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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爱数 
上海爱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领先的大数据基础设施提供商，致力于为政府、公共事业、

金融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帮助组织全面覆盖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机器数据、知识图

谱数据等全域数据，在多云和混合云的世界，从数据的保护到管理，从数据的使用到数据的知识

化，真正实现数据驱动。 

爱数成立于 2006 年，总部位于上海，目前有 1700+名员工，在上海、天津、苏州、长沙、成

都、德国汉堡设有六大运营中心，经过多年的沉淀与积累，已累积发明专利超过 300项，成立全球

六大研发中心、四大 AI实验室。凭借其全球领先的数据智能方案与技术，爱数已连续多年作为内

容管理平台及灾备市场代表厂商被写入 Gartner 报告。 

爱数大数据基础设施基于 AnyBackup 分级保护及数据服务平台、AnyShare 内容管理平台、

AnyRobot 机器数据分析平台，AnyDATA知识网络平台，构建全域数据能力，为实现组织所有数

据的整合、治理、洞察提供坚实基础。基于全域数据能力构建的认知智能，云中立的数据即服务，

打造全域数据 DaaS能力，实现云之间数据的自由流动，让企业真正拥有数据主权。 

爱数始终坚持与生态伙伴联合创新，融合四大数据服务平台，构建先进的生态体系。以全域数

据能力，携手华为、SAP、微软等全球战略合作伙伴，与上千家生态伙伴共同打造具有 “平台+生

态”模式，深入数字化场景，助力各行各业向智能化迈进。 

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爱数以领先的产品与服务赋能组织数字化转型，在政府、企

业、金融、教育、医疗等行业内已获得 26,000+家客户的认可。未来，爱数将坚持大数据基础设施

战略，持续帮助用户构建全域数据能力，携手广大生态合作伙伴，以数据重塑生产力，共创智能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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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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包含支持客户端安装卸载最佳实践。在您使用爱数云备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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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AnyBackup 云备份  

目标读者 

本手册适合下列人员阅读： 

Ø 测试工程师 

Ø 开发工程师 

Ø 技术工程师 

Ø 销售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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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的内容，表示视图、对话框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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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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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表示“说明”或“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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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客户端安装卸载 

1.1. 概述 

本章是爱数云备份客户端安装卸载最佳实践文档，主要描述了如何正确地安装使用爱数云备份客

户端，包括安装前后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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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客户端下载 

支持下载 Windows 系列客户端包：Windows 2003 x86_64/Windows 2003 i386、Windows other 

x86_64/Windows other i386，Linux 系列客户端包：x86_64 系统架构的

Redhat/CentOS/OracleLinux/Ubuntu 和 Aarch64 系统架构的 EulerOS/CentOS 客户端安装包。 

可参照《AnyBackup 云备份软件兼容性列表》的客户端操作系统兼容性，对照操作系统版本选

择对应的安装包下载。 

操作步骤： 

1， 控制台普通用户登录—客户端部署—客户端下载 

2， 选择操作系统 Linux或Windows 

3， 选择系统架构，Linux操作系统可选择x86_64或Aarch64，Windows操作系统可选择x86_64

或 i386 

4， 选择系统版本，点击下载按钮 

 

图3-1 下载客户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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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环境检查 

1.3.1. Windows 环境检查 

确定客户端安装包，需要确定用户环境中操作系统的位数，64 位系统环境中可以安装 64 位。例

如，64 位的系统环境若做文件系统备份，则选择 64 位的客户端安装包安装。 

F 注意：Windows 2003 客户端使用 Windows_2003 客户端包，其余所有 Windows 版本使

用Windows_All 客户端包 

cmd 中，运行 systeminfo 命令，查看系统版本信息，如下图所示（开启 ssl 时安装目录不能有中

文，否则无法连接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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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查看系统版本信息 

32 位系统环境中可以安装 32 位。例如，32 位的系统环境若做文件系统备份，则选择 32 位的客

户端安装包安装。 

cmd 中，运行 systeminfo 命令，查看系统版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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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查看版本信息 

1.3.2. Linux 环境检查 

在 root 用户下用命令 uname –p，查看操作系统架构，目前支持 aarch64、x86_64、mips64el，

使用对应架构的安装包： 

[root@localhost ~]# uname -p 

mips64el 

在 root 用户下用命令 uname –a，查看操作系统位数，i686,i386 字样的为 32bit 操作系统（暂不

支持 32 位）输出有 x86_64 的为 64bit 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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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localhost ~]# uname -a 

Linux localhost.localdomain 3.10.0-327.el7.x86_64 #1 SMP Thu Nov 19 22:10:57 UTC 2015 

x86_64 x86_64 x86_64 GNU/Linux 

在 root 用户下用命令 cat /etc/redhat-release，查看操作系统发行版本，我们的客户端支持

redhat5、redhat6，Linux7 其中 redhat5 和 redhat6 使用 Redhat5 的安装包，Linux7 使用 Linux7 的

安装包。 

[root@localhost ~]# cat /etc/redhat-release 

CentOS Linux release 7.2.1511 (Core) 

 

1.3.3. 网络说明 

客户端必须与公网互通，且能 ping 通 download-cloud.aishu.cn（如 ping 不通可配置 DNS），否

则无法连接成功。 

1.3.4. 系统语言说明 

客户端只支持系统语言为中文、英文的环境。 

1.3.4.1. Windows 查看系统语言 

CMD命令行中输入 chcp命令并执行，返回 936为中文，返回 437为英文 

 

图3-4 Windows 系统语言为中文 

1.3.4.2. Linux 查看系统语言 

命令行中执行：echo $LANG，返回 zh_CN为中文，返回 en_US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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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Linux 系统语言为中文 

 

1.4. 客户端安装 

1.4.1. Windows 客户端安装 

第1步 控制台普通用户登录—客户端部署—客户端安装—点击 Windows 图标—点击复制按钮（安

装命令将会被复制到剪贴板），如下图所示： 

 

图3-6 Windows 客户端获取安装命令 

F 注意： 

F 1，实际复制的安装命令可能与上图方框内不同，此处只做示例。 

F 2，若提示安装命令已过期，需先点击刷新按钮后再点击复制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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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Windows 客户端安装命令刷新 

第2步 将客户端安装包拷贝到相应的盘符下，用工具解压到当前目录 

F 注意： 

A. 客户端安装路径请勿包含空格和中文字符； 

B. 如出现如下无法安装情况，请检查是否未使用系统管理员用户执行 cmd； 

 

图3-8 Windows 客户端安装报错拒绝访问 

第3步 以系统管理员身份打开 cmd，以下以Windows10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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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搜索栏输入 cmd 

 

图3-10 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第4步 在 cmd命令行中进入到AnyBackupClient\ClientService 目录下，将第 1步中复制的命令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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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到命令行，按回车键后将自动安装如下图所示： 

F 注意：客户端安装语言将自动与服务端语言保持一致。 

 

图3-11 Windows 客户端安装成功 

F 注意：当客户端安装命令的 url 参数输入错误时，会出现如下报错： 

 

图3-12 url 错误 

F 注意：当客户端安装命令 accessID参数输入错误时，会出现如下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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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accessID 错误 

F 注意：当客户端安装命令过期时，会出现如下错误: 

 

图3-14 安装命令过期 

第5步 安装完成后，使用系统管理员账户登录备份服务器，在【资源】-【客户端】，外接客户端可以

找到相应的客户端，状态为在线，代表已经安装成功。 

  

图3-15 Windows 客户端安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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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Linux for 普通客户端安装 

F 注意： 

A. 务必将客户端安装在指定的非系统目录下（如/backupsoft），因为客户端安装会修改客户端所

在目录的权限，如果安装在系统目录下，系统目录的权限可能会被修改，造成系统问题或者用

户应用出现问题。 

B. Linux 普通客户端安装时必须确认好系统环境位数。 

安装步骤如下： 

第1步 控制台普通用户登录—客户端部署—客户端安装—点击 Linux图标—点击复制按钮（安装命

令将会被复制到剪贴板），如下图所示： 

 

图3-16 Linux 客户端获取安装命令 

F 注意： 

F 1，实际复制的安装命令可能与上图方框内不同，此处只做示例。 

F 2，若提示安装命令已过期，需先点击刷新按钮后再点击复制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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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Linux 客户端安装命令刷新 

第2步 root 用户下，登录到客户端所在的机器，将客户端安装包拷贝到指定位置 

第3步 然后用 tar -zvxf package_name 的 方 式解压 ， 例 如：tar -zvxf AnyBackupClient-

Redhat_5_x64-1.0.0.0-20210908-release-zh_CN-ABDPS-803.tar.gz 

第4步 进入解压后的目录，如 cd  AnyBackupClient/ClientService，将第 1步中复制的命令粘贴到

命令行，按回车键后将自动安装如下图所示： 

F 注意：客户端安装语言将自动与服务端语言保持一致。 

 

图3-18 Linux 客户端安装成功 

F 注意：当客户端安装命令的 url 参数输入错误时，会出现如下报错： 

 

图3-19 url 错误 



 

 28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F 注意：当安装客户端安装命令的 accessID参数输入错误时，会出现如下报错： 

 

图3-20 accessID 错误 

F 注意：当客户端安装命令过期时，会出现如下报错： 

 

图3-21 安装命令过期 

第5步 安装成功之后，执行 systemctl status ABClientService.service查看客户端服务是否正常。 

 

  

图3-22 查看服务运行状态 

 

F 注意： 

A. 在客户端安装过程中，安装程序会检测安装条件是否满足，在条件不满足时，需要手动调整或

者选择让程序自行调整，调整完成后，安装任务继续。 

B. 客户端安装路径请勿包含空格。 

C. Redhat、CentOS 内核版本 3.10 及以上请使用 Linux_el7_x64 客户端安装包，其余请使用

Redhat_5_x64 客户端安装包。Redhat8、Centos8及以上版本系统使用 Linux_el8_x64客户

端安装包（如自行更换内核，或内核版本不符合检测规则将导致安装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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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Linux for MySQL客户端安装 

第1步 先按照步骤 3.2 正常安装客户端包。 

第2步 接下来进入解压后的目录，如 cd  AnyBackupClient/ClientService，执行数据库安装命令，

按实际情况填写相关信息。安装步骤如下图： 

 
图3-23  

安装命令参数注解：./multiuser.sh install MySQL mysql /usr/local 

1.   ./multiuser.sh install 为固定命令，不需要更改； 

2.   参数“MySQL”为选择MySQL数据库安装； 

3.   参数“mysql”为输入所选MySQL数据库支持的用户名 , 根据实际情况来填写，例如此

处输入“mysql”； 

4.   参数“/usr/local”为输入 MySQL 安装路径，根据环境实际情况来填写，查看路径方法：

打开数据库安装配置文件，查看 basedir路径，此处填写 basedir 的路径。例如本次安装

填写“/usr/local”; 

5.   如果需要继续支持 MySQL 数据库其他用户，并且每个用户下的数据库都需要备份恢复，

按照第二步“./multiuser.sh install MySQL mysql /usr/local”命令，修改参数，重复安

装数据库用户即可。 

 

1.4.4. Linux for Oracle 客户端安装 

第3步 先按照步骤 3.2 正常安装客户端包。 

第4步 接下来进入解压后的目录，如 cd  AnyBackupClient/ClientService，执行数据库安装命令，

按实际情况填写相关信息。安装步骤如下图： 



 

 30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图3-24 Oracle 数据库安装 

安装命令参数注解：./multiuser.sh install Oracle oracle 

1.   ./multiuser.sh install 为固定命令，不需要更改； 

2.   参数“Oracle”为选择Oracle数据库安装； 

3.   参数“oracle”为输入所选 Oracle 数据库支持的用户名 , 根据实际情况来填写，例如此

处输入“oracle”； 

如果需要继续支持 Oracle 数据库其他用户，并且每个用户下的数据库都需要备份恢复，按照第

二步“./multiuser.sh install Oracle oracle”命令，修改参数，重复安装数据库用户即可。 

 

1.5. 客户端卸载 

1.5.1. Windows 环境下客户端卸载 

1.5.1.1. 卸载条件 

建议确保客户端上没有任务在运行且不再使用之后，再进行卸载操作。 

1.5.1.2. 卸载方法 

 进入到客户端安装目录的 AnyBackupClient\ClientService 目录下，在地址框输入 cmd 回车，执

行 uninstall.bat 回车。卸载成功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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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Windows 客户端卸载过程 

卸载成功之后，系统管理员登录备份服务器，进入可分配资源-客户端-外接客户端，可以看到相

应的客户端的状态变为离线，客户端卸载成功。 

  

图3-26 windows 客户端卸载成功 

1.6. Linux 环境下客户端卸载 

1.6.1.1. 卸载条件 

建议确保客户端上没有任务在运行且不再使用之后，再进行卸载，否则卸载会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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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 卸载方法 

进入到客户端安装目录的 AnyBackupClient/ClientService目录下，执行./uninstall.sh，输入 y 确

定卸载。 

  

图3-27 Linux 客户端卸载过程 

卸载完成之后，系统管理员登录备份服务器，在资源-客户端-外接客户端，通过 ip 找到相应客户

端，客户端状态显示离线，表示卸载成功。 

 

图3-28 Linux 客户端卸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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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件备份恢复 

2.1. 规划与准备 

2.1.1. 支持功能列表 

 文件定时备份支持功能列表 

功能 子功能 是否支持 备注 

备份 完全备份   

增量备份   

备份粒度  最小粒度为文件 

备份策略   

多通道备份   

备份计划   

数据源过滤   

数据一致性   

云传输并发   

流量控制   

备份自动重试   

自定义脚本   

恢复 原机恢复   

异机恢复   

恢复计划   

自定义脚本   



 

 34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功能 子功能 是否支持 备注 

云传输并发   

替换或跳过文件   

恢复粒度  最小粒度为文件 

日志    

告警    

 

2.1.2. 限制性列表 

2.1.2.1 备份 

l 不支持展开目录下有乱码的目录。 

l 不支持完全备份和增量备份的类型以参数的形式传递给自定义脚本。 

l 数据源路径数目不能超过 1000 条。 

l 不支持管道文件备份。 

l 不支持备份失效的软链接文件 

l 不支持备份多层链接的文件（即链接文件的链接文件） 

l 不支持备份 Windows 环境下含有 S 属性（即系统属性）的文件或目录。 

l 不支持备份 Windows 环境下 DVD、CD、软驱内文件数据 

l 不支持备份 Linux 环境下/dev、/proc、/sys 目录及其下文件 

l 不支持备份 Linux 环境下绝对路径超过 4096 字符的对象。 

l 不支持备份 Linux 环境下被多个卷同时挂载的目录。 

2.1.2.2 恢复 

l 不支持文件备份数据跨平台恢复（比如从 Linux 系统备份的数据恢复到 Windows 系统，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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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Windows 系统备份的数据恢复到 Linux 系统下等）。 

l 不支持软链接文件恢复至异位置，恢复后软链接找不到链接的目标文件。 

l 不支持 Windows 硬链接跨磁盘恢复。 

l Windows 环境下不支持 DVD、CD、软驱内文件数据的恢复。 

l 恢复时不支持直接替换已存在的只读文件。 

l 由于 Windows 操作系统下压缩属性和加密属性不能共存，所以具有加密属性的文件夹在数

据恢复后，文件夹下所有文件均会被赋予且仅赋予加密属性。 

2.1.2.3 其他 

l Linux 备份软链接目录只能看到软链接本身，不支持看到软链接下面备份文件。 

l Linux平台自定义脚本名不允许含有乱码。 

2.1.3. 备份环境准备 

为确保可以正常备份恢复，请您先配置基础项。基础配置包括云备份控制台准备、存储介质配置

以及外接客户端配置。云备份控制台您可以通过购买 AnyBackup 云备份产品获得，存储介质配置可

以参考《AnyBackup 云备份 对象存储管理用户指南》，安装外接客户端可以参考《AnyBackup 云备

份 客户端安装卸载用户指南.docx》。 

2.1.4. 备份环境检查 

2.1.4.1 Windows 环境备份前置条件检查 

 客户端服务检查 

安装完成客户端之后，在程序组中输入 services.msc，打开服务管理界面，可以查看客户端服

务（ClientService）是否正常启动，若是正常启动，查看是否连接上备份服务器，连接上之后，无需

特别配置，就可以创建文件系统的定时备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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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打开服务管理界面 

 

图2-2 查看 AnyBackupClient 服务 

 备份网络映射卷-客户端配置检查 

如果要进行网络映射盘的备份，需要对客户端做一些设置，设置方法为: 

客户端添加映射网络驱动，右击【我的电脑】-【映射网络驱动】，浏览共享的网络文件并指派一

个驱动器号，点击【完成】即可，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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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配置映射网络驱动器 

如上操作就可以从【我的电脑】访问到该文件夹。 

 

图2-4 查看已创建的网络驱动器 

增加可以备份网络映射端的访问权限（凭据）。 

以 Windows Server 2008 为例，点击【开始】—【控制面板】—【用户账户】—【更改

Windows 密码】—【管理网络密码】—【存储的用户名和密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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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添加管理网络密码 

点击【添加】，输入服务器、工作组或是网络位置，输入访问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输入完后点

击【确定】即可在上图所示的对话框看到刚添加的访问凭据，如下图所示: 

 

图2-6 添加存储凭据属性 

更改 ClientService 客户端服务登录用户为指定的登录用户（一般是 administrator，也可以是其

他用户，实际参照安装客户端时所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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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修改 ClientService 登录账户 

重启 ClientService 服务。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备份网络映射盘数据前的相关操作，此时可以在选择数据源界面查看已映

射的盘符，选择相应数据就可以进行备份，操作与普通的文件备份相同，具体参照下面介绍的文件定

时备份基本操作。 

2.1.4.2 Linux 备份前置条件检查 

文件备份要求客户端能正常连接到备份服务器，进行备份前请先查看客户端服务或者进程是否正

常，检测命令以 CentOS 7 为例： 

systemctl status ABClientService.service 

ps -ef | grep esf | grep –v g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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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客户端服务状态及客户端进程 

若存在上图中红色框标示部分，则说明客户端服务正常。 

2.2. 文件定时备份 

2.2.1 关于备份 

2.2.1.1.备份方式 

AnyBackup 云备份备份文件的备份方式支持完全备份和增量备份。 

 完全备份 

完全备份是将选定的文件数据源全部备份到指定的备份服务器的备份介质中。每次执行完全备份

时，直接将所有的文件数据备份到备份服务器的备份介质中，并产生一个时间点，用于记录备份的内

容。 

 增量备份 

增量备份是基于上一次备份（可以是完全备份也可以是增量备份）进行的备份。每次执行增量备

份时，会先确定该对象是否已经被备份及已经备份对象的修改时间是否有变化，增量备份仅将新增的

对象和有变化的对象备份到 AnyBackup 云备份的备份介质中，并产生相应的时间点。在尚未进行完

全备份或者所有完全备份时间点被清理的情况下，直接发起增量备份时，增量备份会自动转为完全备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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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数据保留策略 

当您的管理控制台上存在大批量的备份任务时，您可能会遇到备份存储空间不够用的情况。数据

保留策略将为您解决这类烦恼，一旦您按需配置数据保留策略后，系统将根据数据保留期限、保留副

本个数或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来保留备份副本，达到备份存储空间循环利用的效果。同时，

AnyBackup 也支持同一个数据保留策略关联不同备份任务，为您减少维护多个备份任务的工作量。 

AnyBackup 为您提供以下三种数据保留策略： 

Ø 数据保留期限：超过设置时间的副本将被自动清理。 

Ø 保留副本个数：超过设置个数的副本将被自动清理。 

Ø 按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设置副本保留策略：与备份策略结合使用，根据不同的备份策略设置不同的

副本保留数。 

 新建数据保留策略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策略】→【数据保留策略】→【新建】，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出现“新

建数据保留策略“对话框； 

第2步 输入策略模板名称， 点击数据保留策略栏目后的滑动开关，配置具体的数据保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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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新建数据保留策略 

新建数据保留策略配置内容如下： 

1.   名称：输入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的名称。 

2.   数据保留策略：默认关闭，须开启后才能继续配置。 

a.   数据保留期限：默认保留 1 年的备份副本，即从使用该策略开始到 1 年后，这期间

产生的副本将被保留，超过 1 年的副本将被自动清理。 

数据保留期限配置参数范围为 1~999；可以选择年、月、周、天为单位。 

b.   保留副本个数：默认保留 2 个副本，即同一备份任务的副本超过 2 个后，最旧的副

本将被自动清理。保留副本个数配置参数范围为 1~1024。 

c.   按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设置副本保留策略： 

1)   如果备份策略是按天设置，则默认保留 30 个副本。 

2)   如果备份策略是按周设置，则默认保留 24 个副本。 

3)   如果备份策略是按月设置，则默认保留 12 个副本。 

4)   如果备份策略是按年设置，则默认保留 4 个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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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照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所有参数配置范围均为 1~99999。 

6)   支持复选，且当任务使用对应备份周期的备份策略后，才限制发起的副本总数。 

7)   未勾选复选框，则默认保留所有副本。 

8)   勾选复选框，但任务没有使用此备份周期的备份策略，则保留自动发起的所有副本。 

例如：启用 “按年备份策略”，但任务使用的备份策略没有年度备份策略，则保留

所有备份策略自动产生的全部副本。 

9)   保留副本数不因一个备份周期的备份策略存在多个而发生变化。 

例如：任务关联了 4 个年度备份策略，则最终将默认保留 1 年内的 4 个副本。 

第3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F 注意： 

C. 保留副本个数，“副本”仅指完全备份副本； 

D. 按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设置副本保留策略，仅控制由备份策略自动发起的副本总数，不包含手

动发起的副本；如果任务已使用备份策略，但此处未开启相同备份周期的副本保留策略，则默

认保留备份策略产生的所有副本；保留副本均为完全备份副本。 

 

