

3. 用户自行上传选择需要还原的备份配置参数的 zip文件至当前控制机中。

4. 单击“确认”，完成对控制机配置参数的修改。

5. 此时控制机会重新启动，到登录界面。用户再次登录即可还原到备份文件的控制机状

态。

1. 若是异机进行控制机恢复或者升级等操作，许可可能不会恢复或者升级，请联系英方
获取。

8.4.1.3.3 配置备份·Ctrl备份历史·导出

将当前控制机的配置所有参数导出成 zip文件并自动下载，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备份配置”。

2. 单击“Ctrl备份历史”，单击“导出”。

3. 系统自行将当前控制机的配置所有参数导出成 zip文件并自动下载。

4. 用户此时获得的 zip文件即为当前控制机的配置参数文件。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388 -

8.4.1.3.4 配置备份·Ctrl备份历史·下载

用户自行选择已经备份完成文件，单击“下载”即可完成对备份的保存下载，具体步骤如

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备份配置”。

2. 单击“Ctrl备份历史”，在“操作”一栏中单击“下载”。

3. 系统自行下载对应的控制机备份 zip文件。

8.4.1.3.5 配置备份·Ctrl备份历史·恢复

用户自行选择已经恢复当前控制机的状态，单击“恢复”即可完成对当前控制机配置的恢

复，具体步骤如下：

1.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系统设置”→“备份配置”。

2. 单击“Ctrl备份历史”，在“操作”一栏中单击“恢复”。

3. 系统会提示“请确认要恢复对应备份，恢复点以后的数据不会保存!”。

4. 单击“确认”后，完成对应的备份文件的恢复。

1. 当前控制机恢复对应备份时，恢复点以后的数据不会被保存。用户请谨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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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多

9.1 统计报表

9.1.1 概述

统计报表主要是对用户使用的英方 i2UP产品进行汇总的一个功能，包含备份记录和备份

统计的信息。

9.1.2 统计报表·备份记录

备份记录中记录着用用户使用英方备份软件做的备份保护记录信息。

9.1.3 备份记录·界面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统计报表→备份记录界面

备份记录·界面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搜索栏说明：用户通过时间段和类别进行筛选搜索，时间段分为：“最近一周”、“最近一

个月”、“最近三个月”、“最近六个月”、“最近一年”、“自定义时间段”；类型分为“概览”

“定时备份→所有/文件/块设备/MSSQL/Oracle/DB2”、“全服务器备份”“虚拟化支持→所

有/虚机备份/虚机迁移/虚拟恢复/虚拟复制/虚拟演练”，以及名称进行搜索。

时间默认为最近一个月，可以自由设置时间段。

备份记录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当前此备份规则的名称。单击名称，会自动进入此规则对应的功能界面中。

结果：显示此备份规则的运行结果。

状态码：显示当前此备份规则的状态码。

开始时间：显示此备份规则的开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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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时间：显示此备份规则的结束时间。

操作列说明：

查看详情：单击可以查看到此备份规则的信息。

9.1.4 统计报表·备份统计

通过饼图直观的展现：成功、失败、跳过、取消的总体状态结构统计。右侧表格详细列出

了各备份类型的具体数据。

9.1.5 备份统计·界面

搜索栏说明：用户通过时间段和类别进行筛选搜索，时间段分为：“最近一周”、“最近一

个月”、“最近三个月”、“最近六个月”、“最近一年”、“自定义时间段”；类型分为“概览”、

“定时备份→所有/文件/块设备/MSSQL/Oracle/DB2”、“全服务器备份”、“虚拟化支持→所

有/虚机备份/虚机迁移/虚拟恢复/虚拟复制/虚拟演练”，以及名称进行搜索。

时间默认为最近一个月，可以自由设置时间段。

9.1.6 备份统计·设置报表发送计划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统计报表→备份统计界面

通过设置报表发送计划，可以将用户设置的备份信息统计根据按照日报、周报、月报的形

式发送到指定的邮箱，备份统计·设置报表发送计划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在备份统计界面中，单击“备份统计”。

