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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数 

爱数是领先的大数据基础设施提供商，致力于为政府、公共事业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帮助

各行各业的客户在数字化浪潮中充分释放数据价值，通过即时、随时、实时的数据服务，实现行业智

能化。 

爱数成立于 2006 年，经过多年的专注与沉淀，目前有 1300+名员工，合作伙伴上千家，总部位

于上海，在长沙、上海、成都、德国汉堡设有研发中心，客户分布于全球 20+个国家，在政府、企

业、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内已获得 22000+家客户的认可。 

当前，智能时代已开启，智能时代面临着数据巨量化、多样化、合规性、价值最大化等一系统挑

战。爱数大数据基础设施，利用创新技术，致力于打造领先的数据安全、数据可用性、数据智能、数

据洞察力方案和服务，从容应对智能时代的数据挑战。爱数大数据基础设施，包括 AnyBackup、

AnyShare、AnyRobot、AnyDATA 四大产品线，以多模态数据架构，保持与云基础设施中立，并以

更低的总体拥有成本，建设内容数据湖、日志数据湖，提供丰富的数据服务和全面的数据合规性。 

爱数的大数据基础设施，以云原生的技术架构、平台化的开放架构、人工智能的数据洞察架构为

核心技术，累积发明专利超过 300 项，并形成了包括 AnyBackup 全栈超可用解决方案、AnyShare

智能内容管理解决方案、AnyRobot 智能运维解决方案等创新的数字化方案。同时，通过合作伙伴生

态战略，致力于与合作伙伴联合创新，先后与华为、SAP、腾讯云，联合打造了生态级数据智能服务

与方案。 

自成立以来，因为专注与持续创新，爱数已从聚焦数据管理成长为大数据基础设施领航者。未

来，爱数将继续保持以客户需求为核心，坚持技术创新，携手生态伙伴，提供一系列的智能数据方案

与服务，释放无尽的数据潜力，实现更智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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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版权所有 ©2006 - 2021 上海爱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留一切权利。 

商标声明 

和其他爱数商标均为上海爱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本文档提及的其他所有商标或注册商标，由其各自的所有者拥有。 

注意 

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摘抄、和传播本文档内容的部分

或全部。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文档将不定期进行更新，可能增删和修改内容。本文档仅作为

使用指导，文档中的所有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修订内容将合并到新的文档版本

中，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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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感谢您选用爱数备份产品。本文档包含 AnyBackup Express 7 软件订阅服务实施指导文档，介绍

软件版备份服务器系统安装到配置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定义实施标准流程。在您使用

AnyBackup Express 7 产品前，请详细阅读本文档。 

适用版本 

本文档所说明的内容适用于以下正式发布版本 

➢ AnyBackup Express 7.0.16.1 

目标读者 

本手册适合下列人员阅读： 

➢ IT 工程师 

➢ 测试工程师  

➢ 技术工程师 

➢ 售前及售后实施人员 

约定符号说明 

命令行格式约定： 

格式 意义 

粗体 命令行中无需变更，原文输入的内容，可采用加粗字体表示。 

斜体 命令行中的参数，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替换的部分，如文件名等，采用斜体表示。 

 

图形界面元素引用约定： 

格式 意义 

【】 方括号【】中的内容，表示界面按钮名称，如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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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内容，表示视图、对话框等名称。 

→ “→”表示需要连续点击或操作。如选择【文件】→【新建】→【文件夹】，表示选择“文

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的“文件夹”菜单项。 

  表示“说明”或“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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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版部署要求及初始化配置 

1.1 AnyBackup Express 软件版部署要求 

1.1.1 服务器要求 

➢ 服务器型号要求: 

AnyBackup Express 软件版服务器必须是 X86 或 arm 架构的服务器。 

CPU 要求： 

逻辑 CPU 数≥8，即 CPU 至少是 8 线程的。 

➢ 内存要求： 

若只实施副本数据管理任务，服务器内存至少需要 32GB，若副本数据管理任务和定时数据保护

任务均需要实施，服务器内存至少需要 64GB，如定时数据保护任务需要开启重复数据删除，服务器

内存至少需要 128GB。 

➢ 存储要求： 

服务器的存储需分为 2 种：系统盘、数据盘 

系统盘： 

系统盘最好使用固态硬盘，至少需要两块，需配置为 RAID1。 

数据盘： 

数据盘上有 2 个～36 个硬盘可供 AnyBackup Express 使用。 

➢ 网络要求：  

AnyBackup Express 软件版所需要的网络平面为管理平面、存储平面和业务平面（例如

iSCSI）。管理、存储和业务平面推荐使用不同 VLAN 隔离或者独立的物理网卡。 

GE 组网时，至少有两个千兆网口，其中至少 1 个网口用于存储平面。 

10GE 组网时，至少有两个万兆网口，其中至少 1 个网口用于存储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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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卡和网络类型：GE（TCP/IP 协议）、10GE（TCP/IP 协议）、8G（FC 协议）、16G（FC 协

议）。 

➢ 设备驱动要求： 

RAID 卡： 

支持型号：LSI Logic / Symbios Logic MegaRAID SAS 3508， SAS-3 3108 

驱动版本要求：megaraid_sas >= 07.702.06.00-rh2 

HBA 卡： 

支持型号：QLogic 2562 

驱动版本要求：qla2xxx >= 9.x 

网卡：暂无限制 

➢ 系统兼容性要求： 

软件版备份服务器的系统平台支持： 

X86 架构: 支持 CentOS 7.5 64bit 的开发版系统，安装类型无要求，精简版亦可以及 ApolloOS

软件版。内核支持 3.10.0-862.el7.x86_64 与 3.10.0-862.14.4.el7.x86_64 两种版本，可以通过

uname -r 命令查看，如下图。 

 

 X86 架构软件版 

Arm 架构：支持 CentOS 7.6 64bit 的开发版系统，安装类型无要求，精简版亦可以及 ApolloOS

软件版。内核支持 4.14.0-115.el7a.0.1.aarch64 版本，可以通过 uname -r 命令查看，如下图 

 

 Arm 架构软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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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要支持副本数据管理的 FC 链路或副本管理的 iSCSI 链路，需要将内核升级至，（注意，内

核升级只适配软件版 centos 系统，其他系统不可做内核升级） 

x86 架构：kernel-5.4.40-2009.26.el7a.x86_64.rpm 

arm 架构：kernel-5.4.40-2009.26.el7a.aarch64.rpm 

请参考 2.2.2 章节进行内核升级。 

 

1.2 初始化配置 

1.2.1 开机及网络配置 

第1步 系统安装完成后，输入用户名 apollo，密码 Driver!@#$5678，su –  root,输入密码

Driver!@#$5678，登录系统后台。(此为 ApolloOS 软件版登录操作，若为普通 centos 系统，请

输入对应登录用户密码登录即可) 

第2步 进入/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 目录下，编辑网络配置文件，配置千兆网络的静态 IP、子

网掩码、网关和 DNS（按照客户要求进行配置），将网卡启用，如下图。 

 

 网卡配置 

网络文件配置完成后重启网络服务，执行命令 systemctl  restart  network，重启后测试能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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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所在的网络互通，能够正常 ping 通，则网络配置完成 

(示例为 ApolloOS 系统配置网络，供软件版参考) 

1.2.2 内核版本升级 

 内核升级步骤 

若客户系统为软件版且需要用到副本数据管理功能，并且检查出当前服务器操作系统内核不是对应

内核（查看内核命令，uname -r）（注意，内核升级只适配软件版 centos 系统，其他系统不可做内核

升级，请仔细检查系统是否需要升级内核） 

X86: kernel-5.4.40-2009.26.el7a.x86_64.rpm 

Arm：kernel-5.4.40-2009.26.el7a.aarch64.rpm 

若不是，需通过执行以下步骤对内核进行升级。 

第1步 新建目录以存放对应内核架构的内核 rpm 包，如 mkdir /update-kernel。 

进入/update-kernel，使用 Xftp 工具上传内核 rpm 包至此目录，内核 rpm 包在

AnyShare://AnyBackup 研发线/AnyBackup 产品测试部/公共文件夹/AnyBackup 7.0.16.1/产品包(AB)/

生产镜像/软件版内核  

第2步  

X86 架构取：kernel-5.4.40-2009.26.el7a.x86_64.rpm 

Arm 架构取：kernel-5.4.40-2009.26.el7a.aarch64.rpm  

区域技术工程师可以联系二线工程师下载，请取用对应架构的内核包。X86 服务器取 x86 内核

包，arm 取用 arm 架构内核包。 

第3步 进入/update-kernel 目录下，安装新版本内核（以 x86 架构为例），（注意，内核升级只适配软

件版 centos 系统，其他系统不可做内核升级，请仔细检查系统是否需要升级内核），命令为： 

rpm -ivh kernel-5.4.40-2009.26.el7a.x86_64.rpm 

第4步 安装完成后，检查操作系统默认启动的内核版本，命令为： 

anyshare://AnyBackup%e7%a0%94%e5%8f%91%e7%ba%bf%2fAnyBackup%e4%ba%a7%e5%93%81%e6%b5%8b%e8%af%95%e9%83%a8%2f%e5%85%ac%e5%85%b1%e6%96%87%e4%bb%b6%e5%a4%b9%2fAnyBackup%207.0.10.0%2f%e4%ba%a7%e5%93%81%e5%8c%85%28AB%29%2f%e7%94%9f%e4%ba%a7%e9%95%9c%e5%83%8f%2f%e8%bd%af%e4%bb%b6%e7%89%88%e5%86%85%e6%a0%b8/
anyshare://AnyBackup%e7%a0%94%e5%8f%91%e7%ba%bf%2fAnyBackup%e4%ba%a7%e5%93%81%e6%b5%8b%e8%af%95%e9%83%a8%2f%e5%85%ac%e5%85%b1%e6%96%87%e4%bb%b6%e5%a4%b9%2fAnyBackup%207.0.10.0%2f%e4%ba%a7%e5%93%81%e5%8c%85%28AB%29%2f%e7%94%9f%e4%ba%a7%e9%95%9c%e5%83%8f%2f%e8%bd%af%e4%bb%b6%e7%89%88%e5%86%85%e6%a0%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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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86 架构：awk -F\' '$1=="menuentry " {print $2}' /etc/grub2.cfg 