 

 编辑数据保留策略 

如果您的数据保留要求发生变化，需要对当前已有的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相关配置做修改，您可以

执行以下步骤对数据保留策略进行编辑。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策略】→【数据保留策略】，选择已存在的数据保留策略，点击【编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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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编辑数据保留策略第一步 

第2步 修改数据保留策略，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 

 

图2-11 编辑数据保留策略第二步 

 复制数据保留策略 

如果您想复用某策略模板，并修改个别参数时，为了简便操作，您可以复制数据保留策略模板。 

Ø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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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复制的数据保留策略模板与原模板保留策略配置相同，如果您需要修改，请使用编辑功能。 

n 复制的数据保留策略模板必须进行重命名 

Ø 操作步骤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策略】→【数据保留策略】，选择已存在的数据保留策略，点击【复

制】； 

 

图2-12 复制数据保留策略第一步 

第2步 输入新的数据保留策略名称，完成后点击【确定】。 

 

图2-13 复制数据保留策略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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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数据保留策略 

如果您不再需要某数据保留策略模板，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删除数据保留策略模板。 

Ø 注意事项 

n 如果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绑定的任务正在运行中，您将无法删除该模板。请您耐心等待任务运行

结束后再删除。 

n 支持批量删除，您可以同时删除多个数据保留策略。 

Ø 操作步骤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策略】→【数据保留策略】，选择已存在的数据保留策略，点击【删

除】； 

 

图2-14 删除数据保留策略第一步 

第2步 点击【确定】。 

 

图2-15 删除数据保留策略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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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备份策略 

 新建备份策略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策略】→【备份策略】，点击【新建】； 

 

图2-16 新建备份策略第一步 

第2步 输入备份策略名称，选择备份周期，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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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新建备份策略第二步 

备份策略策略模板名称由中文、大小写字母、数字、“-”、“_”、“.”、“@”组成，长度为 3~30

个字符。 

备份周期:可选择天、周、月、年，默认选中“天”。选中“天”时，默认选中每 1 天，范围:1~365

天；选中“周”时，默认选择周日；选中“月”时，默认选中每月 1 日，范围:1-31，可多选，未选几号时

提示必填。若当月无选定日期则在最后一天触发，例如九月份无 31 号，但是日期选中了 31 号，则默

认在 9 月 30 号即九月最后一天触发任务；选中“年”时，默认选中 1 月 1 日，可通过下拉控件调整月

份和日数。 

重复发起:默认关闭。若开启，则出现“持续时间”和“频率”设置；意义为:在一定的【持续时间】

内，依【频率】发起多次备份。【持续时间】范围:1~59 分钟或者 1~24 小时，默认值 2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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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范围:1~59 分钟或者 1~24 小时，默认值 1 小时，【频率】不可超过【持续时间】。 

 编辑备份策略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策略】→【备份策略】，选择已存在的备份策略，点击【编辑】； 

 

图2-18 编辑备份策略第一步 

第2步 修改备份策略，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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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编辑备份策略第二步 

 复制备份策略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策略】→【备份策略】，选择已存在的备份策略，点击【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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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 复制备份策略第一步 

第2步 输入新的备份策略名称，完成后点击【确定】。 

 

图2-21 复制备份策略第二步 

 删除备份策略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策略】→【备份策略】，选择已存在的备份策略，点击【删除】； 

 

图2-22 删除备份策略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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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 点击【删除】。 

 

图2-23 删除备份策略第二步 

2.2.1.4. 云传输并发数 

为了提高备份数据上传到对象存储备份介质上的速度，备份时支持使用多线程并发的形式向对象

存储备份介质上上传数据块。需要启用该功能时可以在创建备份任务选择备份介质并配置备份选项时

在界面上进行配置。 

2.2.1.5. 流量控制 

考虑到您的生产环境在工作时会有较大的带宽需求，如果备份软件在该时段工作占用大量带宽会

影响您的生产环境的正常工作，为了减少备份软件在指定时间段内的带宽占用，备份软件支持设置流

量控制策略，控制备份软件在指定时间段内的带宽占用。需要启用该功能时可以在创建备份任务选择

备份介质并配置备份选项时在界面上进行配置。 

2.2.1.6. 多通道备份 

为了提高从客户端遍历读取备份数据的速度，备份时支持使用多线程并发的形式遍历、读取数

据。需要启用该功能时可以在创建备份任务选择备份介质并配置备份选项时在界面上进行配置。 

改变文件扫描通道数、数据读取和发送通道数，设置较高的文件扫描通道数能提高文件扫描速

度，明显提高增量备份速度；设置较高的数据读取和发送通道数可以提高读取和发送速度，明显提高

完全备份性能，备份时的通道数要根据参数值设置在规定的范围内，备份时实际生效的通道数受后台

配置限制，即如果界面设置的通道数超过了后台配置允许的最大通道数，则实际上任务执行时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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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后台配置支持的最大通道数；如果界面设置的通道数未超过后台配置的最大通道数，则实际生效

的通道数与界面设置的通道数相等。参数配置位置是 filebackup.config 文件（该文件在安装位置

/AnyBackupClient/etc/ClientService 目录下），配置方法是修改 filebackup.config 文件中注释

“#Backup Memory Size Limit”下的参数，当您需要开启 8 个以上读取和发送通道时，请将参数配

置为： 

DATACHANNEL_MEMORY_SIZE_LIMIT = 8GB 

此处配置为 8GB 并不会占用 8GB 内存，多通道读取和发送组件最多占用客户端 300MB 内存。 

2.2.1.7. 自定义脚本 

在进行备份前、备份任务成功后或者备份任务失败您可能希望备份软件能自动完成您规定的一系

列操作，此时您可以将您期望备份软件执行的操作写到脚本中，然后在创建备份任务选择备份介质并

配置备份选项时在界面上进行配置，让指定的脚本在备份前、备份任务成功后或者备份任务失败某个

场景下执行。 

2.2.1.8. 备份自动重试 

在 AnyBackup 中，为了避免备份失败导致数据无法及时保护，AnyBackup 支持备份自动重试

机制。备份自动重试机制的开启或关闭，需要您在新建备份任务时配置。 

备份自动重试机制遵循以下原则： 

Ø 自动重试最大次数可配置的数值范围为 1 ~ 5。 

Ø 重试等待时间可配置的数值范围为 1 ~ 30，单位为分钟。 

假设，您为备份任务开启了“备份自动重试”选项，且设置的自动重试最大次数为 3 次、重试

等待时间为 10 分钟，则： 

当文件备份任务执行失败，10 分钟后系统将自动对备份失败的任务进行重试备份，并最多执行 

3 次。一旦重试发起并备份成功，无论重试了几次，此次重试策略将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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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新建备份任务 

2.2.2.1 注意事项 

1. 为了备份效率，不建议两个任务包含同一文件 

2.2.2.2 新建备份任务步骤 

第1步 打开新建备份任务向导。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新建】→【数据级备份任务】，打开新建

备份任务向导。 

第2步 选择保护对象、要保护的客户端和要保护的应用类型。 

请选要保护的对象处默认选中“客户端“，此处不用修改；请选择要保护的客户端处默认展示当

前登录操作员所有客户端，此处请选择需要进行文件备份的客户端，选择完成后，请选择要保护的应

用类型默认选中【文件系统】，此处也不需要修改。 

 

2.2.2.4.1.1. 选择保护对象、要保护的客户端和要保护的应用类型 

保护对象、要保护的客户端和要保护的应用类型全部选择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55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第3步 选择要保护的数据和添加要过滤的数据。 

要保护的数据默认只展示到客户端，点击客户端前面的“+”号，可以展开数据源。数据源最多展

开 100 个，在数据源超过 100 时，会出现【更多】，需要展开更多的数据源时，点击【更多】继续展

开可以多展开 100 个。文件及文件夹前面有多选框，点击该多选框可以选中该文件或者文件夹作为备

份的数据源。 

 

2.2.2.4.1.2. 选择要保护的数据和添加要过滤的数据 

如果您需要需要对要备份的数据源进行筛选，您可以设置过滤数据，对选中的数据源进行过滤。 

过滤功能可以根据文件、目录、格式、日期进行过滤，过滤方式分为排除和仅包含。过滤方式为排

除时被排除的数据不会被备份，仅备份选中数据源中除去被排除数据之外的其它数据，过滤方式为仅

包含时，仅备份选中数据源与仅包含指定数据中相交的部分。 

1.  文件过滤 

设置步骤如下： 

第1步 点击文件过滤栏目，选择过滤方式，然后点击【添加】， 

第2步 添加文件过滤项，如下图 

设置文件过滤时，需要填写文件的绝对路径，比如“/test.tar.gz”，支持文件名中包含通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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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要过滤多个文件，可以使用换行符分隔多个文件。 

如果您由于操作失误而创建了不符合预期的文件过滤项，您可以选中该文件过滤项，然后点

击删除，该过滤项就可以成功删除。 

 

2.2.2.4.1.3. 添加文件过滤项 

第3步 点击确定，完成文件过滤项目设置 

 

2.2.2.4.1.4. 设置文件过滤成功展示 

2.  目录过滤 

设置步骤如下： 

第1步 点击目录过滤栏目，选择过滤方式，然后点击【添加】， 

第2步 添加目录过滤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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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目录过滤时，需要填写目录的绝对路径，比如“/test”，支持目录名中包含通配符*。如果

您要过滤多个目录，可以使用换行符分隔多个目录。 

如果您由于操作失误而创建了不符合预期的目录过滤项，您可以选中该目录过滤项，然后点

击删除，该过滤项就可以成功删除。 

 

2.2.2.4.1.5. 添加目录过滤项 

第3步 点击确定，完成目录过滤项设置 

 

2.2.2.4.1.6. 设置目录过滤成功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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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格式过滤， 

设置步骤如下： 

第1步 点击格式过滤栏目，选择过滤方式， 

第2步 勾选需要过滤的文件类型。 

 

2.2.2.4.1.7. 设置格式过滤 

过滤的文件类型包括：Microsoft Office 文件、音乐和视频文件、图片文件、PDF 文

件、网页文件、压缩文件、其它文件类型。鼠标悬浮到文件类型后的蓝色图标，可以看到该

类型包括哪些后缀的文件，例如鼠标悬浮到“Microsoft Office文件“后的蓝色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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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1.8. Microsoft Office 文件包含的文件后缀名 

4.  日期过滤 

第1步 点击日期过滤栏目，选择过滤方式 

第2步 选择时间类型，添加时间范围 

时间类型分为:创建时间、最后修改时间、访问时间。指定具体时间范围时，开始时间必须不

晚于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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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1.9. 设置日期过滤 

F 注意：若存在多条过滤规则，按照“文件多项过滤冲突规则表”执行。 

2.2.2.4.1.9.1. 文件多项过滤冲突规则表 

规则内容 

若存在多个包含条件，则需要满足所有包含条件 

若存在多个排除条件，则需要满足所有排除条件 

既有包含又有排除的情况下，只在包含的条件中判定排除 

 

第3步 选择备份介质并配置备份选项。 

备份介质：必填项：对象存储，下拉可选择某个可用的对象存储环境。 

备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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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云传输并发数】：默认为 8 线程，可配置 1-64 线程。通过配置线程数，可调节备份

速度，通过增加线程数，可使备份速度达到峰值，但是内存、CPU 等资源占用也会相

应增加。 

Ø 【多通道备份】：开启该选项后可以设置文件扫描并发数、数据读取和发送并发数两个

选项，可配置范围均为 1-50线程，改变文件扫描通道数、数据读取和发送通道数，设

置较高的文件扫描通道数能提高文件扫描速度，明显提高增量备份速度；设置较高的数

据读取和发送通道数可以提高读取和发送速度，明显提高完全备份性能。 

Ø 【备份自动重试】：默认不开启，开启该选项后，自动重试最大次数默认为 1，重试等

待时间默认为 1。可输入想要自动重试的次数，最多为 5 次，重试等待时间最大为 30

分钟。 

Ø 【流量控制】开启该选项后可创建最多 48 条分段限速策略，限速时间段不允许交叠，

开始时间不得晚于结束时间，在每个限速时间段内均可手动设置定时任务备份的最大

速度。可设置范围为 1~1024MiB/s，默认 1024MiB/s。 

Ø 【自定义脚本】 一共支持三种自定义脚本：备份前执行、备份成功执行、备份失败执

行。添加自定义脚本后，该脚本会在您设置的指定场景下执行，您必须保证您添加的脚

本文件是可执行的。 

 

2.2.2.4.1.10. 选择备份介质并配置备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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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步 配置任务名称和任务备注。 

选择备份选项之后，点击下一步，进入任务名称和备注页面。任务名称：必填项；中文、大

小写字母、数字、“-”、“_”、“.”、“@”组成，长度为 3~256 个字符，全局不可重复。任务备注：选

填项；文本类型无限制，长度 0~50 个字符；当用户输入的字数达到最大值时，将不再显示超过

的文字。 

  

2.2.2.4.1.11. 新建文件定时备份任务第四步 

第5步 完成新建备份任务向导。 

输入名称，点击【完成】，弹出任务信息确定对话框，点击【确定】，新建任务完成。如果勾

选【任务生成后立即执行】，再点击【确定】，任务新建完成后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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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1.12. 任务信息确认对话框 

2.2.3. 管理备份任务 

2.2.3.1 查看备份任务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所有备份任务会以列表的形式展示在界面，

点击详情可以查看任务详情。 

  

2.2.3.4.1.1. 文件备份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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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2. 文件备份任务任务详情 

2.2.3.2 启动备份任务 

 手动启动备份任务 

第1步 选中任务à点击【启动】按钮à选择备份方式à点击【启动】按钮，即可开始备份操作。 

 

2.2.3.4.1.3. 启动文件备份任务 



 

 65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2.2.3.4.1.4. 文件备份任务进行中 

 通过备份策略自动启动备份任务 

2.2.3.2.2.1 备份任务添加备份策略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选中任务，点击【策略】→【备份策略】 

 

2.2.3.4.1.5. 备份任务添加备份策略第一步 

第2步 点击【添加】，选择备份策略、备份方式、发起时间，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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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6. 备份任务添加备份策略第二步 

第3步 备份策略添加完成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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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7. 备份任务添加备份策略第三步 

添加成功后，任务出现策略图标和下次发起时间。 

 

 

2.2.3.4.1.8. 备份任务添加策略成功 

F 注意：如果在持续时间内达到了频率时间，上一个备份任务还没有停止，则不会发起备份。 

2.2.3.2.2.2 备份任务编辑备份策略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选中任务，点击【策略】→【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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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9. 备份任务编辑备份策略第一步 

第2步 点击【编辑】 

 

2.2.3.4.1.10. 备份任务编辑备份策略第二步 

第3步 选择备份策略、备份方式、发起时间，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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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11. 备份任务编辑备份策略第三步 

第4步 备份策略添加完成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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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12. 备份任务编辑备份策略第四步 

2.2.3.2.2.3 备份任务禁用备份策略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选中任务，点击【策略】→【备份策略】 

 

2.2.3.4.1.13. 备份任务禁用备份策略第一步 

第2步 点击【禁用】，然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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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14. 备份任务禁用备份策略第二步 

2.2.3.2.2.4 备份任务启用备份策略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选中任务，点击【策略】→【备份策略】 

 

2.2.3.4.1.15. 备份任务启用备份策略第一步 

第2步 点击【启用】，然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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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16. 备份任务启用备份策略第二步 

2.2.3.2.2.5 备份任务删除备份策略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选中任务，点击【策略】→【备份策略】 

 

2.2.3.4.1.17. 备份任务删除备份策略第一步 

第2步 点击【删除】，然后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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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18. 备份任务删除备份策略第二步 

2.2.3.3 监控备份任务 

任务发起备份后，您可以在监控界面观察任务的实时执行情况。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 → 【数据备份】 →【监控】，可以查看任务执行时的简略执行信息。 

 

2.2.3.4.1.19. 文件备份任务监控信息 

第2步 点击上图中【详情】，可以查看任务执行时的执行概要和执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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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20. 文件备份任务监控信息-执行概要 

 

 

2.2.3.4.1.21. 文件备份任务监控信息-执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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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 停止备份任务 

备份任务在运行过程中，您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需要停止备份任务。AnyBackup 支持您在管理

控制台上停止备份任务。 

Ø 注意事项 

n 停止备份任务后，再次发起该任务将不进行断点续传，系统将重新备份数据。因此，请您谨慎

操作。 

操作步骤： 

第1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监控】，进入“监控”界面。 

第2步 在当前界面，选择一个状态为“正在运行”的任务，点击【停止】按钮 

 

2.2.3.4.1.22. 停止文件备份任务 

第3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停止】按钮完成操作。 

任务执行异常且点击“停止”无法停止时，可使用后台停止工具停止异常任务。具体使用请参考

《AnyBackup Family 7.0.16.0 停止工具指导文档.docx》。 

2.2.3.5 历史记录 

 查看历史记录 

第1步 点击历史记录，可以查看任务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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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23. 文件备份任务历史记录 

第2步 点击上图中的【详情】，可以查看任务的执行概要和执行输出。 

  

2.2.3.4.1.24. 文件备份任务历史记录-执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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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25. 文件备份任务历史记录-执行输出 

 

 删除历史记录 

 

2.2.3.4.1.26. 删除历史记录 

2.2.3.6 编辑备份任务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选择需要编辑的备份任务，然后点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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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打开编辑备份任务向导。 

第2步 进入编辑备份任务向导第一步，该页面会回显该任务保护对象、要保护的客户端和要保护的应

用类型，不允许编辑，请直接点击【下一步】。 

 

2.2.3.4.1.27. 编辑备份任务向导第一步 

第3步 编辑要保护的数据和添加要过滤的数据。该页面会回显该任务之前选中的数据源和设置的过滤

项目，当您需要保护的数据源发生改变时可以重新选择数据源，当您需要过滤的数据发生改变

时可以删除之前的过滤项目添加新的过滤项。选择数据源的方式和设置过滤项的操作与创建任

务时选择数据源和设置过滤项的操作相同，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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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28. 编辑备份任务向导第二步 

第4步 编辑备份选项。 

备份选项：点击选项后的滑动开关可以开启对应的高级选项，各个选项功能说明见第 2章对应

章节。 

 

第5步 编辑备注。任务备注：选填项；文本类型无限制，长度 0~50 个字符；当用户输入的字数达到

最大值时，将不再显示超过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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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29. 编辑备份任务向导第四步 

第6步 点击【完成】，完成任务编辑。 

2.2.3.7 备份副本管理 

 手动清理备份任务副本 

第1步 操作员或租户登录管理控制台，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清理】→【新建】→选择存储

介质,选择任务→【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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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30. 选择任务进行数据清理 

第2步 选择要清理的副本，默认清理全部副本。可以选择清理指定副本, 点击下一步。 

数据状态显示占用，则该任务不能被清理。占用存在的情况：任务正在进行备份和恢复。 

F 注意：在清理全部时间点选项下，最新时间点可以被清理。选择清理部分时间点时，最新

时间点不能被清理。 

 

2.2.3.4.1.31. 选择要清理的副本的页面 

 

第3步 任务名称及任务备份界面，任务名称系统自动指定，任务备注可根据需要自行添加，点击完成，

弹出任务确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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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1.32. 数据清理确认任务名称和备注界面 

  

2.2.3.4.1.33. 数据清理确认界面详细信息 

弹出数据清理信息确认界面，输入 YES。此处区分大小写，必须填大写半角英文字母。 

数据清理完成之后，分别检查 OFS卷空间是否相应的发生变化。 

 

F 注意：数据清理是在后台进行删除的，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删除。 

 

 使用数据保留策略管理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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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7.2.1 备份任务添加数据保留策略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选中任务，点击【策略】→【添加数

据保留策略】 

 

2.2.3.4.1.34. 添加数据保留策略第一步 

第2步 选择数据保留策略，点击【确定】，完成数据保留策略添加。 

 

2.2.3.4.1.35. 添加数据保留策略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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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7.2.2 备份任务移除数据保留策略 

第1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选中任务，点击【策略】→【移除数据保留

策略模板】 

 

2.2.3.4.1.36. 移除数据保留策略第一步 

第2步 点击【确定】，成功移除 

 

2.2.3.4.1.37. 移除数据保留策略第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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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恢复备份数据 

 关于恢复 

两个任务同时恢复同一文件到同一路径，可能会导致数据丢失，建议恢复到不同路径 

 新建恢复任务步骤 

第1步 操作员或租户登录管理控制台 ，在【定时数据保护】-【数据恢复】-【数据恢复】界面中点击

【新建】，开始新建数据恢复任务，选择要恢复的任务，点击下一步。 

  

2.3.1.4.1.1. 新建数据恢复任务 

第2步 选择要恢复的时间点及数据，选择要恢复的数据时 Linux的备份数据可以直接选择“/”，达到

全选备份数据的目的，同时可以开启单层级恢复，开启单层级恢复后，当数据恢复位置不是原

位置恢复时，恢复的数据为所选对象本身及其下所有子对象，不会恢复所选对象的上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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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1.2. 选择数据恢复时间点 

 

2.3.1.4.1.3. 开启单层级恢复后展开数据源 

F 注意：如果是要恢复到最新状态，推荐选择最新时间点。因为选择的时间点恢复成功后的数据

实际上是当时备份的数据，并不是最新的。 

第3步 选择恢复目的地，默认为-请选择客户端。此处为必填，点击【浏览】后，能看到已分配给当前

操作员或租户的所有客户端，原客户端有前缀提示，方便查找选择，也可以选择异机作为恢复

目的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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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1.4. 选择数据恢复位置 

恢复位置客户端选择完毕后，点击浏览，选择保存路径，点击+号可以展开数据源，选择具体

目录点击确定。可以选中恢复路径。 

  

