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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云计算概述

在这个信息技术新时代，云计算技术不仅承载着 IT 系统的基础架构，而且还被深
入地使用在了数据管理的各个方面。在开始讨论云数据管理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当前云
计算技术的一些基本形态和关键技术，以及它对数据产生的影响和能够发挥的作用。

1.1.1

云计算的形态

1961 年，斯坦福教授 John McCarthy 最先提出了一种观点：计算资源就像水、
电、气和通信资源一样，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基础架构资源。由此，云计算概念
应运而生。之后，美国国家标准及技术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将云计算按照服务形态的不同，定义为以下三种类型：
●

基础架构即服务（Infrastructure-as-a-Service，IaaS）。IaaS 是云服务的最底层
形态，是指用户使用计算、存储、网络等各种基础资源，部署与执行操作系
统或者应用程序等各种软件的云计算服务模式。用户无须购买服务器、存储、
网络等设备，也不能管控这些底层基础设施，但可以任意部署和运行计算、
存储、网络和其他基础资源。在这些基础资源上，用户可以安装和管控操作
系统、存储装置，部署不同的应用程序，有时也可以有限度地控制特定的网
络元件，如主机端防火墙、负载均衡器等。
亚马逊是“基础架构即服务”的领导者。它为用户提供“基础架构的计
算资源”，用户无须自己构建数据中心及其硬件设施，而可通过租用的方式，
利用互联网从亚马逊获得计算机基础设施服务，包括服务器、存储和网络、防
火墙、负载均衡等服务。用户仅需对资源的实际使用量或者占用量进行付费。
亚马逊主营的是 B2C（Business to Customer）电子商务业务，由于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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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高峰时段和低谷时段，在低谷时段会闲置大量的基础架构资源，因此
亚马逊将闲置资源利用起来，开发出弹性的云计算产品。2006 年，亚马逊推
出 S3 存储服务（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通过 API 的方式为开发者
提供存储图片、视频、音乐、文档等服务。现在很多厂商都以 S3 兼容存储协
议作为通用的云端对象存储标准协议。无论是从云计算还是从云存储的角度，
基础架构资源池是 IaaS 的灵魂。
●

软件即服务（Software-as-a-Service，SaaS）。SaaS 是指平台供应商将应用软
件部署在自己的基础架构平台上，用户只需跟平台供应商订阅所需的应用软
件服务，按订购的服务数量和时间长短向平台供应商支付费用，并通过互联
网获得平台供应商提供的服务。使用该模式的云计算用户无须管理或者控制
底层的基础架构以及软件平台，包括部署网络、服务器、操作系统、存储设
备和应用程序，只需做好应用程序的维护工作即可。
Salesforce 是“软件即服务”的业界领袖，它是由前甲骨文高管马克·贝
尼奥夫（Marc Benioff）于 1999 年 3 月创立的，这是一家客户关系管理（CRM）
软件服务提供商，总部设于美国旧金山，为用户提供按需使用的客户关系管理
平台，用户只需要每月支付软件服务费用即可。Salesforce 的核心理念就是“ No
Software ”
（软件终结者），但它并不是排斥所有的软件，而是排斥主要运行在企
业数据中心内部的软件（On-Premises Software）。Salesforce 希望用户能直接
通过互联网来使用 CRM 等软件服务。这样，每个用户只需要有一个虚拟实例，
即可定制自己所需的功能。用户也无须自己构建和维护软件所需的硬件和系
统资源。

●

平台即服务（Platform-as-a-Service，PaaS）。PaaS 是指将一个完整的软件服
务平台（包括应用设计、应用开发、应用测试和应用托管）作为一种服务提供给
用户。在这种服务模式中，用户不需要购买硬件和软件，如网络、服务器、操
作系统或者存储设备等基础设施，也无须管理或者控制底层的云基础架构，只
需要利用该 PaaS，即可创建、测试和部署应用与服务。与传统的数据中心平
台相比，采用 PaaS 的用户的成本和费用要低得多。采用该模式的用户在进行
应用程序开发时，需要使用平台服务商所支持的开发语言、服务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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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是“平台即服务”的先行者。用户需要通过谷歌应用引擎（Google
App Engine，GAE）使用平台的应用。GAE 是一种用于在谷歌数据中心开发和
托管 Web 应用程序的服务。用户不需要维护底层的基础架构服务器，并且可直
接使用 Node.js、Ruby、Java、Python、Go、Swift、Perl、Elixir、PHP 语言构建
自己的应用。

1.1.2

云计算的关键技术

构建云计算基础架构的核心技术是虚拟化技术。虚拟化技术是将物理资源进行
池化，即将计算资源、网络资源、存储资源统一纳入资源池来进行管理，用户可以
按照需求再细分资源池，从而将其弹性地分配给使用者，通常称这些使用者为租户。
租户可以按需租用 CPU、内存、设备与 I/O、操作系统等资源。
虚拟化技术是由 IBM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展起来的。在 1961 年，IBM 在 709
主机上实现了分时系统，将 CPU 占用切分为多个时间片，每一个时间片都执行不同
的任务。通过对这些时间片进行轮询，逻辑分割多个 CPU，每一个虚拟 CPU 看起
来都在同时运行，这就是虚拟机的雏形。后来的 IBM System360 主机都支持分时系
统。在 1972 年，IBM 正式将 System370 主机的分时系统命名为虚拟机。在 1990 年，
IBM 推出的 System390 主机开始支持逻辑分区，即将一个 CPU 分成多个逻辑 CPU，
而且每个 CPU 都是独立的，也就是一个物理 CPU 可以逻辑分割为多个 CPU，在主
机上可运行多个操作系统。到 1998 年戴安·格林（Diane Greene）将大型机的技术
移植到 x86 计算机上，至此虚拟化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2006 年，Intel 和 AMD
又推出 CPU 内建的虚拟化技术，使得虚拟化的性能大幅提升。企业开始大量使用虚
拟化技术，把物理的分散资源集中管理，让企业大幅缩减 IT 支出成本。目前主要的
虚拟化厂商及其产品主要包括 VMware 的 vSphere、Microsoft 的 Hyper-V、Nutanix
的 AHV、AWS 的 EC2 和 Azure 的 VM。而主流的虚拟化技术也发展出服务器虚拟
化、应用虚拟化和桌面虚拟化等。

1. 服务器虚拟化
服务器虚拟化是通过软件将物理服务器划分为多台独立且相互隔离的虚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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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过程。每台虚拟服务器可以独立地运行自己的操作系统。服务器虚拟化技术将
服务器物理资源抽象成逻辑资源，让一台服务器变成几台甚至上百台相互隔离的虚
拟服务器，不再受限于物理界限。

2. 应用虚拟化
应用虚拟化是将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解耦合，为应用程序提供一个虚拟的运行
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不仅包括应用程序的可执行文件，还包括它所需要的运行时
环境。从本质上说，应用虚拟化是把应用对低层的系统和硬件的依赖抽象出来，可
以解决版本不兼容的问题。

3. 桌面虚拟化
桌面虚拟化是指将桌面与 PC 分离，所有桌面在数据中心进行集中化保存和管
理，并虚拟交付到终端用户的一种方式。用户可通过任何设备远程访问其虚拟桌面。
因为大部分计算都在数据中心内进行。数据也存储在数据中心内而不是各台计算机
上，这样可以提升数据安全性。
Veeam 对于上述虚拟化的数据管理都能提供良好的支持。

1.2

云计算对数据产生的影响

云计算全面发展，不仅影响信息系统资源的使用方式和商业模式，而且对数据
本身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数据分布多态性
据 IDC 预测，2018～2023 年私有云建设市场规模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8.9%，
会超过公有云（11.4%）和传统数据中心（7.5%）的增速。云计算成为数字化转型的
基石。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多态融合，正逐渐成为用户的主流选择。企业内部的
私有云向公有云延伸，公有云成为企业数据中心的一部分，另外，企业还考虑云服
务商的可靠性，又会将业务在多个公有云之间进行转换，以提高企业利用云的服务
能力，并以业务需求为导向，选择合理的云化方案，同时确保核心应用的安全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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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云的多态化必然会带来数据分布的多态化，数据分布的多态化必然会催生数据
在多云之间流动和转换的需求。

2. 应用数据多样性
以前说数据更多是指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是指可以用关系型数据库表示和
存储，以二维形式存在的数据。一般情况下，结构化数据是以行为单位。一行数据
表示一个实体的信息，每一行数据的属性是相同的。传统的关系数据型模型以行或
列数据存储于数据库，可用二维表结构表示。随着云计算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
物联网、边缘计算的出现会产生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如文本、图像、声音、网页
都属于这类数据。而且非结构化数据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结构化数据。按照当前的
速度发展下去，在不远的将来，多样化的非结构化数据将成为主流数据类型。对这
些多样化的非结构化数据的管理和保护将成为数据管理的重点。

3. 数据平台的适配性
在云数据管理时代，大多数企业都会将每时每刻产生新数据的生产数据平台，
与提供决策支持的数据分析平台进行解耦。数据管理部门利用云数据管理平台的特
性，按照预定义的策略令数据从生产平台流向数据分析平台。通过这样的部署，企
业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快速获取和利用数据，缩短数据处理时间，充分发挥数据的
价值。在此之后，再利用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ML）的应用程序来分析数
据，将数据洞察嵌入企业下一次的产品迭代中去。这种部署方式提升了企业的洞察
力，帮助业务部门以 360 °的视角分析客户行为，使企业可以打造出客户更喜欢的产
品。利用数据管理平台的适配性，充分发挥数据的价值，是云数据管理平台的显著
优势。

1.3

数据管理的发展过程

近年来现代化企业都在改革现有的数据管理体系，优化原有的基于策略定义的
数据管理模型，逐渐开始使用基于数据使用行为的数据管理方式。以确保数据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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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而且保持活性，从而始终让数据资产充分发挥本身价值。从历史的视角看，
数据管理是一个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其发展路径大致可以分成五个阶段：数据的
可用性、数据的聚合、数据可视化、数据服务可编排、由 AI 驱动的自动化。不同的
企业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1. 数据的可用性
在第一阶段，有关数据的一切活动都是基于数据的可用性的。数据保护是一切
数据管理行为的基础，为之后的数据使用行为提供保障。数据备份、数据复制及安
全保留是数据保护的核心要素，以保证数据的可用性。如今，云计算架构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架构上来说，数据块的副本可以瞬时产生，为什么还需要备
份呢？原因是：现在很多企业的数据备份架构还是像以前那样简单粗暴，即通过数
据拷贝的方式，进行数据副本的存放。这并不能称之为备份，因为数据本身是有状
态的，并且在进行数据保护的时候，要保证数据的一致性、有效性以及可恢复性。
这与应用在使用被恢复的数据时的行为强相关，为了使数据在被恢复以后可以灵活
地被应用所使用，在第一阶段要对数据管理平台进行面向应用的适配与优化。

2. 数据的聚合
在第二阶段，企业开始深入了解数据，利用它们为企业创造价值。此阶段的目
的是确保在多态的数据中心，即跨物理、虚拟、云等架构与应用平台，以与云环境
适配的数据格式和松耦合的方式存储数据，从而使企业更容易进行云化的集中管理。
同时，这不仅仅发生在基础架构层面，还涉及与多种应用的适配。通过集中控制，
企业可以在各种基础架构上更流畅地工作，并快速访问数据。为今后数据的利用和
应用的读写分流提供基础。

3. 数据可视化
在第三阶段，企业已经进入数据使用行为可视化阶段，被动的数据管理转变
为主动的关注数据使用行为的方式。相对而言，数据管理早期阶段的重点是始终保
持业务在线与数据安全。在第三阶段，企业更加关注数据的使用行为是否合规，并
且已经在数据管理平台之上为数据使用行为定义了入口与服务目录，这使企业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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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管理与使用的竞争中保持领先。在此阶段，数据管理为企业提供了更广泛的策略
支持。

4. 数据服务可编排
在第四阶段，企业更加注重数据管理与使用效率。数据管理与使用的重复性与
复杂性，以及由人工误操作带来的潜在风险，使关注执行效率的企业更偏向于将企
业频繁使用的数据服务形成可编排的流程，这也为数据使用的合规性提供了重要的
保障。在数据管理越发复杂的今天，我们需要简化数据管理的界面，统一服务端口。

5. 由 AI 驱动的自动化
在第五阶段，数据管理的多数场景会转为由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驱动，机器
学习引擎会根据企业的实时业务需求自动备份、恢复和迁移数据。尽管对于大多数
企业而言，数据管理完全自动化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有些企业已经开始利用新技
术来支持其数据管理策略。例如：十年前，地震可能会导致关键数据不可逆转地丢
失。在现代化的数据管理平台之下，一方面，通过物联网传感器捕捉震颤迹象来保
持数据中心的安全已经被定义为日常运维事件，这将触发数据复制与切换机制；另
一方面，不同级别的灾难恢复所需的花费不同，AI 系统会在风险较低的情况下减少
灾备中心的资源配置，从而控制企业的灾备总体成本。如果将数据管理的五个阶段
视为每个企业都会走过的旅程，企业更应该关注的是数据管理目前所在的位置与阶
段，并设定下一步发展目标，科学地设定里程碑与关键的复盘时间点，保证设定的
目标可以实现。在这段旅程中，企业更应该注意数据管理当前的发展情况，以及在
当前状态下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环境实现数据的资产化。

1.4

Veeam 和云数据管理

一直以来灾备软件在数据管理领域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Veeam 作为一款
灾备软件，天然具备了数据提取和存储的能力。随着现代化企业的云计算和数字化
转型进程的不断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有关数据管理的要求和核心能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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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影响着灾备软件的发展。因此，像 Veeam 这样的灾备软件开始逐渐具备丰富的数
据管理能力。它们不仅可在云数据管理之旅中为企业保驾护航，更是这个旅程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围绕着数据保护解决方案不断丰富的能力包括以下这些。

1. 基础架构与应用适配
基础架构对于应用层的有效适配，是当今企业衡量 IT 系统建设是否成功的标准
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业务支撑的应用建设复杂多样。从数据中心应
用的多态化可以看到，虚拟化、云计算和容器等技术同时被企业接纳并广泛使用。
企业通常从运维管理角度将应用分为有状态与无状态两种。对于有状态应用的数据
保护要保证数据的一致性，而对于无状态应用的数据保护则需要注重镜像的保护。
先进的数据管理平台应该能够适配多种基础架构，原生地从多种平台获取数据，并
以多副本的形态安全地存放数据，从而在灾难发生时保证企业的业务连续。

2. 高效地备份
应用的多态分布要求数据管理平台应具有灵活的架构，目前基于软件定义的数
据管理平台已经成为主流。用户不需要对不同的应用进行独立的数据管理，而可在
统一的界面下管理云端、虚拟化、物理存储以及数据库一体化应用。利用不同平台
的快照与日志复制技术，在不影响生产环境性能的前提下，打破备份时间窗口的限
制，实现备份系统的 7×24 运行，保证数据的一致性与可恢复性，从而高速有效地
完成数据备份。