Arm 架构：awk -F\' '$1=="menuentry " {print $2}' /etc/grub2-efi.cfg 

（此文件可能各个系统不一致，根据实际情况查看，一般情况为文档中显示的文件，系统启动从

上至下选择内核，第一显示升级上来新内核即可） 

 

 

 查看内核版本 

第5步 如果查出系统的默认启动项第一条如果不是 CentOS Linux (5.4.40-2009.26.el7a.x86_64) 7 

(Core)，则编辑/boot/grub2/grubenv 文件，修改系统内核启动项为 CentOS Linux (5.4.40-

2009.26.el7a.x86_64) 7 (Core)，如下图。 

 

 修改系统启动项 

第6步 内核安装完成后执行软件目录/AnyBackupServer 下 safe_reboot.sh 脚本重启机器。机器重新

启动后，执行 uname -r 命令查看系统新内核版本是否为 5.4.40-2009.26.el7a.x86_64，若是，

则内核升级成功。 

 

 内核版本 

第7步 若内核升级过程中遇到问题，请联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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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包安装 

2.1 AnyBackup Express 软件包安装 

2.1.1 EKVM 安装 

 注意： 

A. 若需使用持续数据保护—接管演练功能，且一体机只有一个网口或者只能通一个网段，则必须

在安装软件包之前进行以下操作。 

B. 若先安装 EKVM 软件包，再安装 AnyBackup 软件包，则需要在安装 AnyBackup 软件包之

后，执行 usermod -a -G libvirt eab 命令，否则接管演练及虚拟机管理相关功能无法正常使

用。 

第1步 解压 AnyBackupEKVM 压缩包，进入 AnyBackupEKVM 目录运行./install.sh。 

第2步 检查 libvirtd 服务是否为 RUNNING 状态，检查方法为登录后台输入命令： service libvirtd 

status，若服务为关闭状态，执行 service libvirtd start，如下图所示： 

 

  

第3步 拷贝网卡配置文件，新增 br0 文件用来配置网桥，使用命令： 

1.   cp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eth0 /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ifcfg-br0。 

2.   修改新增的 br0 文件中 DEVICE=”br0”和 TYPE=”Bridge”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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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删除 eth0 网卡配置信息中部分内容，添加网桥信息如下图所示： 

 

  

4.   重启网络服务：service network restart。 

5.   重启 libvirtd 服务，执行 service libvirtd restart。 

 注意： 

A. Master 节点必须安装数据库(--mgm-type=ControlNode)，本机 IP 必须是静态 IP，集群 VIP

和数据库 VIP 必须是未被使用且添加之后能使用的 IP，集群 ID 和数据库 ID 均为 1~255 的整

数，不能相同，且必须保证在同一网段内不同集群之间不能重复（集群 ID 不能和同一网段内

不同集群间的集群 ID、数据库 ID 相等，数据库 ID 也是一样的限制），同一个集群中不同节点

必须是相同的; 

B. 执行安装脚本之前，还需要检测当前环境是否开启了防火墙，防火墙未开启会导致安装后无法

访问 VIP，可执行 systemctl status firewalld 命令查询，若状态为 inactive，请执行 systemctl 

start firewalld; systemctl enable firewalld 启用防火墙意点 2; 

C. 从主节点依次安装，主节点安装成功后，再装从节点，再装第二个从节点; 

2.1.2 Master 节点安装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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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包安装前必须查看《AnyBackup Express 7.0.16.1 服务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docx》，

以下步骤仅作参考，实施软件安装前必须查看《AnyBackup Express 7.0.16.1 服务端软件安

装卸载最佳实践.docx》。 

⚫ 如采用纯 ipv6 或 ipv4ipv6 双栈部署控制台和客户端，请查看《AnyBackup Express 7.0.16.1 

服务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docx》。 

安装软件包之前需要确认配置的网络是否正常。 

第1步 通 过 xftp 工 具 把 AnyBackupServer-Linux_el7_x64-7.0.16.1-zh_CN.tar.gz 上 传 至

/backupsoft 目录下，上传操作请查看《AnyBackup Express 7.0.16.1 服务端软件安装卸载

最佳实践.docx》 

进入到 /backupsoft 目录下，执行解压命令 tar –zxvf AnyBackupServer-Linux_el7_x64-

7.0.16.1-zh_CN.tar.gz 

解压后进入/backupsoft/AnyBackupServer 目录 

第2步 安装之前必须查看《AnyBackup Express 7.0.16.1 服务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docx》，实

施指导只显示简要步骤，执行./install.sh --help 的命令，可以看到软件安装方法的帮助信息，

如下图： 

 
  

第3步 参考安装帮助信息给的提示，输入下面的命令安装 AB，这里以安装 CDM 产品为例，除了本

机 IP 外，还需要另外申请两个 IP 作为集群 VIP 和数据库 VIP，集群 ID 和数据库 ID 均为 1~255

的整数，语言可以选择 Chinese 或者 English，NTP 服务器可以指定能够访问时间同步服务

器，若不加此参数，则默认将集群 VIP 设置为 NTP 服务器的 IP, 若需要 NFS 服务需添加—



 

 20 / 110 

 

AnyBackup Express 实施指导文档 

www.aishu.cn 

need-nfs=yes 参数,不需要可不加此参数。下面的命令中颜色标注的均为需要修改的参数值。 

./install.sh --product=CDM --server-type=MASTER --self-ip=本机 IP --cluster-id=集群 ID --

cluster-vip=集群 VIP --mgm-type=ControlNode --db-id=数据库 ID --db-vip=数据库 VIP --

language=Chinese --ntp-server=NTP 服务器 IP --ssl=no（可选，默认 ssl 管理通道开启） 

参数详解请查看《AnyBackup Express 7.0.16.1 服务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docx》 

除上述参数外还在后面添加其他参数，如下： 

--self-ip-ex=SIP                             selfip：ipv6 地址 

--cluster-vip-ex=VIP                   cluster-vip：ipv6 地址 

--ssl=yes/no                     ssl：开启 ssl 加密(不加此参数，软件默认会

开启管理通道 SSL 加密) 

--rf-sys=[yes|no]                    rf-sys：系统加固，主要针对软件版（可选）。 

--language=Chinese/English                 英文版或是中文版，不加此参数默认为中文

版。 

--mgm-type= ControlNode/ BusinessNode 判断是管理节点或者业务节点 

举个例子，若一体机服务器的 IP 为 192.168.1.2，申请的两个同网段的 IP 分别为 192.168.1.3

和 192.168.1.4，集群 ID 和数据库 ID 1~255 均未被使用过，安装语言选择中文，无其他 NTP

服务器，使用集群 VIP 作为 NTP 服务器的 IP，则安装命令如下： 

./install.sh --product=CDM --server-type=MASTER --self-ip=10.2.238.112 --cluster-id=23 --

cluster-vip=10.2.238.113 --mgm-type=ControlNode --db-id=24 --db-vip=10.2.238.114 --

language=Chinese --ntp-server=10.2.238.113 --ssl=no 

 注意： 上述命令只是举例，红字标记的均需要修改，特别是集群 ID 和数据 ID，得确认是否

有其他集群已经使用。已经使用的 ID 最好做个记录，下次安装时不再使用这些 ID。 

第4步 执行上面的命令后，等待脚本执行完成返回 Success 的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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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Install success 后，执行 systemctl -a|grep AnyBackup 的命令查看服务的状态，若全为

running，则软件安装成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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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A. 若服务出现 start-pre 的状态，不用紧张，此状态是还在执行服务脚本，还未执行完成，等待一

到两分钟再次查看就会变成 running 的状态。 

B. 若等待很长时间，服务一直是 start-pre 的状态或者 dead 的状态，则联系 400 或二线的服务工

程师分析。 

C. 软件安装成功后，打开 Google 或者 IE11 的浏览器，访问 https://集群 VIP:9600，即可显示备

份软件登录界面，检查界面显示是否正常。 

D. 若安装的系统为 arm 架构，软件包也需更换为 arm64 位版 AnyBackupServer-

Linux_el7_aarch64-7.0.16.1 -zh_CN.tar.gz 操作步骤与 X86 上述一致。 

软件安装成功后，检查服务状态，服务正常后，打开 Google 或者 IE11 的浏览器，访问 https://集群

VIP:9600，即可显示备份软件登录界面，检查界面显示是否正常。 

2.1.3 软件包卸载 

若需要卸载软件包重新安装更高版本的软件包，则可以进入到 AnyBackupServer 目录下，执行

unistall.sh 的脚本进行卸载，卸载前需要输入 I'm sure 进行确认，如下图，脚本执行完成后，软件包

卸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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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A. AnyBackup Express 软件包卸载前需要进行环境检查，具体操作请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服务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docx》； 