2.3.1.4.1.5. 选择数据恢复保存路径 

选择完恢复目的地之后，查看恢复选项，包含替换或跳过文件、自定义脚本、云传输并发数，

默认可以直接点击下一步，也可以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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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替换或跳过文件】默认选择总是替换已存在的文件，也可选择仅替换比恢复文件更旧的

文件或者跳过已存在的文件。 

2.  【自定义脚本】勾选恢复前执行，点击浏览按钮，浏览恢复位置客户端目录中含有的可执

行脚本，在建立任务后可以通过编辑任务选项，勾掉该选项。一共支持三种自定义脚本:恢

复前执行、恢复成功执行、恢复失败执行。 

3.  【云传输并发数】默认为 8 线程，可配置 1-64 线程。通过配置线程数，可调节恢复速度，

通过增加线程数，可使恢复速度达到峰值，但是内存、CPU等资源占用也会相应增加。 

 

第4步 选择完毕后，进入恢复任务名称及备注页面，恢复任务名不可自行输入； 格式为“rec-[备份

任务的名称]”；若有重复，则加数字后缀，递增加 1，如:rec-task01 (1)、rec-task01 (2)、

rec-task01 (3)..。如果任务已经删除，则命名规则是 rec-新建时间-[备份任务的名称]，备注文

本类型无限制，长度 0~50 个字符。 

 

2.3.1.4.1.6. 恢复任务名称及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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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1.7. 数据恢复任务信息确认对话框 

点击【下一步】，然后点击【完成】。弹出任务信息确认对话框。在确认无误后，输入“YES”，点

击【确定】完成新建数据恢复操作。放弃恢复可直接点击【取消】，取消本次操作 

 

 管理恢复任务 

2.3.3.1 查看恢复任务 

当您需要查看恢复任务时，您可以在【定时数据备份】→【数据恢复】→【恢复备份数据】界

面，查看所有的恢复任务，点击【详情】，可以看到数据恢复任务详情、执行概要和执行输出。默认

展示任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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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1.8. 查看文件恢复任务 

 

  

2.3.1.4.1.9. 数据恢复任务详情 

点击【执行概要】可以查看执行概要，点击【执行输出】可以查看执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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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1.10. 数据恢复执行信息-执行概要 

 

 

2.3.1.4.1.11. 数据恢复执行信息-执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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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2 停止恢复任务 

当您因为某种原因需要提前中止恢复任务的执行时，您可以在【定时数据备份】→【数据恢复】

→【恢复备份数据】界面，选择需要停止的任务，然后点击【停止】，停止恢复任务。 

 

2.3.1.4.1.12. 停止恢复任务 

2.3.3.3 删除恢复任务 

当恢复任务运行完成后，且您不需要再查看关于该恢复任务的相关信息时，你可以在【定时数据

备份】→【数据恢复】→【恢复备份数据】界面，选择需要删除的恢复任务，点击【删除】，删除恢

复任务。 

 

2.3.1.4.1.13. 删除恢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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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最佳实践 

 如何开启 trace 排查问题 

进入客户端安装目录//AnyBackupClient/etc/ClientService 下，更改 cfl.config 配置，配置以下内容： 

 

 

 

 

 

 

 

 

 

“//”后为注释，配置时请将其删除，TraceModule 也可配置为具体的模块，文件备份涉及的模

块有 filebackupschedule、fileengine、filefilter、filereader、filebackupschedule、filedatasource，配

置多个模块时请用英文逗号分隔。 

 

2.5. FAQs 

 文件备份 

Ø Q1：Linux环境备份proc目录失败，警告“由于路径/proc/ 中包含了大量例如DEV, PIPE, SOCKET, 

STREAM类型的文件，这些文件无法进行备份，故本次执行将不备份该路径下的所有文件。” 

EnableTrace=on           //trace 开关，on 表示开，off 表示关 

TraceOutputLocation=file 

TraceOutputFile=/trace/trace.log        //trace 日志的输出位置 

EnableThreadSafe=off                //线程安全开关，on 表示开，off 表示关 

EnableTraceTime=on 

TraceType=sync 

TraceModule=all                      //trace 开启的模块，all 表示所有模块  

EnableProcessSafe=on               //线程安全开关，on 表示开，off 表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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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4.1.1. Linux 环境备份 proc 目录失败 

【问题原因】文件备份对带有系统属性的文件或目录将自动过滤。 

【解决方案】不要备份系统属性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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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Q2：软链接的源文件被删除，备份残留的软链接文件，会有警告提示：“文件句柄失效”。 

 

2.5.1.4.1.2. 源文件被删除软链接备份失败 

【问题原因】文件备份无法备份失效的软链接。 

【解决方案】不要备份无效的软链接文件，或检查源文件是否被删除或移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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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Q3：删除或重命名已勾选的数据源中的所有文件，备份会提示：“生成时间点失败，原因：没有数

据被备份”。 

 

2.5.1.4.1.3. 删除已勾选文件备份失败 

【问题原因】删除或者重命名后，原来指定的备份路径已经不存在。 

【解决方案】编辑任务，新增有效数据源，并使用删除数据源功能删除原无效数据源。 

  



 

 97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Ø Q4：备份过程中执行输出可能有“客户端执行进程与服务器断开”。 

 

2.5.1.4.1.4. 网络波动导致客户端执行进程与服务器断开 

【问题原因】网络波动导致。 

【解决方案】检查网络环境，网络波动后重连不影响备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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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Q5：备份失败，提示获取本地信息失败，原因：本地信息模块未打开，请先打开本地信息模块。 

 

2.5.1.4.1.5. 备份失败，提示获取本地信息失败 

【问题原因】 

1. Linux 环 境 下 ， /var/lib/AnyBackup 空 间 不 足 , Windows 环 境 下 为

C:\ProgramData\AnyBackup\config\localinfodb空间不足。 

2. Linux环境下，/var/lib/AnyBackup/config/localinfodb 目录下存在“xxx.infov7.tmp文件”, 

xxx 为 报 错 任 务 的 jobId ， 若 为 Windows 环 境 则 为

C:\ProgramData\AnyBackup\config\localinfodb 目录。 

3. Linux环境下，/var/lib/AnyBackup/config/localinfodb 目录下 xxx.infov7.tmp文件夹未能正

确删除，若为 Windows 环境则为 C:\ProgramData\AnyBackup\config\localinfodb 目录，

偶现于长期运行环境。 

【解决方案】 

1. 删除/var/lib/AnyBackup下的一些空间。 

2. 删除“xxx.infov7.tmp文件”。 

3. 直接再次发起任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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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Q6：备份失败，执行输出中有错误：“遍历路径失败，原因：传入路径信息超过上限”。 

 

2.5.1.4.1.6. 传入路径信息超过上限报错 

【问题原因】传入的数据源路径信息多于上限 1000 条。 

【解决方案】选择数据源时选择上层文件夹，减少传入的数据源路径。 

 文件恢复 

Ø Q1：只读文件数据恢复选择总是直接替换已经存在的文件，会抛警告。 

 

2.5.1.4.1.7. 文件恢复只读文件存在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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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原因】文件恢复不支持直接替换只读文件。 

【解决方案】修改文件类型，改为可执行文件，或者选择跳过已存在的文件。 

Ø Q2：恢复所选路径的 iNode表已用完，可能会导致数据恢复失败。 

 

2.5.1.4.1.8. 查看 iNode 表使用情况 

【问题原因】已挂载分区的 iNode 表没有空间，不能写入数据。 

【解决方案】删除已挂载分区中的数据，释放 iNode 表空间。 

Ø Q3：某个文件夹下有部分文件有加密属性且该文件夹有加密属性，恢复后该文件夹及其子对象全

部被赋予了加密属性。 

 

2.5.1.4.1.9. 备份前数据及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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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4.1.10. 恢复后数据及属性 

【问题原因】文件夹存在加密属性时其子对象会继承加密属性，恢复时创建需要先恢复文件夹再恢

复其子对象，文件夹子对象会自动继承加密属性。Windows 下加密属性与压缩属性不能共存，文件

继承加密属性后无法再为文件添加压缩属性，所以压缩属性会丢失。 

【解决方案】手动修改恢复后文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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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对象存储管理 

3.1. 限制性列表 

Ø 当前只支持备份数据到标准桶，不支持归档桶和低频访问桶。 

Ø 添加的对象存储，用户需对桶有获取桶列表、写/读、获取桶区域位置的权限。 

3.2. 前提条件 

Ø 您已在云厂商上注册账号，并开通对象存储服务。 

Ø 在对象存储服务控制台上，您已至少创建 2 个存储桶。 

3.3. 添加对象存储 

第1步 点击【资源】→【对象存储】→【存储介质】进入对象存储管理页面，点击【添加】按钮，弹

出“添加对象存储”对话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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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9 添加对象存储-连接对象存储 

1. 对象存储名：必填，默认为空。 

2. 对象存储类型：必选，下拉列表显示所有兼容对象存储。 

3. 服务主机：必填，可在云厂商账户中查看。 

4. 访问 ID：必填，对象存储租户访问 ID。 

5. 访问密码：必填，对象存储租户访问秘钥。 

6. 描述：选填。 

以添加华为云为例，服务主机、访问 ID 与访问密码获取方式如下： 

1）、登录”华为云“对象存储服务控制台，登录成功后，点击【桶列表】选择待添加的桶，

在基本信息栏查询桶的 Endpoint。 

2）、鼠标指向界面右上角的登录用户名，在下拉列表中单击“我的凭证”，在左侧导航栏点击

【访问密钥】，点击【新增访问密钥】，按照指示完成新增操作，新增后，点击【立即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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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即可下载访问密钥与访问密钥对应的密码。 

第2步 对象存储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设置存储区域页面，可选择手动输入或

自动获取 Bucket信息，如下： 

Ø 手动输入 

  

图3-30 添加对象存储-设置存储区域-手动输入 

1.  Bucket 长度为 3~63 个字符，可由字母、数字、"-"、"_"、"."组成。不能连续出现短划线，

如".."、".-"；不能以"."、"-"、"_"开头；不能输入 IP 地址。 

2.  索引存储位置必填。 

3.  数据存储位置，至少配置一个 Bucket 用做存储备份数据。 

4.  索引存储位置和数据存储位置不能出现重复 Bucket。 

Ø 自动获取，查询并返回当前云存储租户下的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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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添加对象存储-设置存储区域-自动获取 

1. 索引存储位置可选择一个 Bucket 用作存储索引数据，若该租户（访问 ID）下已存在一个

Bucket 曾被选作索引 Bucket，那么索引存储位置默认选择该 Bucket。 

2. 数据存储位置，至少配置一个 Bucket 用作存储备份数据。 

第3步 Bucket 配置完成后，点击【添加】按钮，对象存储添加成功。 

  

图3-32 对象存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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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编辑对象存储 

第2步 点击【资源】→【对象存储】→【存储介质】进入对象存储管理页面，选择已存在的对象存储，

点击【编辑】按钮，弹出“编辑对象存储”对话框，如下图。 

  

图3-33 编辑对象存储-连接对象存储 

1.  名称：无法编辑 

2.  类型：无法编辑 

3.  服务主机：无法编辑 

4.  访问 ID：必填，对象存储租户的访问 ID 

5.  访问密码：必填，对象存储租户访问秘钥 

6.  描述：选填 

第3步 对象存储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设置存储区域页面，可选择手动输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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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获取 Bucket信息，如下图。 

 

图3-34 编辑对象存储-设置存储区域 

1.  获取 Bucket：可选择手动输入，或者查询租户下可用的 Bucket。 

2.  索引存储位置：无法编辑，显示已配置 Bucket。 

3.  数据存储位置：可新增 Bucket，已选 Bucket 无法删除。 

第4步 存储区域选择完成后，点击【完成】按钮，对象存储编辑成功，下次启动云备份任务，对象存

储更新配置生效。 

3.5. 删除对象存储 

第1步 点击【资源】→【对象存储】→【存储介质】进入对象存储管理页面，选择已存在对象存储，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对象存储确认删除对话框。 

第2步 输入“YES”，点击【删除】，对象存储删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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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5 删除对象存储 

3.6. 对象存储开启 ssl 证书认证 

3.6.1 接入对象存储时开启 ssl 证书认证 

第1步 点击【资源】→【对象存储】→【存储介质】进入对象存储管理页面，点击【添加】按钮，弹

出“添加对象存储”对话框，服务主机使用 https 协议，如下图。 

  

图1-1 使用 https 协议，添加对象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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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 点击【下一步】按钮，进行证书认证： 

Ø 对象存储证书为可信证书时，会直接进入下一页； 

Ø 对象存储证书为伪可信（例如：证书由非可信 CA 颁发）或不可信（例如：证书已过期）

时，弹出证书认证提示框。证书为伪可信时，可选择信任此证书或不认证此证书；证书为

不可信证书时，只能选择不认证此证书。 

  

图1-2 证书为伪可信或不可信时弹出证书信息提示 

第3步 选择完成后，点击【继续】按钮，进入设置存储区域界面，设置索引存储与数据存储后，点击

【添加】，完成对象存储添加。 

F 注意：对象存储开启 ssl 认证时，仅支持部分 Redhat、CentOS 等操作系统，具体兼容性见

《AnyBackup 云备份软件兼容性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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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编辑对象存储 ssl 证书认证模式 

第1步 点击【资源】→【对象存储】→【存储介质】进入对象存储的备份介质管理页面，选中使用 https

协议接入的对象存储，点击【编辑】按钮，弹出“编辑对象存储”对话框，如下图。 

  

3.6.3.1.1.1 编辑对象存储 

第2步 填入访问 ID 和密码，点击【下一步】，对象存储证书为可信证书时，编辑步骤参考 1.3 编辑

对象存储章节；对象存储证书为伪可信证书或不可信证书时，弹出证书认证信息提示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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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1.1.2 编辑云存储-选择证书认证模式 

第3步 对象存储证书为伪可信或不可信时，弹出证书信息确认提示框对象存储证书为伪可信时，可修

改证书认证模式，选择“信任此证书“或”不认证此证书“。对象存储证书为不可信证书时，不能

修改证书认证模式，点击【继续】按钮，进入设置存储区域页面，设置 bucket。 

第4步 bucket 设置完成后，点击【完成】按钮，返回存储介质列表，查看对应对象存储“认证模式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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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MySQL 云备份数据保护 

4.1. 功能与兼容 

4.1.1 MySQL 逻辑备份支持的功能 

 MySQL 逻辑备份功能支持情况 

功能 子功能 支持 备注 

备份 

 

完全备份   

增量备份   

备份粒度  最小粒度为数据库 

数据保留策略   

备份策略   

归档日志删除策略   

云传输并发数   

流量控制   

备份自动重试   

自定义脚本   

恢复 原机原位置恢复   

异机恢复   

细粒度恢复  整个实例或者单个数据库 

覆盖现有数据库   

云传输并发数   

自定义脚本   

日志    

告警    



 

 113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4.1.2 MySQL 物理备份支持的功能 

4.1.2.1.1.1.1 MySQL 物理备份功能支持情况 

功能 子功能 支持 备注 

备份 

 

完全备份   

增量备份   

差异备份   

归档日志删除备份   

备份粒度  整个实例 

数据保留策略   

备份策略   

归档日志删除策略   

多通道   

云传输并发数   

流量控制   

备份自动重试   

自定义脚本   

恢复 原机原位置恢复   

原机异位置恢复   

异机恢复   

细粒度恢复  整个实例或者单个数据库 

不完全恢复  非完备时间点支持 

覆盖现有数据库   

云传输并发数   

多通道   

恢复前停止数据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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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后使数据库联机   

自定义脚本   

日志    

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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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规划与准备 

4.2.1 信息收集 

在规划与准备使用 AnyBackup 云备份 MySQL 数据库之前，请您先获取参考文档了解相关内容

并收集 MySQL 数据库所在生产机信息。 

4.2.1.1 文档下载 

为防止操作被中断，建议您提前下载好以下的文档： 

《AnyBackup 云备份产品规格特性清单.xlsx》 

《AnyBackup 云备份软件兼容性列表.xlsx》 

《AnyBackup 云备份客户端安装卸载用户指南.docx》 

4.2.1.2 生产机信息收集 

为防止操作被中断，建议您提前收集好后续操作要使用的 MySQL 数据库所在生产机信息。 

4.2.1.1.1.1.1 信息收集 

编号 信息项 目的 

1 
MySQL 数据库的操作系统版本与数据库版

本。 

确保要备份的 MySQL 数据库已在兼容性

列表支持。 

4.2.2 基础配置 

为确保可以正常备份恢复，请您先配置基础项。基础配置包括对象存储配置以及外接客户端配

置。 

F 注意： 

A． 备份MySQL数据库时，需要通过客户端进行备份，故您需要将客户端连接至控制台。 

B． 准备客户端前请您先仔细阅读《AnyBackup 云备份软件兼容性列表.xlsx》，保证客户端在兼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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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 

C． 外接客户端资源配置建议：至少 4个 CPU和 4G内存。 

4.2.3 客户端安装及配置 

请您先仔细阅读《AnyBackup 云备份软件兼容性列表.xlsx》，确保要添加的 MySQL 数据库所在

的生产机的数据库版本与操作系统版本在兼容范围内。 

4.2.3.1 Windows 客户端安装部署 

请您根据《AnyBackup 云备份客户端安装卸载用户指南.docx》进行环境检查，然后按照

“Windows 客户端安装”步骤进行安装部署。 

4.2.3.2 Linux 客户端安装部署 

请您根据《AnyBackup 云备份客户端安装卸载用户指南.docx》进行环境检查，然后按照 

“Linux for MySQL 客户端安装” 步骤进行安装部署。 

4.2.4 管理客户端 

客户端安装成功后，您可以对客户端执行以下操作：查看外接客户端、编辑外接客户端、外接客

户端分组。 

4.2.5 备份前置准备 

4.2.5.1 环境前置检查 

为确保备份任务能够顺利进行，在新建备份任务前，需要按照以下步骤去检查环境是否达到备份

的要求。 

 Windows 操作步骤 

第1步 确认系统环境变量中包含了MySQL的 bin 目录； 

在“我的电脑”上右键单击，选择属性，然后选择“高级”，单击“环境变量”，在 Path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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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寻找是否包含有 MySQL 安装目录下的 bin 目录； 

 

4.2.5.1.1.1 确认系统环境变量 

在“开始”中运行“cmd”，然后输入：echo %path%确定，在输出信息中查找是否包含有

MySQL 安装目录下的 bin 目录。 

提示：MySQL 安装完毕后系统路径可能不会包含 bin 目录，此时需手动添加。 

第2步 确认要备份的数据库可以正常连接使用； 

在进入 MySQL 命令窗口后，可输入几条常用的命令来检查数据库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如： 

show databases；-----查看数据库列表 

use aaa；-----使用 aaa 数据库 

show tables;-----查看当前数据库下的所有表 



 

 118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4.2.5.1.1.2 确认数据库可用 

第3步 确认MySQL开启了 binlog模式，并将日志模式设置为 “ROW”模式。 

使用命令查看是否开启了日志模式 show variables like 'log_bin'; 

 

4.2.5.1.1.3 查看是否开启日志 

如果没有开启可通过修改 MySQL 配置文件 my.ini 开启： 

编辑 my.ini 在[mysqld]下添加 log_bin=mysql_bin，binlog_format="ROW"。 

保存后重启MySQL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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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注意：更改 MySQL	Binlog后需要重新启动 MySQL 服务，这样会导致业务中断，请谨慎操作。	

 

4.2.5.1.1.4 编辑配置文件添加语句 

第4步 确认用于备份用户的权限，指定某用户进行备份，需要给用户授予响应的权限才使用备份恢复

功能，以备份用户为 aaa为例： 

1.  MySQL物理备份和MySQL逻辑备份，都需要开启数据库远程用户访问权限； 

2.  逻辑备份，需给备份用户 aaa授予如下权限，操作命令如下： 

grant super,select,insert,update,delete,create,drop,create 

view,index,execute,references,replication client,replication 

slave,shutdown,reload,process,lock tables,show view,trigger,event on database.* 

to 'aaa'@'%'; 

FLUSH PRIVILEGES; 

3.  物理备份的用户权限请参照以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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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备份恢复所需权限 

MySQL 5.x 
PROCESS, RELOAD, LOCK TABLES, REPLICATION CLIENT, REPLICATION SLAVE, SHUTDOWN, 

SUPER, CREATE, ALTER, INSERT, SELECT。 

MySQL 8.x 
PROCESS, RELOAD, LOCK TABLES, REPLICATION CLIENT, REPLICATION SLAVE, SHUTDOWN, 

SUPER, BACKUP_ADMIN , CREATE, ALTER, INSERT, SELECT。 

 

注意:  

A、可登录数据库，通过 show grants for ‘xxx@’%’查看 xxx用户权限。 

B、若权限不是以上说明所需的权限，请按照以上方法给用户授予对应的权限。 

C、MySQL root 用户一般具有逻辑备份和物理备份所需的权限。 

 Linux 操作步骤 

第1步 确认要备份的数据库可以正常连接使用； 

使用命令在数据库查看数据库实例是否存在ps -ef|grep mysql； 

 

4.2.5.1.1.5 查看是否启动实例 

第2步 确认MySQL开启了 binlog模式，并将日志模式设置为 “ROW”模式。 

使用命令在数据库查看是否开启了日志模式 show variables like 'log_bin'; 

 

4.2.5.1.1.6 查看是否开启日志 

如果没有开启可通过修改MySQL配置文件my.cnf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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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mysqld】中，添加 log-bin=mysql-bin，binlog_format="ROW" 

 