3. 敏捷快速地恢复
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之间的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企业希望通过确保数
据和应用在多云环境中随时随地可用，从而提高运营的敏捷性和可靠性。混合云架
构已渐渐成为主流，企业对业务的可用性需求越来越高，要求在保证数据的可恢复
性的基础上，恢复时间和恢复点目标（RTPO）可以达到分钟级别，确保在几分钟之
内实现应用和数据的快速恢复，同时希望能够实现工作负载在混合云架构下的业务
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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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由地迁移与转换
现代化的数据管理要求能够实现工作负载在多云之间移动，企业正在以多种方
式将灾备云或者公有云作为数据快速恢复的目的地，达成按需利用数据的效果。比
如，利用云存储实现企业的数据扩展服务，将云基础架构作为灾备的目标端，为业
务快速接管提供按需使用、按需付费的体验。从某种意义来说，让数据在不同云之
间自由地移动，是有效利用数据的先决条件之一。

5. 数据可视化
现代化的数据管理平台的监控和分析功能可帮助企业实现对数据使用行为的管
理与监控，能够提供基于用户行为的基础架构与对数据管理变更的监控和诊断，不
仅包括自动修复关键备份和灾难恢复过程中的意外问题，也可以跟踪虚拟化平台的
基础架构配置变更。现代数据管理需要时刻保持警觉，并智能化地对突发事件进行
有效反应，以便在灾难问题发生之前解决隐患。企业通过完善的监控和分析机制提
高数据可视化，可以防患于未然，降低数据管理的风险。

1.5

下一代数据管理平台的核心能力

下一代数据管理平台在保证数据可用性和集中管理的前提下，为了提高数据的
使用效率，必须考虑数据的生命周期，以保证随时可以自动地利用数据，并将灾备
和安全性融入数据使用的每一个环节。

1. 数据的再利用
现代化企业要求随时随地都能有效地使用数据，以实现全面数据驱动的企业模
型。无论数据在何种基础架构或者应用架构之中，有效地利用数据副本，为企业提
供数据决策支持已成为现代化数据应用的核心。数据管理平台建设的目标就是提供
数据即服务，将数据依赖型的应用分流到数据管理平台，为企业提供多态化的数据
接口，缩短数据提供时间，降低数据使用成本。以强大的 API 端口进行数据发布，
为新业务数据访问提供绿色通道，使企业可以利用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来改善与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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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流程，让用户更专注于业务发展，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2. 自动化
数据管理平台的自动化可帮助各种规模的组织高效地完成数据管理任务，为业
务连续性和数据管理操作提供智能的自动化手段。通过自动化流程编排，企业可确
保数据管理操作的效率。按照计划自动完成数据测试与灾备验证，可提升企业的服
务响应级别。利用集成的 DevOps 能力，企业可跨任何平台部署和提供应用程序，
按需在虚拟实验室中打造多种开发环境和测试环境。作为持续集成 / 持续开发过程
的一部分，将多种运维操作有机地进行集成，可使运维与开发过程中的数据使用效
率显著提升。

3. 灾备即服务
灾备即服务（Disaster Recovery-as-a-Service，DRaaS）是一种云计算和备份服务
形态，利用云资源来使应用和数据避免因灾难造成的意外中断。在云上保留数据的
镜像，可为企业提供一个完整的系统备份，使其在系统出现故障时保持业务连续性。
企业使用自建的或第三方提供的灾备即服务平台，可按需制定自身的灾难恢复计划
（Disaster Recovery Plan，DRP）或业务连续性计划（Business Continuous Plan，BCP）。

1.6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云计算和云数据管理的关系。云时代正在影响着 IT 的方方面面，数
据管理也不例外。我们把云时代的数据管理称为云数据管理。从下一章开始，我们
将利用 Veeam 的软件和工具详细讨论云数据管理中的数据可用性、数据利用以及数
据深度管理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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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系统镜像级数据备份

对于运行于公有云、虚拟化或者物理机平台上的操作系统，根据它们的运行形
态和特性，镜像级数据保护方法也会略有不同，这些平台主要有 VMware vSphere、
Microsoft Hyper-V、Nutanix AHV、AWS EC2、Azure VM、KVM 和物理服务器。
以 Veeam 的 VBR 为代表的新一代云数据保护软件能够为这些平台创建备份副
本，将数据从生产系统中提取出来，存放在其所管理的备份存储库中或者异地灾备
平台上。这些提取出来的数据虽然以压缩、重删及加密的形式存放在备份存储库中，
但是借助 VBR 软件却能以原生的形式提供给用户使用。在详细说明 VBR 针对各个
平台的数据提取和备份机制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组成。
VBR 由以下三个主要角色组成。
1）备份服务器 —整个备份系统的大脑，它是整个系统的配置和操作控制中
心，负责调度任务和分配资源，设置和管理备份基础架构的各个组件。
2）备份代理（Backup Proxy）—负责处理原始数据，它根据 VBR 备份服务器
的指令处理任务，传输备份数据。所执行的任务包括从生产系统获取数据、重删和
压缩数据，以使备份基础架构能够更好地扩展。
3）备份存储库（Backup Repository） —保存数据的仓库，它用来存储备份，
可以是各种存储设备，例如本地磁盘、文件共享、重删设备、云存储等。
在 VBR 的工作过程中，会涉及大量的数据传输，其依赖于 Veeam 数据搬运工
（Data Mover）服务来实现，本章中将会频繁出现这一服务，关于这一服务的详细工
作原理，将会在 4.2.1 节中详述。
接下来将针对业界主流的虚拟化和云平台，如 VMware vSphere、Microsoft HyperV、Nutanix AHV、AWS EC2、Azure VM 等，来展开说明 VBR 的数据提取和备份机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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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VMware vSphere

VBR 在处理 VMware vSphere 的虚拟机时，采用无代理的镜像级方法备份数据，
这个方法在虚拟化系统管理程序层面处理数据，因此不需要在每一个虚拟机的操作
系统内安装任何用于数据提取的代理程序。VBR 在备份过程中会利用 vSphere 快照
完成备份，在备份开始前，VBR 会向 vSphere 请求一个虚拟机快照，这个 vSphere
快照包含了这台虚拟机的配置信息、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用户数据以及系统的状
态。VBR 在备份时，会将这个快照作为数据源来抽取数据。
VMware vSphere 虚拟机的备份过程如下：
1）备份作业启动后，VBR 会查询数据库中作业的配置信息，读取所有需要备
份的虚拟机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虚拟磁盘的列表，见图 2-1 中的步骤①。
2）VBR 会为后续的备份过程准备一系列资源，如合适的备份代理和备份存储
库，并为它们建立 Veeam 数据搬运工的数据传输连接，见图 2-1 中的步骤②。
3）接下来，VBR 会向 vCenter 或者 ESXi 请求虚拟机快照，在执行快照前，如
果需要对应用程序进行一致性处理，VBR 还会和客户机操作系统通信来处理应用程
序，见图 2-1 中的步骤③。
4）备份代理上的数据搬运工从虚拟机快照中读取数据，如果是增量备份，则还
会使用 CBT（Change Block Tracking）技术获取增量的数据块。VBR 在备份代理上
对读取到的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这些数据包括填零的数据块、交换文件、被排除
的数据文件等，处理完成后，根据重删和压缩条件的设定，对数据完成重删和压缩，
并把数据传递到备份存储库中，见图 2-1 中的步骤④。
5）数据传输完成后，VBR 向 vCenter 或者 ESXi 发起快照合并请求，vSphere
上的快照被删除，备份作业完成，见图 2-1 中的步骤⑤。

1. 备份代理
在 VMware vSphere 备份中，备份代理用于从 vSphere 中提取、压缩、重删、加
密并发送数据至备份存储库。对于数据的传输，VBR 支持以下三种模式：
●

Direct Storage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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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ware 基础架构

备份基础架构
Veeam
备份服务器

1

配置数据库

5
3

2

Veeam
数据搬运工
2

3
4

源主机

Virtual Appliance

●

Network

4

虚拟机
快照

备份代理

图
●

Veeam
数据搬运工

备份
存储库

2-1

这三种数据传输模式各有优劣势，在实际中，通常会选择一种最适合基础架构
的模式来使用，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传输模式

VBR 支持的三种传输模式
优

势

劣

势

Direct Storage Access

效率高

配置复杂，需要硬件支持

Virtual Appliance

效率高，配置简单

容易出现快照堆积

Network

配置简单

影响虚拟化管理网络性能

在 VBR 中，任意一台受管理的 Windows 或者 Linux 服务器都可以配置为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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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角色，但是根据数据实际传输路径和架构的不同，数据传输模式可能不同。

2. Direct Storage Access 模式
这种传输模式下，VBR 会直接通过存储网络从存储卷中提取数据，也就是通
常所说的 LAN-Free 备份。由于 VMware vSphere 存储有两种使用方式 —VMFS 和
NFS，因此对应的直接存储访问也有两种方式 —Direct SAN Access 和 Direct NFS
Access。这两种方式本身对于代理部署并没有太多要求，然而在存储网络中，光纤存
储和 FCoE 等设备无法通过虚拟化的硬件直接被虚拟机访问（硬件直通（Passthrough）
在备份场景中受限制）。这时候，为了能够从这些存储网络中提取数据，备份代理必
须配置为物理服务器，并且配置合适的硬件，比如 HBA 卡，能够访问的存储网络才
能够使用这种方式。
对于 iSCSI 和 NFS 来说，完全依赖于标准以太网环境即可让备份代理访问到相
关存储，因此通常情况下物理机和虚拟机皆可使用。
配置 Direct SAN Access 时，需要为代理配置存储必要的读写权限，这一般会通
过光纤网络的 ZONE 划分或者配置 iSCSI 来完成。在配置完成后，会在备份代理的
Windows 磁盘管理器中看到一组状态为健康、分区格式未知的离线磁盘卷。
配置 Direct NFS Access 时，需要在 NFS 存储上为代理配置合适的白名单，允许
备份代理直接访问这些存储的 NFS 路径。
Direct Storage Access 模式不仅对于备份有效，而且对于数据恢复来说，如果配
置了写入权限，VBR 可以通过 Direct Storage Access 来完成数据的恢复，但是这个
数据恢复仅限于 VMDK 格式为厚置备的磁盘。

3. Virtual Appliance 模式
这是一种纯虚拟化的部署模式，备份代理必须配置为虚拟机才能使用这种模式。
对于纯虚拟化环境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模式，并且由于 VBR 的特殊优化，
这种模式的数据提取效率完全不输于 Direct Storage Access 模式的。这种模式会采
用 VMware HotAdd 技术，在线将源虚拟机的虚拟磁盘挂载到代理虚拟机上，通过虚
拟磁盘控制器，从 vSphere 虚拟磁盘堆栈中提取数据，在备份完成后，VBR 会通知
vSphere 将源虚拟机的 VMDK 磁盘从代理上卸载。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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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下，通常对于每一块 VMDK 磁盘来说都会额外增加 1～2 分钟的磁盘
附加和卸载时间。那么，如果一个备份作业包含 100 个以上的需要通过这种模式来
操作的 VMDK，将会额外需要 2～3 小时的时间，因此并行处理和多个备份代理分
担 VMDK 挂盘操作对于 Virtual Appliance 模式来说非常重要。实际使用中需要合理
配置足够多的虚拟机来承担代理任务，同时预留足够的备份窗口。
Virtual Appliance 模式对于无法使用 Direct Storage Access 模式的本地数据存储、
VVOL（Virtual Volumes）和 vSAN 来说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数据传输模式，不仅性能
优异而且配置简单，通常来说是这些存储配置的首选模式。
对于 NFS 数据存储来说，由于 NFS 本身的限制，在跨主机 HotAdd 卸载磁盘
时，会产生不必要的虚拟机停滞，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不推荐使用 Virtual
Appliance 模式来提取和恢复数据。

4. Network 模式
Network 模式通常又被称为 NBD 模式，它是一种万金油式的数据提取方式，配
置最简单，只要网络能够通信，VBR 就能使用这种模式从 vSphere 中把数据提取出
来，完全不需要额外的配置，唯一的条件是：备份服务器和代理能访问 ESXi 主机的
443 和 902 TCP 端口。但是，这种模式会消耗虚拟化平台管理网络的带宽资源，虚
拟机的所有数据会通过 VMware vSphere 的管理网络传输到备份代理上进行处理。
为了避免影响日常的 vCenter 管理，通过 DNS 解析的切换，NBD 模式下，VBR
能够利用独立的管理网络进行数据提取。在每台 ESXi 主机上设置独立的、10Gbps
以上的备份专用物理网卡，再为独立的网卡配置独立的 vSphere 管理网络，这些网
络和正常的 vCenter 管理 ESXi 主机时所使用的网络完全分离，这样的配置类似于
vSphere 中独立的 vMotion 网络或者独立的存储访问网络。
将 ESXi 主机通过 DNS 域名的方式添加至 vCenter 中，VMware API 在 NBD 模式下
将主机对象返还给备份代理时会以域名的方式呈现，这时候只需让备份代理的 Hosts
文件指定独立的备份管理网络即可实现备份数据网络和日常管理网络的分离。
17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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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4.21
# 172.0.4.22
10.10.1.21
10.10.1.22

esx1.example.com # 屏蔽常规管理接口地址
esx2.example.com # 屏蔽常规管理接口地址

esx1
esx2
esx1
esx2

esx1.example.com
esx2.example.com

# 10Gbps专用的备份网络管理地址
# 10Gbps专用的备份网络管理地址

NBD 模式在 10Gbps 以上管理网络中的表现非常突出。在使用 NBD 进行备份
作业时，可以完全避免 Direct Storage Access 模式的复杂配置和 Virtual Appliance 模
式的额外备份窗口开销，而且在 NBD 模式下工作比在以上两种模式下工作更加稳
定和可靠。因此，为了确保备份作业顺利进行，VBR 采用了多种数据提取方式混合
使用并智能切换的方式。VBR 会自动地智能感知当前的环境配置，根据当前的配置
优先选择最优的数据传输方式。NBD 模式通常作为 Direct Storage Access 和 Virtual
Appliance 数据传输模式的备选方案，当这两种数据传输模式失败时，VBR 会在备
份作业进行中自动切换成备选的 NBD 模式，以确保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完成备份和
恢复作业。