B. 软件卸载后重新安装，还需要清理残留数据，否则会导致备份报错，请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服务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docx》文档的环境检查。 

C. 若安装的系统为 arm 架构，软件包也需更换为 arm64 位版 AnyBackupServer-

Linux_el7_aarch64-7.0.16.1 -zh_CN.tar.gz 操作步骤与 X86 上述一致。 

D. 控制台安装成功后服务器 ip 不可改变。改变 ip 会导致控制台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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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外网环境部署要求及配置 

3.1 内外网环境部署操作指南 

从 7.0.11.0 版本开始，支持备份服务器和生产环境处于不同网络场景下的备份恢复。在内外网场

景下支持的网络部署场景、功能列表、限制性列表、准备工作等请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内外网场景备份恢复及控制台通信最佳实践.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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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管理 

4.1 用户类别 

4.1.1 角色分类 

7.0 按照涉密要求，设置了六类角色：系统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审计管理员、巡检员、租户和

操作员。 

➢ 系统管理员负责系统运维、管理租户和操作员角色，系统运维包括管理系统告警、新建编辑资源、

授权管理、SMTP 管理、控制台通信、节点管理、磁盘管理、RAID 管理、卷管理以及配置快照池

等。 

➢ 安全管理员负责为操作员分配和收回客户端、虚拟化平台和指纹池等资源，重置操作员密码，以及

负责对审计管理员和操作员的操作行为进行监督，记录任务相关的所有事件信息。 

➢ 审计管理员主要负责对系统管理员和安全管理员的操作行为进行审计以及记录系统和设备的相关

事件信息，并管理日志保留期限。 

➢ 操作员主要负责客户端的配置，备份任务的管理，恢复任务管理，数据清理以及管理任务告警等。 

➢ 租户可以新建租户操作员（和系统管理员新建操作员互不干涉），对操作员进行禁用/启用，匿名/明

文显示，重置密码以及删除操作，同时拥有新建、编辑、删除资源权限，分配、收回资源权限，以

及备份任务的管理，恢复任务管理，数据清理以及管理任务告警，此外，租户所创建的操作员仅有

租户自己可见。 

➢ 巡检员是一个独立的角色，无论系统管理员，安全管理员，还是审计管理员都无法管理此角色对应

的账号，巡检员的主要作用是可以查看备份服务器中的几乎所有信息，但不能修改，不能删除任何

备份数据和管理数据。 

除了巡检员，其余 5 类角色之间的管理关系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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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创建用户 

4.2.1 内置用户初始化 

软件安装成功后，会为系统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审计管理员和巡检员角色分别生成一个内置的

admin、sadmin、audit、riadmin 账号，这四个账号均不可被删除、禁用、修改用户名。 

用户首次登录需要初始化，使用默认密码（P@ssword123）登录后会强制要求修改密码，密码

有复杂度要求，8-16 个字符,需至少包含英文与数字，不可与原密码相同，用户初始化完成跳转到登

录界面，此时可以使用新密码进行登录。 

新的系统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审计管理员以及巡检员均可由相应的内置账号登录后进行创建，

但操作员仅系统管理员有权限创建。新建的用户默认密码也是 P@ssword123，首次登录也需要初始

化，强制修改密码。 

4.2.2 新建系统管理员 

➢ 操作路径：登录 admin->用户->用户列表->系统管理员 

admin 用户登录后，进入到用户->用户列表下，默认展示系统管理员标签页，可以看到 admin 用

户的信息，但无法选中它执行启用、禁用、删除的操作，默认 admin 用户未配置邮箱，可前往用户->

个人信息下点击邮件后面的图标进行配置，添加后保存。 

如果用户需要另外创建新的系统管理员，可以在用户->用户列表->系统管理员下，点击新建，输

入要创建的系统管理员用户名后，点击创建按钮即可创建成功。新创建的系统管理员用户首次登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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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可以使用同 admin 用户相同的功能，但无法启用、禁用和删除自身，除自身

之外的系统管理员可以对其进行控制。 

4.2.3 新建安全管理员 

➢ 操作路径：登录 sadmin->用户->用户列表->安全管理员 

sadmin 用户登录后，进入到用户->用户列表下，默认展示安全管理员标签页，可以看到 sadmin

用户的信息，但无法选中它执行启用、禁用、删除的操作，默认 sadmin 用户未配置邮箱，可前往用

户->个人信息下点击邮件后面的图标进行配置，添加后保存。 

如果用户需要另外创建新的安全管理员，可以在用户->用户列表->安全管理员下，点击新建，输

入要创建的系统管理员用户名后，点击创建按钮即可创建成功。新创建的安全管理员用户首次登录需

要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可以使用同 sadmin 用户相同的功能，但无法启用、禁用和删除自身，除自

身之外的安全管理员可以对其进行控制。 

4.2.4 新建审计管理员 

➢ 操作路径：登录 audit->用户->用户列表->审计管理员 

audit 用户登录后，进入到用户->用户列表下，可以看到 audit 用户的信息，但无法选中它执行启

用、禁用、删除的操作，默认 audit 用户未配置邮箱，可前往用户->个人信息下点击邮件后面的图标

进行配置，添加后保存。 

如果用户需要另外创建新的审计管理员，可以在用户->用户列表->审计管理员下，点击新建，输

入要创建的审计管理员用户名后，点击创建按钮即可创建成功。新创建的审计管理员用户首次登录需

要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可以使用同 audit 用户相同的功能，但无法启用、禁用和删除自身，除自身

之外的审计管理员可以对其进行控制。 

4.2.5 新建租户 

➢ 操作路径：登录 admin->用户->用户列表->租户 

租户仅系统管理员有权限新建、启用、禁用和删除 admin 用户登录后，进入用户->用户列表->租

户，点击新建，输入要创建的租户用户名后，点击创建按钮即可创建成功。新创建的租户用户首次登

录需要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即可进行使用。 



 

 28 / 110 

 

AnyBackup Express 实施指导文档 

www.aishu.cn 

4.2.6 新建操作员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租户登录->用户->用户列表->操作员 

操作员仅系统管理员与租户有权限新建、启用、禁用和删除，系统管理员/租户登录后，进入到用

户->用户列表的操作员标签页下，点击新建，输入要创建的操作员用户名后，点击创建按钮即可创建

成功。新创建的操作员需要使用默认密码登录后进行初始化，配置新密码。 

4.2.7 重置密码 

➢ 操作路径：登录用户->用户->用户列表 

第一种方法 如果需要更换密码，可通过个人信息修改密码； 

  

第二种方法 非内置管理用户：用户的密码遗忘或者需要更换密码，非内置管理用户则需要通过内置

管理用户重置密码，操作员通过安全管理员重置密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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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方法 内置管理用户：用户的密码遗忘，只能通过“密码重置工具”修改。  

4.2.8 用户权限配置 

➢ 操作路径：登录安全管理员->用户->用户列表->租户/操作员 

开启“用户权限配置”后，安全管理员可以为不同的租户和操作员配置不同的数据保护权限，详

细可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公共管理最佳实践.docx》 

1. 【安全策略】内置安全管理员开启“用户权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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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户列表】→【租户】/【操作员】界面，选择一个用户进行权限配置，也可以选择多个用户批

量进行权限配置。 

 

  

4.2.9 用户解锁 

➢ 操作路径：登录安全管理员->用户->安全策略 

因密码输入错误导致用户被锁定后，可通过内置或者次生安全管理员解锁，如下图： 



 

 31 / 110 

 

AnyBackup Express 实施指导文档 

www.aishu.cn 

  

如若内置管理员用户被锁定，可通过其他次生管理员解锁，或者通过“密码重置工具”的解锁功

能解锁。内置安全管理员被锁定后可等待三十分钟之后自动解锁。 

4.3 用户协议和隐私策略 

  

不同用户首次登录会提示隐私政策和用户协议，下拉阅读隐私政策和用户协议的全部内容后才可

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之后再点击确定方可使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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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配置 

5.1 授权管理 

授权管理对照表 

授权分类 产品授权类型 备注 

订阅服务 

试用版 在订阅服务有效期内，被授权功能开放；授权

功能不可追加，不可单独移除。 

正式版 在订阅服务有效期内，被授权功能开放；授权功

能可追加，不可单独移除。 

 

5.1.1 订阅服务 

系统管理员登录，点击【系统】【授权管理】，进入到【订阅服务】标签页，如图： 

 

 订阅服务页面 

 接入运营系统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授权管理->订阅服务>接入运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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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云服务运营平台（EUOP）中“企业账户详情”，获取到接入码之后，可用系统管理员按照

上述操作路径进入到订阅服务下，进行接入运营系统操作。 

点击接入运营系统后，出现接入运营系统的窗口，如下图所示： 

 

 接入运营系统窗口 

输入 EUOP 地址及接入码，点击测试按钮，出现“测试成功！”提示信息（如下图所示）后，接

入按钮方可点击； 

 