2. 单击“设置报表发送计划”。

设置报表发送计划信息栏：

日报：系统将统计信息根据用户指定的时间点每天发送到指定的邮箱。用户可自行设置

时间，也可以自行设置需要汇报的功能统计。

周报：系统将统计信息根据用户指定的时间点每周发送到指定的邮箱。户可自行设置时

间，也可以自行设置需要汇报的功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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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报：系统将统计信息根据用户指定的时间点每月发送到指定的邮箱。户可自行设置时

间，也可以自行设置需要汇报的功能统计。

接收邮箱：用户自行填写接收的邮箱地址。

1. 需要在邮件配置中配置好相应的设置，才可发送邮件。详见系统参数·邮件配置。

2. 需要在当前用户的“账户信息”→“密钥管理”中，单击“新建”，随机生成一个密

钥。详见 i2UP用户信息&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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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消息中心

9.2.1 概述

消息中心主要是对使用英方产品的同时，对出现的消息问题进行消息的设置管理的模块。

9.2.2 消息中心·全部消息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消息中心→消息界面

全部消息会将已读消息和未读消息进行汇总，消息中心·全部消息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全部消息界面。

2. 根据需求筛选消息。

全部消息菜单信息栏说明：

所有消息：显示当前所有次级消息栏的汇总消息提醒。

资源管理：显示资源管理规则中的消息提醒。

规则管理：显示规则管理规则中的消息提醒。

集群管理：显示集群管理规则中的消息提醒。

NAS同步：显示 NAS同步规则中的消息提醒。

全服务器保护：显示全服务器保护规则中的消息提醒。

虚拟化支持：显示虚拟化支持规则中的消息提醒。

定时管理：显示定时管理规则中的消息提醒。

应用高可用：显示应用高可用规则中的消息提醒。

巡检通知：显示巡检通知的消息提醒。

整体状态：显示整体状态的消息提醒。

告警通知：显示告警通知的消息提醒。

存储监控：显示存储监控的消息提醒。

全部消息信息栏说明：

标题内容：显示当前出现了的异常信息，以功能名来进行的命名。

创建时间：显示此消息提醒的时间。

类型：显示此消息提醒对应的功能类型。

全部消息菜单说明：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消息提醒。

标记已读：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标记未读的消息提醒转化为已读信息。

全部已读：直接将所有的西南西标记为已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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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可以通过消息中心下的全部消息、未读消息、已读消息来获取相应模块下的告警

通知全部消息显示所有模块的通知和告警，单击不同的模块切换到对应功能的消息通

知。

2. 各个菜单栏下显示各个模块的异常消息，通过单击标题内容，进入到消息详情中，在

消息详情中可以看到相应的节点异常、vp异常、规则异常、集群异常、巡检通知等状

态和详情。

9.2.3 消息中心·未读消息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消息中心→未读消息界面

未读消息仅显示当前用户未读取的消息信息，消息中心·未读消息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未读消息界面。

2. 名词解释详见消息中心·全部消息章节。

9.2.4 消息中心·已读消息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消息中心→已读消息界面

已读消息仅显示当前用户已读取的消息信息，消息中心·已读消息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已读消息界面。

2. 名词解释详见消息中心·全部消息章节。

9.2.5 消息中心·消息接收管理

9.2.5.1 消息接收管理·界面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消息中心→消息接受管理界面

消息接收管理信息栏说明：

消息类型：显示消息的类型，根据功能点进行的分类。

站内信：指的是 i2UP平台内的消息信息通知。

Email：指的是通过邮箱的形式进行的通知。

短信：指的是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进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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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设置：仅当短信勾选的情况下，才会有短信的设置信息按钮。详见消息接收管理·模

板设置章节。

巡检通知设置：可以设置巡检通知的策略和通知的日期。详见消息接收管理·巡检通知

设置章节。

整体状态设置：可以设置整体状态通知的策略以及通知的间隔。详见消息接收管理·整

体状态设置章节。

消息接收管理菜单说明：

更多设置：主要是对通知次数和联系人进行设置。详见消息接收管理·更多设置章节。

保存配置：保存当前消息管理的配置信息。

9.2.5.2 消息接收管理·巡检通知设置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消息中心→消息接受管理界面