5. 数据传输配置建议
（1）微型环境
通常来说，具有 3 台以内物理服务器的环境被定义为微型环境。这样的环境架
构很简单，群集数量有限，通常可能只有 1 个群集，在这样的环境中使用 Virtual
Appliance 模式是最理想的，NBD 可以作为备选。
（2）中小型环境
网络和存储架构不复杂，但是 ESXi 主机和群集数量相比微型环境略多的情况被
定义为中小型环境。这种环境下，Direct Storage Access 作为性能极为突出的备份数
据传输模式，可以提供非常好的备份性能。在恢复时，如果虚拟化环境配置了精简
置备模式，那么可以配置若干个备用的 Virtual Appliance 作为辅助，以提升恢复的
灵活性。
在 vSAN 环境中，推荐 HotAdd 模式作为首选的数据传输方式。
NBD 模式可以保留在这样的环境中，并且只需要对 NBD 模式做一些监控，确
保不要有会影响日常管理的大量备份吞吐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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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型环境
在 这 种 环 境 中 配 置 Direct Storage Access 和 Virtual Appliance 模 式 往 往 都 不 容
易，因此相对容易配置成功的是 NBD 模式。统一配置独立备份网络，通过高速的
10Gbps 以上的以太网进行数据传输，可以简化很多架构上的设计。
当然，如果条件允许，也完全可以配置 Direct Storage Access 和 Virtual Appliance
模式。
（4）超大型环境
可以参考上面的大型环境，但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负载，这时候在备份网络上
传输的吞吐量负载会变得非常重，因此合理地配置各个角色服务器的数量变得非常
关键。在这里，可以采用多个 VBR 服务器的分布式部署模式，同时可以利用企业管
理器（Enterprise Manager）的统一管理能力。一般来说，将 5000 台左右的虚拟机作
为一个备份域进行管理是比较合适的，而进行多站点管理时，每 200 个分支站点也
需要一个备份服务器来支撑。

2.1.2

Microsoft Hyper-V

VBR 在处理 Microsoft Hyper-V 虚拟机的时候，采用无代理的镜像级方法备份数
据，这种方法在虚拟化系统管理程序层面处理数据，因此不需要在每一个虚拟机的
操作系统内安装任何用于提取数据的代理程序。VBR 在备份过程中会利用 Hyper-V
快照完成备份，在备份开始前，VBR 会向 Hyper-V 请求一个卷快照，这个 Hyper-V
快照包含了相关虚拟机的配置信息、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用户数据和系统的状态。
VBR 在备份时，会将这个快照作为数据源来抽取数据。
Hyper-V 虚拟机的备份过程如图 2-2 所示。
1）备份作业启动后，VBR 会查询数据库中作业的配置信息，读取所有需要备
份的虚拟机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虚拟磁盘的列表，见图 2-2 中的步骤①。
2）VBR 会为后续的备份过程准备一系列资源，如相关的备份代理以及备份存
储库，并为它们建立 Veeam 数据搬运工的数据传输连接，见图 2-2 中的步骤②。
3）接下来，VBR 会向 Hyper-V 请求卷快照，在执行快照前，如果需要对应用程
序进行一致性处理，VBR 还会和客户机操作系统通信来处理应用程序，见图 2-2 中的
20

第2章
云数据保护基础

步骤③。
4）备份代理上的数据搬运工从卷快照中读取数据，如果是增量备份，则还会
使用 RCT 技术获取增量的数据块。VBR 在备份代理上对读取到的数据进行一系列
处理，这些数据包括填零的数据块、交换文件、被排除的数据文件等，处理完成后，
根据重删和压缩条件的设定，对数据完成重删和压缩，并把数据传递到备份存储库
中，见图 2-2 中的步骤④。
5）数据传输完成后，VBR 向 Hyper-V 发起快照合并请求，Hyper-V 上的卷快
照被删除，备份作业完成，见图 2-2 中的步骤⑤。
Hyper-V 基础架构

备份基础架构
Veeam
备份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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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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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icrosoft Hyper-V 环境中，虚拟机会在本地存储或者 CSV（Cluster Shared
Volume）上运行，备份这些虚拟机的时候，VBR 会借助 VSS（Volume Shadow copy
Service）框架和 Microsoft Hyper-V 的专有组件来提取数据，VBR 在这里充当 V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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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者的角色。在与 VSS 框架交互中，VBR 先获得有关基础架构的信息，识别虚拟
机文件所在的卷，然后触发 VSS 协调器以创建卷快照。
在备份过程中，在对卷创建快照时，需要确保该卷上的虚拟机处于静默状态，
这时候可以保证数据库的一致性，文件系统中的文件都已经处于关闭状态。VBR 会
通过以下 3 种方式来处理这样的备份准备过程。
（1）在线备份
Microsoft Hyper-V 提供的创建应用一致性备份的方式，完全无任何停机时间。
（2）离线备份
另外一种备选的一致性备份方式，这时候 Hyper-V 会通过使操作系统休眠的方
式冻结虚拟机的 I/O，这种方式会有短暂的停机时间。
（3）崩溃一致性备份
Veeam 专有的创建崩溃一致性备份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产生停机时间，不用冻
结 I/O。
对于以上三种方式，VBR 会优先选择在线备份以尝试使虚拟机处于静默状态，
如果在线备份方式失败，VBR 就会切换到另外两种方式以确保备份成功。默认情况
下，VBR 会从在线备份转成崩溃一致性备份，如果这时候还是希望创建一致性快照，
可以调整设置来让 VBR 通过使虚拟机休眠的方式做离线备份。

1. On-Host 备份
这是 Hyper-V 上默认的备份模式，也是最推荐的备份模式。这种模式完全不
需要额外的配置，使用起来非常简单、稳定和高效。当备份开始时，运行着这台虚
拟机的 Hyper-V 主机会处理所有虚拟机的数据，而拥有 CSV 卷的主机则被分配了
Veeam 备份代理的角色。
Hyper-V On-Host 模式的备份流程如图 2-3 所示。
1）VBR 向 Hyper-V 请求创建一份相关的卷快照。
2）VBR 的数据搬运工服务在 Hyper-V 主机上启动并挂载该卷快照，将虚拟机
的数据传输到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可能是备份存储库或者在另外一套 Hyper-V 中。
3）在数据传输结束后，删除卷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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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V 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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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快照

卷

图

备份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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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ff-Host 备份
这种模式并不常用。在这种备份模式下，备份操作并不在 Hyper-V 主机上进行，
而是转移到了一台单独的物理服务器上，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必须是由一台物理服
务器担当 Off-Host 备份代理角色。这台单独的物理服务器上同样运行着 Veeam 数据
搬运工服务，它从原存储卷中通过“可传递的卷快照拷贝”获取虚拟机数据。这样
的配置方式可以让 Veeam 在 Hyper-V 上通过存储网络实现备份数据的处理，也就是
通常所说的 LAN-Free 备份。
这种备份模式的配置还需要用到第三方存储厂商的组件 VSS Hardware Provider。
一般来说，各大存储厂商的官网软件包中都会有这个组件，以供应用程序使用。
Hyper-V Off-Host 模式的备份流程如图 2-4 所示。
1）VBR 在虚拟机所在的 Hyper-V 主机上触发对应的存储卷的快照。
2）在 Off-Host 代理上挂载这份卷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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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BR 的数据搬运工服务在 Off-Host 备份代理主机上处理该挂载的快照，将虚
拟机数据传输到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可能是备份存储库或者在另外一台 Hyper-V 中。
4）在数据传输结束后，从 Off-Host 备份代理中卸载这份快照，并从存储系统中
删除它。
Hyper-V 基础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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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Off-Host
代理

备份
存储库

2-4

对 Hyper-V 来说，以上这两种备份模式略有差异，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备份模式
On-Host

Off-Host

24

优

On-Host 备份模式和 Off-Host 备份模式对比
点

使用简单，不依赖第三方 VSS Provider，
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通用性强
对于生产系统的 Hyper-V 主机完全没
有任何影响

缺

点

在 Hyper-V 层面需要消耗系统的额外 CPU、
内存和网络 I/O
只有在使用 SAN 存储时才支持，并且需
要第三方存储厂商的 VSS Hardware Prov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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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Nutanix AHV

VBR 在处理 Nutanix AHV 的虚拟机时，采用无代理的镜像级方法备份数据，这
种方法在虚拟化系统管理程序层面处理数据，因此不需要在每一个虚拟机的操作系
统内安装任何用于提取数据的代理程序。VBR 在备份过程中会利用 Nutanix AHV 快
照完成备份，在备份开始前，VBR 会向 Nutanix AHV 请求一个卷快照，这个 Nutanix
AHV 快照包含了相关虚拟机的配置信息、操作系统、应用程序、用户数据和系统的状
态。VBR 在备份时，会将这个快照作为数据源来抽取数据。
Nutanix AHV 的虚拟机的备份过程如图 2-5 所示。
1）备份作业启动时，AHV 备份代理控制台会下发备份作业配置。
2）AHV 备份代理会将备份作业会话重定向至 VBR 服务器上。
3）AHV 备份代理通过 Nutanix Restful API 和 AHV 群集进行通信，为备份作业
中的虚拟机创建快照。
4）AHV 备份代理创建相关的卷组，接着通过 iSCSI 挂载虚拟机的磁盘，然后
从中读取虚拟机的数据。
5）Veeam 数据搬运工服务压缩、重删这些数据，然后将这些数据发送到备份存
储库，以 Veeam 专有格式存放。
Nutanix AHV 群集
AHV 备份
代理控制台

备份基础架构

AHV
备份代理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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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Veeam
数据搬运工

图

备份存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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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tanix AHV 备份代理
这是 Nutanix AHV 备份的核心组件，它是一个位于 Nutanix 群集中的基于 Linux
的虚拟设备。这个设备用于进行 Nutanix AHV 备份和恢复的所有工作，同时还提
供 了 Web 控 制 台， 以 用 于 配 置 Nutanix AHV 的 备 份 作 业。 这 个 代 理 设 备 是 通 过
Nutanix Restful API 和 Nutanix 群集进行通信的。每个 Nutanix AHV 的备份代理仅在
自己所在的群集内工作，也就是说，每个 Nutanix AHV 的群集对应一个 Nutanix AHV
备份代理，即它们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部署 Nutanix AHV 备份代理的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在 VBR 管理控制台上，利
用 Inventory 面板中 Backup Proxy 节点下的 Add 按钮，就可以打开 Nutanix AHV 备
份代理的推送安装向导，根据向导填入必要信息即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推
送部署需要完整的 DNS 解析环境支持，因此如果环境中 DNS 基础架构不是很完善，
则需要手工完成所有 Hosts 文件的添加，这里包括 Proxy Appliance 的 Hosts。

2.1.4

镜像级备份中的快照问题

VBR 在备份时严重依赖虚拟化的基础架构，绝大多数的备份操作需要稳定可靠
的虚拟化环境，因此在日常的备份过程中，最基础的条件是确保与虚拟化管理平台
有稳定的连接。以 vSphere 为例来说明，建议通过 vCenter 管理所有的 ESXi 主机，这
时候只需要将 vCenter 添加至 VBR 中就能进行单点集中管理了。
由于备份过程涉及虚拟化平台快照操作，因此所有基于虚拟化平台快照的限制
都将会是备份过程的限制条件。比较常见的情况是，vSphere 上的虚拟机使用了物理
RDM 模式或者独立模式的 VMDK 磁盘，vSphere 不允许对这些磁盘执行快照操作，
基于 vSphere 快照的无代理备份在这样的配置中也就无法进行了。同样的情况也会
存在于 Hyper-V 平台。
虚拟化平台的快照操作或多或少会对生产环境产生一些影响，特别是在快照移
除的那一刻，磁盘的 I/O 会显著增加，这时候对于一些 I/O 敏感的应用程序，影响就
会尤为严重。另外在快照移除的最后一瞬间，通常伴有虚拟机的“假死”现象，这
个假死通常持续 1～2 秒。有时候由于 I/O 负载太重，存储性能较差，假死时间会变
长，这属于快照合并过程中的正常状态，基础架构管理员需要根据生产系统对“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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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现象的承受能力，合理调整存储的性能。
虚拟化平台快照的原理很简单，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通常会产生各种各样的
问题，在重度使用快照的备份环境中，这些问题会特别突出，为了避免快照影响生
产环境运行，可以注意以下配置：
●

尽可能升级虚拟化平台至最新版本，同时升级虚拟硬件版本和虚拟化平台集
成 工 具， 如 VMware 工 具（VMware Tools） 和 Hyper-V 集 成 工 具（Hyper-V
Integration Tools）等。

●

确保每个数据存储上同时开启的快照数量尽可能少。VBR 默认配置了每个数
据存储上同时存在的快照数量小于等于 4 个，虽然可以通过调整注册表增大
这个数值，但是由于这个影响会以指数级增长，在实际使用中需要通过严格
的测试，确定合理的数值，切勿盲目调大该数值。

●

在生产系统不太繁忙的窗口调度备份作业。

●

为快照预留足够多的磁盘空间，根据快照的机制，在快照被创建后，所有的变
化数据都会被写入一个新的文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文件会越来越大，直到
它被整合回原始的虚拟磁盘。因此这部分数据通常放在不进行备份的环境中且
并没有被计算在存储容量中。根据备份的最佳实践，一般建议普通虚拟机至少
预留 10% 的数据存储容量作为快照临时空间；而数据变化量比较大的诸如 SQL
Server、Exchange 等服务器，则建议预留 20% 的数据存储容量作为快照临时空间。

出于各种原因，虚拟化平台中有时可能会出现快照堆积现象，如果没有及时发
现，这会对生产环境产生严重的影响。实际上，这个情况往往并不容易发现，除了
使用正常的监控管理手段之外，Veeam 在软件中设计了快照猎手的功能，用于全自
动地处理快照堆积问题。
通常，在每个备份和复制作业中会自动执行这个功能，因此对于一般用户而言，
这个功能在后台全自动进行。VBR 会全自动处理可能碰到的一切快照问题，它的处
理过程分为两大步：
1）检测是否有上次备份残留的 Veeam 辅助快照“ VEEAM BACKUP TEMPORARY
SNAPSHOT ”。如果有，将在本次备份之前删除该快照。这个过程会确保处理干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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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任务中残留的 Veeam 快照。
2）检测是否存在孤立的快照。如果有，尝试将它整合。这个过程确保除了上一
种情况之外的所有情况都会被正确修复。
而对于第二步，VBR 又会采用一组复杂的整合算法：
1）普通的快照整合方法。这种方法和虚拟化平台控制台菜单中的“整合”按钮
的功能完全相同，如果能用 vSphere 菜单中的“整合”按钮完成整合，那么事情非
常简单，VBR 会用这个功能立刻完成整合。
2）强制整合，不带静默。如果上一种方法失败，VBR 就会执行第二种方法，
这种方法中，VBR 会借助快照技术创建一个新的快照，然后调用虚拟化平台的“删
除所有快照”命令，一次性删除所有的孤立快照，恢复磁盘状态。
3）强制整合，带静默。如果第二种方法还是失败，Veeam 会执行第三种方法，
这种方法会创建虚拟化的静默快照，然后再次使用“删除所有快照”命令。
4）如果以上 3 种方法都失败，VBR 会向用户发送失败警告，这时建议手工处
理孤立快照，避免生产存储被耗尽。

2.1.5

AWS EC2 和 Azure VM

对于在 AWS EC2 和 Azure VM 的公有云上运行的虚拟机，Veeam 也提供了无代
理的保护解决方案，与私有云的部署方式不同，对这两个公有云上的虚拟机的保护
在云中进行，因此在云上部署备份服务器节点。