 测试成功提示信息 

点击接入按钮后，将弹出“接入成功！”提示信息，随后，接入运营系统窗口将消失。 

 同步订阅服务 

点击订阅服务同步按钮，将立即从运营系统中，同步最新的授权信息；同步成功，弹出提示信息

“同步成功！”。 

 注意：自动同步订阅服务是后台服务，在系统已接入 EUOP、未添加永久授权、非离线订阅模式

接入的情况下，每 5 分钟自动同步最新授权信息；在系统已接入 EUOP、未添加永久授权、在线

订阅模式接入的情况下，每 2 小时上报一次容量使用情况。 



 

 34 / 110 

 

AnyBackup Express 实施指导文档 

www.aishu.cn 

 全部删除 

全部删除操作，将删除本地已获取的所有订阅服务授权信息，界面上，订阅服务页面的授权展

示信息将被清空 

5.2 SMTP 管理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SMTP 管理 

系统管理员按照登录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进入到 SMTP 管理界面下，点击添加按钮添加发件

人，如下图： 

 

  

发件人、SMTP 地址、端口和密码为必填项，发件人必须填写成邮箱格式，SMTP 地址需填写成

SMTP 地址格式，若要使用 SSL 加密可点击进行勾选，配置完成后，点击新建按钮，发件人新建完

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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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发件人后，可点击测试按钮，填写测试邮箱，发送测试邮件，检查是否可正常收到测试邮

件，若收到则配置正确。若配置不正确可对其进行编辑或删除。 

5.3 AnyBackup Master Server 管理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AnyBackup Master Server 设置 

系统管理员按照登录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进入到 AnyBackup Master Server 设置界面下，输入

服务主机、端口，点击【连接】按钮即可接入 AnyBackup Master Server，如下图： 

 

 配置 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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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控制台通信 

➢ 操作路径：管理员登录->系统->控制台通信 

控制台通信详细操作及注意事项此处不做介绍，请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副本数

据管理远程复制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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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管理 

6.1 节点管理 

6.1.1 节点状态查看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存储->节点管理 

系统管理员登录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进入到节点管理下，能够看到节点的状态、名称、机器码、

IP 地址、版本、操作系统、异常服务以及 RAID 卡相关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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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图标状态显示绿色对勾，则表示节点状态正常。若节点异常，则显示红色感叹号。选中此节

点，右侧的异常信息会显示该节点离线服务，服务离线后可进入此节点的后台查看服务状态以及日志

确认原因，无法分析则按照流程转 400 或二线服务工程师处理。 

6.1.2 备份存储数据 IP 配置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存储->节点管理 

系统管理员按照上述要求检查节点状态为正常后，可配置对应节点的备份存储数据 IP。数据 ip

为备份数据时数据传输所用的 ip。定时数据保护需配置备份存储数据 IP。配置 IP 需为服务端网卡已

配置的 IP，一般填写服务器的 IP 地址即 self-ip，不可配置 VIP、DBVIP 为数据 IP（DBVIP、VIP 与

selfIP 是同一个时可添加 VIP 为数据 IP）。添加好后的效果如图所示。 

 注意: 

1. 备份存储数据 IP 每个节点最多可配置 20 个。图中 IP 以实际为准。 

2. 双栈环境下，控制台备份存储数据 IP 应与客户端业务 IP 类型保持一致，即客户端业务 IP 使用

IPv6，则备份存储数据 IP 需要有 IPv6 类型；若客户端业务 IP 使用 IPv4，则备份存储数据 IP 需

要有 IPv4 类型。否则备份将无法找到对应节点上的元数据服务，导致备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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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卷管理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存储->节点管理->选择节点->配置->卷管理 

系统管理员登录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进入到卷管理下， 

⚫ AnyBackup EXPRESS 软件版 

可选择已有的挂载点来创建各种业务需要的卷；对可用状态的卷，可以进行编辑，删除操作。 

注意: 创建挂载点方法，参考以下步骤：（以盘/dev/sdb 举例，仅供参考） 

1、 首先，对盘（/dev/sdb）进行分区，参考命令：fdisk /dev/sdb 

2、 创建 PV，参考命令：pvcreate /dev/XXXX，其中/dev/XXXX为分区 

3、 创建 VG，参考命令：vgcreate VG名称 /dev/XXXX 

4、 创建 LV，参考命令：lvcreate -L [逻辑卷容量大小] -n [逻辑卷名]  [VG 名] 

5、 格式化逻辑卷，参考命令:mkfs.xfs /dev/[VG 名]/[逻辑卷名] 

6、 挂载 

1） 创建用于挂载的目录(例如：/vol1) 

2） 挂载至相应目录，参考命令：mount /dev/vgX/lvX /vol1 

7、 写入配置文件/etc/fstab 

1） vi /etc/fst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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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vgX/lvX  /vol1    xfs defaults    0 0 

 

➢ OFS 卷 

OFS 卷用于存放备份数据的块数据，可根据用户需要备份的数据大小及需要保留的副本数大致

估算需要的卷空间并创建对应大小的 OFS 卷。 

 注意: 设置保留副本数时，实际需要预留的空间为副本数+1 的数据容量大小。 

例如，一个副本数大小为 10GiB，设置保留 2 个副本数，那至少需要预留空间为 （2+1）*10 GiB 

=30 GiB。 

➢ 元数据卷 

元数据卷用于存放备份数据的元数据，包括两部分：GNS 对象级别的元数据和数据块索引。元

数据卷必须创建，否则执行数据备份会失败。 

元数据卷的大小根据需要进行分配，一般建议 OFS 卷和元数据卷的大小是 100：1 的关系。例

如，OFS 卷可用空间为 10TiB，则元数据卷需至少配置 100GiB。 

但是特定场景下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如虚拟化+永久增量配置，元数据卷按照元数据对应的

副本数据量来衡量配置，比如虚拟化完备数据量 10T，开了永久增量，ofs 卷配了 10TB，副本保留

20 个副本，配比元数据就要在原指导 100:1 上膨胀 20 倍，大概就是 100:20。 

➢ 重删卷 

如果用户需要使用重删功能则需要配置重删卷及指纹库。重删卷的作用是为了创建指纹库存放指

纹，提高重删效率。 

重删卷的大小根据需要进行分配，一般建议 OFS 卷和重删卷的大小是 100：1 的关系，且最低不

能低于服务器的内存空间大小。例如，OFS 卷可用空间为 10TiB，服务器的内存为 64GiB，则重删卷

的空间建议配置 100GiB，最低不能低于 64GiB。 

建议一个节点仅创建一个 DDcache 卷，创建多个卷，指纹数据往此节点的指纹库中写入时，会

扫描所有的重删卷，会影响重删任务的性能。 

➢ 对象存储备份索引卷 

如果用户需要使用 D2D2C 或 D2C 功能，则必须要创建对象存储备份索引卷。用于存放任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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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信息。 

一个节点只能创建一个对象存储备份索引卷，建议最小容量设置为 50 GiB。 

➢ 磁带备份索引卷 

如果用户需要使用磁带归档功能，则必须要创建磁带备份索引卷。用于存放磁带归档数据的元数

据。 

一个节点只能创建一个磁带备份索引卷，建议最小容量设置为 50GiB。 

➢ 蓝光备份索引卷 

如果用户需要使用蓝光归档功能，则必须要创建蓝光备份索引卷。用于存放蓝光归档数据的元数

据。 

一个节点只能创建一个蓝光备份索引卷，建议最小容量设置为 50GiB。 

➢ 自备份卷 

自备份卷用于存放备份备份控制台的数据库及相关配置信息，不对备份数据进行备份。最小容量

不低于 20GiB。 

➢ 快照元数据卷 

快照元数据卷只存在于 AnyBackup Express 软件版中，用于存放快照池的元数据信息。最小容

量不低于 64GiB，建议最大容量不超过 256GiB。 

6.1.4 链路管理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存储->节点管理->选择节点->配置->链路管理 

系统管理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进入到链路管理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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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FC】点击新建，选择客户端和 WWPN（新建链路前客户端 WWPN 需由该客户端所属操

作员手动添加，节点 WWPN 自动由 HBA 卡获取），如下图。 

 

  

选择【iSCSI】链路点击新建，选择客户端和 IQN，配置数据传输 IP（新建链路前客户端 IQN 需

由该客户端所属操作员手动添加，数据传输 IP 配置为节点 IP），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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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完成后，点击确定，链路创建成功，如下图。 

 

  

新建的链路状态显示未使用。选择链路，点击删除可成功删除链路。状态为正在使用的链路不能

删除。链路状态 5 分钟更新一次。 

 

6.2 快照池 

该快照池管理为非分布式存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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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快照池管理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存储->节点管理->快照池 

系统管理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进入快照池管理页面，如下图： 

 

  

点击新建，选择设备之后，将显示可以使用的存储。依次设置快照池名称，选择可以使用的存

储，设置安全阈值和告警阈值（安全阈值范围为 2%到 100%，告警阈值范围为 1%到 99%，安全阈

值必须大于告警阈值），选择快照元数据卷（快照元数据卷在卷管理页面创建）。 

 

  

配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快照池创建成功。已创建的快照池，可在选中后进行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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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需要编辑的快照池，点击编辑，可以对快照池的存储和阈值设定进行编辑。编辑时，已添加

的存储不允许被移除。此外，还可以增加列表显示的其它存储。 

 

  