巡检通知设置中，主要是对消息通知进行通知频率的设置，分为季度和月份的设置。消息

接收管理·巡检通知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3. 消息接收管理界面中，单击巡检通知的“设置”。

设置信息说明：

巡检提醒通知策略：分为按月和按季度来进行设置。

巡检提醒：此时表示每月或者每个季度的第 1，3，5，7天发送巡检提醒。

此处只能填写数字 1或 3或 5或 7。当策略选择“按月”，巡检提醒填写为“3”时，表示每月的第 3
天进行巡检信息提醒。当策略选择“按季度”，巡检提醒填写为“5”时，表示每个季度的第 5天发

送巡检信息提醒。

4. 单击“确定”，完成巡检通知的设置。

9.2.5.3 消息接收管理·整体状态设置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消息中心→消息接受管理界面

整体状态设置中，主要是对消息通知进行通知频率的设置，分为天和小时的设置。消息接

收管理·整体状态设置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消息接收管理界面。

2. 消息接收管理界面中，单击整体状态的“设置”。

设置信息说明：

整体状态通知策略：分为按天和按小时度来进行设置。

通知间隔：此处填写的是间隔时间。

此处填写数字 13时，策略选择“按天”，表示每隔 13天进行整体状态的消息提醒。策略选择“按小

时”时，表示每隔 13个小时进行整体状态的消息提醒。

3. 单击“确定”，完成整体状态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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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4 消息接收管理·更多设置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消息中心→消息接受管理界面

更多设置中，主要是设置通知次数限制和设置通知联系人。消息接收管理·更多设置的具

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消息接收管理界面。

2. 消息接收管理界面中，单击“更多设置”。

更多设置信息说明：

通知次数限制：设置通知的次数。

此为通知次数的限制，如若出现故障，系统会给予提醒，每个功能提醒的间隔时间不一致，以规则
管理提示为例，规则管理是每间隔 5分钟提醒 1次。设置的限制次数为 5时，总提醒次数为 5次，
25分钟后不再提醒。

重置已通知次数：用户手动单击，重置当前设置的限制次数已通知的次数。

修改联系人：填写当前用户的联系人手机和联系人邮箱等信息。

输入多个联系人手机或邮箱时用“,”隔开。

3. 单击“确定”，完成消息接收管理·更多设置。

9.2.5.5 消息接收管理·模板设置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消息中心→消息接受管理界面

模板设置中，主要是短信通知进行的短信模板设置。消息接收管理·模板设置的具体操作

步骤如下：

1. 进入消息接收管理界面。

2. 消息接收管理界面中，单击短信的复选框后，单击“模板设置”。

3. 一般默认空白即可。

如需更详细的短信模板信息，请联系英方完成自定义模板设置。

4. 单击“确定”，完成消息接收管理·更多设置。

9.2.6 消息中心·邮件模板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消息中心→邮件模板界面

邮件模板设置，主要是根据用户自定义邮件的方式来发送邮件。

用户可以进入邮件模板界面对邮件模板进行设置。

9.2.6.1 消息中心·邮件模板·界面

邮件模板信息栏说明：

类型：类型分为“测试邮件”和“默认公用”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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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邮件是当前用户自定义邮件，作为测试邮件使用。