1. AWS EC2 备份
AWS 上的备份和灾备解决方案叫作 Veeam Backup for AWS，它能够创建 AWS
EC2 实例的镜像级备份存档，并将数据存放在 Amazon S3 中，当然也可以创建并维
护 EC2 原生的快照链。当需要恢复数据时，可以通过 Veeam Backup for AWS 从 S3 或
者快照中恢复整个 EC2 实例、EC2 实例卷以及 EC2 实例中的客户机文件和文件夹。
在 VBR 上，由于 Veeam Backup for AWS 所创建的是 Veeam 专有格式的备份，
因此这些备份可以像其他正常的镜像级备份一样被读取，并且可以使用 VBR 的备份
拷贝作业创建云下的备份数据。利用这个数据可以实现云上、云下以及云间的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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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如图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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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eam Backup for AWS 是一个基于 Linux 的 EC2 实例，从 AWS Marketplace 上
能够很方便地搜索并部署这个备份服务器。它的主要功能是：管理所有备份相关的
组件、快照、备份集以及备份和恢复策略。灾备管理员的所有操作都是通过访问这
个备份服务器来实现的。
Worker 实例是备份架构中另外一个重要组件，它是一个非持久运行的 EC2 实
例，非常类似于云下环境中的备份代理，是个数据搬运工，它挂载 EBS 快照并把数
据直接存到 S3 存储库中。Worker 实例同样也具备云上工作负载按需使用和动态扩
展的特性，只有在执行备份或恢复任务时，它才会根据实际的负载情况和工作要求
出现并扩展，一旦任务结束，Worker 实例将会被自动终止并删除。
Amazon S3 存储库是备份的目标端，它利用 Amazon S3 来存储备份数据，Worker
实例中的数据搬运工会将处理后的备份数据发送到 Amazon S3 存储库中。

2. Azure VM 备份
Azure 上的备份和灾备解决方案叫作 Veeam Backup for Azure，它能够创建 Azure
VM 的镜像级备份，并将数据存放在 Azure Blob 中，当然也可以创建并维护 Azure
VM 的快照链。当需要恢复数据时，可以通过 Veeam Backup for Azure 从 Blob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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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照中恢复整个 Azure VM 实例、Azure VM 实例卷以及 Azure VM 实例中的客户机
文件和文件夹。
在 VBR 上，由于 Veeam Backup for Azure 所创建的是 Veeam 专有格式的备份，
因此这些备份可以像其他正常的镜像级备份一样被读取，并且可以使用 VBR 的备份
拷贝作业创建云下的备份数据。利用这个数据可以实现数据的云上、云下以及云间
的迁移和使用，如图 2-7 所示。
Az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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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eam
数据搬运工

Azure VM 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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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Veeam
备份服务器

2-7

Veeam Backup for Azure 是一个基于 Linux 的 Azure VM，从 Azure Marketplace
上能够很方便地找到并部署这个备份服务器。它的主要功能是：管理所有备份相关
的组件、快照、备份集以及备份和恢复策略。灾备管理员的所有操作都是通过访问
这个服务器来实现的。
Worker 虚拟机是备份架构中另外一个重要组件，它是一个非持久运行的 Azure
虚拟机，非常类似于云下环境中的备份代理，是个数据搬运工，它挂载虚拟机快照
并把数据直接存到 Blob 存储库中。Worker 虚拟机同样也具备云上工作负载按需使用
和动态扩展的特性，只有在执行备份或恢复任务时，它才会根据实际的负载情况和
工作要求出现并扩展，一旦任务结束，Worker 虚拟机将会被自动终止并删除。
Azure 的 Blob 存储是用于存放 Azure VM 备份的备份存储库，Worker 虚拟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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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搬运工会将处理后的备份数据存放到指定的 Blob 存储中。

3. 云上、云间、云下的互通
VBR 可以利用外部备份存储库（External Repository）的功能，分别将 Amazon
S3 和 Azure Blob 存储添加至控制台中。通过这种方式，VBR 可以管理来自 Veeam
Backup for AWS 和 Veeam Backup for Azure 的备份。对于这些备份，VBR 可以对其进
行拷贝，将其拷贝至本地数据中心或者异地灾备站点；VBR 还能使用常规的恢复手
段，对备份进行各种各样的恢复操作，这和其他所有的 Veeam 镜像级备份完全一致。

2.1.6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

除了以上提到的私有云和公有云上的工作负载之外，VBR 还支持备份任意的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假如操作系统并没有运行在上述提到的云平台中，而
是运行在物理机或者其他的 KVM 平台上，VBR 可以通过在 Windows 或者 Linux 操
作系统中安装 Veeam 备份代理（Veeam Backup Agent）软件的方式实现数据的备份。
代理软件分为 Windows 版本和 Linux 版本，分别运行于不同的操作系统中。它
们负责和备份服务器交互、调度和运行备份作业、处理备份数据并将其传递到备份
存储库中。当然，这些备份代理软件也能够脱离 VBR 单独进行工作。

2.2

系统镜像数据的复制

除了数据备份之外，镜像级数据的复制技术也是一种非常便捷的数据保护手段。
常见的复制技术都是基于存储来实现的，然而在虚拟化环境中，随着技术的发展和
演进，虚拟机的镜像级复制技术也越来越成熟。VBR 提供了这样的复制技术并且不
需要在虚拟机内安装任何代理程序，和镜像级备份一样，它也借助虚拟机的快照来
实现。在第一次复制过程中，VBR 会将虚拟机完完整整地从一个位置复制到另一个
位置，而在后续的复制过程中，变化的数据会被持续更新至新的位置。
这个功能的用途非常多，对于同一个站点的复制来说，可以认为是一种高可用
（HA）的替代方案；而对于异地的第二个站点的复制来说，可以认为是一种数据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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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异地传输的很大一部分挑战来自异地网络传输，广域网链路带宽通常很昂贵，
在这种场景下，VBR 还提供了广域网加速技术来优化复制过程中的数据传输。
VBR 支持两种由系统管理程序管理的虚拟机的复制，一种是 VMware vSphere
的虚拟机，另一种是 Microsoft Hyper-V 的虚拟机，这两种平台没有太大的差别，下
面以 vSphere 为例说明虚拟机的复制流程和原理。

1. 复制流程和原理
VBR 处理虚拟机复制的过程和备份过程非常相似，同样也是通过备份代理来处
理所有的数据提取，只是在提取并处理数据后，直接将获取到的数据复制到虚拟机，
而不是存放于备份存储库中。虚拟机的备份流程如图 2-8 所示。
1）复制作业启动后，VBR 会查询数据库中作业的配置信息，读取所有需要备
份的虚拟机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虚拟磁盘的列表，见图 2-8 中的步骤①。
2）VBR 会为后续的复制过程准备一系列资源，准备合适的源端和目标端备份
代理和相关的备份存储库，并为它们建立 Veeam 数据搬运工的数据传输连接，见
图 2-8 中的步骤②。
3）接下来，VBR 会向虚拟化平台请求虚拟机快照，在执行快照前如果需要对应
用程序进行一致性处理，VBR 还会和客户机操作系统通信来处理应用程序，见图 2-8
中的步骤③。
4）备份代理上的数据搬运工从 VMware 快照中读取数据，如果是增量复制，则
还会使用 CBT/RCT 技术获取增量数据块。VBR 在备份代理上对读取到的数据进行
一系列处理，这些数据包括填零的数据块、交换文件、被排除的数据文件等，在处
理完成后，根据重删和压缩条件的设定，对数据完成重删和压缩，并把数据传递到
目标端备份代理上，见图 2-8 中的步骤④。
5）目标端备份代理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目标端虚拟化主机上，创建一个完整的
虚拟机。如果是增量复制，则将变化的数据块叠加至一个虚拟机快照中，见图 2-8
中的步骤⑤。
6）数据传输完成后，VBR 向虚拟化平台发起快照合并请求，在虚拟化平台上，
源虚拟机的快照被删除，复制作业完成，见图 2-8 中的步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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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端
备份代理

目标主机

2-8

以上复制过程的原理非常简单，而实际上对于异地灾备，通常会有各种来自网络
带宽、网络配置和 IT 条件限制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并更好地适应虚拟机的
灾备环境，可以在复制过程中配置广域网加速器来提升广域网传输的效率及稳定性。

2. 种子副本技术
通过种子副本（Replica Seeding）技术，可以显著减少网络上的数据传输，这个
技术先通过备份技术，将源虚拟机从源站点备份出来，这份备份的数据通过离线运
输的方式被运送到目标站点。在目标站点建立虚拟机的复制关系时，VBR 可以指定
从特定的备份存储库中读取这份数据，以用作目标站点虚拟机的基础数据源。而更
新变化的数据则继续从原生产环境当前的最新虚拟机中提取。通过这种方式，网络
上的数据传输将会大大减少，大量的虚拟机的数据都将会从目标站点的本地存储设
备中获取。这种方式和异地播种非常相似，因此我们称之为种子副本技术。

3. 副本映射技术
有些情况下，目标站点上会存在源站点需要复制的虚拟机副本，这时候可以利
用副本映射（Replica Mapping）技术，在建立复制作业的时候，指定将目标站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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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哪个虚拟机作为复制的副本对象。这可以避免在已存在副本的情况下重复传输不
必要的数据。这种技术通常会用于复制作业的拆分场景，比如在复制作业的设计之
初，在一个复制作业中设置了需要复制 5 台虚拟机，这时 5 台虚拟机使用同一个计
划任务进行处理。在这个任务运行了一段时间后，管理员认为部分虚拟机的 RPO 等
级需要提升，但是其他虚拟机还是要保持原来的 RPO 设定。这时候，管理员可以将
需要提升 RPO 的虚拟机从这个复制作业中移除出去，然后创建一个新的复制作业，
在这个新的复制作业中启用副本映射技术，将之前已经复制的虚拟机作为新的作业
的初始映射副本，这样就无须重新进行完整的虚拟机复制，只需接着之前的任务进
行后续的增量传输即可。

4. 网络重映射和 IP 更换技术
在有些场景下，灾备环境的网络配置和 IP 架构与源环境完全不一样，这时候完
整的虚拟机复制技术需要在目标端的站点上使用和源环境不同的网络端口组，甚至
是不同的 IP 地址。
在 VBR 的复制技术中，可以为复制到目标端的虚拟机配置一个新的网络端口
组，在每次复制作业运行时，VBR 会根据网络重映射配置表检查源虚拟机的网络配
置。如果源虚拟机的网络变更需求在这个网络重映射配置表中，那么 VBR 就会将它
的网络切换到新的网络端口组中。当需要进行灾备切换的时候，该虚拟机就会正确
地连接至切换后的合适的端口组上。
对于一些 Windows 服务器，VBR 也支持在灾备环境中使用和源环境不同的 IP
地址配置，这是通过 IP 更换对应规则来实现的。在复制作业中，可以指定 IP 更换
对应规则，每次复制作业运行时，VBR 会检测当前源环境中这个 IP 地址的信息，如
果满足 IP 更换规则的设定，那么 VBR 会在灾备切换时挂载虚拟机的虚拟磁盘，然
后通过注入 Windows 注册表的方式修改目标服务器的 IP 地址。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复制作业中这个 IP 更换并不是发生在复制时，而是发生在
灾备切换的那一刻，但是如果有 IP 更换的需求，请务必保证灾备切换操作是在 VBR
中进行的。如果灾备切换操作在虚拟化平台上执行，就像正常的虚拟机开机动作一样，
那么 IP 更换技术不会生效，因为这时虚拟化平台上的虚拟机内的 IP 地址并未被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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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从备份存档文件中进行复制
在典型的灾备场景中，所有的业务系统都需要有一份备份存档文件，同时对于
关键系统还需要有一份拷贝用于灾备切换，这时就需要备份系统和灾备系统用两种
不同的方式去生产环境提取数据，创建备份和复制备份。如果管理员不希望从生产
环境中重复提取相同的数据，当虚拟机的备份存档文件已经存在于备份存储中时，
VBR 可以使用从备份存档文件中进行复制的功能，在不影响生产环境的情况下，从
备份存档文件中提取数据创建合适的虚拟机灾备副本。这种操作方式不仅能够节省
大量的系统计算资源，同时能够降低网络中大量的重复数据传输。
和种子副本不一样的是，从备份存档文件中进行复制不仅在第一次复制过程中
从备份存档文件中提取所需要的数据，在后续的增量复制过程中，也都是从备份存
档文件中提取数据。假如在复制任务启动时，并没有产生合适的备份还原点，这时
复制任务将不会处理数据。

2.3

应用程序数据处理

和传统备份方式不一样的是，VBR 不单独处理应用程序，在 VBR 中不需要单
独的备份应用程序代理（Agent），但是 VBR 的功能一样能够支持各种应用程序的备
份和恢复，这也是在云环境下处理应用数据一致性的新发展要求。本节将详细讲述
应用程序支持的方法，其中包括：
●

应用程序的代理和无代理备份

●

应用感知技术详解

●

SQL Server 的备份

●

Oracle 的备份

2.3.1

应用程序的代理和无代理备份

1. 代理
这个 IT 专业词汇其实在国内计算机术语中并没有给出很准确的定义，然而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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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存在于计算机世界当中。一般来说，代理具备以下特性：
●

持续运行—通常会保持运行状态，即使在空闲时也会处于等待状态。

●

自动自主运行—不需要人工干预和交互就能保持运行状态。

●

应用程序交互功能—能够和其他应用程序发生交互，激活其他模块、互相
通信、协同工作。

传统的备份代理完全具有代理所具备的这些特性。因此普通代理程序面临的问
题，备份代理一样会碰到：
●

需要不停地为新部署的虚拟机手工安装代理程序（推送虽然方便，但也是“手
工”的一种，避免不了远程 / 本地的配置工作）。

●

软件更新的时候，需要为每一台机器升级代理。

●

在大规模环境的长期运行过程中，还需要考虑使用合适的软件监控这些代理，所
谓的代理保姆，就是干这种事的，防止这些代理哪天突然不工作了而无人知晓。

●

以上这些都会长期消耗计算资源，包括 CPU、内存、网络、存储，并且很多
时候是重复消耗。

2. 无代理备份
VBR 的针对虚拟化平台的备份，是不需要在任何的操作系统内安装任何的代理
程序（agent），因此备份不需要系统的运行状态。然而当应用系统处于运行状态时，
这种无代理的备份技术还能够感知到应用程序，识别出应用程序的种类、保存应用
程序的配置、同时存储应用程序创建的用户数据和应用数据。相比有代理的备份方
式来说，这种方式的效率更高，使用起来更方便。