配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快照池编辑成功。 

若已使用的存储需要重新规划使用。可以选中对应的快照池，点击删除按钮进行删除，再重新规

划存储使用、创建快照池。 

 注意:  

1、若产品类型为 Express，暂无快照元数据卷选项。 

2、若选用第三方存储外挂设备创建快照池，严禁手动取消该设备映射。 

3、若删除快照池，须清理已关联的认证远程复制任务 

6.3 磁带管理 

6.3.1 磁带库信息查看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存储->磁带管理 

系统管理员登录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进入到磁带管理下，能够看到磁带库的状态、名称等相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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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如下图： 

 

 查看磁带库 

6.3.2 授权码绑定设备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授权管理->绑定设备 

如果要使用磁带归档功能，则需要绑定磁带备份代理授权码到指定设备，一个磁带备份代理只能

绑定到一个磁带库设备。 

系统管理员登录后按照上述操作，选中要绑定设备的授权码，点击绑定设备按钮，弹出绑定设备

窗口，选择需要绑定的磁带库设备，点击确定即可绑定，如下图： 

 

 绑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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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介质集管理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存储->磁带管理->介质集 

系统管理员登录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进入到介质集管理页面，能够新建、编辑、删除、查询介质

集，如下图： 

 

 介质集管理 

磁带库管理相关操作：磁带导入导出、驱动清洗、磁带翻录、格式化、校验，以及策略与监控相

关内容，请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D2D2T 最佳实践》文档。 

6.3.4 存储池管理 

 查看存储池 

系统管理员操作员登录控制台后，在【存储】-【分布式存储】-【分布式存储】页面中，可以查

看当前分布式存储下存储池的概览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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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存储池信息 

 新建存储池 

 参数配置 

在【存储】-【分布式存储】-【存储池】页面中，点击【新建】按钮，即可开始新建存储池。 

在弹出的【新建存储池】页面中，首先填写【参数配置】信息： 

⚫ 管理 IP：默认为当前分布式存储管理 IP。 

⚫ 名称：添加的存储池的名称。 

⚫ 池冗余策略：根据需要分别有 EC、2 副本、3 副本三种策略选择。 

⚫ EC 配比：如果冗余策略选择 EC，则需要配置分片信息，校验分片默认为 2 不可更改。根据

选择的数据分片不同，会要求不同的服务器数量，要求会实时更新在下方的说明中。 

⚫ 主存类型：默认状态，不可修改。 

⚫ 缓存类型：根据分布式存储的缓存类型选择存储池的缓存类型。 

按照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后，选择【下一步】按钮，进入【服务器选择】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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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存储池-参数配置 

 服务器选择 

【服务器选择】页面中，填写相关信息。 

⚫ 槽位范围：首位默认为 0，后位自动给出允许的最大槽位范围，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 缓存个数：选中存储池用到的缓存数量。 

填写后，在服务器栏中，选中用来创建存储池的服务器，服务器数量选中必须满足： 

⚫ 若是 EC 策略，服务器数量需满足 EC 策略要求的范围 

⚫ 若是 2 副本或 3 副本策略，服务器最少选择 3 个 

   注意：节点被用于创建存储池后，不能再用于创建存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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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要求选择好服务器后，点击【确定】，完成存储池新建。 

 

 

 新建存储池-服务器选择 

 注意： 

1.必须先填写好槽位范围和缓存个数后再选择服务器。 

2.存储池状态及已用容量每 10 分钟更新一次。 

 删除存储池 

在【存储】-【分布式存储】-【存储池】页面中，如果已有存储池，选中后点击【删除】按钮，

即可开始删除存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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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弹出页面中，依次输入提示的分布式存储管理用户的密码，再点击【删除】按钮，完成删除存

储池。 

 

 删除存储池 

 注意：删除操作危险，删除存储池前，请确认是否已清理相关数据、备份任务、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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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 

7.1 资源-客户端 

7.1.1 客户端安装 

客户端安装过程此处不做介绍，详细可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

载最佳实践.docx》。 

如果使用的是逻辑网卡，处理方法详细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FAQs.docx》中【第

四章公共部分 FAQs-客户端管理】。 

 注意： 

A. 客户端安装包的位数需要和数据库位数保持一致，如 64bit 操作系统上安装 32 位的数据库，

则需安装 32 位的客户端。 

B. 在需要备份 MySQL、DB2 等数据库的环境里安装客户端的时候，检查下客户端上是否有其他

备份软件或者是用户自己设置的备份脚本，如果有，最好能停掉，否则可能会有交叉备份导致

恢复的不是预期的数据。 

C. 支持客户端安装的操作系统环境请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软件兼容性列表.docx》。 

7.1.2 安全管理员分配客户端 

➢ 操作路径：安全管理员登录->资源->客户端->外接客户端 

客户端安装完成连接上备份服务器后，安全管理员登录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进入到客户端界

面可以看到所有客户端，可选择客户端分配给租户和操作员，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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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区分外接客户端和内置客户端，在要分配的客户端前面打勾进行选择，选择好后点击分

配，弹出下面的窗口，选择要分配的租户或操作员，点击分配即可完成客户端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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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完成后，在客户端界面可以看到哪些客户端属于哪个操作员，如下图所示。 

 

  

已分配的客户端选中后，可以点击收回按钮，收回租户或操作员操作此客户端的权限。另外分配

和收回客户端均可以批量选择客户端，但是全选的复选框勾选后仅全选了当前页的客户端，如果客户

端有多页，必须每一页都进去点击全选，再点击分配或者收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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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所有内置客户端默认分配给所有操作员，所以内置客户

端无需安全管理员进行分配。 

7.1.3 租户分配客户端 

➢ 操作路径：租户登录->资源->客户端->外接客户端 

客户端安装完成连接上备份服务器后，先通过安全管理员将该外接客户端分配给租户，租户登录

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进入到客户端界面可以看到安全管理员分配下来外接客户端，可选择客户端

分配给操作员，如下图： 

 

  

客户端区分外接客户端和内置客户端，在要分配的客户端前面打勾进行选择，选择好后点击分

配，弹出下面的窗口，选择要分配的操作员，点击分配即可完成客户端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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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完成后，在客户端界面可以看到外接客户端所属用户，如下图所示。 

 

  

已分配的客户端选中后，可以点击收回按钮，收回操作员操作此客户端的权限。另外分配和收回

客户端均可以批量选择客户端，但是全选的复选框勾选后仅全选了当前页的客户端，如果客户端有多

页，必须每一页都进去点击全选，再点击分配或者收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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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A. 租户只能分配/收回自己名下的外接客户端； 

B. 租户只能分配/收回外接客户端给租户名下的操作员，不能越权分配； 

C. 所有内置客户端默认分配给所有操作员，所以内置客户端无需进行分配。 

7.1.4 租户及操作员客户端管理 

➢ 操作路径：租户或操作员登录->资源->客户端->客户端管理 

租户或操作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进入到客户端界面下，租户可以管理分配在自己名下的客户端，

如若客户端分配给操作员则无法管理；操作员只能查看管理租户分配给自己的客户端。 

分配外接客户端后，在默认组下可看到客户端，如下图，公共资源为内置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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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户和操作员在客户端管理界面可以新建虚拟客户端，当前支持新建 Hadoop 虚拟客户端、

Oracle RAC 虚拟客户端、GaussDB 虚拟客户端，如下图，具体如何创建请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Hadoop 文件系统定时备份恢复最佳实践》《AnyBackup Express 7.0.16.1 Oracle 

RAC 定时备份与恢复最佳实践》《AnyBackup Express 7.0.16.1 GaussDB 定时备份恢复最佳实践》

《AnyBackup Express 7.0.16.1 SAP HANA 定时备份恢复最佳实践》《AnyBackup Express 7.0.16.1 

MongoDB 定时备份恢复最佳实践》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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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好的虚拟客户端可以选中后，点击编辑按钮进行编辑，也可以点击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租户和操作员在客户端管理界面还可以进行组管理，即新建组、编辑组、删除组，如下图 

 

  

创建好新客户端组后，可以选择默认组下的客户端，点击复选框进行勾选，然后点击分组按钮进

行分组，将选择的客户端分配到新的客户端组中，如下图： 

 

  

选择新组后，点击分组按钮即可完成分组，如下图，选择的客户端已分配到新客户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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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分配了客户端的客户端组，如果被删除，组内客户端将移至默认组，删除组时会给出警告提

示。 

 

  

租户和操作员在客户端管理下还可以对客户端做 Oracle、GBase、DB2、MySQL、SAP HANA

等数据库的访问授权，选中客户端后，点击右侧的权限配置标签页，选择对应的应用图标，展开数据

源即可进行配置，如下图，具体如何配置请参考对应应用的最佳实践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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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员在客户端管理下还可以对客户端做 FC 和 iSCSI 的配置，选中客户端后，点击右侧的 FC

配置和 iSCSI 配置标签页，可以添加和删除 WWPN、IQN，如下图，具体如何配置请查看

《AnyBackup Express 7.0.16.1 副本数据管理 for Oracle 最佳实践》文档。 

7.2 资源-虚拟化平台 

7.2.1 系统管理员添加虚拟化平台 

第1步 系统管理员或租户登录 Server，进入【资源】→【虚拟化平台】，点击【添加】，选择【VMware】,

如图 7-15 所示。 

 