4.2.5.1.1.7 开启日志 

F 注意：若添加该命令后导致MySQL服务无法启动，则需要在my.cnf中【mysqld】下再添加

server_id = 1，保存后即可重新启动MySQL服务。 

第3步 确认MySQL安装用户能够通过 netstat命令查到MySQL进程端口。 

在 root 用户下执行：chmod +s /bin/netstat，使MySQL用户拥有 root权限执行 netstat

程序。 

在MySQL安装用户下输入命令 netstat -nap|grep mysqld，查到MySQL进程对应端口。 

 

4.2.5.1.1.8 查看进程端口号 

第4步 确保用于备份的用户具有对应的权限，检查方式同【2.5.1.1Windows 操作步骤】中的第 4步。 

4.2.5.2 客户端实例授权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资源】→ 【客户端】，进入客户端管理页面，选择需要备份的主机，点击【权限配置】，

选择MySQL数据库图标，选择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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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选择数据库用户 

第3步 选择用户后，点击展开数据源；若客户端实例已处于运行状态，但展开数据源之后无法发现实

例，可手动添加实例；点击【未授权】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密码、配置项（Socket 文件）、

hostName进行授权（所有实例以端口号为唯一标识而不是实例名）； 

 

图1-2 授权实例 

第4步 实例授权成功后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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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实例授权成功 

F 注意： 

A. 若客户端未安装 netstat 或者数据库用户（如 MySQL）下没有 netstat 执行权限时，在授权时，

展开数据源不会自动发现实例，需要手动进行添加；可在客户端数据库用户下（MySQL）直接

执行 netstat 命令查看是否拥有此命令以及执行权限。 

B. 用户名密码必须填写正确，否则授权失败。 

C. hostname 填写可访问实例-h，一般为 localhost、127.0.0.1 和有远程访问权限 ip。 

D. MySQL8.0 实例授权时，仅支持“mysql_native_password”的密码加密方式。 

E. 客户端授权选项hostname不支持填写除本机 ip以外的其他 ip，本机授权则需要填写 localhost、

127.0.0.1 或者该实例允许登录 ip。 

F. 授权 3306 端口实例时，即使 socket 和 HostName 填写错误，也能授权成功。因此实例授权

时，若 socket 和 HostName 填写错误，则会授权默认 3306 端口的实例，若存在 3306 端口实

例则会把 3306 端口实例授权成功。非 3306 端口实例，授权时，Socket 和 HostName 必须是

正确的才能授权成功。 

G. 实例中只有具备所有数据库权限的用户名才能授权成功并备份恢复成功。授权时，一般默认使

用 root 用户。 

H. 当后台数据库的密码包含有特殊字符，例如*，此时展开实例会失败。因为我们向后台传输数据

是基于 web 的，这种情况下，会将发送的数据里面的 html 的特殊符号自动转变成具有语义的

字符。所以实际传到后台的密码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密码。当出现这种情况时，目前只能手

动修改数据库密码后重新添加实例解决。 



 

 124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I. 后台数据库的密码中包含有~、@、#、￥、%、（、）、！是可以支持展开实例的。 

J. 授权数据源时以端口号为唯一标识，不以实例名为准，添加实例时需注意使用端口所对应的准

确实例名。 

K. Linux 环境授权确认唯一 socket 文件，需要真实有效可登录数据库的 socket 文件方可验证通

过。 

L. HostName 为允许访问数据库 ip，可默认填写 localhost 或者 1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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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ySQL 云备份 

4.3.1 关于备份 

在 AnyBackup 中，执行备份之前，您需要先新建备份任务。备份任务是备份需求的一个配置集

合单元，备份任务定义了备份内容、备份选项和备份数据存放的位置等。备份任务的新建操作，请您

参考新建备份任务；备份任务新建成功后您可以对其进行管理，具体内容请参考 3.4 管理备份任务。 

首次备份时，任务将进行全量备份，后续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设置备份类型启动。更多内容，请参

考 3.4.2 启动备份任务。 

AnyBackup 对 MySQL 数据库进行的备份属于有代理备份，即备份时需要在生产机的操作系统

内安装代理客户端。有关外接客户端的相关内容，请参考 2.3 客户端安装及配置。 

 逻辑备份原理 

一、 完全备份 

AnyBackup 备份 MySQL 数据库，逻辑备份完全备份的原理如下： 

 

4.3.1.1.1.1 逻辑备份原理图 

AnyBackup 客户端安装完成以后，创建逻辑备份任务， 任务发起时： 

1. 连接数据库获取 InnoDB 表和非 InnoDB 表 ； 

2. 开启全局读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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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 InnoDB 设置事务隔离集别为可重复读(Repeated Read) ，开启事务，对非 InnoDB 单表

加锁； 

4. 释放全局锁，利用 mysqlclient 库公开的 API 获取数据库数据并切分成数据块，将数据块保存

至备份存储介质； 

5. 备份其他数据（如：视图、触发器、事件、函数、存储过程）到存储介质； 

6. 备份完数据后，备份 Binlog 日志； 

7. 备份结束后将备份元数据信息写入到备份存储，形成完备时间点； 

二、 增量备份 

AnyBackup 备份 MySQL 数据库，逻辑备份增量备份的原理如下： 

1. 基于上一次成功的备份，备份变化的 Binlog日志到备份存储； 

2. 备份结束后将备份元数据信息等写入到备份存储，形成增量备份时间点； 

3. 在尚未进行完全备份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增量备份时，会自动转为完全备份； 

 物理备份原理 

AnyBackup 的物理备份工具 mysqlphyproc 源于开源热备工具 Percona XtraBackup ，根据产

品自身特点和需求对其进行了二次开发。 

一、 完全备份 

AnyBackup 备份 MySQL 数据库，物理备份完全备份的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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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2 物理备份原理图 

AnyBackup 客户端安装完成以后，创建物理备份任务， 任务发起时： 

1. 备份开始前持续监控 Redo 日志的变化。 

2. 客户端拷贝数据文件，通过数据流将数据发送到备份存储。 

3. 备份监控到的 Redo 日志变化的数据，并将变化的数据备份到存储。 

4. 备份 Binlog 日志文件到备份存储。 

5. 备份结束后将备份元数据信息写入到备份存储，形成完备时间点。 

二、 增量备份/差异备份 

AnyBackup 备份 MySQL 数据库，物理备份增量备份/差异备份的原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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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3 物理备份增量备份图 

AnyBackup 完成物理备份完全备份后可以发起增量备份， 任务发起时： 

1. 备份开始前持续监控 Redo 日志的变化。 

2. 客户端备份自上次备份时数据文件对应 LSN 之后的变化块，通过数据流将数据发送到备份

存储。 

3. 备份监控到的 Redo 日志变化的数据，并将变化的数据备份到存储。 

4. 备份 Binlog 日志文件到备份存储。 

5. 备份结束后将备份元数据信息写入到备份存储，形成增量时间点。 

Ø 说明 

n 增量备份和差异备份的区别 

 

4.3.1.1.1.4 增量备份差异备份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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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备份和增量备份原理相同，增量备份是基于上一次成功的备份文件备份增量数据块，差

异备份是基于上一次成功的完全备份备份增量数据块。 

 

4.3.1.1.1.5 恢复到星期三数据过程 

恢复到多次增量备份后的时间点需要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把所有增量备份时间点的数据块应用

到完全备份数据中，最后将完全备份数据恢复到 MySQL 数据目录，启动数据库服务。 

 

4.3.1.1.1.6 恢复到星期四数据过程 

恢复到差异备份时间点时，只需要将差异备份的数据块应用到完全备份的数据中，最后将完

全备份的数据恢复到 MySQL 数据目录，启动数据库服务。 

差异备份的备份数据比增量备份大但是恢复速度比增量备份快，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备份类

型。 

n 如何满足增量备份/差异备份条件？ 

1. 任务备份成功且备份时间点未被删除； 

2. MySQL 数据库备份成功后，保留的副本未被全部删除； 

3. 任务的数据路径与归档日志路径未发生变更； 

4. 任务未执行恢复任务至此备份实例的数据路径下。 

三、 归档日志备份 

AnyBackup 备份 MySQL 数据库，物理备份归档日志备份的原理如下： 

1. 基于上一次成功的备份，备份变化的 Binlog日志到备份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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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备份结束后将备份元数据信息等写入到备份存储，形成归档日志时间点； 

3. 在尚未进行完全备份的情况下，进行日志备份时，会自动转为完全备； 

4.3.1.2 备份策略管理 

AnyBackup 支持为备份任务关联备份策略，用于自动调度各种备份任务的运行。开启备份策略

功能，您无需手动进行备份操作，系统将自动按照备份策略中设置的时间和备份模式开始作业。为了

确保生产数据的安全性和恢复的需求，您需要谨慎配置备份策略。 

当您的管理控制台上存在大批量的备份任务时，为减少您维护多个备份任务的工作量，

AnyBackup 支持为备份任务统一关联同一个备份策略。 

Ø 组成要素 

备份策略将由以下几个要素组成： 

n 备份方式 

n 备份周期 

n 是否重复发起 

Ø 备份周期设置建议 

备份的周期决定了进行恢复任务时可恢复的状态点，备份周期越频繁，能恢复到越接近故障点的状

态。值得注意的是，过于频繁的备份业务，会影响系统的性能，从而对正常业务产生不良影响；频

繁的备份业务会产生大量的备份文件，不便于管理，在恢复时也较为复杂；也会产生过多的备份数

据，占用大量的磁盘空间。因此备份周期需要全面考虑恢复的要求，备份存储空间的限制，对正常

业务不会产生影响等因素。 

因此，我们建议您： 

n 一般业务可以每周末数据应用比较平缓的时候，进行一次完全备份，每天进行一次增量备份。 

n 重要的生产数据且数据量不大的情况下，可以每天进行一次增量备份。 

n 有较小占用生产客户端资源的需求的情况下，可以初始进行一次完全备份，后续进行增量备份。 

n 建议备份周期应至少大于备份时长，否则会导致部分备份计划触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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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备份策略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策略】→【备份策略】，进入“备份策略”界面。 

第3步 在当前界面，点击【新建】按钮，系统弹出“新建备份策略”对话框。 

  

4.3.1.1.1.7 新建备份策略 

第4步 在对话框中，根据要求配置如下参数： 

1.   策略模板名：输入备份策略的名称。名称由中文、大小写字母、数字、"-"、"_"、"."、"@"

组成，长度为 3-30 个字符，不可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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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备份周期：默认为每 1 天，即每天发起一次备份。 

a.   当备份周期为天，支持的配置参数范围为 1~365。 

b.   当备份周期为周，默认为每周日发起备份，支持选择周一~周日且支持多选。 

c.   当备份周期为月，默认每月 1日发起备份，支持的配置参数范围为 1~31。您可以选择

“若当月无选定日期则在最后一天触发”。 

d.   当备份周期为年，默认每年 1月 1日发起备份，支持选择具体日期发起备份。 

3.   重复发起：默认不开启，开启该项，则在任务第一次发起后，系统将按照所设定的持续时

间和频率进行重复发起。 

重复发起遵循以下原则： 

a.   持续时间和频率均支持以分钟或小时为单位。 

b.   如果以分钟为单位，持续时间的配置参数范围为 2~59，频率的配置参数范围为 1~58。 

c.   如果以小时为单位，持续时间的配置参数范围为2~24，频率的配置参数范围为1~23。 

d.   支持持续时间和频率单位不同，但频率必须小于持续时间。 

F 注意：如果在持续时间内达到了任务策略触发时间，且上一个备份任务还没有结束的

情况下，系统不会发起备份。 

第5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备份任务启用/禁用备份策略 

备份策略新建完成后，您必须将其应用到备份任务上才可以生效。如果应用了某备份策略的任务

不再需要此策略，您也可以选择移除。 

Ø 注意事项 

n 每个备份任务支持添加并启用多个备份策略。 

Ø 操作步骤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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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进入“备份”界面。 

第3步 在当前界面，选中一个或多个任务，点击【策略】，选择“备份策略”。 

 

4.3.1.1.1.8 添加备份策略 

第4步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添加】，弹出的对话框如下图，选择【备份方式】和【发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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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9 MySQL 逻辑备份选择模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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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1.9 MySQL 物理备份选择模板策略 

【备份方式】：MySQL 逻辑备份的备份方式分为完全备份、增量备份。MySQL 物理备份的备份

方式为完全备份、增量备份、差异备份、日志备份。 

【发起时间】：必选项，发起计划的具体时间格式：YYYY-MM-DD HH:MM，精确到分钟，默认

显示：当前时间，设置时间不可早于当前时间。 

第5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回到“备份策略”对话框。 

如果需要添加多个备份策略，请再次点击【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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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 在对话框中，选择一个或多个备份策略，点击【启用】按钮，原来“禁用”状态的策略变为“启

用”。 

 

4.3.1.1.1.10 操作策略模板 

第7步 如果您不希望备份策略再次应用于此备份任务，您可以点击【禁用】按钮。您另外可以删除列

表中的备份策略。 

备份策略禁用后，将即刻失效。 

F 注意： 

A. 添加每月策略任务的时候，尽量避免选择 31 号、30 号、29 号进行定时备份，考虑到有的月

份特殊，可选择 28 号及其之前的任何一个日期进行备份，这样可以保证每月都有任务执行； 

B. 在设置【开始时间】时，建议您尽量在服务器空闲时进行备份操作；另外，在设置【最大保存

完全副本数】时，可在综合考虑您的存储空间和数据需求等因素后进行合理的设置（保留副本

数策略：保留 n 个副本数，至少需要 n+1 个副本的空间）。 

C. 在设置策略时，请务必不要使用一个完全后续全是增量备份的方式；一个月必须要进行至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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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完全备份，以保护数据安全。 

 编辑备份策略 

如果您需要对当前已有的备份策略相关配置做修改，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编辑备份策略。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策略】→【备份策略】，进入“备份策略模板”界面。 

第3步 在当前界面，选中一条备份策略，点击【编辑】按钮，系统弹出“编辑备份策略”对话框。 

 

4.3.1.1.1.11 编辑备份策略 

第4步 在对话框中，您可以修改备份周期和重新设置重复发起。名称暂不支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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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复制备份策略 

如果您想复用某个备份策略，并修改个别参数时，为了简便操作，您可以复制备份策略。 

Ø 注意事项 

n 复制的备份策略与原策略的配置相同，如果您需要修改，请使用编辑功能。 

n 复制的备份策略必须进行重命名。 

Ø 操作步骤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策略】→【备份策略】，进入“备份策略”界面。 

第3步 在当前界面，选中一条备份策略，点击【复制】按钮，系统弹出“复制备份策略”对话框。 

 

4.3.1.1.1.12 复制策略模板 

第4步 在对话框中，根据要求输入备份策略的名称。 

第5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删除备份策略 

如果您不再需要某备份策略，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删除备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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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注意事项 

n 删除备份策略后，使用该备份策略的任务将不再按照该备份策略执行。请谨慎操作。 

n 支持批量删除，您可以同时删除多个备份策略。 

Ø 操作步骤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策略】→【备份策略】，进入“备份策略模板”界面。 

第3步 在当前界面，选中一条或多条备份策略，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弹出“提示”对话框。 

 

4.3.1.1.1.13 删除策略模板 

第4步 仔细阅读警告内容：“删除策略模板后，使用该策略模板的任务将不再按照该策略模板执行，

仍要继续删除吗？”确认无误后，点击【删除】按钮完成操作。 

4.3.1.3 数据保留策略管理 

当您的管理控制台上存在大批量的备份任务时，您可能会遇到备份存储空间不够用的情况。数据

保留策略将为您解决这类烦恼，一旦您按需配置数据保留策略后，系统将根据数据保留期限、保留副

本个数或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来保留备份副本，达到备份存储空间循环利用的效果。同时，

AnyBackup 也支持同一个数据保留策略关联不同备份任务，为您减少维护多个备份任务的工作量。 

AnyBackup 为您提供以下三种数据保留策略： 

Ø 数据保留期限：超过设置时间的副本将被自动清理。 

Ø 保留副本个数：超过设置个数的副本将被自动清理。 

Ø 按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设置副本保留策略：与备份策略结合使用，根据不同的备份策略设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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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保留数。 

 新建数据保留策略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策略】→【数据保留策略】，点击【新建】按钮，新建数据保留策

略。 

 

4.3.1.1.1.14 新建副本保留策略 

第3步 在对话框中，根据要求配置如下参数： 

1.   名称：输入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的名称。数据保留策略名称由中文、大小写字母、数字、

“-”、“_”、“.”、“@”组成，长度为 3~30 个字符。 

2.   数据保留策略：默认关闭，须开启后才能继续配置。 

d.   数据保留期限：默认保留 1 年的备份副本，即从使用该策略开始到 1 年后，这期间

产生的副本将被保留，超过 1 年的副本将被自动清理。 

数据保留期限配置参数范围为 1~999；可以选择年、月、周、天为单位。 

e.   保留副本个数：默认保留 2 个副本，即同一备份任务的副本超过 2 个后，最旧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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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将被自动清理。保留副本个数配置参数范围为 1~1024。 

f.   按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设置副本保留策略： 

1)   如果备份策略是按天设置，则默认保留 30 个副本。 

2)   如果备份策略是按周设置，则默认保留 24 个副本。 

3)   如果备份策略是按月设置，则默认保留 12 个副本。 

4)   如果备份策略是按年设置，则默认保留 4 个副本。 

5)   按照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所有参数配置范围均为 1~99999。 

6)   支持复选，且当任务使用对应备份周期的备份策略后，才限制发起的副本总数。 

7)   未勾选复选框，则默认保留所有副本。 

8)   勾选复选框，但任务没有使用此备份周期的备份策略，则保留自动发起的所有副本。 

例如：启用 “按年备份策略”，但任务使用的备份策略没有年度备份策略，则保留

所有备份策略自动产生的全部副本。 

9)   如果某一个备份周期的备份策略存在多个，则保留副本数为此类备份周期的所有备

份策略产生的副本累加。 

例如：任务关联了 4 个年度备份策略，则最终将保留 1 年内的 4 个副本。 

第4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备份任务关联/移除数据保留策略 

数据保留策略模板新建完成后，您必须将其应用到备份任务上才可以生效。如果应用了某数据保

留策略模板的任务不再需要此模板，您也可以选择移除。 

Ø 注意事项 

n 每个备份任务仅支持添加一个数据保留策略模板，重复添加后系统将默认使用最近一次添加

的模板。 

n 正在运行中的备份任务不支持添加和移除数据保留策略模板，请您耐心等待任务运行结束后

再添加或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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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操作步骤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进入“备份”界面。在数据备份

页面中，选中任务，点击【策略】->【添加数据保留策略】。 

 

4.3.1.1.1.15 添加数据保留策略 

第3步 在当前界面，系统弹出“添加数据保留策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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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16 选择策略模板 

第4步 在对话框中，选择一个适合该任务的数据保留策略。如果任务之前已经配置过其他数据保留策

略模板，这次新的模板将替代旧的策略模板重新生效。 

第5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备份任务添加数据保留策略后，数据保留策略即刻生效。 

第6步 如果您想要移除数据保留策略模板，请在 “备份” 界面，选中一个或多个已配置策略模板且

状态为 “未启动”的任务，点击【策略】→【移除数据保留策略】，系统弹出“提示”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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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移除数据保留策略模板 

第7步 请您仔细阅读提示内容：“移除策略后，关联备份计划的副本将不再按照该策略进行保留，仍

要继续移除吗？（一个计划如果没有数据保留策略，则该计划的副本将会全部保留）”确认无

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备份任务移除策略模板后，数据保留策略即刻失效。 

 编辑数据保留策略 

如果您需要对当前已有的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相关配置做修改，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编辑数据保留

策略模板。 

Ø 注意事项 

如果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绑定的任务正在运行中，您将无法编辑该模板。请您耐心等待任务运行结束

后再编辑。 

Ø 操作步骤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策略】→【数据保留策略】，进入“数据保留策略”界

面。 

第3步 在当前界面，选中一条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点击【编辑】按钮，系统弹出“编辑数据保留策略

模板”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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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17 编辑数据保留策略 

第4步 在对话框中，您可以关闭数据保留策略，也可以修改数据保留策略条件。名称暂不支持修改。 

第5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删除数据保留策略 

如果您不再需要某数据保留策略模板，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删除数据保留策略模板。 

Ø 注意事项 

n 如果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绑定的任务正在运行中，您将无法删除该模板。请您耐心等待任务运行

结束后再删除。 

n 支持批量删除，您可以同时删除多个数据保留策略。 

Ø 操作步骤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策略】→【数据保留策略】，进入 “数据保留策略模板” 

界面。 

第3步 在当前界面，选中一条或多条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弹出“提示”对话

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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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18 删除数据保留策略 

第4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复制数据保留策略 

如果您想复用某策略模板，并修改个别参数时，为了简便操作，您可以复制数据保留策略模板。 

Ø 注意事项 

n 复制的数据保留策略模板与原模板保留策略配置相同，如果您需要修改，请使用编辑功能。 

n 复制的数据保留策略模板必须进行重命名。 

Ø 操作步骤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策略】→【数据保留策略】，进入“数据保留策略”界

面。 

第3步 在当前界面，选中一条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点击【复制】按钮，系统弹出“复制数据保留策略”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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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19 复制数据保留策略 

第4步 在对话框中，根据要求输入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的名称。 

第5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4.3.1.4 归档日志删除策略 

在 AnyBackup 中，MySQL 备份存储的数据为数据文件与日志文件。如果您不想保留生产机冗

余的归档日志，可以设置归档日志删除策略，它会在备份任务备份结束时删除指定时间前的归档日

志，以释放生产机的存储空间。 

归档日志删除策略遵循以下原则： 

Ø 备份成功后，删除指定时间前的归档日志：在备份任务执行成功后，按照设置的时间往前删除已经

做过备份的归档日志。比如设置的为删除 1 天前的，任务会在执行成功后，删除 1 天前的归档日

志。 

Ø 数值范围：0~999 小时，0~999天，0~999 周，0~999月，0~99年。 

4.3.1.5 云传输并发数 

为了提高备份数据上传到对象存储备份介质上的速度，备份时支持使用多线程并发的形式向对象

存储备份介质上上传数据块。需要启用该功能时可以在创建备份任务选择备份介质并配置备份选项时

在界面上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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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 备份自动重试 