默认公用时当前用户自定义邮件，作为默认公用的邮箱模板内容来使用。

邮件模板操作列说明：

修改：可以修改当前邮件的模板内容。详见邮件模板·测试邮件·修改和邮件模板·默

认公用·修改。

9.2.6.2 消息中心·短信模板·界面

勾选“短信”时，短信模板设置为可选状态，点击此键可以在弹出的对话框设置 每个模块

的短信模板；

对于 阿里、华为、东方证券平台：短信模板为必填，内容为模板 ID，配置方式见下文

华为消息通知服务。

其他平台：此项为可选，填短信模板全文，如不填则默认用内置模板发送短信。

以图中巡检通知为例：

假设要发送的短信内容是：${username}你好，设置的（${time}）定时巡检提醒时间

到了，请安排巡检。

如果是需要在平台上配置模板的短信平台，如阿里：

1. 先去阿里短信平台的网站上配置模板，并获取到模板 ID。

2. 将模板 ID填到这里。

如果是不需要在短信平台上配置模板的，如企信王：

这里直接填自定义短信格式，如“${username}你好，设置的（${time}）定时巡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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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时间到了，请安排巡检”。

配置正常则会在设定的时间收到短信：admin 你好，设置的（2019-1-1 11:11）定时巡检

提醒时间到了，请安排巡检。

注：无论是在这里填模板全文，还是从短信平台获取的模板 ID，其模板内容都需要包含

必 需的变量，如巡检通知需要包含${username}、${time}两个变量，每个模板所需的变量，

会在设置变量时提示（如上图所示）。

9.2.6.3 消息中心·短信模板·说明

通用参数：

${username}：用户名，即节点/规则的创建者。

${module}：模块名称，如“复制规则”。

${name}：节点/规则的名称。

${status}：节点/规则的状态。

${time}：短信发送的时间 / 巡检通知设定的时间。

资源管理（节点/虚拟平台/集群）：

${config_addr}：管理地址。

${data_addr}：数据地址。

规则/任务相关的资源（x代指资源序号，0-3）：

${res_type_x}：资源类型。

${res_name_x}：资源名称。

${res_status_x}：资源状态。

${config_addr_x}：资源管理地址。

${data_addr_x}：资源配置地址。

${vm_name}：虚拟平台规则相关的虚机名称。

${tips}：高可用规则的提示语。

整体状态：

${node}, ${vp}, ${cls}, ${rep_backup}, ${nas}, ${fsp_backup}, ${fsp_move},
${vp_backup}, ${vp_recovery}, ${vp_move}, ${vp_rep}, ${timing_backup},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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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参数为整体状态各个模块的正常/异常计数，如 3/2 意为 正常 3个，不正常 2个。

告警通知：

${username}：规则所属用户。${name}：规则名称。

${module}：规则所属模块。

${msg}：规则状态信息。

${time}：当前控制机时间。

存储监控：

${username}：节点所属用户。

${bk_node_name}：节点名称。

${bk_ip}：节点 IP。

${dev_mount}：存储设备名称，如 C:。

${dev_used_percent}：当前已用容量百分比。

${threshold}：告警阈值百分比。

${time}：当前控制机时间。

9.2.7 邮件模板·测试邮件·修改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消息中心→邮件模板界面

邮件模板·测试邮件·修改的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邮件模板界面。

2. 在邮件模板界面中，找到类型为“测试邮件”。

3. 操作列中，单击“修改”。

邮件模板中分为“繁体中文”、“简体中文”和“English”。

备注：用户自定义可以对此邮件进行备注说明。

重置邮件：单击重置按钮，即可重置模板内容的内容，恢复到最初始的模板内容。

模板内容：用户自定义设置模板内容。

9.2.8 邮件模板·默认公用·修改

备份记录界面导航栏：更多→消息中心→邮件模板界面

邮件模板·测试邮件·修改的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邮件模板界面。

2. 在邮件模板界面中，找到类型为“测试邮件”。

3. 操作列中，单击“修改”。

后续操作，详见邮件模板·测试邮件·修改章节。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399 -

9.3 模板管理

9.3.1 概述

通过页面进行各类任务配置的过程中，部分设定和参数属于通用型配置，在特定场景下会

反复套用相同的设定。当用户每次建立新任务时，都需要修改默认参数。模板的作用就是

把通用型配置对应的参数提炼成固定模板，用户在创建各类任务时可以快速引用模板，来

简化步骤提高效率。比如，针对公网传输的数据保护场景，带宽控制、数据压缩和加密可

以配置成为数据保护规则中可以固定的参数集。针对非结构化数据的复制保护，可以配置

“基于时间校验”作为固定的校验方式参数。针对虚拟机备份或全服务器备份，周期性的

任务设定参数可以固定为：每周日晚上 11点执行全备份，每日晚上 9点执行增量或差异

备份，保存为模板后，可以在配置具体的虚拟机备份或全服务器备份任务时快速套用该模

板。

目前支持模板预定义的功能有，虚拟机备份(VP)、虚拟机复制(VP)、全服务器备份(FFO)、
全服务器还原(FFO)、定时备份(Backup)、复制规则(COOPY)。