 添加 VMware 虚拟化平台入口界面 

第2步 如图 7-16 所示，添加 VMware 虚拟化平台中依次输入以下信息： 

⚫ 名称：3-30 个字符，可包含中文、大小写字母、数字和以下字符：_-.@； 

⚫ IP/域名：VMware 平台 IP/域名（域名需提前在 Server 中配置）； 

⚫ 用户名：输入 vCenter/ESXi 虚拟化平台的管理员账户； 

⚫ 密码：输入用户名对应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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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 VMware 虚拟化平台界面 

第3步 点击【创建】按钮，若平台证书为自签伪可信证书，则会显示证书信息如图 7-17，确认证书信

息之后，可选择信任或不认证此证书，点击【继续】，完成添加；若证书过期或被吊销，则不

可信任此证书如图 7-18，点击【继续】以不认证此证书方式完成添加。 



 

 63 / 110 

 

AnyBackup Express 实施指导文档 

www.aishu.cn 

 

 伪可信证书确认页面 

 

 

 不可信证书确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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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安全管理员分配虚拟化平台 

第1步 安全管理员登录控制台，进入【资源】→【虚拟化平台】，可以看到系统管理员和租户添加的

虚拟化平台，若虚拟化平台被收回处于无属主的状态，则可进行分配。以 VMware 虚拟化平台为

例，其无属主，选中该虚拟化平台，点击分配按钮，将此虚拟化平台分配给租户，如图 7-19 所示。 

 

 分配虚拟化平台 

第2步 选择好操作员后，点击分配按钮即可完成虚拟化平台的分配，如图 7-20 所示。 

 

 已分配虚拟化平台 

第3步 已分配的虚拟化平台，选中后，安全管理员可收回操作员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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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操作员查看虚拟化平台 

第1步 操作员登录控制台，进入【资源】→【虚拟化平台】，如图 7-21 所示。 

 

 分配虚拟化平台给租户，租户查看虚拟化平台 

租户/操作员在虚拟化平台界面还可以进行组管理，即新建组、编辑组、删除组，组创建完成后，

可勾选默认组下的虚拟化平台的复选框，对其进行分组，操作步骤同操作员对客户端的操作一样，不

在赘述。 

被分配了虚拟化平台的租户/操作员，可以创建定时数据保护任务对虚拟化平台进行备份，具体操

作请参考对应虚拟化平台的最佳实践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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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可分配资源-重删资源 

7.3.1 系统管理员新建重删资源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资源->重删资源 

系统管理员登录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进入到重删资源界面，点击新建按钮弹出新建指纹池

的窗口，输入指纹池的名字，若之前系统管理员在集群的某个节点上配置过重删卷且节点状态正常，

则在节点列表下会显示此节点，如下图。 

 

  

点击创建按钮，指纹池创建成功，可以创建多个指纹池，无限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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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好的指纹池，如果无关联的指纹库，则可以点击删除按钮进行删除。 

7.3.2 安全管理员分配重删资源 

➢ 操作路径: 安全管理员登录->资源->重删资源 

安全管理员登录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进入到重删资源界面，能够看到系统管理员创建的所

有指纹池，选中其中一个指纹池，可以此指纹池分配给指定的操作员，如下图。 

 

  



 

 68 / 110 

 

AnyBackup Express 实施指导文档 

www.aishu.cn 

 

  

选择好操作员后，点击分配按钮即可完成指纹池的分配，分配后选择指纹池，可在右侧的所属操

作员页面看到此指纹池分配给了哪些操作员，如下图。 

 

 

  

已分配的指纹池，选中后，点击收回按钮，弹出收回指纹池的窗口，安全管理员可选择操作员收

回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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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操作员新建指纹库 

➢ 操作路径：操作员登录->资源->重删资源 

操作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进入到重删资源界面下，可以新建指纹库。安全管理员未分配重删资源

时，操作员新建指纹库会看不到任何指纹池，必须在安全管理员分配后才能看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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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指纹库时可以选择应用类型，分为其他、数据库、虚拟化及云平台、卷、数据同步、反向复

制、Hadoop、SAP HANA，选择其中一种应用类型，选择指纹池，点击创建后，指纹库创建成功。

新建了指纹库后，操作员新建定时备份时可以选择此指纹库用于重复数据删除。具体操作请查看

《AnyBackup Express 7.0.16.1 重复数据删除最佳实践》文档。 

7.4 资源-对象存储 

7.4.1 系统管理员添加对象存储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资源->对象存储->备份介质 

系统管理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进入对象存储界面，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对象存储的窗

口，添加各种类型的对象存储。以添加 DELL EMC 存储为例，系统管理员添加对象存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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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对象存储 

服务主机、访问 ID、访问密码的查询，以及更多对象存储的添加，请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D2C 最佳实践》文档。添加完对象存储后，可以选中进行编辑，修改访问密码和添加数据存

储位置。 

7.4.2 安全管理员分配对象存储 

➢ 操作路径：安全管理员登录->资源-> 对象存储->备份介质 

安全管理员登录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进入到对象存储界面，能够看到系统管理员添加的所

有对象存储，选中其中一个对象存储，可以将此对象存储分配给指定的操作员或者租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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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对象存储（1） 

 

 

 分配对象存储（2） 

选择好分配用户后，点击分配按钮即可完成对象存储的分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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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对象存储分配 

已分配的对象存储，选中后，点击收回按钮，安全管理员可收回操作员的权限。 

操作员被分配了对象存储后，可在定时数据保护界面创建任务，具体请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D2C 最佳实践》文档。 

7.4.3 租户添加并分配对象存储 

➢ 操作路径：租户登录->资源-> 对象存储->备份介质 

租户登录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进入到对象存储界面，即可添加、编辑、删除、分配、回收

自己的所有对象存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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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户对象存储操作 

租户添加的对象存储，默认就已分配给租户使用。租户也可将对象存储分配给租户自己创建的操

作员使用，如下图。 

 

 租户分配对象存储 

 注意： 

A. 系统管理员可编辑删除租户添加的对象存储，租户无删除系统管理员添加的对象存储的权限。 

B. 当租户添加的对象存储只分配给自己，且无任务在执行时，才能删除对象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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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资源-蓝光光盘库 

7.5.1 添加蓝光光盘库 

➢ 操作路径：操作员或租户登录->资源->蓝光光盘库 

操作员或租户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进入蓝光光盘库管理界面，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蓝光光

盘库的窗口，如下图： 

 

 添加 nfs 类型蓝光光盘库 

7.5.2 删除蓝光光盘库 

➢ 操作路径：操作员或租户登录->资源->蓝光光盘库 

操作员或租户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进入蓝光光盘库管理界面，选中待删除的蓝光光盘库设

备，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删除蓝光光盘库的确认窗口，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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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蓝光光盘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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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部署 

8.1 客户端部署 

➢ 操作路径：操作员登录->资源->客户端 

操作员登录 Web 管理界面，在部署任务之前，需要对已分配的客户端资源进行配置，具体请参

考 7.1.3 租户分配客户端 

➢ 操作路径：租户登录->资源->客户端->外接客户端 

客户端安装完成连接上备份服务器后，先通过安全管理员将该外接客户端分配给租户，租户登录

后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进入到客户端界面可以看到安全管理员分配下来外接客户端，可选择客户端

分配给操作员，如下图： 

 

  

客户端区分外接客户端和内置客户端，在要分配的客户端前面打勾进行选择，选择好后点击分

配，弹出下面的窗口，选择要分配的操作员，点击分配即可完成客户端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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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完成后，在客户端界面可以看到外接客户端所属用户，如下图所示。 

 

  

已分配的客户端选中后，可以点击收回按钮，收回操作员操作此客户端的权限。另外分配和收回

客户端均可以批量选择客户端，但是全选的复选框勾选后仅全选了当前页的客户端，如果客户端有多

页，必须每一页都进去点击全选，再点击分配或者收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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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D. 租户只能分配/收回自己名下的外接客户端； 

E. 租户只能分配/收回外接客户端给租户名下的操作员，不能越权分配； 

F. 所有内置客户端默认分配给所有操作员，所以内置客户端无需进行分配。 

租户及操作员客户端管理。 

 注意:客户端兼容性以及软件功能兼容性请参考《AnyBackup Express 7.0.16.1 软件兼容性列

表.docx》文档。请实施人员在部署任务前务必检查清楚用户的环境是否在我们产品兼容范围内，

避免出现非兼容环境的售后问题，占用售后及研发人员资源，降低用户对产品的体验。 

8.2 副本数据管理 

➢ 操作路径：操作员登录->副本数据管理 

副本数据管理任务部署详细操作及注意事项此处不做介绍，请参考副本数据库管理最佳实践文

档。 

8.3 定时数据保护 

➢ 操作路径：操作员登录->定时数据保护 

各个模块任务部署详细操作及注意事项此处不做介绍，请参考各模块最佳实践文档。 

8.4 持续数据保护 

➢ 操作路径：操作员登录->持续数据保护 

持续数据保护任务部署详细操作及注意事项此处不做介绍，请参考持续数据保护最佳实践文档。 

8.5 自备份恢复 

➢ 操作路径：管理员登录->自备份 

自备份恢复详细操作及注意事项此处不做介绍，请参考自备份恢复最佳实践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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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志告警 