在 AnyBackup 中，无论是手动备份还是备份策略触发（即自动备份）的备份任务，都有可能发

生备份失败的情况。为了避免备份失败导致数据无法及时备份，AnyBackup 支持备份自动重试机

制。备份自动重试机制的开启或关闭，需要您以租户或操作员角色在新建备份任务时配置。 

备份自动重试机制遵循以下原则： 

Ø 自动重试最大次数可配置的数值范围为 1 ~ 5。 

Ø 重试等待时间可配置的数值范围为 1 ~ 30，单位为分钟。 

假设，您为备份任务开启了“备份自动重试”选项，且设置的自动重试最大次数为 3 次、重试

等待时间为 10 分钟，则： 

Ø 当手动备份执行失败，10 分钟后系统将自动重试备份并最多执行 3 次。一旦重试发起并备份成

功，无论重试了几次，此次重试策略将终止。 

Ø 当自动备份执行失败，10 分钟后系统将自动重试备份并最多执行 3 次。一旦重试发起并备份成

功，无论重试了几次，此次重试策略将终止。 

Ø 当手动备份执行失败，自动重试发起前，手动发起备份且执行成功，重试策略将不执行。 

Ø 当手动备份执行失败，自动重试发起前，自动发起备份且执行成功，重试策略将不执行。 

Ø 当自动备份执行失败，自动重试发起前，手动发起备份且执行成功，重试策略将不执行。 

Ø 当自动备份执行失败，自动重试发起前，自动发起备份且执行成功，重试策略将不执行。 

4.3.1.7 流量控制 

在 AnyBackup 中，备份存储已经支持并行备份。当外部 QPS 或并发量超过了访问上限会导致

应用瘫痪，所以会对接口调用加上限流保护，防止超出预期的请求导致系统故障。 

流量限速实现流程如下： 

1、由应用创建限速组件 (蓝色线条表示创建)； 

2、 应用通过不同 essClient 创建多个 writeClient 的时候，将 flowCtrl 用作参数传入 (橙色虚线

条表示传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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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 writeClient 的 datachannel 传输数据时，由同一个 flowCtrl 进行限流 (红色线条代表使

用)。 

 

4.3.1.1.1.20 流量控制 

Ø 说明 

界面上显示速度的大小是应用处理数据的速度，并非真实发送数据的速度。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任务的真实数据是 1GiB，但是开启了重删，重删之后只有 20MiB 真实数据了。此时限

速设置 10MiB 每秒。那么，后端 datachannel 发送的速度就是 10MiB 每秒，一共需要 2 秒时间。而

由于前端页面显示的是数据处理速度，所以显示的速度大概应该是 1GiB/2s，约为 500MiB/s。 

流量控制遵循以下原则： 

Ø 开始日、结束日：周一~周日。 

Ø 限速时间段：00:00~23:59，秒不设置；开始时间需早于结束时间。 

Ø 限速时间段不允许有交叠。 

Ø 若不在时间段之内，则速度上限没有限制。 

Ø 速度范围 0~1024MiB/s（再大会溢出），整数，默认 1024M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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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点击新建会增加一条限制，最多增加 47条，一共可设置 48条限制。 

Ø 点击删除可删除手动添加的时间段限速条件；选中多条限速项可批量删除。 

4.3.1.8 自定义脚本 

在 AnyBackup 中，MySQL 数据库备份支持自定义脚本功能。 

自定义脚本支持以下三种执行方式： 

Ø 备份前执行：在备份任务发起后，数据库备份开始前执行用户选择的脚本文件。 

Ø 备份成功后执行：在备份任务执行成功后，执行用户选择的脚本文件。若备份任务执行失败，则此

选项下的脚本不会被执行。 

Ø 备份失败后执行：在备份任务执行失败后，执行用户选择的脚本文件。若备份任务执行成功，则此

选项下的脚本不会被执行。 

4.3.1.9 多通道 

在 AnyBackup 中，MySQL 数据库备份支持开启多通道。 

默认每个通道分配内存 64MiB。通道数在关闭时默认为 1 ，最少开启 1 个通道，最多开启 32 个

通道。 

可以通过设置通道数来调节备份性能。当您的机器资源充足，您可以试着加大通道数来优化备份

性能。建议通道数不要超过机器的内核数量。 

逻辑备份多通道原理如下： 

 

4.2.5.1.1.10 多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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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备份数据进行切块，将数据块放入到任务池中进行多通道备份。 

物理备份多通道原理如下： 

 物理基于物理文件进行备份，将需要备份的文件放入到任务池中进行多通道备份。 

 MySQL 逻辑备份任务创建 

4.3.2.1 注意事项 

Ø 备份中文名称数据库时，由于MySQL在解析日志时存在乱码，会导致增量时间点数据的恢复任务

界面显示成功，但实际上数据库只有完全备份时的数据。 

Ø 客户端安装在含有中文的路径下，恢复完全备份时间点时任务失败，因此建议客户端安装时选择路

径不可包含中文。 

Ø MySQL备份恢复不支持并发场景，即同一个客户端只支持一个备份任务或者恢复任务处于执行状

态。 

Ø 不支持备份数据源表中含有衍生列。 

Ø 备份数据源存在临时表时，由于临时表只在当前连接可见，因此不支持备份恢复临时表数据。 

Ø 在以下条件下发起增量备份会转完备：① 新增数据库转完备；②数据源数量一致，检查数据源名

字，不一致转完备；③此次备份数据源少于上次备份数据源，检查此次备份数据源是否在上次备份

数据源中，如果不在，增备转完备；如果在，继续备份。故在开启副本保留策略时，建议将副本数

调大，避免保留的完备副本丢失。 

4.3.2.2 新建备份任务步骤 

在 AnyBackup 中，执行备份之前，您需要先新建备份任务，请您根据以下操作新建备份任务。

Windows 与 Linux 新建备份任务步骤一致，不分开叙述。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标签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选项卡，在操作界面，点击【新建】，选择相应的

客户端，其应用类型自动显示在右侧，选择【MySQL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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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21 创建备份任务 

 

4.3.1.1.1.22 创建备份任务-选择客户端 

第3步 点击【下一步】，展开数据源层级。数据源支持自动发现实例，经过客户端授权后才可继续展

开实例，展开数据源时，windows 客户端只要选择需要备份的实例或数据库点击【下一步】

即可；Linux客户端，需要先选择用户，继而展开该用户下的所有实例，勾选需要备份的数据

源，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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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23 创建备份任务-选择数据源 

F 注意：	

A.	 支持备份单个数据库或整个实例。	

B.	 支持选择多个实例同时备份。	

C.	 展开数据源时，能够浏览到系统数据库 MySQL，test 和其他后期自定义的数据库，浏览不到系统

数据库 sys、information_schema 和 performance_schema。	

D.	 information_schema 确切说是信息数据库。其中保存着关于 mysql 服务器所维护的所有其他数据

库的信息。如数据库名，数据库的表，表栏的数据类型与访问权限等。在 information_schema 中，有

数个只读表。它们实际上是视图，而不是基本表，因此，你将无法看到与之相关的任何文件。	

E.	 MySQL	5.5 新增一个存储引擎：performance_schema 数据库,主要用于收集数据库服务器性能参数。

MySQL用户是不能创建存储引擎为 PERFORMANCE_SCHEMA 的表，故在选择数据源时将该数据库屏蔽

掉。	

第4步 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存储介质默认选中对象存储，点击下拉列表可选择存储，备份选项按需

要配置，各选项功能再下方有说明，按需要配置之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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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24 创建备份任务-设置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 1 

 

4.2.5.1.1.11 创建备份任务-设置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 2 

【归档日志删除策略】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按照设置的时间删除归档日志。可选择按时间删除

归档日志。 数值范围：0~999 小时，0~999 天，0~999 周，0~999 月，0~99 年。 

【云传输并发数】默认开启 8 个通道。可配置 1-64 线程。通过配置线程数，可调节备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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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增加线程数，可使备份速度达到峰值，但是内存、CPU 等资源占用也会相应增加。 

【备份自动重试】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任务失败之后，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与次数重新触发任

务执行。 

【流量控制】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支持分时段限速，限速范围 0~1024MiB/s。可添加多条限速

计划，计划时段不允许冲突。 

【自定义脚本】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可设置备份前，备份成功，备份失败后执行脚本。 

第5步 点击【下一步】，填写备份任务名称和备注，点击【完成】，任务创建成功。 

 

4.3.1.1.1.25 创建备份任务-任务名称和备注录入 

第6步 点击【完成】，弹出信息确认框，确认录入信息。 

1. 勾选【任务生成后立即执行】，点击【确定】，任务立即发起。 

2. 不勾选【任务生成后立即执行】，点击【确定】，任务新建成功后不会自动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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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26 创建备份任务-任务立即发起 

第7步 点击【确定】，新建任务成功。 

 MySQL 物理备份任务创建 

4.3.3.1 注意事项 

Ø 用做 MySQL 备份的用户（客户端授权功能处填写的用户）有 BACKUP_ADMIN 权限才可备份。 

Ø MySQL备份恢复不支持并发场景，即同一个客户端只支持一个备份任务或者恢复任务处于执行状

态。 

Ø 在以下条件下发起增量备份会转完备：① 新增数据库转完备；②数据源数量一致，检查数据源名

字，不一致转完备；③此次备份数据源少于上次备份数据源，检查此次备份数据源是否在上次备份

数据源中，如果不在转完备；如果在，继续备份。故在开启副本保留策略时，建议将副本数调大，

避免保留的完备副本丢失。 

Ø 对于数据库配置了文件级加密后，需要专门组件支持解密后方可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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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2 新建备份任务步骤 

在 AnyBackup 中，执行备份之前，您需要先新建备份任务，请您根据以下操作新建备份任务。

Windows 与 Linux 新建备份任务步骤一致，不分开叙述。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登录管理控制台，点击标签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选项卡，在操作界面，点击【新

建】，选择相应的客户端，其应用类型自动显示在右侧，选择【MySQL数据库】。 

 

4.3.1.1.1.27 创建备份任务 

 

4.3.1.1.1.28 创建备份任务-选择客户端 

第3步 选择数据源：备份类型选择为物理备份，数据源支持自动发现实例，数据源层级经过授权后才

可继续展开，展开数据源时， Linux 客户端，需要先选择用户，继而展开该用户下的所有实

例，勾选需要备份的数据源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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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29 创建备份任务-选择数据源 

F 注意：	

A. 数据源选择粒度为实例。	

B. 支持选择一个任务对多个实例同时备份。	

第4步 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存储介质默认选中对象存储，点击下拉列表可选择存储，备份选项按需

要配置，各选项功能再下方有说明，按需要配置之后，点击【下一步】。 

 

 

4.3.1.1.1.30 创建备份任务-设置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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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1.12 创建备份任务-设置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 2 

【归档日志删除策略】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按照设置的时间删除归档日志。数值范围：0~999

小时，0~999 天，0~999 周，0~999 月，0~99 年； 

【云传输并发数】默认开启 8 个通道。可配置 1-64 线程。通过配置线程数，可调节备份速度，

通过增加线程数，可使备份速度达到峰值，但是内存、CPU 等资源占用也会相应增加。 

【多通道备份】默认不开启；开启后可进行多线程备份，提升备份效率，通道范围 1~32。 

【备份自动重试】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任务失败之后，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与次数重新触发任

务执行。 

【流量控制】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支持分时段限速，限速范围 0~1024MiB/s。可添加多条限速

计划，计划时段不允许冲突。 

【自定义脚本】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可设置备份前，备份成功，备份失败后执行脚本。 

第5步 点击【下一步】，填写备份任务名称和备注，点击【完成】，任务创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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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31 创建备份任务-任务名称和备注录入 

第6步 点击【完成】，弹出信息确认框，确认录入信息。 

3. 勾选【任务生成后立即执行】，点击【确定】，任务立即发起。 

4. 不勾选【任务生成后立即执行】，点击【确定】，任务新建成功后不会自动发起。 

 

4.3.1.1.1.32 创建备份任务-任务立即发起 

第7步 点击【确定】，新建任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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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备份任务 

MySQL 逻辑备份与物理备份均可按照此章节进行备份任务的管理。您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按照以

下步骤进行操作。 

4.3.4.1 查看备份任务 

请您根据以下操作查看备份任务：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进入“备份”界面。  

 

4.3.1.1.1.33 备份任务展示 

第3步 点击【详情】，“详情”界面分为四个部分“基本信息”、“数据源”、“选项”以及“策略”，如所

示，请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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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34 查看基本信息与数据源 



 

 163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4.3.1.1.1.35 查看任务选项与策略 

4.3.4.2 启动备份任务 

备份任务新建完成后，您可以对其进行启动操作。AnyBackup 支持的启动方式有以下两种： 

Ø 通过备份策略自动启动 

Ø 手动启动 

以下将为您介绍手动启动备份任务的操作步骤：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标签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选项卡，选择已创建的备份任务，选择【启动】，

弹出启动确认弹窗，选择备份方式后，点击【启动】，发起任务。MySQL逻辑备份支持完全备

份与增量备份；MySQL物理备份支持完全备份、增量备份、差异备份与归档日志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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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36 MySQL 逻辑备份任务执行-选择备份方式 

 

4.2.5.1.1.13 MySQL 物理备份任务执行-选择备份方式 

第3步 启动任务后，在【监控】页面选中任务，点击【详情】，可在执行中查看执行概要及执行输出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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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37 备份任务执行-执行状态 

 

4.3.1.1.1.38 备份任务执行-执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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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39 备份任务执行-执行输出 

第4步 任务执行结束，可在历史记录中查看执行结果。点击【详情】，可查看执行概要及执行输出信

息。 

 

4.3.1.1.1.40 备份任务执行-历史记录 

4.3.4.3 停止备份任务 

备份任务在运行过程中，您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需要停止备份任务。AnyBackup 支持您在管理

控制台上停止备份任务。 

Ø 注意事项 

n 停止备份任务后，再次发起该任务将不进行断点续传，系统将重新备份数据。因此，请您谨慎

操作。 

Ø 操作步骤 

第4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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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监控】，进入“监控”界面。 

 
4.3.1.1.1.41  

第6步 在当前界面，选择一个状态为“正在运行”的任务，点击【停止】按钮，系统弹出“警告”对

话框。 

 
4.3.1.1.1.42  

第7步 请您仔细阅读警告内容：“确认继续停止运行这些计划？” 

第8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停止】按钮完成操作。 

请您耐心等待系统停止备份任务。当“监控”界面不再显示该任务，说明该任务已成功停止。 

4.3.4.4 编辑备份任务 

备份任务新建完成后，如果您需要编辑修改任务向导中的配置，您可以编辑备份任务。备份任务

编辑成功后，下次备份将根据编辑后的信息执行。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标签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选项卡，选中需要编辑的备份任务，点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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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43 备份任务编辑-选中任务 

第3步 进入主机选择界面，需要保护的主机不能编辑修改，点击【下一步】。 

 

4.3.1.1.1.44 备份任务编辑-主机显示 

第4步 进入数据源选择界面，备份类型与数据源不支持编辑，点击“下一步”。 

 

4.3.1.1.1.45 单机任务编辑-修改数据源 

第5步 进入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页面，存储介质不支持修改，备份选项均可修改。可根据您的需要修

改备份选项后，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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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46 备份任务编辑-MySQL 逻辑备份_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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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1.14 备份任务编辑-MySQL 物理备份_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 

第6步 进入任务名称及备注界面，任务名称不支持编辑修改，备注可修改，点击【完成】。 

 

4.3.1.1.1.47 备份任务编辑-备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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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5 删除备份任务 

如果您的备份任务列表存在任务不需要继续进行备份保护时，您可以删除备份任务。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标签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选项卡，选择已创建的备份任务，选择【删除】，

弹出删除确认弹窗，输入”YES”,点击删除， 删除任务。 

 

4.3.1.1.1.48 备份任务删除-界面显示 

4.3.4.6 清理备份数据 

如果您的对象存储空间不足且希望释放更多的空间，您可以清理已备份的数据。清理备份数据需

要您在管理控制台上新建任务来操作。 

F 注意：已备份的数据被清理后，您将无法继续使用这部分数据进行数据恢复，请您谨慎操作。 

第1步 UAM 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标签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清理】，在数据清理界面点击【新建】按钮，新建数据清

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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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49 新建数据清理任务 

第2步 选择需要进行数据清理的任务，点击【下一步】。 

F 注意： 

A. 如果需要清理对象存储中的数据，必须选择一个对象存储。 

B. 您只能选择状态为“空闲”的备份任务进行数据清理。 

 

4.3.1.1.1.50 数据清理—选择任务 

第3步 请选择要清理的副本，默认清理全部副本。可以选择清理指定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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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51 备份任务执行-清理全部时间点 

F 注意：当您选择“清理指定副本”时，您必须选择一个或多个时间点副本，但最近的时间点副本不

可选，即系统将保留最近的时间点副本，您可以继续使用该副本。 
 

 

4.3.1.1.1.52 备份任务执行-清理部分时间点 

第3步 点击【下一步】，弹出任务确认界面，点击完成。 



 

 174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 数据清理确认任务名称和备注界面&

第4步 弹出数据清理信息确认界面，输入 YES。此处区分大小写，必须填大写半角英文字母。 

 

!"#"$"$"$"%! 数据清理确认界面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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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注意： 

A. 数据清理需要一定的执行时间，请延迟一段时间查看准确数据； 

B. 在清理全部时间点的选项下，最新时间点可以被清理。选择清理部分时间点时，最新时间点置

灰，不能清理； 

C. 正在执行备份或恢复的任务无法清理数据，此类任务在新建清理任务时，数据状态显示占用。  

 备份 F&Q 

4.3.5.1 MySQL 单机逻辑备份 

Ø Q1：新建备份任务后，任务执行备份报错“获取 MySQL 数据库日志文件列表失败”， 异常号：

416546834。如图所示： 

 

图1-5 备份报错 

【问题原因】数据库未开启日志模式。 

【解决方案】使用命令查看是否开启了日志模式 show variables like 'log_bin'; 

如果没有开启可通过修改MySQL配置文件 my.ini 开启： 

1） Windows 操作系统下，编辑 my.ini 在[mysqld]下添加 log_bin=mysql_bin。Linux 需要编辑

my.cnf 在[mysqld]下添加 log_bin=mysql_bin。 

2） 保存后重启MySQL服务。 

Ø Q2：新建备份任务后，任务执行备份报错“连接数据库失败，可能原因：信息有误或者网络故障”， 

异常号：416546817。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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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备份报错 

【问题原因】检查数据库服务是否正常。 

【解决方案】若数据库服务未启动则开启数据库服务。 

Ø Q3：新建备份任务后，任务执行备份报错“数据库未通过检测”，异常号： 416415748。如图所

示： 

 

图1-7 备份报错 

【问题原因】环境中存在一个长时间占用数据库的连接，会导致软件在创建数据库快照点时卡死

不返回。 

【解决方案】及时与客户沟通：是否可暂停当前占用数据库的进程。若允许暂停，则将此进程暂

时停止，等备份完之后再启动或者重启数据库。 

Ø Q4：新建备份任务后，执行完全备份，恢复完全备份时间点，插入数据，发起增量备份没有转为

完全备份，恢复该增量备份时间点成功，但是恢复的数据有误： 

【问题原因】由于恢复后无法判断数据库是否恢复过，所以无法检测到是否需要转为完全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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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增量备份时间点不可用。 

【解决方案】MySQL 数据库恢复成功后，需要重启发起一次完全备份。 

Ø Q5：偶现报错：”备份失败，原因：数据发送线程出现异常”，异常提供者：mysqlbackup，异

常号：0： 

 

图1-8 备份报错 

【问题原因】客户端后台出现“Writing to net”问题，原因 1. 返回结果集太大，网络负载较

大；2. Max_allowed_packet 参数设置过小。 

【解决方案】1、将 Max_allowed_packet 参数设置改大；2、建议控制台和客户端在同一网段来

避免此问题；3、如果还有此问题，重启客户端服务重新备份。 

Ø Q6：客户端授权时报错：“展开数据源失败，原因：未发现任何 MySQL 服务器.(错误

码:  416350213)”： 

 

图1-9 客户端授权报错 

【问题原因】1、MySQL 数据库服务未开启；2、客户端安装时，选择的 MySQL 用户输入错

误；3、Linux 操作系统下，用户无法执行 netstat 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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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1、开启 MySQL 数据库服务；2、选择 MySQL 数据库安装时指定的用户，一般为

mysql 用户；3、在 root 用户下执行 chmod +s /bin/netstat 命令。 

Ø Q7：客户端授权时，展开数据源报错，报错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1-10 客户端授权报错 

 

图1-11 客户端授权报错 

【问题原因】客户端后台执行 netstat -nap|grep mysqld 报错。 

【解决方案】方法 1：在客户端的操作系统配置文件中路径/etc 下，编辑 sudoers 文件，将配置

文件中‘Defaults  requiretty’注释掉，并添加 MySQL 用户相关信息： 

mysql   ALL=(ALL)       NOPASSWD:ALL。 

 

图1-12 添加 MySQL 用户相关信息 

再将安装路径如 AnyBackupClient/etc/ClientService 下的 mysqlEnv.config 文件中将 disabled 值

添加为任意数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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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mysqlEnv.config 配置 