在配置上述功能模块时，对应的功能界面中的新建任务页面会显示“启用模板”，开启“启

用模板”，页面将已经创建的模板的内容进行自动填充，起到快速配置的效果。。

9.3.2 模板管理·虚机备份模板

在控制机管理界面，通过“模板管理-虚机备份模板”来查看现有的虚机备份模板列表，并

对模板进行“新建”、“修改”、“删除”等操作。创建虚机备份规则的过程中可通过模板快

速进行规则配置。

9.3.2.1 虚机备份模板·新建

模板管理界面导航：更多→模板管理界面→虚机备份模板

详见虚机备份·新建·Hyper-V章节和虚机备份·新建·VMware章节。

9.3.2.2 虚机备份模板·界面

单击 i2UP控制台的菜单栏：“模板管理”→“虚机备份管理模板”：

虚机备份模板搜索栏说明：

模板名：按模板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虚机备份模板信息栏说明：

模板名：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模板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高级设置：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高级设置。

备份策略：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备份策略。

虚机备份模板操作列说明：

修改：修改当前全服务器备份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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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删除当前全服务器备份模板。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

虚机备份模板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虚机备份模板。详见虚机备份模板·新建章节。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虚机备份模板。

刷新：刷新当前所有的虚机备份模板。

9.3.3 模板管理·虚机复制模板

在控制机管理界面，通过“模板管理-虚机复制模板”来查看现有的模板列表，并对模板进

行“新建”、“修改”、“删除”等操作。创建虚机复制规则过程中可通过模板快速进行规则

配置。

9.3.3.1 虚机复制模板·新建

模板管理界面导航：更多→模板管理界面→虚机复制模板

详见虚机复制·新建·Hyper-V章节和虚机复制·新建·VMware章节。

9.3.3.2 虚机复制模板·界面

虚机复制模板搜索栏说明：

模板名：按模板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虚机复制模板信息栏说明：

模板名：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模板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同步策略：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同步策略。

高级设置：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高级设置。

虚机复制模板操作列说明：

修改：修改当前全服务器备份模板。

删除：删除当前全服务器备份模板。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章

节。

虚机复制模板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虚机复制模板。详见虚机复制模板·新建章节。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虚机复制模板。

刷新：刷新当前所有的虚机复制模板。



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 401 -

9.3.4 模板管理·全服务器备份模板

在控制机管理界面，通过“模板管理-全服务器备份模板”来查看现有的模板列表，并对模

板进行“新建”、“修改”、“删除”等操作。在全服务器备份规则创建过程中可通过模板快

速进行规则配置。

9.3.4.1 全服务器备份模板·新建

模板管理界面导航：更多→模板管理界面→全服务器备份模板

详见全服务器备份·新建章节。

9.3.4.2 全服务器备份模板·界面

全服务器备份模板搜索栏说明：

模板名：按模板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全服务器备份模板信息栏说明：

模板名：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模板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备份策略：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备份策略。

带宽设置：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带宽设置。

全服务器备份模板操作列说明：

修改：修改当前全服务器备份模板。

删除：删除当前全服务器备份模板。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章

节。

全服务器备份模板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全服务器备份模板。详见全服务器备份模板·新建章节。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全服务器备份模板。