9.1 日志查看及配置 

9.1.1 安全管理员查看用户日志 

➢ 操作路径：安全管理员登录->日志->用户日志 

安全管理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到用户日志界面，能够看到审计管理员和操作员角

色对应的所有用户事件的日志。日志信息包括日志产生的时间、事件主体、访问 IP、事件对象、事

件、执行结果和详情。 

9.1.2 审计管理员查看用户日志 

➢ 操作路径：审计管理员登录->日志->用户日志 

审计管理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到用户日志界面，能够看到系统管理员和安全管理

员角色对应的所有用户事件的日志。日志信息包括日志产生的时间、事件主体、访问 IP、事件对象、

事件、执行结果和详情。 

9.1.3 安全管理员查看任务日志 

➢ 操作路径：安全管理员登录->日志->任务日志 

安全管理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到任务日志界面，能够看到定时数据保护、副本数

据管理、持续数据保护的所有任务事件的日志。日志信息包括日志产生的时间、事件主体、访问 IP、

任务名称、事件、执行结果和详情。 

9.1.4 审计管理员查看系统日志 

➢ 操作路径：审计管理员登录->日志->系统日志 

审计管理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到系统日志界面，能够看到客户端离线上线、非法

登录、存储相关、指纹库创建等所有系统事件的日志。日志信息包括日志产生的时间、事件主体、访

问 IP、事件对象、事件、执行结果和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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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审计管理员设置日志保留期限 

➢ 操作路径：审计管理员登录->日志->日志设置 

审计管理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到日志设置界面，能看到默认保留 100 万条的日

志，如下图。 

 

  

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设置日志保留条数和设置日志保留期限，保存后即时生效。 

9.2 告警查看及配置 

9.2.1 系统管理员查看系统告警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通知->系统告警 

系统管理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到系统告警界面，能够看到整个备份服务器上全部

的系统告警。告警信息包括状态、时间、级别、对象级别、内容和详情。状态为未读的告警信息会排

列在已读告警的前列，按照时间排序，点击详情的文字按钮，弹出告警详情的窗口，能够看到更多的

告警信息。另外系统管理员登录后，在 Web 管理界面窗口的右上角通知的图标会显示当前有多少条

告警信息未读。 

9.2.2 系统管理员配置系统告警规则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通知->告警规则 

系统管理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到系统告警规则界面，对系统相关告警设置邮件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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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初始状态未配置任何邮件推送，如下图，界面提示“请选择一个告警规则进行邮件推送设置”。 

  

选择服务，显示服务相关的系统告警触发条件，如下图。 

  

选择其中一个系统告警触发条件，右侧的邮件推送界面显示邮件设置，默认为 OFF，点击按钮后

接受邮件推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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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推送设置后，只要保证系统管理员设置了个人邮箱以及成功配置了 SMTP 发件人，触发系统

告警后，系统管理员的个人邮箱就会收到告警邮件。 

建议： 

对于警告和错误的系统告警触发条件，请务必配置邮件推送，保证出现问题后能第一时间收到通

知。 

9.2.3 操作员查看任务告警 

➢ 操作路径：操作员登录->通知->任务告警 

操作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到任务告警界面，看到该操作员自己创建的定时数据保

护任务的相关告警，如下图。 

  

告警信息包括状态、时间、级别和内容。状态为未读的告警信息会排列在已读告警的前列，按照

时间排序。另外操作员登录后，在 Web 管理界面窗口的右上角通知的图标会显示当前有多少条告警

信息未读。 

9.2.4 操作员配置任务告警规则 

➢ 操作路径：操作员登录->通知->告警规则 

操作员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到任务告警规则界面，对副本数据管理、定时数据保

护、持续数据保护任务的相关告警规则设置邮件推送。初始状态未配置任何邮件推送，如下图，界面

提示“请选择一个告警规则进行邮件推送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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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系统管理员配置系统告警，选择任意一个任务类型后，显示此任务类型相关的告警触发条件，

选择其中一个告警触发条件后，右侧的邮件推送界面显示邮件设置，如下图。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选择客户端的窗口，进入各个客户端组，在要设置邮件推送的客户端前面打

勾进行选择，点击确认按钮完成选择。客户端选择完成后邮件推送界面会显示已选择的客户端，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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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通过编辑按钮的功能选择部分客户端设置邮件推送，若需要对所有的客户端都设置邮件推

送，可以点击全部接收按钮，会将所有的客户端都选择出来；若需要取消当前选择的客户端的邮件推

送设置，可以点击全部不接收的按钮，会将所有选择的客户端全部清除。 

配置完成后，选择的客户端上触发了对应任务的事件时，只要保证系统管理员设置了 SMTP 发件

人以及此操作员设置了个人邮箱，个人邮箱就会收到告警邮件。 

 注意： 

A. 每个任务类型的每个告警触发条件都需要配置邮件推送，不同的触发条件邮件推送设置不同，

邮件推送设置不共享。 

B. 对于警告和错误的任务告警触发条件，请务必配置邮件推送，保证出现问题后能第一时间收到

通知。 

9.2.5 租户查看任务告警 

➢ 操作路径：租户登录->通知->任务告警 

租户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到任务告警界面，看到该租户自己创建的定时数据保护任

务的相关告警，如下图。 

  

告警信息包括状态、时间、级别、任务名称、数据来源、介质、内容和详情。状态为未读的告警

信息会排列在已读告警的前列，按照时间排序，点击详情的文字按钮，弹出告警详情的窗口，能够看

到更多的告警信息。另外租户登录后，在 Web 管理界面窗口的右上角通知的图标会显示当前有多少

条告警信息未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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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租户配置任务告警规则 

➢ 操作路径：租户登录->通知->告警规则 

租户按照上述操作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到任务告警规则界面，对副本数据管理、定时数据保护、

持续数据保护任务的相关告警规则设置邮件推送。初始状态未配置任何邮件推送，如下图，界面提示

“请选择一个告警规则进行邮件推送设置”。

  

同系统管理员配置系统告警，选择任意一个任务类型后，显示此任务类型相关的告警触发条件，

选择其中一个告警触发条件后，右侧的邮件推送界面显示邮件设置，如下图。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选择客户端的窗口，进入各个客户端组，在要设置邮件推送的客户端前面打

勾进行选择，点击确认按钮完成选择。客户端选择完成后邮件推送界面会显示已选择的客户端，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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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是通过编辑按钮的功能选择部分客户端设置邮件推送，若需要对所有的客户端都设置邮件推

送，可以点击全部接收按钮，会将所有的客户端都选择出来；若需要取消当前选择的客户端的邮件推

送设置，可以点击全部不接收的按钮，会将所有选择的客户端全部清除。 

配置完成后，选择的客户端上触发了对应任务的事件时，只要保证系统管理员设置了 SMTP 发件

人以及此操作员设置了个人邮箱，个人邮箱就会收到告警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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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管理配置 

10.1 服务器远程管理配置 

爱数备份一体机后台系统在生产过程中，不会修改 AnyBackup 备份一体机服务器远程控制工具

iMana 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实施人员在部署完任务后需建议客户进人 BIOS 配置远程管理口的 IP，

修改远程登录的用户名密码，若不修改用户名密码，则告知客户默认的用户名密码。 

华为服务器一般为：默认用户名为 Administrator，密码为 Admin@9000 

新华三服务器一般为：默认用户名为 admin，密码为 Password@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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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文切换 

11.1 切换中文 

11.1.1 系统管理员切换中文 

以安装控制台为英文为例: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点击”地球”图标→简体中文,如图所示 

 

  

弹窗提示，点击【确定】,等待一段时间，界面切换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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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页面,已经切换为中文 

点击【通知】→【系统告警】，提示用户已经切换为中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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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普通用户查看页面切换为中文 

操作员登录控制台，查看界面切换为中文 

 

  

11.1.3 安全管理员查看页面切换为中文 

安全管理员登录控制台，查看页面切换为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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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审计管理员查看页面切换为中文 

审计管理员登录控制台，查看页面切换为中文： 

 

  

➢ 操作路径：查看日志→用户日志 

日志显示用户切换语言为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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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租户查看页面切换为中文 

租户登录页面，查看页面切换为中文 

 

  

11.2 切换英文 

11.2.1 系统管理员切换英文 

以安装控制台为中文为例：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点击”地球”图标→【English】,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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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窗提示,点击【确定】，等待一段时间，界面切换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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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页面，已经切换为英文 

点击【Notifications】→【System Alarm】，提示用户已经切换为英文，如下图： 

 

  

11.2.2 普通用户查看页面切换为英文 

普通用户登录控制台，查看页面切换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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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安全管理员查看页面切换为英文 

安全管理员登录控制台，查看页面切换为英文： 

 
  

11.2.4 审计管理员查看页面切换为英文 

审计管理员登录控制台，查看页面切换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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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路径:Logs→User Logs 

查看日志显示页面切换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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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租户查看页面切换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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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端包下载 

12.1.1 客户端包下载 

登录任意用户（管理员、操作员、租户、巡检员…），支持下载 win32/win64，win2003 32/64，

Linux5/linux7/linux7aarch/中标麒麟 7/申威，AIX/HPia/solaris10/solairs11 客户端包；以下以管理员

用户为例： 

➢ 操作路径：客户端下载->Windows 客户端、linux 客户端、unix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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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钥更新 

13.1.1 查看密钥更新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安全设置  

系统管理员按照上述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密钥更新界面，如下图 

 

  