2.3.2

应用程序感知技术详解

1. 应用程序备份
VBR 的应用程序备份是随着操作系统镜像级备份同时进行的。镜像的应用程序
感知处理是 Veeam 特有的技术，能够以应用程序感知的方式创建镜像级备份存档文
件。这里涉及很多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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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它会侦测在虚拟机内运行着什么应用程序。
2）使用 Microsoft VSS 处理应用程序，使其进入静默状态，确保每个应用程序
的状态一致。
3）为受保护的应用程序赋予特殊的恢复设置，以准备对每个应用程序在下次虚
拟机启动时执行 VSS 感知恢复。
4）如果备份成功，则对某些应用程序执行事务日志修剪。
以上整个过程完全自动化，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
VBR 支持全自动感知 Active Directory、SQL Server、Exchange Server、SharePoint 和 Oracle 这些应用程序。如果虚拟机内部署了这些应用程序，VBR 能够在备
份系统镜像的同时，用以上方法处理这些应用程序，确保这些应用程序的一致性，
同时还能够提供特别的恢复方法，恢复这些应用程序的对象。

2. 静默方法
通常来说会有两种静默方法，一种是用 VMware 工具静默，另外一种则是通过
应用程序感知处理来注入脚本。表 2-3 详细列出了两种静默方法的区别。
表 2-3
特

VMware 工具静默和应用程序感知处理
VMware 工具静默

性

应用程序感知

Windows 操作系统一致性备份

支持

支持

Linux 操作系统同步驱动

支持

不支持

应用程序感知备份支持

有限制的

支持

在使用 VSS 之前预处理应用程
序（比如 Oracle）

不支持

支持

支持应用程序日志截断（SQL
和 Exchange）

不支持

支持

支持脚本

支持，需要预先将脚本放到客
户机操作系统内

支持，可以集中管理所有脚本

需要客户手工在 UI 上交互操作

不需要

不需要

错误报告

在虚拟机客户机操作系统内

在 VBR 上集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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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可能会用到两个脚本：前脚本（Pre-Freeze Script）和后脚本（Post-thaw
Script）。这两个脚本都会在客户机操作系统内执行，因此需要用到操作系统的本地
管理员账号。
●

前脚本：用于冻结数据库事务日志或者创建应用程序的一致性快照。对于那
些无法冻结的数据库或者创建一致性快照的应用程序，也可以使用这个脚本
停止应用程序，当然这也会带来额外的服务中断时间。

●

后脚本：用于解冻数据库事务日志或者删除在前脚本中创建的快照。如果在后
脚本中停止了服务，那么这个脚本重新启动服务。

对于一些常见的应用程序，VBR 已经内置了这些应用程序的感知方法，灾备管
理员不需要为这些应用程序准备特定的脚本，这些应用程序包括 Active Directory、
SQL Server、Exchange Server、SharePoint 和 Oracle。同时 VBR 提供这些应用程序
的对象级恢复能力，可以从备份存档文件中直接恢复这些应用程序的对象。
在 VBR 的 作 业 向 导 中， 可 以 在“ Guest Processing ” 步 骤 中 设 定 应 用 程 序 感
知的相关内容。图 2-9 展示了两部分内容，其中最上面“ Enable application-aware
processing ”复选框就是应用感知部分。在这个复选框的右边有一个“ Application ”
按钮，可以通过这个按钮为不同的应用程序做详细的设定。
为了能够和应用程序交互，必须为应用程序提供一个客户机操作系统本地管理
员的账号，可以在“ Guest OS credentials ”中选择，也可以通过“ Add ”按钮添加
新的账号，对于不同的操作系统 Windows 和 Linux，VBR 支持设定不同类型的账号。
对于一个有多个虚拟机的备份作业，VBR 支持为不同的虚拟机设置独立的管理
员账号，以进行应用程序感知，图 2-9 中的“ Credentials ”按钮就能提供这个功能。

3. 客户机交互代理
在现实 IT 世界中，经常会碰到错综复杂的网络架构，为了更好地保障信息安
全，网络管理员通常会分离一些功能不同、所属部门不同的应用程序的网络。然而
为了能够统一管理这些系统的备份，往往又需要有备份专用网络或者接口，以和这
些应用程序通信。在 VBR 应用程序感知镜像处理方法中，也会碰到这样的挑战，这
时候可以通过客户机交互代理（Guest Interaction Proxy）来和这些特定的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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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通信。引入了客户机交互代理之后，在备份架构中，VBR 只需要向特定子网
（Subnet）开放少量的端口就可以完成数据的备份。备份服务器、客户机交互代理和
生产系统需要开放的端口如图 2-10 所示。

图
TCP UDP 135, 137-138, 445
TCP 49152-65535 TCP 6167
（MS SQL 日志传输）

2-9

TCP 6190, 6290

TCP 22

TCP 49152-65535
Windows 虚拟机

客户机
交互代理

备份服务器

图

Linux 虚拟机

2-10

注意：客户机交互代理只适用于客户机操作系统运行的是 Windows 虚拟机的情
况。而这个代理本身，也必须是一台 Windows 服务器。
除了使用客户机交互代理之外，VMware 环境下，VBR 还支持在无网络连接的
情况下使用 VMware VIX API，来和操作系统进行交互。vSphere 6.5 之后，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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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用了这个 API，启用了新的 API（名字为 vSphere API for guest interaction）。功能
和以前的 VIX 基本一致，所以 VBR 还是沿用了以前的叫法 —VIX。这个 API 同
时支持 Windows 和 Linux 操作系统的应用程序感知。
对于 Microsoft Hyper-V，VBR 支持使用 PowerShell Direct 和客户机交互，这只
在 Hyper-V 2016 以上版本中存在。
使用网络的方式和使用 API 的方式所需要的操作系统的权限略有不同。表 2-4
和表 2-5 详细说明了它们之间的一些差异。
表 2-4

使用网络的方式和使用 API 的方式需要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权限
Windows 操作系统
VMware
工具静默

Veeam 的
VIX 方式

本地管理员组成员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需要输入以下格式：
<servername>\Administrator
或者 <Domain>\Administrator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可以启用 UAC

可以

可以

可以

可以

VMware 工具必须安装

需要

需要

需要

不需要

Windows 应用感知

表 2-5

Veeam 的
RPC 方式

禁用（crashconsistent）

使用网络的方式和使用 API 的方式需要的 Linux 操作系统的权限
Linux 操作系统
VMware
工具静默

Veeam 的
VIX 方式

Veeam 的
SSH 方式

禁用（crashconsistent）

root 账户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不需要

需要 sudo 权限

不需要

需要

需要

不需要

基于证书的认证方式

不需要

支持

支持

不需要

VMware 工具必须安装

需要

需要

需要

不需要

Linux 应用感知

2.3.3

SQL Server 的备份

由于 SQL Server 的架构复杂，一些特殊的配置通常是没办法通过无代理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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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必须使用 Veeam Agent 来完成备份。表 2-6 列出了各种部署方式下的 SQL
Server 可以使用的备份方式。
表 2-6

不同部署方式下，SQL Server 可以使用的备份方式

部署方式

备份方式

单独虚拟机

无代理应用程序感知

单独物理机

Veeam Agent 应用程序感知

虚拟机配置了 RDM 卷

Veeam Agent 应用程序感知

虚拟机 Always On 群集

无代理应用程序感知

物理机 Always On 群集

Veeam Agent 应用程序感知

物理机故障转移群集

Veeam Agent 应用程序感知

物理机和虚拟机混合的 Always On 群集

虚拟机无代理 / 物理机 Veeam Agent

使用 VBR 进行 SQL Server 备份时，VBR 可以处理整个 SQL 服务器的镜像来实
现整个数据库的备份，同时也支持对于 SQL Server 事务日志的备份。

1. 完整数据库的备份
这里没什么特别的配置，只需要启用 Guest Processing 即可。唯一需要注意的
是：对于 SQL Always On 群集，请确保将所有的 Always On 节点添加在同一个备份
作业中，因为只有这样，VBR 才理解这几台服务器的互相关系，保证所有的备份能
正常感知，确保在恢复备份时能正常打开和执行恢复命令。

2. 事务日志处理和备份
除了备份完整的数据库之外，VBR 还能处理和备份 SQL 数据库的事务日志。
SQL 数据库的日志处理有三种，可以从这三种里面选取其中一种，图 2-11 为 VBR
上 SQL 应用程序的选项。
1）截断日志：防止数据库日志不断增大，相当于在备份后立刻清理数据库的日
志。如果备份作业定时进行，此选项相当于定期清理日志。
2）不截断日志：适用于简单恢复模式或者 DBA 已经定义了事务日志截断方式
41

Cloud
Data Management
in Action

云数据管理实战指南

和计划任务，那么可以不用 VBR 来处理这个事务日志。
3）定时备份日志：这里要求 SQL Server 的恢复模式必须是完整恢复模式或者
Bulk-logged 恢复模式。VBR 首先会备份日志，备份完成后会进行日志的截断操作。
这种处理方式可以令日志备份的时间间隔默认为十五分钟，最小为五分钟。备份后的
事务日志会和备份存档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并且以 VLB 作为扩展名结尾。对于
日志的保留策略，VBR 提供了两种选项，跟随镜像级备份的保留策略或按最近多少天
为单位进行保留。

图

2-11

3. 日志传输服务器
对于定时备份日志，VBR 还提供日志传输服务器的选择。它并不是一台专用的
角色服务器，任意一台由 VBR 管理的 Windows 服务器都可以充当日志传输服务器。
通常情况下，自动选择日志传输服务器能够让 VBR 最优化地决定使用哪个日志
服务器，并且 VBR 还提供日志传输服务器的故障切换和负载均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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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备份的注意事项：
在传输日志前，VBR 会把数据库的事务日志临时文件存放在一个临时文件夹当
中，默认的文件夹位于 %allusersprofile% 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默认的文件
夹都会位于 Windows 系统分区下。这往往会给磁盘分区造成很大的困扰，当日志数
据变化量非常大时，系统分区有可能会被占满。Veeam 提供了修改这一位置的方法，
即通过调整 VBR 的注册表键值来完成：
路径：HKLM\SOFTWARE\Veeam\Veeam Backup and Replication
键值：SqlTempLogPath
类型：REG_SZ
默认值：未定义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设置这个键值，设置完成后，需要重启 VBR 服务。
在 VBR 备份涉及 SQL Server 时，VBR 会将整个服务器的内容备份下来。假如
这台服务器上有多个数据库或者多个实例，默认情况下，VBR 不会单独处理某个数
据库。VBR 提供了通过注册表来排除 SQL 数据库的方法。
这个排除选项在默认情况下是不出现的，需要修改 VBR 控制台上安装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注册表来实现，在修改前需要关闭 VBR 控制台。
路径：HKLM\SOFTWARE\Veeam\Veeam Backup and Replication
键值：EnableDBExclusions
类型：DWORD
值：1

重新打开 VBR 控制台后，可以在左上角的主菜单下找到 Databases Exclusions 选
项，打开后如图 2-12 所示。

2.3.4

Oracle 的备份

VBR 支持在镜像级备份过程中，同时处理 Oracle 数据库，但是其中有些特殊的
Oracle 架构是无法支持的：
●

运行在 64 位 Linux 服务器上的 32 位的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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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

Oracle RAC 架构；

●

早期的 Oracle 版本，比如 9i、10g 等。

1. Oracle 镜像级备份流程和原理
（1）Linux 系统
1）在 Linux 系统中首先注入协调工作组件，这个组件会处理后续的所有作业
步骤；
2）发现 Oracle 数据库实例，查询 /etc/oraInst.loc、inventory.xml，比较 /etc/oratab
信息；
3）查询并拿到 Oracle 实例的状态信息；
4）从 ASM 实例中获取磁盘组信息；
5）确定系统的日志模式，获取数据库文件位置、CDB 和 DBID 信息；
6）收集归档日志的必要信息，Veeam 开始执行真正的数据库备份，修改数据库
状态，处理归档日志；
7）创建 PFILE 备份，写入备份元数据中；
8）记录额外的备份信息，包括当前的 DBID、SCN、Sequence ID、数据库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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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域名、恢复文件位置、基础侦听信息以及当前的归档日志；
9）关闭协调工作组件，创建系统镜像快照，通知备份服务器进行镜像级备份。
（2）Windows 系统
在 Windows 系统上的 Oracle 根据版本、VSS 选项和类型的不同，会有所不一
样，表 2-7 列出了它们的区别。
表 2-7

Oracle 11g 和 Oracle 12c 对比

VSS 已启用

VSS 已停用

Oracle 11g

使用 Oracle VSS

和 Linux 机制相同

无此配置

Oracle 12c

使用 Oracle VSS

和 Linux 机制相同

跳过 VSS 配置，和 Linux 机制相同

插入式数据库

在配置 Oracle 备份时，可能会碰到一些问题，这时候需要检查 Oracle 的状态。
Oracle 数据库备份常用的故障排除方法如下。
首先可以通过 sqlplus 命令连接至 Oracle 服务器查看状态：
[oracle@localhost ~/] sqlplus / as sysdba
SQL> select Database_Status from V$INSTANCE;
DATABASE_STATUS
----------------ACTIVE

然后可以检查 /etc/oratab 文件的内容，如果 /etc/oratab 文件里面不存在内容，这
时候就需要手工恢复 oratab 文件，确保里面的实例信息正确，才能继续进行 Veeam
备份。

2. 归档模式
在备份 Oracle 数据库时，VBR 会自动判断 Oracle 的备份模式，对于 NOARCHIVELOG
模式和 ARCHIVELOG 模式的实例，VBR 的处理方法不同。
（1）NOARCHIVELOG 模式
1）VBR 会在执行备份快照前对 Oracle 数据库执行关闭操作；
2）关闭后，执行虚拟机、物理机镜像级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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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快照执行完成后，VBR 会通知 Oracle 数据库，执行重启操作；
4）开始正常备份流程。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数据库短时间内会不可用，通常建议开启 ARCHIVELOG
模式来避免这个停机时间。
（2）ARCHIVELOG 模式
对于这种模式下的虚拟机备份，可以实现 Oracle 的在线备份。
1）VBR 会在执行备份快照前，通知 Oracle 进入热备份模式；
2）执行虚拟机、物理机镜像级快照；
3）快照执行完成后，VBR 会通知 Oracle 数据库退出热备份模式；
4）开始正常的虚拟机备份。
查询归档日志的方法：
[oracle@localhost ~/] sqlplus / as sysdba
SQL> select name,log_mode from v$database;
NAME
LOG_MODE
--------- ----------orcl
NOARCHIVELOG

开启 ARCHIVELOG 模式的方法：
SQL> shutdown immediate;
Database closed.
Database dismounted.
ORACLE instance shut down.
SQL> startup mount
ORACLE instance started.
Total System Global Area 6415597568 bytes
Fixed Size
2170304 bytes
Variable Size
905970240 bytes
Database Buffers
5502926848 bytes
Redo Buffers
4530176 bytes
Database mounted.
SQL> alter database archivelog;
database altered.
SQL> alter database open;
database al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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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账号和权限
对于 Oracle 备份来说，这部分通常是最复杂的，Windows 和 Linux 稍微有一些
不同，在做镜像级和应用程序处理时会涉及操作系统的文件访问权限和 Oracle 系统
的 DBA 权限。VBR 提供两种设置方式，这两种方式的实现效果没有区别。
●