刷新：刷新当前所有的全服务器备份模板。

9.3.5 模板管理·全服务器还原模板

在控制机管理界面，通过“模板管理-全服务器还原模板”来查看现有的模板列表，并对模板

进行“新建”、“修改”、“删除”等操作。在全服务器还原规则创建过程中可通过模板快速进

行规则配置。

9.3.5.1 全服务器还原模板·新建

模板管理界面导航：更多→模板管理界面→全服务器还原模板

详见全服务器还原·新建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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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2 全服务器还原模板·界面

全服务器还原模板搜索栏说明：

模板名：按模板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全服务器还原模板信息栏说明：

模板名：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模板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备份策略：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备份策略。

带宽设置：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带宽设置。

全服务器还原模板操作列说明：

修改：修改当前全服务器还原模板。

删除：删除当前全服务器还原模板。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章

节。

全服务器还原模板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全服务器还原模板。详见全服务器还原模板·新建章节。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全服务器还原模板。

刷新：刷新当前所有的全服务器还原模板。

9.3.6 模板管理·定时备份模板

通过备份规则将要灾备的数据一次性同步到灾备机上，此过程称为备份。在“备份模板”

页面中可以对“备份规则”进行预配置。在界面中可以查看现有的模板列表，并对模板进

行“新建”、“修改”、“删除”等操作。在对使用过程中需要对规则进行配置时可以选择“启

用模板”功能对规则快速进行配置。

9.3.6.1 定时备份模板·新建

模板管理界面导航：更多→模板管理界面→定时备份模板

详见定时管理·备份章节。

9.3.6.2 定时备份模板·界面

定时备份模板搜索栏说明：

模板名：按模板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定时备份模板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模板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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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备份策略。

灾备机：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带宽设置。

预览：显示用户自定义配置备份的信息。

定时备份模板操作列说明：

修改：修改当前定时备份模板。

删除：删除当前定时备份模板。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章

节。

定时备份模板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定时备份模板。详见定时备份模板·新建章节。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定时备份模板。

刷新：刷新当前所有的定时备份模板。

9.3.7 模板管理·文件复制规则模板

在“复制规则模板”页面中可以对“复制规则模板”进行预配置。在界面中可以查看现有

的模板列表，并对模板进行“新建”、“修改”、“删除”等操作。在对使用过程中需要对规

则进行配置时可以选择“启用模板”功能对规则快速进行配置。

9.3.7.1 文件复制模板·新建

模板管理界面导航：更多→模板管理界面→文件复制模板

详见复制规则·普通规则·新建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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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7.2 文件复制模板·界面

复制规则模板搜索栏说明：

模板名：按模板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复制规则模板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模板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工作机：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工作机。

灾备机：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灾备机。

预览：显示用户自定义配置备份的信息。

复制规则模板操作列说明：

修改：修改当前复制规则模板。

删除：删除当前复制规则模板。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章

节。

复制规则模板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复制规则模板。详见复制规则模板·新建章节。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复制规则模板。

刷新：刷新当前所有的复制规则模板。

9.3.8 模板管理·高可用规则模板

在“高可用规则模板”页面中可以对“高可用模板”进行预配置。在界面中可以查看现有

的模板列表，并对模板进行“新建”、“修改”、“删除”等操作。在对使用过程中需要对规

则进行配置时可以选择“启用模板”功能对规则快速进行配置。

9.3.8.1 高可用模板·新建

模板管理界面导航：更多→模板管理界面→高可用模板

详见复制规则·高可用·新建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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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2 高可用模板·界面

高可用模板搜索栏说明：

模板名：按模板名称过滤显示列表。

高可用模板信息栏说明：

名称：显示用户自定义的模板名称，便于管理，支持中文和英文字符。

工作机：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工作机。

灾备机：显示用户自定义设置的灾备机。

预览：显示用户自定义配置备份的信息。

高可用模板操作列说明：

修改：修改当前高可用规则模板。

删除：删除当前高可用规则模板。

授权：将当前规则指派给 i2UP操作用户进行管理。批量授权详见资源管理·资源授权章

节。

高可用模板菜单说明：

新建：新建复制规则模板。详见高可用规则模板·新建章节。

删除：通过单击复选框可以批量删除复高可用规则模板。

刷新：刷新当前所有的高可用规则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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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诊断