方法 2：直接在 root 用户下执行：chmod +s /bin/netstat。 

Ø Q8：发起完全备份失败，执行输出报错：“获取数据库中表信息失败，可能原因：数据库状态不正

常，导致查询命令执行失败。”异常号：416546817，如下图所示： 

 

图1-14 备份失败 

【问题原因】任务的数据源中有数据库被删除，导致查询命令失败。 

【解决方案】创建新的MySQL任务，重新备份。 

Ø Q9： MySQL 自定义函数未备份 

【问题原因】MySQL 自定义函数未备份到本地 ofs 卷中。 

【解决方案】配置 mysqlEnv.config 文件，在文件中添加 function_backup_path=/tmp（tmp 可以

为其他自定义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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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1.15 配置 mysqlEnv.config 文件 

4.3.5.2 MySQL 单机物理备份 

Ø Q1：新建备份任务后，任务执行备份报错“获取 MySQL 数据库日志文件列表失败”， 异常号：

416546834。如图所示： 

 

图1-15 备份报错 

【问题原因】数据库未开启日志模式。 

【解决方案】使用命令查看是否开启了日志模式 show variables like 'log_bin'; 

如果没有开启可通过修改MySQL配置文件 my.ini 开启： 

1） Windows 操作系统下，编辑 my.ini 在[mysqld]下添加 log_bin=mysql_bin。Linux 需要编辑

my.cnf 在[mysqld]下添加 log_bin=mysql_bin。 

2） 保存后重启MySQL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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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Q2：客户端授权时报错：“展开数据源失败，原因：未发现任何 MySQL 服务器.(错误

码:  416350213)”： 

 

图1-16 客户端授权报错 

【问题原因】1、MySQL 数据库服务未开启；2、客户端安装时，选择的 MySQL 用户输入错

误；3、Linux 操作系统下，用户无法执行 netstat 命令。 

【解决方案】1、开启 MySQL 数据库服务；2、选择 MySQL 数据库安装时指定的用户，一般为

mysql 用户；3、在 root 用户下执行 chmod +s /bin/netstat 命令。 

Ø Q3：数据库备份任务报错：“任务失败，原因：mysqlphyprocxx 进程启动失败或启动后异常退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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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备份报错 

【问题原因】1、MySQL 数据库项目功能中，需要对 mysql 数据进行备份，使用到 xtrabackup 

命令备份的时候，没有 BACKUP_ADMIN 权限导致的。 

【解决方案】1、登录数据库，授权：grant BACKUP_ADMIN on *.* to 'root'@'%';。2、刷新权

限：FLUSH PRIVI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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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MySQL 云备份恢复 

 关于恢复 

在 AnyBackup 中，执行恢复之前，您需要先新建恢复任务。恢复任务是恢复需求的一个配置集

合单元。恢复任务指定了从哪个存储恢复数据、恢复目的客户端与恢复所设置的配置等，请参阅 4.2

与 4.3 进行恢复任务的新建，恢复任务新建成功后您可以对其进行管理，具体参阅 4.4。 

4.4.1.1 逻辑备份恢复 

AnyBackup 恢复 MySQL 数据库，逻辑备份恢复原理如下所示： 

 

图1-18 逻辑备份恢复 

创建逻辑备份恢复任务， 任务发起时： 

1. 从备份存储介质获取备份数据块，解析数据块为数据库可执行的语句； 

2. 执行恢复语句； 

3. 数据恢复完成后解析 Binlog 日志，应用日志数据。 

F 注意： 

A. 定时备份异机恢复时，务必保证异机的数据库用户名、密码均与原机保持一致，否则恢复失败； 

B. 逻辑备份恢复时，务必启动 MySQL 数据库服务，否则恢复失败； 

C. 不支持跨系统平台恢复（Windows 恢复到 Linux，Linux 恢复到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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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不支持跨数据库版本恢复； 

E. 支持最小粒度为数据库级别的恢复，也支持整个实例的恢复； 

F. 由于 MySQL 库为系统库记录了其他数据库相关的信息，被覆盖或恢复后可能导致数据异常，

浏览恢复选择数据源时请谨慎选择（注意）； 

G. 恢复成功后，需要进行一次完全备份。若直接进行增量备份，该增量备份时间点不可用； 

H. 在存在中文名称数据库以及中文安装路径的情况下，由于 MySQL 在解析日志时存在乱码，会

导致增量的数据将无法恢复。 

 

4.4.1.2 物理备份恢复 

AnyBackup 恢复 MySQL 数据库，物理备份恢复原理如下所示： 

 

图1-19 物理备份恢复 

创建物理备份恢复任务， 任务发起时： 

1. 停止需要恢复的数据库实例。 

2. 将全量数据文件恢复到指定的 MySQL 的数据目录。 

3. 将增量的数据块覆盖恢复到数据文件对应的数据块上。 

4. 数据恢复完成，应用备份的 Redo 日志和 Undo 日志保证数据一致性。 

5. 启动数据库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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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定任意时间点恢复时通过应用 Binlog 日志恢复到指定时间点。 

F 注意： 

A. 定时备份异机恢复时，务必保证异机的数据库用户名、密码均与原机保持一致，否则恢复失败； 

B. 主机版物理备份恢复时，务必启动 MySQL 数据库服务，否则恢复失败； 

C. 不支持跨系统平台恢复（Windows 恢复到 Linux，Linux 恢复到 Windows）； 

D. 不支持跨数据库版本恢复； 

E. 支持最小粒度为数据库级别的恢复，也支持整个实例的恢复； 

F. 由于恢复后的实例如果联机使用的话，需要系统库，因此选择数据库粒度恢复时建议勾选所有

系统库； 

G. 由于原机原位置恢复是覆盖恢复，会清理原数据文件位置所有文件，建议选择原机原位置恢复

需谨慎； 

H. 恢复成功后，发起增量备份、差异备份、归档日志备份转完全备份； 

I. 恢复的目的路径属主必须是目的实例运行的用户； 

4.4.1.3 任意时间点恢复 

任意时间点恢复如下所示： 

 

图1-20 任意时间点恢复 

创建恢复任务，选择时间点进行恢复时： 

1. 物理备份恢复到指定时间点前最近的一次非归档日志备份时间点，逻辑备份恢复到最近的一次完

全备份。 

2. 获取恢复完成后 Binlog的起点，开始应用 Binlog日志到指定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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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 MySQL 逻辑备份的恢复任务 

4.4.2.1 注意事项 

Ø 不支持跨系统平台的恢复（Windows、Linux不支持任意两个平台互相恢复）。 

Ø 不支持跨MySQL版本的恢复。 

Ø 当前版本暂不支持恢复至指定目标数据库名称。 

Ø 恢复成功后需重新发起一次完全备份，若恢复完直接发起增量备份，恢复该时间点的任务执行

成功但数据有误。 

Ø 备份数据源为多实例的时间点恢复时，仅支持数据源下的单个实例的恢复。 

Ø 数据库中关闭了MySQL事务的自动提交，会导致不同未提交（commit）事务在对同一表进

行操作时，出现 wait for metadata lock状态，导致数据库线程卡住，致使恢复任务卡住。 

Ø 恢复系统库MySQL时，恢复任务可能会失败，不建议恢复系统数据库。 

Ø 定时备份异机恢复时，务必保证异机的数据库实例名、用户名、密码和端口号均与原机保持一

致，否则恢复失败。 

Ø 定时备份恢复时，务必启动MySQL数据库服务，否则恢复失败。 

Ø 支持最小粒度为数据库级别的恢复，也支持整个实例的恢复。 

Ø 由于 mysql 库为系统库记录了其他数据库相关的信息，被覆盖或恢复后可能导致数据异常，

浏览恢复选择数据源时请谨慎选择（注意）。 

Ø 在存在中文名称数据库以及中文安装路径的情况下，由于MySQL在解析日志时存在乱码，会

导致增量的数据将无法恢复。 

4.4.2.2 新建恢复任务步骤 

第1步 UAM!"#$%&'( 

第2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恢复】，点击【新建】，进入新建恢复任务页面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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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55 新建数据恢复任务 

第3步 选择存储介质，从备份介质下已经备份过的任务中选择要恢复的备份任务。 

 

4.3.1.1.1.56 数据恢复--选择备份任务 

第4步 点击【下一步】，选择备份时间点，展开数据源列表，可以选择恢复整个实例或者单个、多个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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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1.16  

 

4.3.1.1.1.57 恢复--选择时间点 

第5步 选择恢复位置，默认为恢复至原客户端原位置，也可选择恢复至其他客户端，恢复为原数据库

名称。恢复选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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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1.17 数据恢复--选择时间点 

 

4.3.1.1.1.58 数据恢复--选择目的地，设置恢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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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现有数据库】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恢复任务会覆盖目的地现有数据。原机原位置恢复需

要开启此选项。 

【云传输并发数】默认开启 8 个通道。可配置 1-64 线程。通过配置线程数，可调节恢复速度，

通过增加线程数，可使恢复速度达到峰值，但是内存、CPU 等资源占用也会相应增加。 

【自定义脚本】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可设置恢复前，恢复成功，恢复失败后执行选定的脚本。 

F 注意： 

A. 当目的端存在同名数据库时需开启覆盖现有数据库才能恢复成功，开启之前请确认可以覆盖。 

B. 建议数据源不要选择“mysql”库，由于 mysql 库为系统库记录了其他数据库相关的信息，

被覆盖或恢复后可能导致数据异常。 

第6步 点击【下一步】，填写任务名称和备注。 

 

4.3.1.1.1.59 数据恢复--填写任务名与备注 

第7步 点击【完成】，弹出信息确认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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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60 数据恢复--信息确认 

第8步 点击【确定】，新建恢复任务完成。 

 新建 MySQL 物理备份的恢复任务 

4.4.3.1 注意事项 

Ø 定时备份恢复时，务必启动MySQL实例服务，否则恢复失败。 

Ø 不支持跨MySQL数据库版本恢复。 

Ø 支持最小粒度为数据库级别的恢复，也支持整个实例的恢复。 

Ø 支持不完全恢复。 

Ø 由于恢复后的实例如果联机使用的话，需要系统库，因此选择数据库粒度恢复时建议勾选所有

系统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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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由于原机原位置恢复是覆盖恢复，会清理原数据文件位置所有文件，如果恢复失败不可逆，建

议选择原机原位置恢复需谨慎。 

Ø 恢复成功后，发起增备、差备、归档日志备份转完备。 

Ø 恢复的目的路径属主必须是目的实例运行的用户。 

Ø 当前版本只支持恢复出创建过的实例。 

Ø MySQL8.0 以上版本恢复数据源为部分数据库恢复，则恢复后存在可查询到未恢复的数据库

但不能使用的情况，则需要在数据文件路径下新建该数据库同名文件夹，再使用命令 drop 

database 数据库名;可清理。 

Ø 多实例恢复时，仅支持单个实例下的数据源恢复。 

Ø 恢复时建议勾选系统数据库，不勾选系统数据库恢复出来的文件无法用来启动实例，仅当做数

据文件存储。 

Ø 恢复过程中，数据文件丢失导致数据库服务停止失败，则有可能导致恢复失败，如果恢复失

败，则手动停止数据库服务，再次发起恢复，则恢复成功。 

Ø 恢复界面选择的数据库配置文件(my.cnf)，如果其中包含多实例配置，恢复后需手动调整目标

恢复路径中的配置文件，否则，实例可能启动失败。 

Ø MySQL 恢复路径和配置文件中相关路径需要满足数据库安装用户有增删读写权限。 

Ø MySQL 数据库恢复选择覆盖选项，会覆盖生产机上恢复目录下的数据。 

Ø 恢复MySQL可能会失败（断电断网等原因），不建议恢复原机原位置，如果恢复原机原位置

失败，可新建一个端口号相同的新的实例，再次恢复。 

4.4.3.2 新建恢复任务步骤 

第1步 UAM!"#$%&'( 

第2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恢复】，点击【新建】，进入新建恢复任务页面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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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61 新建数据恢复任务 

第3步 选择要恢复的备份任务。 

 

4.3.1.1.1.62 数据恢复--选择备份任务 

第4步 点击【下一步】，选择备份时间点，展开数据源列表，可以选择恢复整个实例或者单个、多个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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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1.18 数据恢复--选择时间点 

 

4.3.1.1.1.63 恢复--选择数据源 

第5步 选择恢复客户端、恢复位置、用户名称、恢复实例等信息，点击【下一步】。恢复选项说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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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1.19 数据恢复—选择客户端 

 

4.2.5.1.1.20 数据恢复--完备时间点恢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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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1.21 数据恢复--非完备时间点恢复选项 

 

4.3.1.1.1.64 数据恢复--非完备时间点恢复选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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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现有数据库】默认不开启，开启后会在恢复过程中覆盖选择数据文件恢复路径下的数据。 

【多通道恢复】默认不开启，开启后可设置恢复通道数，可进行多线程恢复，提升恢复效率，范

围 0~32。 

【云传输并发数通道数】默认为 8 线程，可配置 1-64 线程。通过配置线程数，可调节恢复速

度，通过增加线程数，可使恢复速度达到峰值，但是内存、CPU 等资源占用也会相应增加。 

【不完全恢复】适用于增量备份、差异备份、归档日志备份时间点恢复，默认不开启，开启后可

选择恢复时间点，恢复后使数据库联机联动开启，恢复类型为不完全恢复，可以恢复指定时间点状

态。 

【恢复前停止数据库服务】默认不开启，开启后恢复任务会在开始恢复数据前，停止实例服务，

如果开启恢复后使数据库联机，则必须开启恢复前停止数据库服务，否则恢复失败。 

【恢复后使数据库联机】默认不开启，开启后恢复任务恢复完实例后，根据新生成的配置文件启

动新实例。 

【自定义脚本】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可设置恢复前，恢复成功，恢复失败后执行选定的脚本。 

F 注意： 

A. 若想手动应用 MySQL	Binglong 日志，可用如下命令手动应用 Binglog 日志：mysqlbinlog	log1	log2	

--start-position=xxx	--stop-datetime=xxxx-xx-xx	xx:xx:xx	|	mysql	-uxxx	-pxx	-S	-h，。 

B. 参数说明：--start-position 转储日志的起始位置；--stop-datetime 转储日志的截止时间，可使

用	mysqlbinlog	--help	查看各参数说明。	

C. 在恢复 MySQL 数据库配置文件路径my.cnf 时，需要保证 my.cnf中配置的文件路径为空，否则

会影响正在使用该配置文件的实例。	

第6步 点击【下一步】，填写任务名称和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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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65 数据恢复--填写任务名与备注 

第7步 点击【完成】，弹出信息确认框。 

 

 

4.3.1.1.1.66 数据恢复--信息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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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步 点击【确定】，新建恢复任务完成。 

 管理恢复任务 

4.4.4.1 查看恢复任务 

Ø 注意事项 

n MySQL 恢复任务运行结果可以是“已停止”、“成功”、“失败”或“成功(有警告)”。建议您及

时查看警告内容和原因，确认恢复数据是否存在问题。 

n 恢复任务在运行过程中触发【停止】按钮，任务运行的结果为“已停止”。如何停止恢复任务，

请您参考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Ø 操作步骤 

恢复任务默认新建成功立即执行，请您根据以下操作查看恢复任务： 

第1步 恢复任务开始执行，可查看任务执行记录。 

 

4.3.1.1.1.67 数据恢复-任务记录 

第2步 选中任务，点击【详情】，您可以进一步查看该任务的任务详情、执行概要、执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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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68 数据恢复-任务执行详情 

 

4.3.1.1.1.69 数据恢复-任务执行详情-选项 



 

 201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4.3.1.1.1.70 数据恢复—任务执行概要 

 

4.3.1.1.1.71 数据恢复—任务执行信息 



 

 202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4.4.4.2 停止恢复任务 

恢复任务在运行过程中，您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需要停止恢复任务。AnyBackup 支持您在管理

控制台上停止恢复任务。 

Ø 注意事项 

n 停止恢复任务，可能会导致已恢复的数据不可用，请您谨慎操作。 

n 停止恢复任务后，再次发起该任务将不进行断点续传，系统将重新恢复数据。因此，请您谨慎

操作。 

n 停止恢复任务后，如果存在部分数据已经恢复到目的平台，这部分数据将不会被清理。 

Ø 操作步骤 

您需要停止恢复任务时，请您执行以下操作：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恢复】→【恢复备份数据】，进入“恢复备份数据”

界面。 

 

4.3.1.1.1.72  

第3步 在当前界面，选择一个状态为“运行中”的任务，点击【停止】按钮，系统弹出“停止任务”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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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1.73  

第4步 请您仔细阅读警告内容：“任务停止后将无法断点续传，需要重新启动。恢复任务停止将有可

能导致恢复数据不可用！仍要继续停止这些任务运行吗？” 

第5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停止】按钮完成操作。 

请您耐心等待系统停止恢复任务。当“恢复备份数据”界面显示任务运行结果为“已停止”，

说明该任务已成功停止。 

4.4.4.3 删除恢复任务 

如果您的恢复任务列表过多，您可以删除恢复任务。 

Ø 注意事项 

n 只有运行结束的恢复任务才支持删除操作。 

Ø 操作步骤 

当您不想保留恢复任务历史记录时，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删除恢复任务： 

第1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2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恢复】→【恢复备份数据】，进入“恢复备份数据”

界面。 



 

 204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4.3.1.1.1.74  

第3步 在当前界面，选中一个或多个恢复任务，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弹出 “删除” 对话框。 

 

4.3.1.1.1.75  

第4步 如果您确认要删除选中的恢复任务，请在文本框中输入“YES”并点击【删除】按钮完成操作。 

F 说明： 

A．支持批量删除恢复任务。 

B．任务运行结束后才能执行删除操作。 
 

 恢复 F&Q 

4.4.5.1 MySQL 单机逻辑恢复 

Ø Q1： 恢复时任务会报错“不覆盖原库模式，需要手动删除原库，然后进行恢复。”异常号：

416481288，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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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1.22 恢复失败报错 

【问题原因】恢复目的地已存在要恢复的数据源同名数据库。 

【解决方案】如果要恢复同名数据库到目的地，可通过以下方法恢复成功： 

方法一：恢复时开启【覆盖现有数据库】。 

方法二：恢复前删除目的地同名数据库，恢复时可以不开启【覆盖现有数据库】。 

 

4.2.5.1.1.23 恢复开启覆盖现有数据库 

Ø Q2： 异机恢复失败，报错“发送管道信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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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1.1.24 恢复失败报错 

【问题可能原因】备份数据库的某个或某些分区表制定了独赢数据文件存放的路径，但是异机上

没有此路径。 

【解决方案】手动在异机上创建该目录，然后再执行恢复。 

Ø Q3：MySQL 自定义函数恢复 

【问题原因】代码不支持MySQL自定义函数恢复。 

【解决方案】恢复任务结束后，在 2.6.1 中提到的/tmp 目录下，有一个数据库命名的.txt 文件，

将.txt文件中的数据库命令在客户端生产机的数据库中手动执行，即可创建自定义函数。 

Ø Q4：增量备份时间点恢复失败，报错“运用 MySQL binlog日志出现异常” 

 

4.2.5.1.1.25 恢复失败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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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可能原因】binlog 应用过程中，由于数据库线程状态异常、包含大事务、有长时间的锁等

待信息或者长时间未提交的事务导致的恢复失败。 

【解决方案】修改配置文件，使用 MySQL 工具执行恢复，具体步骤如下： 

1、 修改mysqlEnv.config配置文件。 

 

4.2.5.1.1.26 修改配置文件 

修改参数 MySQLBinlogPath = ，填写 MySQLbinlog 应用工具真实地址。 

 

4.2.5.1.1.27 修改对应参数 

 

4.2.5.1.1.28 查看 binlog 工具路径 

2、 使用增量时间点再次发起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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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典型场景和问题 

 实例授权失败，如何快速定位？ 

在实例授权时，可能会出现实例授权失败的情况。此时，如何快速定位问题？ 

1、确认授权的实例处于正在运行的状态。 

2、检查用户名密码是否正确，使用命令行命令尝试连接，确认授权数据库账户可连接正常。 

 如何开启 Trace 排查问题？ 

Ø 什么是 Trace？ 

Trace 即追踪日志，开启 Trace 后，您可以根据 Trace 内容快速且准确的定位问题原因。 

F 注意：开启 Trace 后，不仅会影响任务的备份恢复性能，Trace 文件（即 TraceOutputFile 参数设

置的文件）还会占用客户端资源，建议出现问题时再开启 Trace，问题复现结束并收集好 Trace 后，

请立即关闭 Trace 并清理 Trace 文件（即 TraceOutputFile 参数设置的文件）。 

Ø 模块组件 

模块组件即实现一类功能的函数或类的集合，MySQL 数据库的模块组件有：MySQLbackup、

MySQLdatasource、MySQLcore、MySQLengine 

Ø 开启 Trace 

1. 具有系统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如 root 用户，SSH登录客户端； 

2. 进入客户端安装目录。 

参考命令 cd /backupsoft/AnyBackupClient/etc/ClientService，其中 backupsoft 为安装目录。 

3. cfl.config文件中配置 Trace信息。 

1) 参考命令 vi cfl.config 

2) 文件尾部输入以下信息： 

EnableTrace=on #开启或关闭 Trace，on表示开启，off表示关闭 

TraceOutputLocation=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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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OutputFile=./trace.log #Trace开启后日志存放路径及日志文件名称 