方法一：操作系统和 Oracle 使用同一个账号，都使用操作系统的账号。在设
置备份作业时，在 Guest Processing 界面中，Oracle 的账号需要配置为“ Use
Guest credentials ”。多数情况下，Linux 系统都会选用这种方法。

●

方法二：操作系统和 Oracle 使用不同的账号，这时候需要满足以下两种条件。
多数情况下，Windows 系统会选用这个方法。

对于 Linux 系统和 Windows 系统，下面举例说明如何进行账号设置。
（1）Linux 系统
●

条件一：需要使用 root 账号或者提权至 root 的账号。一般来说，在 Oracle 系
统中，root 账号并没被加入 oinstall 组，通常不会使用 root 账号。

●

条件二：加入 oinstall 组，如果有 ASM，还需要加入 asmadmin 组；拥有 ora_
dba 本地组的权限。

举例说明：
配置 Oracle 备份作业时，在 Guest Processing 中，添加操作系统的账号，如 oracle，
并将该账号提权至 root。
在 Application 设定中，由于已经使用了 oinstall 组的账号，拥有了本地 Oracle
的完全访问权限，因此只需要选择“ use guest credentials ”即可。
（2）Windows 系统
●

条件一：需要拥有本地管理员权限，并且这个本地管理员需要能够读写 Oracle
数据库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

条件二：拥有 ora_dba 本地组的权限。

表 2-8 总结了 Linux 系统和 Windows 系统各自的权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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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Linux 系统和 Windows 系统的权限要求
Windows

Linux

使用操作系统账号统一认证

本地管理员组
ora_dba 组
ora_asmadmin 组

OSASM
OSDBA
OINSTALL
提权至 root

使用独立的 Oracle 账号，比如 sys

拥有 SYSDBA 权限

拥有 SYSDBA 权限

4. 日志处理
除了备份 Oracle 的系统镜像之外，Veeam 还能够处理和备份 Oracle 的归档日志。
对于 Oracle 的日志处理，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择一种，图 2-13 为 Oracle 应用程
序感知的设定主界面。
1）不删除归档日志；
2）删除超过一定时间的归档日志，默认为 24 小时；
3）删除超过一定大小的归档日志，默认为 10GB。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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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eam 还提供定时备份归档日志的功能，可以设定定时的日志备份子任务，定时
间隔最小为 5 分钟。保留策略可以选择为跟随镜像级备份或者按天保留。

5. 日志传输服务器
和 SQL Server 一样，Oracle 的日志传输也可以选择“ Log Shipping Servers ”。它
并不是一台专用的角色服务器，任意一台由 VBR 管理的 Windows 服务器都可以充当
日志传输服务器。
通常情况下，自动选择日志传输服务器能够让 VBR 最优化地决定使用哪个日志
服务器，并且 VBR 还提供日志传输服务器的故障切换和负载均衡功能。
日志备份的注意事项：
在传输日志前，VBR 会把数据库的事务日志临时文件存放在一个临时文件夹当中，
默认的文件夹位于 /tmp 下，这往往会给磁盘分区空间造成很大的困扰，当日志数据变
化量非常大时，系统分区有可能会被占满。Veeam 提供了修改这一位置的方法：
（1）Linux Oracle
在 Oracle 服务器的 /tmp 文件夹下创建 VeeamOracleAgent.xml 文件，其内容为：
<config OracleTempLogPath="/location"></config>

需要确保“ location ”为可读写。
（2）Windows Oracle
可以通过调整 Oracle 虚拟机的注册表键值完成位置的修改：
路径：HKLM\SOFTWARE\Veeam\Veeam Backup and Replication
键值：OracleTempLogPath
类型：REG_SZ
默认值：未定义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设置这个键值。

2.4

文件级数据的保护

非结构化数据是云时代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数据存在形态，它们通常以文件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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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存储在各种文件服务器里。随着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发展，文件服务器的使用范围
也越来越广，而存放于文件服务器中的数据无论是数量还是容量都在不断变大，这
对数据保护带来了巨大挑战。文件服务器的备份标准协议 NDMP 是在 20 世纪 90 年
代末由 NetApp 率先发明的，后来被很多企业级文件存储厂商广泛使用和优化，然而
在最近的十年里这个协议就再也没有更新了。由于这个协议本身存在诸多限制和不
够灵活，因此对云数据文件服务器的数据保护带来了巨大挑战。
文件级数据保护需要适应目前文件服务器的主流协议，包括 SMB 文件共享、NFS
文件共享、Windows 文件服务器和 Linux 文件服务器。VBR 的文件备份通过无代理
的方式从这些对象中将文件备份出来，存放在 VBR 备份存储库中，当需要恢复的时
候，VBR 提供多种灵活的恢复方式。
VBR 的文件备份流程如图 2-14 所示。
1）当备份作业开始时，VBR 会分配一个文件代理给对应的文件服务器来处理
文件数据。
2）文件代理开始枚举文件服务器中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并且为所有的对象创
建对应的 CRC 文件夹树。
3）文件代理将计算出来的文件夹的哈希值传输至缓存存储库。
4）缓存存储库存储接收到的哈希文件夹树。每当缓存存储库接收到一个新的
哈希文件夹树结构时，它会将其与在上次备份会话中创建的哈希文件夹树进行比较，
一旦发现不同，缓存存储库会通知文件代理开始读取这些变化的数据。
5）文件代理会从文件服务器中读取这些新的数据。
6）文件代理会重新打包并传输这些数据到备份存储库。
7）VBR 对备份下来的共享文件数据进行归档，存放第二份拷贝。

1. 缓存存储库
缓存存储库（Cache Repository）技术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技术，它用于降低在文
件共享上因为备份产生的访问压力，同时提升增量备份的速度。这个缓存存储库中
存放了文件夹级别的哈希值。如果文件夹的哈希值发生了变化，缓存存储库能够快
速准确地定位到哈希值改变的文件夹，从而从中快速获取到变化的文件。对于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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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添加到 VBR 中的共享文件，都会有一个唯一的缓存存储库与之一一对应。
NAS 备份

备份服务器
Cache 存储库

1 3 4

2
共享文件夹

7

6

5
文件代理

备份存储库

图

归档存储库

2-14

注意：因为缓存存储库并不用于常规备份数据的存放，因此缓存存储库必须是
简单备份存储库，不能是横向扩展的备份存储库或者是重删设备。
缓存存储库的位置离原始共享文件越近越好，用于缓存存储库的磁盘的速度也
是越快越好，因为增量数据的查询速度完全取决于存放于缓存存储库中的文件夹哈
希值的比对结果。

2. 文件代理
文件代理（File Proxy）用于捕捉变化的文件，文件代理会从缓存存储库中获知
哪些文件夹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文件代理会访问这些变化的文件夹，从中找出变
化的文件，并处理这些变化的文件，将它们备份至备份存储库。
文件代理对于每个共享文件来说，并不是固定的，它只会在备份作业发生时被分
配给备份作业。通过这种方式，备份作业开始时，可以利用多个文件代理进行并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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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备份作业智能地分配被改变的文件夹至文件代理，由文件代理快速定位并找到改
变的文件，将其处理后存储到备份存储库。
在处理共享文件时，为了能够更好地处理文件锁问题，保证 NAS 文件一致性，
VBR 支持 SMB v3 版本的 VSS 快照以及存储级别快照。

2.5

备份数据的拷贝

数据保护和灾备的首要目标是：无论是发生硬件或者软件故障，还是发生物
理机或者虚拟机故障，确保数据不丢失。而单份备份数据的存放，不管从哪个方面
来说，都会是一个风险点，在数据管理中，备份数据的拷贝可以应对这样的风险。
VBR 支持使用备份数据的拷贝方式对数据进行多份存放，它支持以下这些备份集的
拷贝：
●

VMware vSphere 的备份集；

●

Microsoft Hyper-V 的备份集；

●

Nutanix AHV 的备份集；

●

Amazon EC2 或者 Azure 虚拟机的备份集；

●

使用 Veeam 代理创建的物理机或者虚拟机的备份集；

●

使用 Oracle 和 SAP HANA 插件创建的备份集；

●

HPE StoreOnce 的备份集；

●

文件服务器的备份集。

Veeam 的备份拷贝是实现数据保护 3-2-1 黄金法则的基础，也是 VBR 的基本功
能之一。它非常简单，实现效果就是：将一个还原点（Restore Point）完完整整地拷
贝一份，使其变成一个新的可以使用的还原点。什么是还原点？在 VBR 中，它是某
个虚拟机或者服务器某个时间点的记录，利用还原点，可以从 VBR 的存储库中将数
据恢复回该时间点。对于还原点来说，它可能包含一个文件，比如 vbk 全量备份存
档文件，也有可能包含一组文件，一个 vbk 和一系列 vib，这取决于备份作业或者备
份拷贝作业如何创建它们。关于更多还原点的详细说明，请参考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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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拷贝作业创建的备份链和普通的备份作业制作的备份链略有不同，备份拷
贝创建的备份链通常是永久增量模型，也就是说，第一次传输中，备份拷贝会创建
一个 .vbk 的全量备份存档，在第二次及后续传输中，备份拷贝会基于第一次的 .vbk
形成一份 .vib 的增量存档，并且一直创建下去。关于更多备份拷贝和备份链的内容，
请参考第 5 章。
备份拷贝有两种模式，一种叫作 Immediate Copy，另外一种叫作 Periodic Copy，
两种模式有一些区别，它们支持的内容不一样，如表 2-9 所示。
表 2-9

备份拷贝的两种模式 Immediate Copy 和 Periodic Copy 对比

支持的备份存档

Immediate Copy

Periodic Copy

vSphere 和 Hyper-V 虚拟机备份

支持

支持

VBR 集中管理的 Veeam 代理

支持

支持

SQL 和 Oracle 的日志备份

支持

不支持

非集中管理的 Veeam 代理

不支持

支持

Oracle RMAN 和 SAP HANA

支持

不支持

Nutanix AHV

不支持

支持

AWS EC2

不支持

支持

Microsoft Azure 虚拟机

不支持

支持

除此之外，这两种拷贝模式在备份存档的创建上也有一些区别，对于 Immediate
Copy 而言，它会根据主备份作业的设定，在主备份作业执行完成后，立刻创建一份
备份拷贝存档。Immediate Copy 是主备份作业的 1∶1 的完全还原点镜像。但需要特
别注意的是，它不是简单的备份存档的镜像，也不是备份存档 vbk 和 vib 的文件拷贝。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在主备份作业中设置了每个周六创建合成全量备份（Synthetic
Full）的备份作业，那么会在周六创建全量备份存档，而在这个备份存档创建好后，
Immediate Copy 作业会运行并创建对应的拷贝存档，这个创建出来的存档和主备份作
业创建出来的 vbk 全量备份不一样，前者是 vib 增量备份。根据 Immediate Copy 的特
点，它适用于所有需要进行应用程序日志复制的备份作业，因此在异地容灾时，对于
关键的数据库系统，可以通过 Immediate Copy 提升数据库系统在灾备站点的 RPO 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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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备份拷贝的工作原理

当备份拷贝作业开始时，VBR 访问存放源数据的备份存储库，从中读取指定的
备份存档的数据块，将这个数据拷贝至目标备份存储库中。整个拷贝过程在后端的
备份架构中进行，对前端的生产系统完全无任何影响，它不需要创建任何快照，拷
贝任何数据。
备份拷贝的执行过程如图 2-15 所示。
1）备份拷贝作业开始后，VBR 分别从源备份存储库和目标备份存储库上启动
两个 Veeam 数据搬运工。这两个数据搬运工的位置可能会因为备份存储库的类型不
同有所不同。
2）如果这是第一次运行的作业，那么 VBR 会执行一个完整的全量备份拷贝，
VBR 根据所选择的还原点，从源备份存储中提取该还原点的完整数据。根据主备份
作业的不同备份模式，VBR 会用不同的方式从源备份存储库中提取备份数据。为了
降低在网络中传输的数据，VBR 会在传输前对数据进行压缩和重删。
3）VBR 会传输所有的拷贝数据到目标备份存储库中，然后将这些数据写入一
个完整的备份存档中。
4）在下一次备份拷贝开始后，VBR 会捕捉新创建的还原点，一旦有新的还原
点，VBR 会将增量的变化数据传输到目标备份存储库中，创建一份增量的备份存档。

2.5.2

备份拷贝的传输方式

VBR 支持点对点的备份数据直接传输，这个非常适合数据中心内或者是高带宽
的专线网络内的数据拷贝传输。这种方式的数据传输效率非常高，并且没有额外的
组件要求，采用这种方式的配置不需要在备份架构中加入任何组件，可直接创建拷
贝任务来使用，非常简便。
除此之外，VBR 还支持通过广域网加速器进行备份的异地传输。这种传输数据
的方式能够借助广域网加速器来应对窄带宽、高延迟、高丢包的恶劣环境，对于长
距离的数据传输效果特别显著。它的实现方式，需要在源站点和目标站点各部署一
套广域网加速器，用来完成数据的传输。使用广域网加速器时，VBR 通过组合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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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极大地减少了网络中传输的数据，仅仅传输必要的数据块，从而提升了数据
传输的效率。
生产站点

备份基础架构

Veeam
备份服务器

Veeam
数据搬运工
2

Veeam
数据搬运工
1

4

3

源主机

源备份存储库

图

目标备份存储库

2-15

2.6

备份和容灾应用示例

2.6.1

示例一：主备数据中心一体化灾备

备份和容灾可以在同一个环境中使用 VBR 来实现，下面以一个 VMware vSphere
环境中的实际例子来说明整个实现过程。
有一台虚拟机，名称为 CloudData，灾备管理员希望对这台虚拟机实现每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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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备份，备份存档存放于主数据中心 A 的主备份存储库中，这份备份存档将会被
保留最近的 3 周；为了提升备份数据的可靠性，灾备管理员还要将备份数据在灾备
数据中心 B 存放一份，这份数据希望能够存放 1 年以用于追溯。另外，由于灾备的
需要，在灾备数据中心 B，灾备管理员还需要一个能够在短时间内立刻恢复的副本，
用于系统的应急接管，这个接管需要有足够好的性能，来满足生产系统的运行。
灾备基础架构如图 2-16 所示。
主数据中心 A

灾备数据中心 B

备份服务器

备份

备份拷贝

CloudData - Prod Site

从备份中复制

CloudData - DR Site

生产群集

灾备群集

图

2-16

VBR 的作业配置
1）首先为 Clouddata 创建一个本地的备份作业，还原点设置为 21 个，确保至
少有 21 个以上的本地还原点。这个备份作业设置为每天晚上 10 点执行。
在 VBR 控制台中，找到“ Home ”面板，打开“ New Backup Job ”向导。在
“ Name ”步骤中，输入备份作业的名称—Clouddata Backup，如图 2-17 所示。
2）在“Virtual Machines”步骤中选择添加名称为 CloudData 的虚拟机，如图 2-18
所示。
3）在“Storage”步骤中，令备份代理保持默认的自动选择（Automatic selection），
备份存储库选择 CloudData - Prod Site。“ Retention policy ”中填入 21，并将后面的
“ restore points ”修改为 days，其他选项都保持默认，如图 2-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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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