当软件运行出现非正常状态时，软件为了更快速的定位问题，从而出现了诊断这个实用工

具，诊断类型分为：网络状态检查、规则诊断和任务诊断。可将下载得到的信息发送给技

术支持，或者其他的相关人员，方便后期问题处理。

9.4.1 诊断·新建

诊断界面导航：更多→诊断

诊断·新建的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诊断界面。

2. 鼠标单击“新建”。

诊断规则的新建，主要包含内容：基本设置。在基本设置中分为“网络状态检查”、“规则

诊断”和“任务诊断”。

9.4.1.3 诊断·新建·基本设置

检查类型为：网络检查状态：主要是针对工作机节点、灾备机节点和控制机节点三者的连

通性包括 IP和端口的连接测试以及工作机和灾备机存储空间的情况反馈到界面上。

工作机：检查需要的网络状态检查对应的工作机。

灾备机：检查需要的网络状态检查对应的灾备机。

检查类型为：规则诊断：仅限于查看复制规则中的工作机和灾备机的连通性，也可以通过

控制机收集工作机和灾备机的日志信息，系统日志信息以及如果软件进程运行异样产生的

dump文件。

规则：此规则指的是复制规则，必须在复制规则有对应规则信息，这里才能进行创建规

则诊断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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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此规则（规则管理的复制规则）诊断对应的工作机。默认不可更改。

灾备机：此规则（规则管理的复制规则）诊断对应的灾备机。默认不可更改。

检查类型为：任务诊断：仅限于查看定时备份的备份规则的工作机灾备机的连通性，也可

以诊断工作机和灾备机的进程状态以及存储状态等。

任务：此任务指的是定时备份中的备份任务进行的诊断，必须在定时备份中有备份任务，

这里才可以创建任务诊断的规则。

工作机：此规则（定时备份的备份规则）诊断对应的工作机。默认不可更改。

灾备机：此规则（定时备份的备份规则）诊断对应的灾备机。默认不可更改。

9.4.2 诊断·界面

诊断信息栏说明：

诊断任务 uuid：用户新建诊断规则后，系统会随机自动为此诊断规则创建一个名，此名

称为唯一标识名称。

规则/任务名称：显示此诊断规则中检查类型对应的规则名称。

检查类型为：网络状态检查。此时是没有规则/任务名称的显示的。

检查类型：显示此诊断规则对应的检查类型。分为三种：网络状态诊断、规则诊断和任

务诊断。

工作机：显示此诊断规则对应的工作机节点的名称。

灾备机：显示此诊断规则对应的灾备机节点的名称。

状态：显示此诊断规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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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列信息：

删除：删除当前诊断规则。

下载：下载当前诊断规则的信息。

9.4.3 诊断·下载

诊断规则创建完成后，用户可以通过单击“下载”完成对诊断信息的报告查阅。具体诊断·下

载操作步骤如下：

1. 进入诊断界面。

2. 诊断界面中，在操作列中单击“下载”。

3. 会自动下载一个名为“DIAGNOSE_时间日期_诊断规则 uuid”的 zip文件。

4. 解压 zip文件后，查阅 Summary_*文件即可查看诊断报告信息。

9.5 告警日志

当软件运行出现非正常状态时，该界面会显示告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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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录