TraceType=sync 

EnableTraceTime=on 

EnableThreadSafe=off 

TraceModule=mysqlbackupschedule,mysqlrestoreschedule, mysqldatasource, 

mysqlmanage, mysqlengine,mysqlphyschedule #可以是模块的组件，也可以是 all，

不建议开启 all，会占用较多的机器资源 

4. 设置MySQLEnv.Config中MySQLProcLogOn = 1 

Ø 注意： 

完成 cfl.config 配置后立即生效，不需要重启客户端。 

 执行物理备份恢复时提示服务启动失败或服务启动超时，如何快速定位？ 

物理备份恢复在恢复数据前会停止目标端数据库实例，完成数据恢复后启动数据库实例。界面提

示数据库实例启动失败或超时，可以按照一下步骤进行处理： 

1.  登录恢复节点机器 

2.  若数据库服务已经正常运行，按照如下操作进行排查： 

a.  通过授权时填写的信息尝试连接数据库，可以正常登录数据库，且数据库功能正常，则为启动超时，

可以通过修改客户端配置文件 mysqlEnv.config 中 MySQLConnectServerTimes 参数，增加

检测数据库启动的时长，保证下次恢复能正常启动。 

b.  通过授权时填写的信息不能够连接数据库，检查恢复目录是否填写错误，导致文件丢失，检查数据

库的套接字文件是否存在，检查目标实例授权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否跟备份时相同。 

3.  若数据库服务未启动，按照如下操作进行排查： 

a.  检查恢复界面指定的数据库配置文件，是否缺少了 server_id 参数，如果未配置该参数，可以手动

添加。参数的取值范围为 0-4294967295，参数要求不与需要组成集群的其他机器相同。 

b.  通过数据库的错误日志处理存在的错误，如果无法排除问题可通过微信公众号【爱数技术支持中心】、

官网或者直接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4008801569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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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处理完上述问题后，再次进行恢复 

 忘记备份数据库登录密码如何进行恢复？ 

在不完全恢复或者归档日志恢复场景，需要使用目标实例授权的用户名和密码来对恢复后的数据

库实例应用 Binlog。当前版本恢复界面不支持配置恢复目标机用户名和密码，如果目标实例授权的用

户名和密码与备份时不相同，会导致上述步骤执行失败。 

如果无法获取备份时的用户名密码，可以通过在恢复界面指定的数据库配置文件的 mysqld 节下

添加 skip-grant-tables，恢复时即可进行无密码恢复。恢复完成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密码，删除

添加的 skip-grant-tables 重新启动数据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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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MySQLEnv.Config 配置文件说明 

客户端安装目录下 AnyBackupClient/etc/ClientService 的 MySQLEnv.Config 文件，为 MySQL

可配置项，现加以说明，可按照需要进行配置。 

l BackupThreadNum = 8 

【逻辑备份】设置备份线程数，提升备份速度 

l DataCacheSize = 419430400 

【逻辑备份】配置内存池大小，默认 400M 

l DisabledNetstat =  

如果当前用户没有权限调用 netstat 命令，可通过配置该参数，命令变为 sudo netstat 

l SSLMode = VERIFY_CA 

l SSLKey = /usr/local/mysql/data/server-key.pem 

l SSLCa = /usr/local/mysql/data/ca.pem 

l SSLCert = /usr/local/mysql/data/server-cert.pem 

l SSLCapath = /usr/local/mysql/data 

l SSLCipher = 

数据库开启了 SSL 选项时需要配置密钥和证书 

l MySQLBinlogPath = /usr/bin/ 

【逻辑备份】开启该选项后，使用环境中的 binlog 工具来应用归档日志 

l MySQLBinlogKeep=1 

完成恢复后是否保留 Binlog 文件，配置为 1 表示将恢复到零时目录下的日志文件保留下来，供

用户使用。零时目录为：/var/lib/AnyBackup/config/MySQL_Binlog_Dir 

l MySQLFunctionBackupPath = /tmp 

【逻辑备份】数据库函数备份文件保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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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ySQLIgnoreTables = ecron>><<t_cron_job_status 

【逻辑备份】备份时需要忽略的表 

l MySQLProcLogOn = 1 

通过该选项开启 mysqlproc 和 mysqlphyproc 的日志 

l MySQLSqlFileLocalOn = 1 

【逻辑备份】将恢复语句保存到本地 

l MySQLSlowQueryTime = 60 

【逻辑备份】设置慢查询时间 

l MySQLConnectServerTimes = 60 

尝试连接数据库的次数 

l MySQChunksForTableMethod = 1 

【逻辑备份】备份时默认使用 where 对需要备份的内容进行切分，对于主键时联合索引等特殊场

景备份卡住时，设置参数为 2，使用 limit 进行切分 

l LimitSingleRecordLen = 64 

【逻辑备份】单行语句的长度，默认 64M，可根据实际情况在 8M-1G 范围调节 

l DatabaseProcessName = mysqld  

如果数据库服务的可执行文件名不是 mysqld 或 mariadb 时，可以在此配置可执行文件名称，用

于数据源自发现 

l MaxDatabaseStopTime = 5 

【物理备份】恢复时停数据库的最大超时时间，默认时 5 分钟，该参数的单位为分钟 

l IntervalTimeAfterStopMySQL = 20 

【物理备份】检测到数据库未停止再次调用停数据库命令的时长，默认 20 秒，改参数单位为秒 

l DeployedInDocker = 0 

【容器化备份】非标准的容器环境，在自动判断不成功时，可使用该选项，指定该环境为容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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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l mysql.MySQLDSafeAbsPath = /usr/bin/mysqld_safe 

l mysql.MySQLDAbsPath = /usr/sbin/mysqld 

l mysql.MySQLAdminAbsPath = /usr/bin/mysqladmin 

l mysql.MySQLBinlogAbsPath = /usr/bin/mysqlbinlog 

l mysql.MySQLExeAbsPath = /usr/bin/mysql 

【物理备份】配置 Linux 环境中数据库可执行文件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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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SQL Server 云备份恢复 

5.1. 功能与兼容 

5.1.1. SQL Server 支持功能 

 SQL Server 备份功能支持情况 

功能 子功能 支持 备注 

备份 

 

完全备份   

差异备份   

事务日志备份   

备份粒度  最小粒度为数据库 

数据保留策略   

备份策略   

数据库高级压缩   

云传输并发数   

流量控制   

备份自动重试   

自定义脚本   

恢复 原机原位置恢复   

异机恢复   

细粒度恢复  整个实例或者单个数据库 

覆盖现有数据库   

云传输并发数   

自定义脚本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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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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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规划与准备 

5.2.1. 信息收集 

在规划与准备使用 AnyBackup 云备份 SQL Server 数据库之前，请您先获取参考文档了解相关

内容并收集 SQL Server 数据库所在生产机信息。 

5.2.1.1. 文档下载 

为防止操作被中断，建议您提前下载好以下的文档： 

《AnyBackup 云备份产品规格特性清单.xlsx》 

《AnyBackup 云备份软件兼容性列表.xlsx》 

《AnyBackup 云备份客户端安装卸载用户指南.docx》 

5.2.1.2. 生产机信息收集 

为防止操作被中断，建议您提前收集好后续操作要使用的 SQL Server 数据库所在生产机信息。 

 信息收集 

编号 信息项 目的 

1 
SQL Server 数据库的操作系统版本与数据

库版本。 

确保要备份的 SQL Server 数据库已在兼

容性列表支持。 

5.2.2. 基础配置 

为确保能正常备份恢复，请您先配置基础项。基础配置包括对象存储配置以及外接客户端配置。 

F 注意： 

D． 备份 SQL Server数据库时，需要通过客户端进行备份，故您需要将客户端连接至控制台。 

E． 准备客户端前请您先仔细阅读《AnyBackup 云备份软件兼容性列表.xlsx》，保证客户端在兼容列

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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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外接客户端资源配置建议：至少 4个 CPU和 4G内存。 

5.2.3. 客户端安装及配置 

请您先仔细阅读《AnyBackup 云备份软件兼容性列表.xlsx》，确保要添加的 SQL Server 数据库

所在的生产机的数据库版本与操作系统版本在兼容范围内。 

5.2.3.1. Windows 客户端安装部署 

请您根据《AnyBackup 云备份客户端安装卸载用户指南.docx》进行环境检查，然后按照

“Windows 客户端安装”步骤进行安装部署。 

5.2.4. 管理客户端 

客户端安装成功后，您可以对客户端执行以下操作：查看外接客户端、编辑外接客户端、外接客

户端分组。 

5.2.5. 备份前置准备 

5.2.5.1. 环境前置检查 

为确保备份任务能够顺利进行，在新建备份任务前，需要按照以下步骤去检查环境是否达到备份

的要求。 

第4步 检查实例状态是否运行； 

在进行 SQL Server 数据库备份时，要求实例必须处在启动状态； 

F 注意：如果数据库实例服务处于停止状态，请协调用户系统管理员，将数据库实例服务开启至

正在运行后再进行备份，对于正常提供生产业务的数据库来说，数据库实例服务肯定是运行状

态，否则无法提供业务。 

5.2.5.2. 客户端实例授权 

第5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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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步 点击【资源】→ 【客户端】，进入客户端管理页面，选择需要备份的主机，点击【权限配置】，

选择 SQL Server数据库图标，展开数据源。 

  

图1-21 选择数据库授权 

第7步 点击展示在实例右侧的【未授权】按钮，可以选择“操作系统认证方式”或者“SQL Server身

份认证方式”。选择“SQL Server身份认证方式”，需要输入用户名与密码，给实例授权； 

 

图1-22 授权实例 

第8步 实例授权成功后展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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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SQL Server 实例授权成功 

F 注意： 

M. SQL Server 数据库展开失败，抛错“SQL Server 拒绝了对对象‘sysaltfiles’(数据库

‘mssqlsystemresource’,架构‘sys’)的 select 权限”时，请将客户端服务登录方式改为系

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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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SQL Server 云备份 

5.3.1. 关于备份 

在 AnyBackup 中，执行备份之前，您需要先新建备份任务。备份任务是备份需求的一个配置集

合单元，备份任务定义了备份内容、备份选项和备份数据存放的位置等。备份任务的新建操作，请您

参考新建备份任务；备份任务新建成功后您可以对其进行管理，具体内容请参考 3.3 管理备份任务。 

首次备份时，任务将进行全量备份，后续可以根据您的需求设置备份类型启动。更多内容，请参

考 3.3.2 启动备份任务。 

AnyBackup 对 SQL Server 数据库进行的备份属于有代理备份，即备份时需要在生产机的操作系

统内安装代理客户端。有关外接客户端的相关内容，请参考 2.3 客户端安装及配置。 

5.3.1.1. 备份方式 

AnyBackup 对 SQL Server 数据库的备份方式支持完全备份、差异备份、事务日志备份。 

5.3.1.1.1. 完全备份 

将选定的数据源完全备份到指定目的地。每次执行时，它不会根据最新的变动比较后进行备份，

而是直接将所有的数据和日志备份到云存储介质中，并产生一个时间点，以便恢复使用。 

5.3.1.1.2. 差异备份 

差异备份基于所选数据源的前一次完全备份。差异备份仅捕获自该次完全备份后发生更改的数

据。 

5.3.1.1.3. 事务日志备份 

首次事物日志备份是基于上次完全备份之后所产生的日志，后面的事物日志备份是基于前一次日

志备份增加的日志。 

Ø 说明 

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中，数据库必须至少包含一个数据文件和一个事务日志文

件。数据和事务日志信息从不混合在同一文件中，并且每个文件只能由一个数据库使用。SQL Server 



 

 221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使用各数据库的事务日志来恢复事务。使用差异备份时间点将数据库还原到差异备份完成时的那一

点。若要恢复到精确的故障点，必须使用事务日志备份的时间点进行恢复。 

如何启用增量备份，请参考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5.3.1.2. 数据保留策略管理 

当您的管理控制台上存在大批量的备份任务时，您可能会遇到备份存储空间不够用的情况。数据

保留策略将为您解决这类烦恼，一旦您按需配置数据保留策略后，系统将根据数据保留期限、保留副

本个数或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来保留备份副本，达到备份存储空间循环利用的效果。同时，

AnyBackup 也支持同一个数据保留策略关联不同备份任务，为您减少维护多个备份任务的工作量。 

AnyBackup 为您提供以下三种数据保留策略： 

Ø 数据保留期限：超过设置时间的副本将被自动清理。 

Ø 保留副本个数：超过设置个数的副本将被自动清理。 

Ø 按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设置副本保留策略：与备份策略结合使用，根据不同的备份策略设置不同的

副本保留数。 

5.3.1.2.1. 新建数据保留策略 

第5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6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策略】→【数据保留策略】，点击【新建】按钮，新建数据保留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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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 新建副本保留策略 

第7步 在对话框中，根据要求配置如下参数： 

1.   名称：输入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的名称。数据保留策略名称由中文、大小写字母、数字、

“-”、“_”、“.”、“@”组成，长度为 3~30 个字符。 

2.   数据保留策略：默认关闭，须开启后才能继续配置。 

g.   数据保留期限：默认保留 1 年的备份副本，即从使用该策略开始到 1 年后，这期间

产生的副本将被保留，超过 1 年的副本将被自动清理。 

数据保留期限配置参数范围为 1~999；可以选择年、月、周、天为单位。 

h.   保留副本个数：默认保留 2 个副本，即同一备份任务的副本超过 2 个后，最旧的副

本将被自动清理。保留副本个数配置参数范围为 1~1024。 

i.   按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设置副本保留策略： 

1)   如果备份策略是按天设置，则默认保留 30 个副本。 

2)   如果备份策略是按周设置，则默认保留 24 个副本。 

3)   如果备份策略是按月设置，则默认保留 12 个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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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备份策略是按年设置，则默认保留 4 个副本。 

5)   按照备份策略的备份周期所有参数配置范围均为 1~99999。 

6)   支持复选，且当任务使用对应备份周期的备份策略后，才限制发起的副本总数。 

7)   未勾选复选框，则默认保留所有副本。 

8)   勾选复选框，但任务没有使用此备份周期的备份策略，则保留自动发起的所有副本。 

例如：启用 “按年备份策略”，但任务使用的备份策略没有年度备份策略，则保留

所有备份策略自动产生的全部副本。 

9)   如果某一个备份周期的备份策略存在多个，则保留副本数为此类备份周期的所有备

份策略产生的副本累加。 

例如：任务关联了 4 个年度备份策略，则最终将保留 1 年内的 4 个副本。 

第8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3.1.2.2. 备份任务关联/移除数据保留策略 

数据保留策略模板新建完成后，您必须将其应用到备份任务上才可以生效。如果应用了某数据保

留策略模板的任务不再需要此模板，您也可以选择移除。 

Ø 注意事项 

n 每个备份任务仅支持添加一个数据保留策略模板，重复添加后系统将默认使用最近一次添加

的模板。 

n 正在运行中的备份任务不支持添加和移除数据保留策略模板，请您耐心等待任务运行结束后

再添加或移除。 

Ø 操作步骤 

第8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9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进入“备份”界面。在数据备份

页面中，选中任务，点击【策略】->【添加数据保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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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5 添加数据保留策略 

第10步 在当前界面，系统弹出“添加数据保留策略”对话框。 

 

图1-26 选择策略模板 

第11步 在对话框中，选择一个适合该任务的数据保留策略。如果任务之前已经配置过其他数据保留策

略模板，这次新的模板将替代旧的策略模板重新生效。 

第12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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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任务添加数据保留策略后，数据保留策略即刻生效。 

第13步 如果您想要移除数据保留策略模板，请在 “备份” 界面，选中一个或多个已配置策略模板且

状态为 “未启动”的任务，点击【策略】→【移除数据保留策略】，系统弹出“提示”对话框。 

 

图1-27 移除数据保留策略模板 

第14步 请您仔细阅读提示内容：“移除策略后，关联备份计划的副本将不再按照该策略进行保留，仍

要继续移除吗？（一个计划如果没有数据保留策略，则该计划的副本将会全部保留）”确认无

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备份任务移除策略模板后，数据保留策略即刻失效。 

5.3.1.2.3. 编辑数据保留策略 

如果您需要对当前已有的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相关配置做修改，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编辑数据保留

策略模板。 

Ø 注意事项 

如果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绑定的任务正在运行中，您将无法编辑该模板。请您耐心等待任务运行结束

后再编辑。 

Ø 操作步骤 

第6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7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策略】→【数据保留策略】，进入“数据保留策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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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第8步 在当前界面，选中一条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点击【编辑】按钮，系统弹出“编辑数据保留策略

模板”对话框。 

 

图1-28 编辑数据保留策略 

第9步 在对话框中，您可以关闭数据保留策略，也可以修改数据保留策略条件。名称暂不支持修改。 

第10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3.1.2.4. 删除数据保留策略 

如果您不再需要某数据保留策略模板，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删除数据保留策略模板。 

Ø 注意事项 

n 如果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绑定的任务正在运行中，您将无法删除该模板。请您耐心等待任务运行

结束后再删除。 

n 支持批量删除，您可以同时删除多个数据保留策略。 

Ø 操作步骤 

第5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6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策略】→【数据保留策略】，进入 “数据保留策略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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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 

第7步 在当前界面，选中一条或多条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弹出“提示”对话

框。 

 

图1-29 删除数据保留策略 

第8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3.1.2.5. 复制数据保留策略 

如果您想复用某策略模板，并修改个别参数时，为了简便操作，您可以复制数据保留策略模板。 

Ø 注意事项 

n 复制的数据保留策略模板与原模板保留策略配置相同，如果您需要修改，请使用编辑功能。 

n 复制的数据保留策略模板必须进行重命名。 

Ø 操作步骤 

第6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7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策略】→【数据保留策略】，进入“数据保留策略”界

面。 

第8步 在当前界面，选中一条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点击【复制】按钮，系统弹出“复制数据保留策略”

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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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0 复制数据保留策略 

第9步 在对话框中，根据要求输入数据保留策略模板的名称。 

第10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按钮完成操作。 

5.3.1.3. 数据库高级压缩 

开启该选项，可以在备份过程中，对备份数据进行压缩后，节省磁盘空间，数据库高级压缩功能

仅支持 SQL Server 2008（不包括 Express）以上版本。 

5.3.1.4. 备份自动重试 

在 AnyBackup 中，无论是手动备份还是备份策略触发（即自动备份）的备份任务，都有可能发

生备份失败的情况。为了避免备份失败导致数据无法及时备份，AnyBackup 支持备份自动重试机

制。备份自动重试机制的开启或关闭，需要您以租户或操作员角色在新建备份任务时配置。 

备份自动重试机制遵循以下原则： 

Ø 自动重试最大次数可配置的数值范围为 1 ~ 5。 

Ø 重试等待时间可配置的数值范围为 1 ~ 30，单位为分钟。 

假设，您为备份任务开启了“备份自动重试”选项，且设置的自动重试最大次数为 3 次、重试

等待时间为 10 分钟，则： 

Ø 当手动备份执行失败，10 分钟后系统将自动重试备份并最多执行 3 次。一旦重试发起并备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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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无论重试了几次，此次重试策略将终止。 

Ø 当自动备份执行失败，10 分钟后系统将自动重试备份并最多执行 3 次。一旦重试发起并备份成

功，无论重试了几次，此次重试策略将终止。 

Ø 当手动备份执行失败，自动重试发起前，手动发起备份且执行成功，重试策略将不执行。 

Ø 当手动备份执行失败，自动重试发起前，自动发起备份且执行成功，重试策略将不执行。 

Ø 当自动备份执行失败，自动重试发起前，手动发起备份且执行成功，重试策略将不执行。 

Ø 当自动备份执行失败，自动重试发起前，自动发起备份且执行成功，重试策略将不执行。 

5.3.1.5. 流量控制 

在 AnyBackup 中，备份存储已经支持并行备份。当外部 QPS 或并发量超过了访问上限会导致

应用瘫痪，所以会对接口调用加上限流保护，防止超出预期的请求导致系统故障。 

流量限速实现流程如下： 

1、由应用创建限速组件 (蓝色线条表示创建)； 

2、 应用通过不同 essClient 创建多个 writeClient 的时候，将 flowCtrl 用作参数传入 (橙色虚线

条表示传参)； 

3、每个 writeClient 的 datachannel 传输数据时，由同一个 flowCtrl 进行限流 (红色线条代表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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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流量控制 

Ø 说明 

界面上显示速度的大小是应用处理数据的速度，并非真实发送数据的速度。 

举个例子： 

如果一个任务的真实数据是 1GiB，但是开启了重删，重删之后只有 20MiB 真实数据了。此时限

速设置 10MiB 每秒。那么，后端 datachannel 发送的速度就是 10MiB 每秒，一共需要 2 秒时间。而

由于前端页面显示的是数据处理速度，所以显示的速度大概应该是 1GiB/2s，约为 500MiB/s。 

流量控制遵循以下原则： 

Ø 开始日、结束日：周一~周日。 

Ø 限速时间段：00:00~23:59，秒不设置；开始时间需早于结束时间。 

Ø 限速时间段不允许有交叠。 

Ø 若不在时间段之内，则速度上限没有限制。 

Ø 速度范围 0~1024MiB/s（再大会溢出），整数，默认 1024MiB/s。 

Ø 点击新建会增加一条限制，最多增加 47条，一共可设置 48条限制。 

Ø 点击删除可删除手动添加的时间段限速条件；选中多条限速项可批量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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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 自定义脚本 

在 AnyBackup 中，SQL Server 数据库备份支持自定义脚本功能。 

自定义脚本支持以下三种执行方式： 

Ø 备份前执行：在备份任务发起后，数据库备份开始前执行用户选择的脚本文件。 

Ø 备份成功后执行：在备份任务执行成功后，执行用户选择的脚本文件。若备份任务执行失败，则此

选项下的脚本不会被执行。 

Ø 备份失败后执行：在备份任务执行失败后，执行用户选择的脚本文件。若备份任务执行成功，则此

选项下的脚本不会被执行。 

5.3.1.7. 云传输并发数 

数据上云或下云过程中，支持多个数据传输线程同时运行。 

5.3.2. SQL Server 备份务创建 

5.3.2.1. 注意事项 

Ø 数据库高级压缩功能仅支持 SQL Server 2008 以上版本( 不包含 Express 版本 )。 

Ø 同一个数据库只允许存在一个 SQL Server 任务中。 

Ø 当前版本编辑任务可以添加数据库，但不能取消勾选已作为数据源的数据库。 

Ø 不支持备份和恢复名称含有“／”字符的数据库。 

5.3.2.2. 新建备份任务步骤 

在 AnyBackup 中，执行备份之前，您需要先新建备份任务，请您根据以下操作新建备份任务。 

第8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9步 点击标签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选项卡，在操作界面，点击【新建】，选择相应的