图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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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

4）在“ Guest Processing ”步骤中，保持默认设置，对虚拟机不进行应用感知和
处理，如图 2-20 所示。

图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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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 Schedule ”步骤中，设置在每天晚上 10 点执行作业，其他选项保持默
认，如图 2-21 所示。

图

2-21

6）点击 Apply 按钮之后，备份作业的设置完成。
7）为 CloudData 创建一个备份拷贝作业，将创建的备份还原点拷贝至灾备数据
中心。
在 VBR 控制台中，找到“ Home ”面板，打开“ New Backup Copy Job ”创建向
导。在“Job”步骤中，设置作业名称为 Clouddata copy to Remote Site，选择“Periodic
copy ”模式，并设置备份作业每天在上午 12:00 后启动，如图 2-22 所示。
8） 在“ Objects”步骤中，点击“ Add...”按钮后，再点击“ From Infrastructure”
，
在 vCenter 中再次找到 CloudData 这台虚拟机，使其作为要拷贝的对象，如图 2-23 所示。
9）在“ Target ”步骤中，选择“ Backup repository ”为灾备中心的 CloudData DR Site 这个备份存储库，并在这里设置数据的保留周期，即每年存 1 份存 1 年，每
季度存 1 份存 0 份，每月存 1 份存 12 个月，每周存 1 份存 4 周，最近的保留周期存
7 份。高级选项保持默认设置，如图 2-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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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图

2-23

第2章
云数据保护基础

图

2-24

10）在“ Data Transfer ”步骤中，保持默认设置，使用直接传输，不使用广域
网加速器传输，如图 2-25 所示。

图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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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 Schedule ”步骤中，设置在任何时候，只要满足条件，就传输数据生
产灾备站点的存档，如图 2-26 所示。

图

2-26

12）点击“ Apply ”按钮完成任务创建。
13）为 Clouddata 创建一个复制作业，使用灾备站点的数据作为数据源来创建
灾备虚拟机。
在 VBR 控制台中，找到“ Home ”面板，打开“ New Replication Job ”创建向
导。在“ Name ”步骤中，创建一个名为 Clouddata Replication 的复制作业，高级控
制选项保持不变，如图 2-27 所示。
14）在“ Virtual Machines”步骤中，点击“ Add...”按钮选择 CloudData 这台虚拟
机，点击“Source... ”按钮选择 CloudData - DR Site 作为数据提取源，如图 2-28 所示。
15）在“ Destination ”步骤中，设置复制到哪个 ESXi 主机上，并选择相关的
Resource pool、VM folder 和 Datastore，如图 2-29 所示。
16）在“ Job Settings ”步骤中，为复制作业设置元数据存放的位置，并且设定
“ Restore point ”只保留 1 份，图 2-3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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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7

图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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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9

图

2-30

17）在“ Data Transfer”步骤中，不使用广域网加速器，保持默认设置，如图 2-31
所示。
64

第2章
云数据保护基础

图

2-31

18）在“ Schedule ”步骤中，设置每天下午 4 点执行这个复制作业，其他设置
保持默认不变，如图 2-32 所示。

图

2-32

65

Cloud
Data Management
in Action

云数据管理实战指南

通过以上这 3 个作业的设置，一共会创建 3 份存档，而仅有第一份存档是从生
产环境提取数据创建的备份存档，第二份备份是从第一份备份存档中提取的数据，
而第三份备份则是从第二份备份中提取的数据。
从还原点时间来说，对于这 3 个作业所创建的最新一份还原点，它们的创建时
间完全一致，都是第一份备份存档从 vCenter 中提取数据那一刻，而这 3 个作业各
自有不同的保留策略，能完成不同周期的数据保留。

2.6.2

示例二：三个数据中心的数据接力

管理员希望对数据实现 3 级拷贝、3 地灾备，在示例一中，管理员做了两地灾
备，这时候他还希望从灾备数据中心 B 中拷贝一份备份存档至灾备数据中心 C，实
现三地灾备。
其备份架构如图 2-33 所示。
主数据中心 A

灾备数据中心 C

备份服务器

CloudData - DR Site 2
备份拷贝

备份

备份拷贝

灾备数据中心 B

从备份中复制

CloudData - DR Site

CloudData - Prod Site

灾备群集

生产群集

图

2-33

VBR 的作业配置
在示例一的基础上，管理员需要创建第三个备份拷贝作业。
1） 在 VBR 控 制 台 中， 找 到“ Home ” 面 板， 打 开“ Backup Copy Job ” 创
建向导。在“ Job ”步骤中，设置作业名称为 CloudData Copy to DR site C，选择
“ Periodic copy ”模式，并设置作业每天在上午 12:00 后启动，如图 2-34 所示。
66

第2章
云数据保护基础

图

2-34

2）在“ Objects ”步骤中，先点击“ Add…”按钮，从 Infrastructure 中选择备
份对象，选定 CloudData 这台虚拟机，然后再点击“ Source…”按钮，选择从哪个
存储库提取数据做备份拷贝。由于主备份作业将数据写入了 CloudData-Prod Site 备
份存储库中，而第二份备份写入了 CloudData-DR Site 备份存储库中，因此在这里选
择从 CloudData-DR Site 中提取备份数据，如图 2-35 所示。

图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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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 Target ”步骤中，选择 DR Site C 站点的 CloudData-DR Site 2 作为备份
存储库，如图 2-36 所示。

图

2-36

4）之后的步骤和示例一的备份拷贝一样，设置好 Data Transfer 和 Schedule 后，
即完成了备份拷贝作业的设置。

2.7

本章小结

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达成云数据可用性的第一个条件，详细说明了数据的备
份和复制的方法、原理。对于镜像级的数据和文件级的数据，可以分别采用不同的
方式进行保护。而对于运行于镜像中的应用程序，在数据保护的处理过程中需要特
别注意，本章特别以典型的 SQL Server 和 Oracle 为例进行了说明。在本章的示例
中，通过备份和灾备的一体化设计和配置，进一步演示了备份理论知识在实际中的
运用。在第 3 章中，你将会学习到如何从本章的备份存档或灾备存档中恢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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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开 始 下 一 章 的 学 习 之 前， 可 以 访 问 Veeam 官 方 在 线 手 册 了 解 VBR 的 更 多 配 置
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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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从备份中恢复

VBR 提供种类丰富的数据恢复方法，使用这些方法，可以从备份存档中按需提
取各种数据。这些恢复方法包括：
●

即时虚拟机恢复

●

即时虚拟磁盘恢复

●

完整虚拟机恢复

●

虚拟机文件恢复

●

虚拟磁盘恢复

●

客户机系统文件恢复

●

应用程序对象恢复

3.1.1

即时恢复

即时恢复有两种类型，一种为完整虚拟机的即时恢复，另外一种为虚拟磁盘的
即时恢复。

1. 即时虚拟机恢复
使 用 即 时 虚 拟 机 恢 复 方 法， 可 以 立 刻 恢 复 工 作 负 载 至 VMware vSphere 或 者
Microsoft Hyper-V。这个恢复过程并没有将数据传输回 VMware vSphere 或者 Microsoft Hyper-V 的存储上，而是直接从备份存档中运行相应的虚拟机。
即时虚拟机恢复方法能够极大地提升恢复时间目标（RTO），降低生产系统的宕
机时间。它就像一份临时的冗余副本，随时可供立刻使用。
在 VBR v10 版本中，Veeam 还支持从以下多种不同的平台中备份下来的存档通
72

第3章
云数据恢复基础

过即时虚拟机恢复至 VMware vSphere 中：
●

VMware vSphere

●

Microsoft Hyper-V

●

Nutanix AHV

●

Amazon EC2

●

Microsoft Azure VM

●

Windows 和 Linux Agent

在执行即时虚拟机恢复方法时，VBR 会使用 Veeam vPower 技术直接从压缩和
重删后的备份存档中通过模拟的方式将数据文件以 ESXi 主机或者 Hyper-V 原生的
格式呈现给虚拟化平台。这种模拟方式并不需要任何解压和复制过程，因此无论数
据文件有多大，这个恢复过程都会在几分钟内完成。
通过即时虚拟机恢复方法开启后的存档，因为虚拟机的运行，会产生变化的数
据，VBR 会将这些变化的数据写在 Redo Log 文件中，这个文件默认存放在 vPower
NFS 文件夹下。当这份即时恢复的虚拟机文件被删除时，这个 Redo Log 也会被删除；
当这份即时恢复的虚拟机文件被迁移至生产存储时，这个 Redo Log 会被合并至最终
恢复出来的虚拟机文件中。这个变化的数据除了写在 vPower NFS 文件夹中的 Redo
Log 之外， 还能被重定向至任意的 vSphere 数 据 存 储 中。 使 用 I/O 重 定 向 技 术 时，
VBR 将会在 ESXi 主机上使用虚拟机快照技术来写入变化的数据。关于 vPower NFS
的详细说明，请参考第 4 章。
在即时虚拟机恢复方法执行完成后，需要处理即时恢复的后续操作，挂载只是
一个中间过程，不建议长时间以挂载的形式运行业务。这时候可以有两种选择：一
种是停止即时恢复，即放弃恢复出来的存档，恢复后写入的变化数据都将被丢弃；
另外一种是迁移回生产环境。对于 VMware vSphere 来说，迁移的方法比较灵活，可
以有以下三种：
●

使用 VMware Storage vMotion 功能进行迁移。使用这个方法的迁移效果会非
常好，整个迁移过程中，系统无任何中断，但是这种方式有一些限制条件：
在执行即时虚拟机恢复操作时，不能使用 I/O 重定向技术，只能使用默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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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ower NFS 上的 Redo Log 存放缓存；同时还需要有相应的 Storage vMotion
许可。
●

使用 Veeam 快速迁移（Quick Migration）技术进行迁移。这种方法通常会分两
步来进行：第一步会先从 VBR 的备份存档中提取数据，然后在虚拟化平台中
恢复出一台新的虚拟机；第二步将所有改变的数据复制到这个文件夹下，然
后和恢复出来的虚拟机整合在一起。

●

使用 VBR 中的复制或者 VM 拷贝功能来实现虚拟机的迁移，这个迁移过程需
要设定相应的停机时间窗口。

2. 即时虚拟磁盘恢复
通过即时虚拟磁盘恢复方法，可以立即将备份存档中的虚拟磁盘直接挂载到生
产环境的虚拟机中。和即时虚拟机恢复方法不一样的是，即时虚拟磁盘恢复方法仅
仅是恢复某个虚拟磁盘，它并不恢复整个虚拟机。在执行即时虚拟磁盘恢复方法时，
不需要将虚拟机关机，而是直接将磁盘挂载给该正在运行的虚拟机使用，磁盘并没
有从备份存档中恢复出来，因此不需要大量的数据传输时间。
和即时虚拟机恢复方法一样，即时虚拟磁盘恢复方法使用 vPower NFS 技术完成
即时恢复，主要过程如下：
1）VBR 检查 vPower NFS 数据存储在目标 ESXi 服务器上的挂载情况。
2）如果覆盖原有磁盘，VBR 会检查原始磁盘的情况，卸载并删除原磁盘。
3）将需要恢复的磁盘挂载到目标虚拟机。
4）创建虚拟机快照，用于失败后的回滚。
5）挂载成功后，数据变化将被写入 vPower NFS 的缓存文件夹的 Redo Log 文
件中。
即时虚拟磁盘恢复需要后续操作，来完成最后的数据转移。VBR 使用快速迁移
技术完成这个步骤，将磁盘数据迁移至生产环境。

3.1.2

完整恢复

这是虚拟机备份恢复技术的基本功能，它能恢复虚拟机最近的或者指定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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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点的状态。
恢复整个虚拟机时，会将整个虚拟机镜像从备份文件提取到生产存储中。尽管
与即时虚拟机恢复技术相比，完整虚拟机恢复技术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时间，但是无
须执行额外的步骤来完成恢复过程。VBR 将虚拟机数据从备份存储库中恢复到生产
存储中，在所选 ESXi 主机上注册虚拟机，并在必要时将其电源打开。完整虚拟机恢
复技术可恢复完整的磁盘 I/O 性能，而即时虚拟机恢复技术可为虚拟机提供“临时
备用”。
在进行完整虚拟机恢复时，其中有一种场景是：原虚拟机还存在于原虚拟化环
境中，管理员只是希望回滚该虚拟机至一个历史时间点，比如前一天的备份点。这
可以通过快速回滚（Quick Rollback）功能来实现，该功能是完整虚拟机恢复向导中
的一个可选项。
“ Quick Rollback ”复选框为管理员提供了以变化量的方式恢复数据的选择，VBR
会判断哪些数据是需要被回滚的，然后按需从备份存档中提取数据进行恢复。快速
回滚技术能够显著提升完整虚拟机恢复的效率，减少恢复时间，降低恢复过程中对
网络带宽的消耗，从而降低对整个生产环境的影响。
在快速回滚过程中，VBR 依然使用 CBT 技术，VBR 从当前的虚拟机中获取 CBT
的状态，并将它与之前的备份存档进行比较，从备份存档中提取必要的数据块并将
其传输至生产数据存储，重构虚拟磁盘文件，恢复至指定的时间点。
快速回滚的必要条件为：
●

必须恢复至原始虚拟机。

●

必须保持开启 CBT 功能，当前目标虚拟机在备份时和恢复时都需要开启 CBT
功能。

●

在恢复过程中数据传输模式必须是 HotAdd 模式或 NBD 模式。

3.1.3

文件级恢复

VBR 有三种恢复客户机操作系统文件的方式，这三种方式都不需要将备份存档
完全解压开来后再提取其中的单个文件，但是这三种方式略微有一些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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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NTFS、ReFS。这三种文件系统的文件都是基于 Windows 的虚拟机，VBR
可以通过 File Level Restore 向导直接打开这些存档。

●

Linux 和 Unix 的文件系统。VBR 支持 14 种不同的文件系统，可以通过 VBR
的 Multi-OS File Level Restore 向导来恢复。

●

如果文件系统并不在以上两种方式的支持范围内，VBR 可以通过虚拟实验室
的 U-AIR 功能来恢复文件数据。

VBR 的 文 件 级 恢 复 技 术 在 实 现 时 利 用 挂 载 服 务 器 挂 载 备 份 存 档 的 能 力， 将
备份存档挂载成 Windows 或者 Linux 原生的文件系统以进行数据提取。因此，在
Windows 的挂载服务器上，很有意思的是，这个挂载可以被正常地读取访问，就像
使用这个 Windows 系统本地的文件系统一样，这就意味着，在进行恢复前，完全可
以通过相关的应用程序打开并查看文件对象，确定恢复的内容后，再进行数据的恢
复。这是一种数据恢复革命，它彻底改变了只通过文件名、时间戳、文件大小来判
断备份存档内容的方式，而是变成一种可以百分百确定数据内容的文件恢复方式，
让备份存档的数据在存档中就具备可以被访问的能力。
这个挂载能力还可以进一步扩展，除了利用它进行文件恢复之外，还可应用于
安全恢复（Secure Restore）和数据集成 API。