10.1 英方软件端口说明

主机角色 端口名 协议 端口号 备注

i2Node节点

作为工作机

RPC服务端口（rpc） TCP 26821
控制机->工作机的配置

控制机和 i2Node进行通讯的端口

HA服务端口 TCP 26868 高可用控制及仲裁

HA心跳端口 TCP 26850 高可用心跳

I2NAS数据同步端口 TCP 26871 工作机->同步主机，I2NAS 文件列

表同步端口

i2Node节点

作为灾备机

RPC服务端口 TCP 26821
控制机->灾备机的配置

控制机和 i2Node进行通讯的端口

srepd恢复端口（recover_port） TCP 26831 工作机->灾备机，提交恢复请求

srepd镜像端口（mir_port） TCP 26832 工作机->灾备机，镜像端口

srepd复制端口（rep_port） TCP 26833 工作机->灾备机，复制数据端口

SQLServer数据库备份端口

（mssql_port） TCP 26834 工作机->灾备机，SQL Server数据

库备份端口

Hyper-V数据传输端口 TCP 26835 Hyper-V→灾备机， 用于传输

Hyper-V虚拟机数据

HA心跳端口 TCP 26850 高可用心跳

HA服务端口 TCP 26868 高可用控制及仲裁

i2NAS命令控制端口 TCP 26873 工作机->灾备机，i2NAS命令控制

端口

Oracle数据库备份端口 TCP 26876 工作机->灾备机，Oracle数据库备

份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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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角色 端口名 协议 端口号 备注

DB2数据库备份端口 TCP 26887 工作机->灾备机，DB2 数据库备份

端口

i2UP控制机

Active Proxy端口 TCP 26803 Active Proxy端口

HTTP 端口 TCP 58080 HTTP端口

数据库端口 TCP 58083 Postgresql数据库端口

HTTP、日志流量端口 TCP 58086 HTTPS端口、日志流量传输端口

i2VP

NPServer管理端口 TCP 26823 控制机→NPSVR

ESXi管理端口 TCP 443 NPSVR→ESXi

ESXi数据传输端口 TCP 902 灾备机→ESXi

Hyper-V主机远程管理端口 TCP 5985 HTTP端口，NPSVR→Hyper-V

Hyper-V主机远程管理端口 TCP 5986 HTTPS端口，NPSVR→Hyper-V

Hyper-V数据传输端口 TCP 26835 Hyper-V→灾备机

i2DTO同步 i2DTO同步主机 RPC端口 TCP 26824 工作机->同步主机

i2Block

i2Block服务端端口 TCP 26825 工作机→灾备机

iSCSI 目标端口 TCP 3260

i2Block客户端端口 TCP 26826 控制机→工作机

1. 根据实际需求开放相应的端口。

2. i2Node节点，可以通过修改 i2port.conf配置文件，端口如下：

Windows OS下 i2port.conf的路径：<i2Node节点安装路径>\info2soft\node\etc\i2port.conf

Linux OS下 i2port.conf的路径：/etc/sdata/i2port.conf

3. NPServer节点，可以通过修改 npsvr.ini配置文件，端口如下：

Windows OS下 npsvr.ini的路径：<NPServer 安装路径>\Info2soft's NoProxy Server\etc\npsvr.ini

Linux OS下 npsvr.ini的路径：/etc/npsvr/npsvr.ini

4. 70版本后 58086是日志和流量得端口，70之前得版本日志流量端口为 58082。

10.2 企业版控制机和节点跨版本升级

6.1升级到 7.1.60及其以上版本，详见《企业版 6.1到 7.1升级指导手册》。

7.1.53/55/56/57/58/59→7.1.60及其以上版本的节点升级，详见安装部署手册中的升级

i2Node节点。

7.1.53/55/56/57/58/59→7.1.60及其以上版本的控制机升级，步骤如下：

方案一（适用于在源机器上进行升级）：详见安装部署手册中的升级 i2Ctrlcenter控制机。

方案二（适用于在异机上进行升级）：

1. 在源机的控制机上输入地址：https://<i2UP控制机 IP地址>>:58086/backup_man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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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时进入到配置备份的界面中，单击“导出”，即可导出控制机的配置数据文件。详

见配置备份·Ctrl备份历史·导出。

3. 在异机上安装最新版本的控制机，并登录至最新版本的控制机中。

4. 输入地址：https://<i2UP控制机 IP地址>>:58086/backup_manage。进入到配置备份的

界面中。

5. 单击“导入”，选择源机导出的控制机配置备份数据即可。详见配置备份·Ctrl备份

历史·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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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技术支持

在 i2灾备软件的使用过程中，如碰到任何技术上的问题，请联系上海英方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

Email 地 址：support@info2soft.com

联 系 电 话：400-007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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