客户端，其应用类型自动显示在右侧，选择【SQL Server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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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创建备份任务 

 

图1-33 创建备份任务-选择客户端 

第10步 点击【下一步】，展开数据源层级。数据源支持自动发现实例，经过客户端授权后才可继续展

开实例，勾选需要备份的数据源，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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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 创建备份任务-选择数据源 

第11步 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存储介质默认选中对象存储，点击下拉列表可选择存储，备份选项按需

要配置，各选项功能再下方有说明，按需要配置之后，点击【下一步】。 

 

图1-35 创建备份任务-设置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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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创建备份任务-设置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 2 

【数据库高级压缩】开启该选项，可以在备份过程中，对备份数据进行压缩后，节省磁盘空间，

数据库高级压缩功能仅支持 SQL Server 2008（不包括 Express）以上版本。 

【云传输并发数】默认开启 8 个通道。可配置 1-64 线程。通过配置线程数，可调节备份速度，

通过增加线程数，可使备份速度达到峰值，但是内存、CPU 等资源占用也会相应增加。 

【备份自动重试】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任务失败之后，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与次数重新触发任

务执行。 

【流量控制】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支持分时段限速，限速范围 0~1024MiB/s。可添加多条限速

计划，计划时段不允许冲突。 

【自定义脚本】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可设置备份前，备份成功，备份失败后执行脚本。 

第12步 点击【下一步】，填写备份任务名称和备注，点击【完成】，任务创建成功。 



 

 235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图1-36 创建备份任务-任务名称和备注录入 

第13步 点击【完成】，弹出信息确认框，确认录入信息。 

5. 勾选【任务生成后立即执行】，点击【确定】，任务立即发起。 

6. 不勾选【任务生成后立即执行】，点击【确定】，任务新建成功后不会自动发起。 

 

图1-37 创建备份任务-任务立即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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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击【确定】，新建任务成功。 

 

图1-38 创建备份任务-任务列表 

5.3.3. 管理备份任务 

5.3.3.1. 查看备份任务 

请您根据以下操作查看备份任务： 

第4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5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备份】，进入“备份”界面。  

 

图1-39 备份任务展示 

第6步 点击【详情】，“详情”界面分为四个部分“基本信息”、“数据源”、“选项”以及“策略”，如所

示，请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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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0 查看基本信息与数据源 

 

图1-41 查看任务选项与策略 

5.3.3.2. 启动备份任务 

备份任务新建完成后，您可以对其进行启动操作。AnyBackup 支持的启动方式有以下两种： 

Ø 通过备份策略自动启动 

Ø 手动启动 



 

 238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以下将为您介绍手动启动备份任务的操作步骤： 

第5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6步 点击标签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选项卡，选择已创建的备份任务，选择【启动】，

弹出启动确认弹窗，选择备份方式后，点击【启动】，发起任务。支持完全备份、增量备份、差

异备份与事务日志备份。 

 

图1-42 SQL Server 备份任务执行-选择备份方式 

第7步 启动任务后，在【监控】页面选中任务，点击【详情】，可在执行中查看执行概要及执行输出

信息。 

 

图1-43 备份任务执行-执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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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4 备份任务执行-执行概要 

 

图1-45 备份任务执行-执行输出 

第8步 任务执行结束，可在历史记录中查看执行结果。点击【详情】，可查看执行概要及执行输出信

息。 

 

图1-46 备份任务执行-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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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3. 停止备份任务 

备份任务在运行过程中，您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需要停止备份任务。AnyBackup 支持您在管理

控制台上停止备份任务。 

Ø 注意事项 

n 停止备份任务后，再次发起该任务将不进行断点续传，系统将重新备份数据。因此，请您谨慎

操作。 

Ø 操作步骤 

第9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10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监控】，进入“监控”界面。 

 

图1-47 监控页面 

第11步 在当前界面，选择一个状态为“正在运行”的任务，点击【停止】按钮，系统弹出“警告”对

话框。 

 

图1-48 停止弹窗 

第12步 请您仔细阅读警告内容：“确认继续停止运行这些计划？” 

第13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停止】按钮完成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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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耐心等待系统停止备份任务。当“监控”界面不再显示该任务，说明该任务已成功停止。 

5.3.3.4. 编辑备份任务 

备份任务新建完成后，如果您需要编辑修改任务向导中的配置，您可以编辑备份任务。备份任务

编辑成功后，下次备份将根据编辑后的信息执行。 

第7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8步 点击标签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选项卡，选中需要编辑的备份任务，点击【编辑】。 

 

图1-49 备份任务编辑-选中任务 

第9步 进入主机选择界面，需要保护的主机不能编辑修改，点击【下一步】。 

 

图1-50 备份任务编辑-主机显示 

第10步 进入数据源选择界面，备份类型与数据源支持编辑，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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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单机任务编辑-修改数据源 

第11步 进入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页面，存储介质不支持修改，备份选项均可修改。可根据您的需要修

改备份选项后，点击【下一步】。 

 

图1-52 备份任务编辑-存储介质与备份选项 

第12步 进入任务名称及备注界面，任务名称不支持编辑修改，备注可修改，点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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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3 备份任务编辑-备注修改 

5.3.3.5. 删除备份任务 

如果您的备份任务列表存在任务不需要继续进行备份保护时，您可以删除备份任务。 

第3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4步 点击标签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备份】选项卡，选择已创建的备份任务，选择【删除】，

弹出删除确认弹窗，输入”YES”,点击删除， 删除任务。 

 

图1-54 备份任务删除-界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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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6. 清理备份数据 

如果您的对象存储空间不足且希望释放更多的空间，您可以清理已备份的数据。清理备份数据需

要您在管理控制台上新建任务来操作。 

F 注意：已备份的数据被清理后，您将无法继续使用这部分数据进行数据恢复，请您谨慎操作。 

第3步 UAM 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4步 点击标签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清理】，在数据清理界面点击【新建】按钮，新建数据清

理任务。 

 

图1-55 新建数据清理任务 

第4步 选择需要进行数据清理的任务，点击【下一步】。 

F 注意： 

C. 如果需要清理对象存储中的数据，必须选择一个对象存储。 

D. 您只能选择状态为“空闲”的备份任务进行数据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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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6 数据清理—选择任务 

第5步 请选择要清理的副本，默认清理全部副本。可以选择清理指定副本。 

 

图1-57 备份任务执行-清理全部时间点 

F 注意：当您选择“清理指定副本”时，您必须选择一个或多个时间点副本，但最近的时间点副本不

可选，即系统将保留最近的时间点副本，您可以继续使用该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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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8 备份任务执行-清理部分时间点 

第5步 点击【下一步】，弹出任务确认界面，点击完成。 

 

图1-59 数据清理确认任务名称和备注界面&

第6步 弹出数据清理信息确认界面，输入 YES。此处区分大小写，必须填大写半角英文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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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0 数据清理确认界面详细信息&

F 注意： 

D. 数据清理需要一定的执行时间，请延迟一段时间查看准确数据； 

E. 在清理全部时间点的选项下，最新时间点可以被清理。选择清理部分时间点时，最新时间点置

灰，不能清理； 

F. 正在执行备份或恢复的任务无法清理数据，此类任务在新建清理任务时，数据状态显示占用。  

  



 

 248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5.4. SQL Server 云备份恢复 

5.4.1. 关于恢复 

在 AnyBackup 中，执行恢复之前，您需要先新建恢复任务。恢复任务是恢复需求的一个配置集

合单元。恢复任务指定了从哪个存储恢复数据、恢复目的客户端与恢复所设置的配置等，请参阅 4.2

进行恢复任务的新建，恢复任务新建成功后您可以对其进行管理，具体参阅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5.4.2. 新建 SQL Server 恢复任务 

5.4.2.1. 注意事项 

Ø 不支持 64位的数据库恢复到 32位数据库，也不支持 32位数据库恢复到 64位数据库。 

Ø 异机恢复，非系统数据库支持从低版本恢复到高版本，不支持从高版本恢复到低版本。 

Ø 不能还原用户正在访问的数据库。 

Ø SQL Server数据库恢复时，SQL Server 2008 R2 以上数据库版本数据库恢复到根目录会失

败，需要指定目录（或者新建目录）。 

Ø SQL Server数据库不支持异实例名恢复。 

Ø SQL Server数据库不支持异机恢复系统数据库。因为系统数据库中的master和msdb恢复

要求目的地与备份源的配置完全相同。 

Ø SQL Server数据库不支持异机恢复整实例。 

Ø SQL Server数据库不完全恢复选定时刻与某数据库完全备份的开始时间相同，默认恢复到该

数据库的最新时刻。因为 SQL Server 2008 R2 本身限制，指定时间点恢复完全备份的开始

时刻，恢复失败并报错指定的 STOPAT 时间太早，该数据库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已前滚到该点

之前。 

Ø 重命名数据库恢复时，需要保证目标实例下没有同名数据库，否则恢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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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新建恢复任务步骤 

第9步 UAM!"#$%&'( 

第10步 点击【定时数据保护】→【数据恢复】，点击【新建】，进入新建恢复任务页面第一页。 

 

图1-61 新建数据恢复任务 

第11步 选择存储介质，从备份介质下已经备份过的任务中选择要恢复的备份任务。 

 

图1-62 数据恢复--选择备份任务 

第12步 点击【下一步】，选择备份时间点，展开数据源列表，可以选择恢复整个实例或者单个、多个

数据库。 



 

 250 / 266 

 

客户端软件安装卸载最佳实践 

www.aishu.cn 

 

图3-2 恢复--选择时间点 

 

图1-63 恢复--选择要恢复的数据库 

第13步 选择恢复位置，默认为恢复至原客户端原位置，也可选择恢复至其他客户端，恢复为原数据库

名称。恢复选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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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数据恢复--选择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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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4 数据恢复--选择目的地，设置恢复选项 

【覆盖现有数据库】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恢复任务会覆盖目的地现有数据。原机原位置恢复需

要开启此选项。 

【云传输并发数】默认开启 8 个通道。可配置 1-64 线程。通过配置线程数，可调节恢复速度，

通过增加线程数，可使恢复速度达到峰值，但是内存、CPU 等资源占用也会相应增加。 

【自定义脚本】默认不开启。开启之后可设置恢复前，恢复成功，恢复失败后执行选定的脚本。 

【联机】默认联机方式进行恢复，恢复完成后，数据库处于可用状态，若关闭此按钮，选择不联

机方式恢复，恢复完成后，数据库处于正在还原状态，此时需要本地日志将数据库拉起到可用状态。 

F 注意：当目的端存在同名数据库时需开启覆盖现有数据库才能恢复成功，开启之前请确认可以

覆盖。 

第14步 点击【下一步】，填写任务名称和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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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5 数据恢复--填写任务名与备注 

第15步 点击【完成】，弹出信息确认框。 

 

 

图1-66 数据恢复--信息确认 

第16步 点击【确定】，新建恢复任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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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管理恢复任务 

5.4.3.1. 查看恢复任务 

Ø 注意事项 

n SQL Server 恢复任务运行结果可以是“已停止”、“成功”、“失败”或“成功(有警告)”。建议

您及时查看警告内容和原因，确认恢复数据是否存在问题。 

n 恢复任务在运行过程中触发【停止】按钮，任务运行的结果为“已停止”。如何停止恢复任务，

请您参考 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Ø 操作步骤 

恢复任务默认新建成功立即执行，请您根据以下操作查看恢复任务： 

第3步 恢复任务开始执行，可查看任务执行记录。 

 

图1-67 数据恢复-任务记录 

第4步 选中任务，点击【详情】，您可以进一步查看该任务的任务详情、执行概要、执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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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8 数据恢复-任务执行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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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9 数据恢复-任务执行详情-选项 

 

图1-70 数据恢复—任务执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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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数据恢复—任务执行信息 

5.4.3.2. 停止恢复任务 

恢复任务在运行过程中，您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需要停止恢复任务。AnyBackup 支持您在管理

控制台上停止恢复任务。 

Ø 注意事项 

n 停止恢复任务，可能会导致已恢复的数据不可用，请您谨慎操作。 

n 停止恢复任务后，再次发起该任务将不进行断点续传，系统将重新恢复数据。因此，请您谨慎

操作。 

n 停止恢复任务后，如果存在部分数据已经恢复到目的平台，这部分数据将不会被清理。 

Ø 操作步骤 

您需要停止恢复任务时，请您执行以下操作： 

第6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7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恢复】→【恢复备份数据】，进入“恢复备份数据”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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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第8步 在当前界面，选择一个状态为“运行中”的任务，点击【停止】按钮，系统弹出“停止任务”

对话框。 

 

图1-73  

第9步 请您仔细阅读警告内容：“任务停止后将无法断点续传，需要重新启动。恢复任务停止将有可

能导致恢复数据不可用！仍要继续停止这些任务运行吗？” 

第10步 确认无误后，点击【停止】按钮完成操作。 

请您耐心等待系统停止恢复任务。当“恢复备份数据”界面显示任务运行结果为“已停止”，

说明该任务已成功停止。 

5.4.3.3. 删除恢复任务 

如果您的恢复任务列表过多，您可以删除恢复任务。 

Ø 注意事项 

n 只有运行结束的恢复任务才支持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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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操作步骤 

当您不想保留恢复任务历史记录时，您可以执行以下操作删除恢复任务： 

第5步 UAM用户登录控制台。 

第6步 点击左侧导航栏【定时数据保护】→【数据恢复】→【恢复备份数据】，进入“恢复备份数据”

界面。 

 

图1-74  

第7步 在当前界面，选中一个或多个恢复任务，点击【删除】按钮，系统弹出 “删除” 对话框。 

 

图1-75  

第8步 如果您确认要删除选中的恢复任务，请在文本框中输入“YES”并点击【删除】按钮完成操作。 

F 说明： 

A．支持批量删除恢复任务。 

B．任务运行结束后才能执行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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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典型场景和问题 

5.5.1. 实例授权失败，如何快速定位？ 

在实例授权时，可能会出现实例授权失败的情况。此时，如何快速定位问题？ 

1、确认授权的实例处于正在运行的状态。 

2、检查用户名密码是否正确，使用命令行命令尝试连接，确认授权数据库账户可连接正常。 

5.5.2. 如何开启 Trace 排查问题？ 

Ø 什么是 Trace？ 

Trace 即追踪日志，开启 Trace 后，您可以根据 Trace 内容快速且准确的定位问题原因。 

F 注意：开启 Trace 后，不仅会影响任务的备份恢复性能，Trace 文件（即 TraceOutputFile 参数设

置的文件）还会占用客户端资源，建议出现问题时再开启 Trace，问题复现结束并收集好 Trace 后，

请立即关闭 Trace 并清理 Trace 文件（即 TraceOutputFile 参数设置的文件）。 

Ø 模块组件 

模块组件即实现一类功能的函数或类的集合，SQL Server 数据库的模块组件有：

MSSQLbackup、MSSQLdatasource、MSSQLcore、MSSQLengine 

Ø 开启 Trace 

1. 具有系统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如 administrator 用户，Windows远程工具登录客户端； 

2. 进入客户端安装目录。 

/backupsoft/AnyBackupClient/etc/ClientService，其中 backupsoft 为安装目录。 

3. cfl.config文件中配置 Trace信息。 

1) 打开配置文件 cfl.config 

2) 文件尾部输入以下信息： 

EnableTrace=on #开启或关闭 Trace，on表示开启，off表示关闭 

TraceOutputLocation=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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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eOutputFile=C:\trace.log #Trace开启后日志存放路径及日志文件名称 

TraceType=sync 

EnableTraceTime=on 

EnableThreadSafe=off 

TraceModule= mssqlengine, mssqlcore, backupbody, eef, mssqlschedule #可以是

模块的组件，也可以是 all，不建议开启 all，会占用较多的机器资源 

F 注意： 

配置后立即生效，问题复现后即可在 TraceOutputFile 设置的文件中查看运行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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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FAQs 

5.6.1. SQL Server 单机备份 FAQs 

Ø Q1:以Windows身份验证方式备份过程中出现报错： 

1) SQL Server无法初始化 VDI：拒绝访问，备份不成功。 

2) 拒绝了对对象 'sysaltfiles' (数据库 'mssqlsystemresource'，架构 'sys')的 SELECT 权限： 

 

图3-4 备份报错 

【问题原因】权限不足。当客户端服务的“登录身份”为“本地系统账户”时，有可能出现此错

误。这涉及到 SQL Server 提供的 VDI 接口对用户的权限要求，并非软件的程序问题。 

【解决方案】右键点击客户端服务，选择“属性”，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登录标签页，把客

户端服务的“登录身份”改为管理员 Administrator。 

 

图3-5 修改客户端服务登录方式 

Ø Q2:SQL Server 事务日志备份报错：数据库 xxx的恢复模式为简单，不能进行事务日志备份，请

执行其他类型的备份或者手动修改数据库恢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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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备份报错 

【问题原因】数据库的恢复模式为简单模式，导致无法进行事务日志备份。 

【解决方案】右击数据库，属性>选项>恢复模式为完整>确定。 

5.6.2. SQL Server 单机恢复 FAQs 

Ø Q1:异路径恢复数据库后，再恢复整个实例，会有残留文件： 

备份整个实例（包含数据 test），先异路径恢复 test（比如恢复到 C:\），然后再恢复整个实例，C:\

下依然有数据库 test的数据文件和日志文件，但没有用处 

【问题原因】已备份 master 数据库记录的是 test 数据库原来数据文件所在的位置，异路径恢复

test 数据库到 C:\以后，现 master 数据库信息将发生改变，此时 master 记录 test 数据库的数据文件

所在地为 C:\，与已备份 master 数据库记录的数据库文件地方不同，如果此时对整个实例进行恢复的

话，首先会恢复 master 数据库，再通过已恢复的 master 数据库去查找该对哪些数据库进行恢复，那

么 master 并不会去关心现在的 test 数据库在哪，所以恢复完成以后，原来 C:\下的 test 数据库文件

就成为残留文件了。 

【解决方案】手动删除 C:\下的残留文件。 

Ø Q2:SQL Server 异 机 恢 复 ， 报 错 [ODBC SQL Server Driver][Shared 

Memory]ConnectionOpen(Conn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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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恢复失败报错 

【问题可能原因】SQL Server 异机恢复需要目标端有同名实例且已授权。 

【解决方案】对恢复目标端的实例进行授权。 

Ø Q3:SQL Server 数据恢复重命名数据库，恢复任务失败，报错：Argument "".mdf: 路径中含

有非法字符： 

 

图3-8 恢复失败报错 

【问题原因】数据源中若有英文单引号、双引号相关的命名相关的数据库，会报错。在恢复数据

库重命名的时候不要命名为含有英文单引号、双引号相关的数据库。同时，windows 操作系统创建文

件的时候不允许一些特殊字符，因此\ / : * ? " < > | 也不能在恢复数据库重命名的时候使用。 

【解决方案】恢复数据库重命名时不要使用特殊字符。 

Ø Q4:SQL Server数据恢复报错：获取 VDI 语句超时，可能原因：1.ODBC连接已断开；2.数据库

正在使用，所以无法获得对数据库的独占访问权；3.服务端断开连接： 

 

图3-9 恢复失败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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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可能原因】出现该问题可能原因为数据库被占用，检查恢复位置有没有正在编辑恢复实

例。 

【解决方案】检查恢复目的地，关闭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编辑界面。 

Ø Q5:SQL Server数据恢复报错：用户‘sa’登录失败。原因：服务器处于单用户模式。目前只有

一位管理员能够连接： 

 

图3-10 恢复失败报错 

【问题可能原因】由于 SQL Server 服务器处于单用户模式。 

【解决方案】进入命令行执行：net stop mssqlserver 和 net start mssqlserver 即可关闭掉 SQL 

Server 的单用户模式。 

Ø Q6:SQL Server 数据恢复到根目录报错：执行 SQL 语句发生异常。（错误提供者：mssqlcore，

错误值：407502849，错误位置：ncMssqlDatabaseWriter.cpp:227）： 

 

图3-11 恢复失败报错 

【问题原因】由于 SQL Server 数据库自身限制，SQL Server 2008R2 以上的版本均不支持 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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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r 数据库恢复到根目录，SQL Server 2008R2 以及以下版本支持恢复到根目录（但是建议尽量

不要恢复到根目录）。 

【解决方案】新建合适的文件夹作为恢复到原机异位置和异机的恢复路径，例：E:\DATA、

E:\LOG。 

Ø Q7:SQL Server异机恢复报错：[Microsoft][ODBC SQL Server Driver][SQL Server]无法更

新 元 数 据 来 指 示 未 对 数 据 库  hos 启 用 变 更 数 据 捕 获 。 执 行 命 令 

'[sys].[sp_MScdc_ddl_database triggers] 'drop'' 时失败。返回的错误为 15517: '无法作为

数据库主体执行(00200151)： 

【问题原因】由于数据库在备份时所有者一直都是非 sa 用户，而恢复过程中又需要执行 CDC 存

储过程，所以暂时不支持异机恢复。 

【解决方案 1】执行本机异数据库恢复。 

【解决方案 2】修改本机数据库的所有者为 sa，再去重新备份恢复，异机恢复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