3.1.4

应用程序对象恢复

VBR 支持从镜像中恢复应用程序对象，根据应用程序对象的不同，能够支持的
恢复内容也有所不同。大致来说，可以分为六大类：
●

Active Directory

●

Exchange

●

SQL Server

●

SharePoint

●

Oracle

●

其他各种应用程序

对于前面 5 大类，Veeam 提供 Veeam Explorer，能够用于快速打开应用对象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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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细颗粒度恢复。而对于其他应用程序，则通过通用应用程序恢复向导来提取恢
复数据。
Veeam Explorer 是一系列非常易于使用的工具，它自动集成在 VBR 之中，但是
又能独立工作。对于 VBR 在备份过程中能成功完成应用感知的备份集，VBR 在每
个备份集的恢复菜单中集成了 Veeam Explorer 菜单，自动判断并定位相关应用程序。
处于独立工作模式时，在 Veeam Explorer 中能手工打开以上这些数据库，从中提取
对象进行恢复，对于这种方式只要有相关的数据文件，即可打开对应的数据库，比
如 Active Directory 的 NTDS.dit、Exchange 的 .edb、SQL Server 的 .mdf 等。

3.1.5

直接恢复至 Azure 和 Amazon EC2

对于任意的 VBR 镜像级备份存档，只要其操作系统是 Azure 或者 Amazon EC2
所支持的，都可以直接恢复对应的存档至 Azure 或者 Amazon EC2，从而变成云上的
虚拟机实例。这对使用公有云作为临时的灾备系统、迁移至公有云或者是在公有云
中创建临时的测试开发环境都会非常有帮助。
无 论 是 Amazon EC2 还 是 Azure， 它 们 和 本 地 的 各 种 恢 复 方 式 都 很 不 一 样，
它们直接恢复备份存档至公有云时要求 VBR 或者存储库与互联网有连接。为了
提升恢复效率和处理某些特殊的场景，在云上执行恢复操作时，通常会根据场景
和需求的不同，使用一个辅助用的代理应用程序（Proxy Appliance），它位于云上，
是一个云上按需部署的虚拟机，有些时候，它能够显著提升向云上恢复数据的效
率，而在一些特殊场景下，这个辅助用的代理应用程序还是执行恢复操作的必要
条件。

3.2

从复制存档文件中恢复

通 过 VBR 复 制 功 能 创 建 的 存 档 是 一 个 原 生 的 VMware 或 者 Hyper-V 虚 拟 机，
它和普通的虚拟机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和普通的虚
拟机一样，被正常的 vSphere 和 Hyper-V 所管理。当然，由于是 VBR 创建的复制存
档，为了保持复制过程中的数据一致性，这时候通常会在 VBR 上对它进行一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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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操作。在 VBR 上正常管理复制存档时，任何在 vSphere 上对这个虚拟机的改动操
作都会引起数据的不一致，复制作业无法继续进行。
VBR 使用了 vSphere 或者 Hyper-V 的快照技术来保留复制存档的还原点，所以
会受所有与快照相关的限制，包括且不限于快照数量、快照合并问题、快照额外 I/O
开销等。
虽然这是一个虚拟机，但是由于 Veeam 的巨大灵活性，可以利用这个虚拟机做
很多恢复操作，通过它进行整机的故障切换；也可以进行系统内单个文件的文件级
恢复；还可以利用 Veeam Explorer 进行应用程序对象级恢复。文件级和应用程序对
象级恢复流程和普通的备份存档没有任何区别，Veeam 会全自动处理特别的中间步
骤，呈现出来的结果会和普通的备份存档完全一致。
复制技术更多地用于虚拟化环境的灾备，因此从复制存档中恢复整个虚拟机通
常又被称为灾备切换。在 VBR 中，灾备切换提供了丰富的切换选项和切换过程，确
保了在复杂的大型容灾环境中有足够多的选择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以应对不同的
恢复场景需求。完整的灾备切换过程包括以下关键步骤：
●

故障切换（Failover）

●

故障回切（Failback）

●

永久切换（Permanent Failover）

●

永久故障回切（Commit Failback）

●

取消故障切换（Undo Failover）

●

取消故障回切（Undo Failback）

在执行了这些步骤前后，灾备切换会进入几种不同的状态：
●

就绪状态

●

激活状态 A

●

激活状态 B

●

灾备后状态

这些步骤在整个灾备切换过程中如图 3-1 所示，会根据一定条件被激活，不同
步骤结束后会达到相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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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状态 A

就绪状态
故障切换
取消故障切换

切

永久切换

永久故障回切

回切

故障

障回

故
取消

激活状态 B

灾备后状态

图

3-1

在虚拟机被复制作业成功复制后，此时复制存档会处于就绪状态，在这个状态
下，虚拟机会等待下一个故障切换命令，一旦触发了故障切换命令，比如生产环境
出现意外，管理员启动了故障切换，那么复制存档就会进入激活状态 A，在这个状态
下，管理员可以执行三种操作：永久切换、取消故障切换和故障回切。通过这 3 种不
同的操作，激活状态 A 可以进入另外 3 种状态，分别是进入灾备后状态、回到就绪状
态和激活状态 B。对于灾备后状态和回到就绪状态来说，这两个都是最终形态，也就
是达到这两个状态后，灾备切换过程会结束。而对于激活状态 B 来说，它和激活状态
A 类似，这个状态下，管理员可以执行两种操作：永久故障回切和取消故障回切。永
久故障回切也是一个最终形态，而取消故障回切则会让激活状态 B 回到激活状态 A。

3.3

数据恢复示例

3.3.1

示例三：即时虚拟机恢复

在第 2 章的示例中，对主数据中心的 CloudData 这台虚拟机做了备份，由于虚
拟化平台的配置有变更，导致该虚拟机出现了严重的故障，在 vCenter 上，虚拟机
已经处于孤立状态，无法执行开机操作，从 VMware 支持工程师那边得知，对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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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机所运行的 ESXi 主机可能也需要做一些调整和修复，才能继续使用它。好在主
数据中心有 CloudData 这台虚拟机的存档，灾备管理员计划使用即时虚拟机恢复方
法，立刻对这台虚拟机执行恢复操作，将这台虚拟机的备份存档恢复至其他资源池
中，以继续提供服务。
1）在 VBR 控制台的“ Home ”界面中，找到“ Backups ”节点，在这里可以找
到 CloudData 这台虚拟机的所有备份存档还原点。选择最近可用的还原点，对其右
键单击后选择“ Instant VM Recovery ”，进入即时虚拟机恢复向导。
2）在“ Machines ”步骤中，选择最近的还原点，恢复 CloudData 这台虚拟机，
如图 3-2 所示。

图

3-2

3）在“ Restore Mode ”步骤中，选择“ Restore to a new location, or with different
settings ”，同时保持其他选项不变，点击“ Next ”按钮，如图 3-3 所示。
4）在“ Destination ”步骤中，设定“ Restored VM name ”为 CloudData_IVR，这
将是一台恢复出来的新机器，在这台机器投入最终的生产前，保留它的后缀。为这
台恢复出来的虚拟机选择恢复至哪个 ESXi 主机，这里选择 10.10.1.101 为它允许的
ESXi 主机，其他选项保持不变，点击“ Next ”按钮，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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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图

3-4

5）在“ Datastore ”步骤中，保持默认设置，不做更改，点击“ Next ”按钮，如
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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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6）在“Secure Restore ”步骤中，保持默认设置，不做更改，点击“Next ”按钮，
如图 3-6 所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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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 Reason ”步骤中，填入进行本次恢复的原因“ ESXi 系统主机故障，导
致虚拟机损坏，需要立刻恢复。”后，点击“ Next ”按钮，如图 3-7 所示。

图

3-7

8）在“ Summary ”步骤中，同时勾选“ Connect VM to network ”和“ Power on
target VM after restoring ”这两个复选框，确保业务迅速启动，点击“ Finish ”按钮，
VBR 就开始了全自动即时恢复，如图 3-8 所示。
9）大约 2 分钟后，虚拟机被发布到新的 10.10.1.101 ESXi 主机上，并且开机即
可使用，此时 SQL Server 也已经能够正常对外提供服务了，在 VBR 控制台中，点
击“ Open VM Console ”后，输入 vCenter 的用户名密码，即可查看这台虚拟机的状
况，不需要回到 vCenter 上查看，如图 3-9 所示。
10）执行“ Migrate to Production ”操作，将这台虚拟机迁移回生产存储 ESXi02
DS 中，在这个步骤中会使用 VMware Storage vMotion 功能来做迁移；在点击“Migrate
to Production ”按钮后，启动 Quick Migration 向导，在“ Destination ”步骤中，为恢
复目的地选择 ESXi02 DS 这个数据存储，其他选项保持默认，最后点击“ Next ”按
钮，如图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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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图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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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11）在“Transfer ”步骤中，不选择“Force Veeam transport usage ”复选框，保
持所有默认设置不变，点击“ Next ”按钮，如图 3-11 所示。

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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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经过一系列自动迁移条件的判断后，VBR 最终选择了 VMware vMotion 作
为迁移方式，点击“ Finish ”按钮，虚拟机开始恢复磁盘 I/O，如图 3-12 所示。

图

3.3.2

3-12

示例四：灾备接管和切换

当发生故障时，可以用复制存档进行灾备切换，这个过程远比一般的恢复方式
要快，切换完成后，将会获得几乎和生产环境状态和性能非常接近的虚拟机，通常
这样的操作会被称为灾备接管。在 VBR 中，为复制存档提供了一系列灾备接管的流
程，在这里可以完成灾备接管中通常需要实现的大部分操作。接下来会用一个示例
来说明灾备接管的过程。
在上一章的示例中，主数据中心已经利用备份拷贝和复制作业在灾备中心创建
了一份复制存档。当前，主数据中心因为要进行工程维修而临时停电，需要在 19 点
30 分关闭所有的服务器，此次停电将会持续 12 小时，数据中心管理员需要将当前
的重要机器 CloudData 切换到灾备中心以继续提供接下来 12 小时的服务，当主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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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12 小时后恢复供电时，灾备中心再将数据传输回主数据中心，主数据中心继续
运行接下去的业务。数据中心的架构如图 3-13 所示。
主数据中心 A

备份服务器

灾备数据中心 B

2

4

3

1

生产群集

灾备群集

图

3-13

配置步骤
1）下午 19 点 30 分左右，数据中心管理员开始执行此次计划内的切换，切换前，
主数据中心的生产系统处于运行状态，而灾备中心的复制存档处于关机状态，复制
存档中的数据是昨天晚上 22 点的虚拟机的存档。此时，数据中心管理员启动 VBR
中的 Planned Failover 功能。
这个功能会执行以下过程：
a）触发一次在线的增量复制；
b）增量复制完成后，关闭主数据中心的 CloudData 虚拟机；
c）再次触发增量复制，复制关闭后的虚拟机，用于做最终的数据同步，保持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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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完全一致；
d）最终复制完成后，启动 CloudData_Copy 这台虚拟机。
在“ Home ”界面中找到这台 CloudData 虚拟机的复制存档，这个存档的当前状
态是“ Ready ”，通过右键菜单的“ Planned Failover ”启动切换向导。这个向导非常
简单，只需要选取虚拟机即可，如果要一起切换多台虚拟机，可以通过“ Add VM ”
按钮来增加虚拟机。因为最终要同步以保持一致状态，所以不需要选择任何还原点，
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2）根据上述切换流程，Planned Failover 完成了切换，CloudData 的复制存档进
入了 Failover 状态，开始运行并且接管所有生产的业务，此时所有的访问被重定向
至灾备中心的 CloudData_Copy 这台虚拟机。主数据中心进入维护状态，等待停电时
刻的到来，如图 3-15 所示。
3） 第 二 天 上 午 7 点 30 分， 主 数 据 中 心 的 电 力 恢 复， 大 约 1 小 时 后， 所 有 的
VMware 基础架构恢复正常的状态。此时 CloudData_Copy 这台虚拟机还在灾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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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管理员需要将 CloudData_Copy 虚拟机当前的状态迁移回主数据中心，这里
面涉及停电的 12 小时中产生的变化数据。在 VBR 的“ Home ”界面中，找到处于
“ Active ”状态的 CloudData 存档，在上方工具栏中，找到“ Failback to Production ”
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即可将最近 12 小时的变化数据回传至主数据中心。

图

3-15

执行这个“ Failback to Production ”时，会进入一个“ Failback ”向导，因为仅仅
是停电，原来的 CloudData 虚拟机都还正常存在于 vSphere 中，在“ Destination ”步
骤中，选择“ Failback to the original VM ”，并且勾选“ Quick rollback ”，点击“ Next ”
按钮，仅将过去 12 小时的增量数据传输回主数据中心，如图 3-16 所示。
4）在“ Summary ”步骤中勾选“ Power on target VM after restore ”复选框，然
后点击“ Finish ”按钮。接下来，CloudData_Copy 机器将会被关闭，并传输增量数
据回主数据中心，如图 3-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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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6

图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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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过一系列的全自动处理操作，主数据中心的虚拟机 CloudData 重新运行
起来了，而灾备数据中心此时处于关机状态。在 VBR 控制台中，可以看到当前的
复制存档的状态为“ Failback ”，虚拟机的图标上也显示了向左的反向箭头，这表示
已经回切成功。为了防止误操作，VBR 在此处加入了中间步骤和中间过程，因此此
处会有“ Commit Failback ”和“ Undo Failback ”选项供管理员选择。管理员回到
虚拟化平台后，检查该恢复出来的系统状态，如果一切正常，只需要点击“ Commit
Failback ”图标，就可以结束整个切换流程，如图 3-18 所示。

图

3.4

3-18

本章小结

本章介绍了如何从备份存档和复制存档中恢复数据。首先讨论了镜像的恢复方
式，包括即时恢复和完整恢复，其中即时恢复的恢复时间非常快，而完整恢复则是
通用型的经典恢复方式。然后又讨论了多种多样的文件恢复和对象恢复，这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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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而对于灾备存档，由于它的特殊性，我们单独将它列出来，
讨论了它的恢复逻辑。在本章的示例中，我们通过两个恢复示例展示了如何达成管
理员的恢复目标，对于各种恢复手法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有借鉴意义。在第 4 章中，
你将进一步了解这些备份存档是如何被正确地存放起来的，以及存放这些数据的存
储库的规划、设计和选择。在继续学习之前，关于数据恢复的话题，你可以参考
Veeam 的官方使用手册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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