密钥更新界面包括自动更新状态：开启/关闭、更新周期、发起时间、下次自动更新时间，手动更

新按钮，自动更新设置，和删除历史任务记录按钮以及任务历史记录：更新时间、状态、详情。 

13.1.2 手动发起密钥更新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安全设置  

系统管理员按照上述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密钥更新界面，点击更新按钮弹出提示框，点击提示框

确认按钮，如下图 15-2 

任务发起后，下方将显示任务历史记录：更新时间、任务状态、详情，如下图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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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修改自动更新设置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安全设置 >点击自动更新设置>弹框设置后点击确认按钮 

系统管理员按照上述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密钥更新界面，点击自动更新设置弹出自动更新弹框，设

置完成后点击弹框确认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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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更新设置可修改项：开启/关闭、更新周期、发起时间 

开启/关闭：默认开启（默认发起周期 360 天，默认发起时间 06：00） 

发起周期：范围 30~720 天 

发起时间：范围 00:00~23:59 

13.1.4 删除更新任务历史记录 

➢ 操作路径：系统管理员登录->系统>安全设置 

系统管理员按照上述路径操作，可以进入密钥更新界面，选择待删除的历史更新任务记录，点击删

除按钮弹出提示弹框，点击弹框确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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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14.1 端口服务列表 

AnyBackup Express Server 和客户端开放的端口请查看《AnyBackup Express 7.0.16.1 通信矩

阵》 

 注意：上述所有服务器和平台务必都处于防火墙设备的持续保护之中，防火墙设备需设置规则

仅允许上述端口进行通信。 

14.2 万兆网卡的查看和备份恢复注意事项 

14.2.1 万兆网卡的查看 

开机后，进入后台，使用 ethtool 网卡名|grep base 查看该网口是千兆网口还是万兆网口，如图

所示： 

 

  

上图中可以看出，支持 10000baseT 全双工运行，此网口是万兆网口。 

 

 
  

上图中可以看出，不支持 10000baseT 全双工运行，此网口是千兆网口。 

14.2.2 万兆网络定时备份恢复注意事项 

第1步 若 AnyBackup Express 备份软件安装时本机 IP、数据库 VIP 均是万兆网络 IP，客户端万兆

网可以直接访问此控制台，则可以直接进行万兆网络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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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 若 AnyBackup Express 备份软件安装时本机 IP、数据库 VIP 均是千兆网络 IP，节点有配置万

兆网络，客户端可以和此万兆网络互通，此种场景若要做万兆网络备份，需要系统管理员登录

->存储->节点管理->选中节点->添加对象存储数据 IP，IP 填写节点的万兆 IP，万兆 IP 建议填

写第一个，可以优先使用万兆网络进行备份。控制台会把所有数据 ip 发给客户端，客户端从第

一个开始试，否则会使用通信正常的 ip 链路进行数据传输备份。 

 

  

14.2.3 万兆网络副本数据管理注意事项 

第1步 若 AnyBackup Express 备份软件安装时本机 IP、数据库 VIP 均是万兆网络 IP，客户端万兆

网可以直接访问此控制台，则可以直接进行万兆网络的备份。 

第2步 2、若 AnyBackup Express 备份软件安装时本机 IP、数据库 VIP 均是千兆网络 IP，节点有配

置万兆网络，客户端可以和此万兆网络互通，此种场景若要做万兆网络备份，需要系统管理员

登录->存储->节点管理->选中节点->配置->链路管理->新建 ISCSI 链路，数据传输 IP 填写节点

的万兆 IP，任务在备份的时候会从此 IP 传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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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内存使用指导 

14.3.1 客户端内存占用 

每个任务在备份恢复时的内存占用计算公式为： 

应用备份恢复时占用的内存+客户端执行进程占用的内存+客户端服务进程占用的内存 

应用备份恢复时要占用的内存： 

应用备份恢复时要占用的内存，是指客户端调用数据库接口或命令执行备份恢复要占用的内存，

不同的应用占用的内存资源不同，具体如下： 

文件定时：本地信息文件（localinfo）最多占用 10MB，加上应用本身内存消耗，最多占用

26MB 

VMware 定时 & FusionCompute 定时：最多占用 50MB 

AnyShare 定时：最多占用 200MB 

Oracle 定时：任务刚发起时占用 50MB 左右，备份过程中由开启的 RMAN 通道数决定占用内存

大小，默认情况单个通道占用内存 128MB，开启 6 个通道的占用内存不超过 800MB。恢复过程中，

一般开启的通道数越多，内存占用就越多，开启 8 到 16 个通道，内存占用 700MB 左右。 

GBase 定时：占用 100MB 左右 

DB2 定时：占用 300MB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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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L Server 定时：占用 300MB 左右 

MySQL 定时：存在内存池，固定占用 400M 内存，加上其他内存占用，整体占用在 500MB 左右 

客户端执行进程占用的内存： 

1.   对于不开启高级选项的任务，执行进程占用内存的计算公式为： 

存储客户端占用的内存+客户端框架占用的内存 

2.   开启重删的任务，备份时需要再加上重删客户端占用的内存，计算公式为： 

存储客户端占用的内存+客户端框架占用的内存+重删客户端占用的内存 

但是重删任务在恢复时不需要考虑重删客户端占用的内存，计算公式为： 

存储客户端占用的内存+客户端框架占用的内存 

3.   开启加密的任务，需要再加上加密、解密时要占用的内存，计算公式为： 

存储客户端占用的内存+客户端框架占用的内存+加密/解密占用的内存 

4.   同时开启重删和加密，备份时计算公式为： 

存储客户端占用的内存+客户端框架占用的内存+重删客户端占用的内存+加密占用的内存 

恢复时占用的内存，需要去掉重删客户端占用的内存，即计算公式为： 

存储客户端占用的内存+客户端框架占用的内存+解密占用的内存 

5.   MySQL 定时比较特殊，客户端执行进程还会占用 400MB 的内存用做内存池，因此开启所

以高级选项后，备份时计算公式为： 

存储客户端占用的内存+客户端框架占用的内存+重删客户端占用的内存+加密占用的内存

+400MB 内存池 

恢复时计算公式为： 

存储客户端占用的内存+客户端框架占用的内存+加密占用的内存+400MB 内存池 

存储、重删、加密、框架占用的内存如下： 

存储客户端：对于外置客户端来说，存储客户端最多占用 256MB 内存，对于服务端来说，

远程复制和反向复制时，存储客户端最多占用 1.5GB 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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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删客户端：重删客户端最多占用 320MB 内存 

加密、解密：备份时加密，恢复时解密，最多占用 256MB 内存 

客户端框架：客户端框架模块内存占用无限制，主要用于 EPMS 消息申请，随时申请然后

释放 

客户端服务占用的内存：客户端服务占用的内存很小，只有 10MB 左右。 

举例： 

1. 开启所有高级选项的 Oracle 定时任务，备份时最多占用： 

应用（550MB）+存储客户端（256MB）+重删客户端（320MB）+加密（256MB）+客户端框架

（忽略）+客户端服务（10MB）=1392MB 

恢复时最多占用： 

应用（550MB）+存储客户端（256MB）+解密（256MB）+客户端框架（忽略）+客户端服务

（10MB）=1072MB 

2. 未开启高级选项的 MySQL 定时任务，备份恢复时最多占用： 

应用（500MB）+400MB 内存池+存储客户端（256MB）+客户端框架（忽略）+客户端服务

（10MB）=1166MB 

3. 开启了重删的 GBase 定时任务，GBase 任务较为特殊，在备份开始时，是使用 GBase 自身

的备份功能去备份数据到本地，此时数据未往 AnyBackup 存储服务端发送数据，执行进程占

用的内存只需要考虑客户端框架占用的内存，则此阶段最多占用 110 多 MB 的内存（应用占

用 100MB，客户端框架占用几 MB，客户端服务进程 10MB）。 

当 GBase 本地备份完成后，备份数据通过文件备份的方式往存储服务端发送数据，则此时按照

文件备份的计算公式来计算，最多占用： 

应用（26MB）+存储客户端（256MB）+重删客户端（320MB）+客户端框架（忽略）+客户端服

务（10MB）=612MB 

14.3.2 控制台内存占用 

重删服务端：最多占用当前节点总内存的 80%(若内存使用量已达到 80%，则不再占用内存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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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库) 

存储服务端：最多占用 16GB 的内存 

除重删和存储服务之外的服务，占用的内存都比较少，最多占用几百 MB 的内存。 

  

14.4 ssl 开启数据通道 

安装好控制台后--ssl=yes 或不添加此参数时。管理通道会开启 ssl 加密，数据通道默认关闭 ssl

加密，要开启数据通道 ssl 加密： 

➢ 确保没有任务在运行 

➢ ssl 数据加密，有远程复制任务时，源端开启了目的端也要开启，保持一致 

➢ 修改所有节点上 AnyBackupServer/CA 目录下 ssl_dc.config 配置文件（ssl=1 表示开启，ssl=0 表

示关闭），并重启所有使用到数据通道的服务，如下图 

 

  

systemctl restart ABCDPStoreMgmService.service 

systemctl restart ABDedupeService.service 

systemctl restart ABEOSSDataService.service 

systemctl restart ABEOSSMetaService.service 

systemctl restart ABEOSSMgmService.service 

systemctl restart ABEOSSNodeService.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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